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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推演(運用經驗、模型或者是時下流行的大數
據)，進而引領公司前進，讓公司穩定永續經營。
所以廣義的預算定義並非一般泛指的年度預算而
已，而是涵蓋從企業發展方向及目標制定的策略
規劃(Planning)，到落實年度經營目標及計畫的年
度預算(Budgeting)，更擴及到持續衡量調整未來
的預測(Forecasting)，此即全面預算管理的內涵。
由下圖全面預算管理框架中，便可看出策略規
劃、營運計畫/預算、預測之間的關係，更藉著實
際執行的管理報告、績效衡量反饋，而形成一個
持續改進與學習的縝密運作迴圈，如同管理大師
戴明提及之目標管理循環(P.D.C.A)的概念。

又到了編製年度預算的時點，大部份負責預算規
劃的人員，相信都會有類似的經驗，那就是對
於「準確性」的要求更甚於過往。然而，什麼
是「準確性」? 要如何才能符合公司對於「準確
性」的要求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先回到編製預算的目
的，是在於對未來一定期間內，綜合考量內外部
因子，協調資源及資金的運用後，公司合理的推
算可達成之營運目標。因此，準確的意義，並不
在於絕對的金額一毛不差，而是在於編有所本，
符合公司的營運策略、可動用資源並有一定邏
(Integrated Planning and Budgeting

Deloitte 整合性規劃及預算架構

Framework)

Strategic Planning (策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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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Level Strategic Assessment
Vis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Development
Scenario Analysis/Option Evalu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tructured Guidance

Business Planning/Budgeting
(營運計畫/預算)



Translation of Strategy into Objectives
High level financial plan and capital plan
Tactical Project Prioritization
Multi-Year Financial Targets
Translation of business plan into Budget



Forecast – Frequent Updates to Budget






Forecasting (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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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執行能力
Assess Do-Ability

執行與管理

Reporting Variance Analysis, Scorecards, KPI,
etc.
Rewarding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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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全面預算管理的困難點
自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經濟環境變化甚劇，根
據德勤全球的調查報告，如何及早發現影響營運
的因子並提供決策之參考，是財務長被賦予的重
大任務，而全面預算管理經常作為達成此目的之
重要手段。但是，全面預算管理在實際執行上常
遭遇以下困難點：

• 策略不明確/缺乏溝通：許多公司的策略方向
未明確訂定，或是沒有充分溝通下達到各執行
單位，執行的時點及優先順序就難以規劃，畢
竟公司短期、中期的目標及可利用資源有所不
同。策略方向若不明確，預算編製將缺乏立論
基礎而淪為形式，更遑論對於實際表現，能帶
來反饋及衡量的效益。

• 本位主義考量：策略擬定後，各單位之間溝通
的運作不良，小則造成各唱各的調，作業重工
費時，大則導致企業整體資源浪費及執行效能
不彰，也讓全面預算管理的立意形同虛設。這
包含兩個溝通的意涵：

– 垂直校準(Vertical alignment)：公司層級的策略
想法，當開展於實際的執行規劃時，必須與各
營運單位取得共識；各營運單位也必須能確實
評估，若有影響落實度的可能性(如對市場預期
變化的差異)，也必須提出做為公司層級策略的
調整。

須考量未來變化的不確定性以及編製方式之
因應彈性。另外，編製內容未與日常營運管
理分析結合，無論是部門或個人績效衡量將
缺乏比較的基礎。

• 虛假行為難以辨識：由於預算目標經常作為
部門或是個人的績效目標，因此預算編製
者，基於其特殊考量，難免會出現浮報誇大
或者是蓄意低列預算的行為，不僅加重預算
管理人員監督的工作、誤導管理階層的期
望，更掩蓋企業營運的真實狀況。低報目標
者未來較易達標而獲得高績效獎酬；誇大目
標者，如業務人員明明做不到卻提出過高的
業績目標，年度結算時，可能會為了達標做
出業績灌水等不當行為。

• 預算編製流程費時耗力：根據德勤全球2014年
針對500位以上資深財務經理人進行的研究調
查報告顯示，超過60%的公司需花費3個月以
上才能完成年度預算編製。冗長的過程使編製
人員和管理階層總是心力交瘁，且擠壓其應有
之分析及決策任務，也往往失去時效性與管理
功效。

從三個面向改善全面預算管理
一. 組織與溝通面
1.溝通機制的建立
要避免全面預算管理的立意流於形式，必須
從建立組織內的溝通機制開始。確定策略方向

– 水平協調(Horizontal coordination)：跨功能單位
間的溝通(例如：銷售與生產單位、營運與支
援單位)，能檢視公司層級策略的合理性與可執
行性，也串連及強化各單位間的運作，清楚定
位各單位的角色及責任。同功能單位間的協調
(例如：不同銷售團隊對於銷售/利潤目標的分
派)，能凝聚單位內共識，從中也將決定任務又
及資源的分配順序。

後，垂直開展與各層級管理人員取得共識，並
建立仲裁機制處理水平協調過程中的爭議。高
階管理者的親自參與及支持，絕對是整個溝通
機制成功的關鍵，除了消弭部門的本位主義，
更能讓各階層主管當責參與整個全面預算管理
流程，避免營運單位行動方案和企業策略之間
的落差。

談到預算的負責單位，許多公司會由財會單位
執行，也有些公司由經管分析單位(如總經理
室或經營分析處等)負責，並無絕對的優劣。

勤業眾信通訊

• 預算編製內容的合適性：如何在編製資訊的
正確性與攸關性間取得平衡，經常會是一般
企業所遭遇的困難。包括編製內容的粗細程
度、時間長度或是部門的層級等，而且還必

封面故事

2.專責的預算管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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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與期待，因此「專責」會是比較有效的
安排。

若要讓全面預算管理有效落實執行，負責的單
位必須具備下列功能：
(1) 能解讀公司策略：要能解讀公司的策略方
向，才能居間與各部門溝通，或能因應營運
與環境變化，提出策略修正建議。最終能夠
彙總編製連結策略的預算內容，成為策略與
營運間的溝通橋樑。

二. 執行手法面
1.動因基礎的編製模型
設計具有攸關性的模型是全面預算管理的重要
環節，結合與營運連動的動因(Driver)作為預算
/預測的編列基礎，能更貼近實際的企業營運

(2) 能理解營運模式：理解公司的營運模式，能
讓預算與實務連結而非僅為財務數字而已。
在審視編製結果的合理性時，提出的論點更
有依據；分析執行成效時，能針對根本原因
與營運部門取得共識、進行改善。

面，也更易為非財務人員所理解。例如：以銷
售量/售價預估銷貨收入、以坪數預估水電/租
金等費用。

而且有些動因本身即為績效管理指標(KPI)，與
策略息息相關，進行預算與實績差異分析時，

(3) 能反應環境變化：身為理解公司策略及營運的
預算管理單位，合理的被賦予扮演雷達的角
色，當發生變化或異常時，先一步於營運單
位，提出可能的變化狀況，供高階主管及時掌
握最新的企業整體情勢以及未來決策參考。

更能挖掘出改善機會點。採用動因基礎的編製
方式的另一個優點，便是利於執行後續的預測
與what–if模擬分析，因為隨著不同假設而改變
因子，即可快速得到不同假設下的可能結果。

德勤全球的企業價值地圖(Enterprise Value

公司若將全面預算管理視為是一次性活動或
是財務數字的拔河過程，可能會要求財會單
位以「兼任」的方式執行。但在財會例行性
工作之外，可能很難顧及上述三點更重要的

MapTM)，可協助企業找出應關切的重要項目，

Deloitte企業價值地圖 (EVM) 以及可能的行動方案，協助判斷可能的管理動
因，提供公司編製設計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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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e What You Do (策略)
• Do What You Do Better (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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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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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ations

Income Taxes

Business
Management

2.採取甚麼行動

1.價值如何創造
營收成長
•營收量成長
•實現價格利益
利潤提升
•管銷費用降低
•銷貨成本降低
•稅率降低
資產效率
•設備資產效益提高
•存貨效益提高
•應收/應付帳款改善
期望
•公司優勢
•外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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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滾動式預測 (Rolling Forecast)

2.採用適合的預算和預測系統工具

很多企業常將預測視為快速的預算重調整，

一般預算的編製多採用Excel，雖易為一般使用

定期確認年度目標達成的可能性。然而，經營

者上手維護，卻有其限制，特別於整合跨部門

企業需放遠眼光，不能只以年底為目標調校金

資料且公式連結較多時，一旦發生組織或編列

額，而應採納現今趨勢之滾動式預測，以更貼

方式的異動，耗費大量時間的人工修改、除錯

近現實的角度持續地檢視未來的一段期間，提

經常無可避免，更可能影響結果的正確性。其

供管理階層針對快速變遷的環境做出反應。採

他需求如：版本控管、資料安全、覆核，或是

用滾動式預測時須注意：

不同情境的模擬(simulation)都有其使用上的難
度。因此，選擇系統軟體取代Excel，就成為企

(1) 預測長度：取決於產業特性以及未來能見度
的深淺，景氣變化大以及能見度較淺的產業
(如電子產業)，經常為一年以下，例如九個月
或是兩個季度等。能見度較遠的產業，就必
須儘可能的遠，例如銀行業的6Q Rolling等。

(2) 更新頻度：亦因產業特性而有所不同，當然
也與實際資料的可取得性相關。通常每月或
每季進行一次，但像市場敏感度較高的電子
產業就可能以每周更新的方式進行。更新的
頻度並非一成不變，而會隨著預測重要性、
正確性而進行調整。

(3) 預測模型：預測的性質與預算不同，預測著
重有效率的反應可能狀況，而預算則是要求
精細完整。雖然有學者提倡以Rolling forecast
取代預算，但畢竟兩者目的與基礎不同。針
對關鍵項目進行預估模擬，可縮短預測週
期，並將更多時間分配於分析決策上。

業提升預算管理效率的一個選項，合適的系統
軟體應能：
(1) 提升編製效率與品質：結構性的模型設計，
加速各角度彙總運算，增加編製細緻度的可
能，包括部門別、地區別、產品別、通路別
到專案別等。且能因應實務上常見之變化(如
組織或是編列項目的異動)，減輕維運負擔，
更確保資料的可信度。

(2) 符合預算實務要求：多情境與多版本：能因
應編製假設而設定不同情境，並能留存不同
目的或是進行中的歷程版本。
• 表單易於使用：表單的設計必須能符合一般使
用習慣，還應包括註解、警示、下拉選項等編
製時常用之功能。
• 整合簽核流程：預算的編製、覆核、駁回，能
依各層級人員的職責設定權限，以提升整體執
行效率。
• 控管資料安全：根據人員角色設定存取權限以
確保資料安全性。

三. 系統工具面
1.資料整合
若能有效整合會計帳務資料與其他系統中的動
因資料，以自動化排程拋轉整合資料，可縮短
資料處理時間並提升資料產出的品質。除了來

(3) 提升資料分析效能：編製結果或是預算與實
績的差異分析，可透過系統快速進行角度切
換(如部門別、地區別、產品別、通路別、專
案別等)，遇有必須細部拆解的狀況，能向下
鑽研(Drill-down)逐層檢視。

源資料的品質外，相關流程的制定，包含異常
考量。良好的資料整合機制與系統平台皆有助
於品質與效率的提升(例如：商業智慧平台或決

勤業眾信通訊

策分析系統)。

封面故事

的提醒，以及資料產出的頻率等亦建議須納入

9

全面預算管理
標竿實務特色
取得CEO大力支持，而
由營運主管主導完成

績效管理和決策制定方面，清
楚定義事業群、區域別、營運
單位與國家別的管理權責

• 財務預測能與營運預
測緊密連結

營運主導

大幅減少使用Excel，線上
的科技工具促使整合、一致
性、效率化、控管機制、報
告產出以及企業協同合作

明確的目標與
標準化流程
充分利用科技工具

信任與授權的文化對目標、計畫、
績效、風險及機會能促進誠實與
透明的溝通對話

由上而下的
目標設定

攸關性、變動性
與可控性

提升預測準確 具有清楚假設的
度
動因基礎

• 回饋機制可降低系統誤
差並避免隨機變動
1

全面預算管理標竿範例
除了上述提及的關鍵性改善方向外，上圖的全面
預算管理標竿實務完整列示出其他的考量面向，
例如：企業文化、風險管理等。由於產業特性
或是個別公司運作模式的差異，著墨重點或有不
同，但如同企業運作不可能一成不變，要能動態
檢視內外在環境，並且能持續的調整執行方式，
方能發揮全面預算管理的功效，無論景氣好壞，
企業皆能因應各種狀況有所計畫，及早洞悉未來

封面故事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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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風險與
不確定性

標竿實務

• 衡量及管理預測可信度
的正式流程

• 預測非承諾或目標

實際可行的
滾動式預測

PBF
全面預算管理

企業文化

進而達到永續穩健經營的目標。

清楚定義由上而下的目標，並從
一開始就連結年度計劃流程，減
少日後的往來談判，而是將重心
放在策略的執行

流程整合

決策的權責
角色分明

• 規劃與預測的目標能被清
楚定義與瞭解
• 標準化、可重複的流程作
為最佳實務並持續改善

• 跨單位的規劃與預測
流程整合，以確保資
料一致性

計畫及預測使用重要的營
運動因，例如：量、價、
產品組合、行銷活動。

• 適當的預測期間能增進
對未來的能見度，並為
決策制定提供前置期

• 對重要基本假設、風險
與機會的敏感度分析
• 定期評估替代方案及發
展應變計畫

• 著重於攸關且重大的項目

• 對成本中心的規劃建立重
大性原則
• 致力於大體上正確性，而
非精確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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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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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OECD公布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
(BEPS)最終版報告

容，應要在其合約內容清楚說明、或作為補充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稱OECD）
已於2015年10月5日公布稅基侵蝕與利潤移
轉（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以下簡稱
BEPS）行動計畫之13篇最終版報告及1篇補充說
明，介紹了BEPS所有項目下各方所達成的共識。
另外，本期第2篇國際動態將針對移轉訂價交易
利潤分割法(Transactional Profit Split Method)新指
引進行說明。

活動不符時，將以實際交易活動為主，取代合

條款內容、或當合約內容與集團企業個體實質
約所列交易內容。

• 風險 (Risk)
在依循合約規範下承擔特定風險時，企業必須
執行該風險控管，並保有承擔該風險之財務能
力。雖然目前並無明確的風險控管測試方式，
企業個體可先參考下列因子：(1)風險執行之決
策成效；(2)因應與事業機會相關風險之成效；
(3)降低風險之活動成效等。只要企業個體能藉

最終版報告之重要移轉訂價觀點

由外包風險控制活動，更能控管其風險，OECD

長達186頁的移轉訂價最終版報告以及70頁有關
移轉訂價報告以及國別報告資料，提供多個移轉
訂價相關議題觀點，其中重要且需關注之觀點臚
列如下：

允許企業個體將風險控制活動外包。OECD在此

• 全球移轉訂價報告及國別報告 (Global transfer
pricing documentation and country-by-country
reporting)
OECD維持先前發布之全球移轉訂價報告、國
別報告之施行方案(Implementation Package)及
指引之內容，並未提供其他新看法或指引。

份指南亦提供企業個體判別其自身風險之六大
步驟。

• 無形資產 (Intangibles)
最終版報告包含2014年發布之指引中，與無
形資產發展、升級、維持、保護及開發功能
（DEMPE1功能）相關之無形資產類別、移轉訂
價方法以及重要功能。為使企業個體有權取得
與DEMPE功能相關之無形資產報酬，最終版報

• 合約之角色 (Role of contracts)

要條件。依據此指引之說明，企業個體取得在

集團企業個體間合約文件之安排係適當且清楚

無形資產預期與實際間之結果所產生利潤或虧

了解交易型態之最基本方法，然而書面合約卻

損，此差異性將與企業執行之功能高於其所面

可能無法提供移轉訂價分析所需之所有資訊。

對之風險上相關。

因此，OECD認為集團企業個體間之實際交易內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告亦整合上述所提功能與風險之控制及資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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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若無法掌控其資金提供之財務風險，將只

• 低附加價值集團內部服務 (Low-value-adding
Intragroup Services)

能獲取無風險之報酬；反之若能掌控與DEMPE

為符合低附加價值集團內部服務之避風港，納

功能有關之財務風險，則能夠獲得風險調整之

稅義務人必須保存服務成本之記錄及文件資料

報酬(Risk-adjusted Return)。

以及選擇適當的分攤因子。當低附加價值集團

• 資金提供與現金池 (Funding and Cash Boxes)

內部服務之金額超過一國家所設定之門檻時，
• 重新定位 (Recharacterization)
若一個交易安排缺乏商業合理性，此指引認為

稅務當局得要求納稅義務人提示完整之功能性
分析(Full Function Analysis)與可比性分析，包含
對特定服務費用進行受益測試。

此交易將不予承認。另若該交易無法找到非關
係人間有類似交易，則較無足夠的立場去認定
該交易。

• 爭議之解決
已有20個國家(包含澳洲、奧地利、比利時、

• 難以衡量價值之無形資產 (Hard-to-value
Intangibles)

加拿大、法國、德國、愛爾蘭、義大利、日
本、盧森堡、荷蘭、紐西蘭、挪威、波蘭、
斯洛維尼亞、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及

若納稅義務人無法在一完整分析中清楚說明

美國)承諾於其雙邊租稅協定中提供具有強制

其訂價，事後之結果將被作為事前訂價安排是

約束力之相互協議仲裁(MAP Arbitration)之機

否恰當之一推定證據。基於未來不可預見之

制，以確保與租稅協定相關之爭議可在特定之

事件，對此OECD納入幾個豁免條件，如採用

時間內解決；其他國家則已同意提供最低標

五年追溯規則(Five-year Look-back Rule)與容忍

準及平行審查監測制度(Peer Review Monitoring

20%差異。納稅義務人若能完整揭露交易的事

System)。

前及事後資料並說明無法預期事前及事後差異
之原因，稅局將使用事前資料做為其交易訂價
相關查核。

• 利潤分割
交易利潤分割法之最終版指引已延至2017年。

• 成本分攤協議 (Cost Contribution Arrangements)
最終版報告更新成本分攤協議指引以符合上述
討論契約、風險、無形資產等改變。該指引亦
保留進行中貢獻應根據價值(Value)來衡量而非
成本(Cost)之要求，除非企業認為前期承諾之
機會成本對成本分攤協議有貢獻。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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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MPE係指development、enhancement、
maintenance、protection及exploitation。
資料來源:Global TP Alert 2015-016 《OECD Releases
Final BEPS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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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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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BEPS公布修訂交易利潤分割法之指
導原則
2015年OECD針對移轉訂價交易利潤分割法
(Transactional Profit Splits Method)的修訂進度
公布了一篇簡短的摘要，將於目前之OECD移
轉訂價指導原則(Transfer Pricing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ax Administrations)中
加入新增的指引，預計2017年完成。

前述摘要主要說明修訂交易利潤分割法指引的工
作範圍(Scope of work)，OECD認為應該考慮到在
數位經濟環境下綜合交易模式的增加，以及對於
風險分配、集團綜效、涉及無形資產交易的價值
以及跨國企業集團內不同企業個體對於無形資產
承擔不同功能與風險時採用交易利潤分割法的額
外指引。

指引。重要的是，前述摘要承認交易利潤分割法
對納稅義務人在適用上以及稅務機關在評估時也
許並非易事，當採用其他移轉訂價方法存在問題
時，使用交易利潤分割法評估價值創造的利潤分
配是否符合常規也許是最佳的方法。

工作範圍的文件指出修訂後的指引將基於現有
的指引(移轉訂價指導原則第二章)加以澄清及補
充，並加入實際應用的實例說明。第一個重點仍
然是健全的功能分析。第二點則是在選擇最適常
規交易方法時，應注意數位經濟下更高度整合的
商業模式所造成的後果，以及考慮到高度整合下
利潤分割的潛在影響。另外，工作範圍將包括發
展出當可取得之可比較資料受限時的移轉訂價分
析方法。

最適常規交易方法的選擇
交易利潤分割法1的使用
2014年12月OECD公布BEPS行動計畫8-10關於在
全球價值鏈中使用交易利潤分割法進行移轉訂價
分析的討論稿，以回應G20/OECD之BEPS行動計
畫的目標：移轉訂價原則應「更加重視高度整合
集團企業內的價值創造」，以及使用交易利潤分
割法可能是達成此目標的方法之一。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G20/OECD已從前開討論稿收到的回應中條列出
主題以及更進一步的工作範圍，以澄清、改進及
加強對於何時是使用交易利潤分割法的適當時機
以及如何以更可靠的方式使用交易利潤分割法之

適用常規交易原則時仍需選擇最適常規交易方
法。在交易利潤分割法下分配利潤或損失反映
了關係企業間商業關係的基本差異，特別是關
於風險分配，以及支付商品或服務的費用。當
利潤分配無法符合常規交易結果時，修訂後的
指引將強調使用並調整可取得最佳之可比較資
料比使用交易利潤分割法更適當。使用最適常
規交易方法比不當的使用交易利潤分割法更可
靠。這項工作是跟G20發展工作組(Development
Working Group)針對低收入國家面臨缺乏可比較
資料時的挑戰相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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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整合的營運模式
這項工作範圍將會考慮當營運模式明顯屬於高度
整合時，可能導致交易利潤分割法為最適常規交
易方法的結論。未來將加入價值鏈分析的相關
指引，這可能有助於區分全球價值鏈的串聯整合
(將涉及集團內企業在整體價值鏈下執行不同功
能的相關交易，如果不對相關交易的特徵進行考
慮，則可能無法保證交易利潤分割法為合適的方
法)以及關聯整合(可能涉及集團內企業在整體價
值鏈下執行相關之收入、成本、費用、資產或風
險之類似功能並整合，交易利潤分割法可能為合
理的方法)。

一致。分割因子的敏感度(sensitivities)以及各種分
配機制的設計(包括能夠獨立驗證基本資料的能
力)將被包括在指引內。

使用交易利潤分割法以佐證交易淨利潤
法2(Transactional Net Margin Method)的區
間、權利金比率以及其他費用
指引將提供衡量交易利潤分割法是否可以作為交
易淨利潤法的佐證，或決定權利金比率及其他費
用訂價的結果。

時間表
獨特而有價值的貢獻(Unique and Valuable
Contributions)

交易利潤分割法的討論稿將於2016年5月公開討
論之前公布供大眾提供意見，正式的指引預計將

新增的指引及釋例將澄清當分析交易利潤分割法
是否為最適常規交易方法時，何謂「獨特而有價
值」的貢獻(與無形資產相關)。指引亦將說明當
涉及執行研發、強化、維持、保護或開發無形資
產之重要功能時，交易利潤分割法為最適常規交
易方法。該指引將包括交易利潤分割法應用在第
三方的情形。

於2017年6月30日定稿。

綜效(Synergistic Benefits)
新增的指引將處理有顯著集團綜效的情形，以及
若適用交易利潤分割法時應如何使用。

利潤分割因子(Profit Split Factors)
指引強調利潤分割因子與創造出來的價值需要有
高度的關聯性，以確保分析結果與常規交易原則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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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OECD移轉訂價指導原則，交易利潤分割法包
含貢獻度分析(contribution analysis)以及剩餘利潤分
析(residual analysis)兩種方法，而我國移轉訂價查核
準則第19條利潤分割法則是參考剩餘利潤分析法。
2
OECD移轉訂價指導原則之交易淨利潤法與我國之
可比較利潤法大致相同。

資料來源:

1. Deloitte Global TP Alert 2015-017《BEPS final
report updates scope of work for guidance on
profit splits》 (2015年10月15日)
2. OECD官方網站《BEPS 2015 Final Reports》
http://www.oecd.org/tax/beps-2015-finalrepor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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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 / 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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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譯

韓國
最高法院判決專利權課稅規範
韓國最高法院於2014年11月27日就專利權課稅
相關規定，進行宣判。該判決內容說明在韓國
與美國簽署之租稅協定（韓美租稅協定）適用
之前提下，不論境外註冊之專利權是否用於韓
國境內之製造或銷售活動，該項權利金將不再
視為韓國來源所得。

背景
依照韓國企業所得稅法（Corporate Income Tax
Law）第93條，於韓國境內使用無形資產（包含
專利權）所取得之所得或由韓國給付之所得，
係為韓國來源所得，而須進行扣繳。扣繳稅率
（尚須加計10%地方所得附加稅）可依韓美租稅
協定由20%降至15%(加計10%地方所得附加稅
後為16.5%)。然而，韓美租稅協定第六條第三項
規定，若權利金之給付係由於產生權利金之無
形資產於韓國境內使用或與擁有韓國境內之使
用權相關時，則該權利金將應被視為韓國來源
所得。

境外註冊，則該項權利金將不被視為韓國來源
所得。

基於修正後之企業所得稅法，韓國稅務機關認
為即使專利權於境外註冊，但若於韓國境內使
用，則仍須被認定為韓國來源所得，而需辦理
扣繳。

最高法院之裁定
最高法院於2014年11月宣判，使用註冊於美
國（而非韓國）之專利權而給付之權利金，不
論此專利權是否用於韓國境內之製造或銷售活
動，該項權利金皆非為韓國來源所得。最高法
院基於以下論點，做出上述判決：

• 雖然修正後之企業所得稅法已說明於境外註冊
之專利權倘係用於韓國境內之製造或銷售活
動，該專利權應被視為於韓國境內使用，所給
付之權利金應被視為韓國來源所得，但是韓美
租稅協定之法律位階高於企業所得稅法(國內
法)，故應優先適用韓美租稅協定；

• 依據法院對於韓美租稅協定之解釋，使用專利
權而給付之權利金僅於專利權係於韓國境內註
冊並使用者，方得視為韓國來源所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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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最高法院於2007年依據專利權領域原則
(Territorial Principle)判定專利權僅限於其註冊
之領域內方為有效。據此，倘係就韓國註冊之
專利權支付權利金，該等權利金將被視為韓國
來源所得。基於此項判決，若專利權係於韓國

韓國於2008年修訂企業所得稅法，以消弭原先
企業所得稅法與租稅協定針對權利金課稅規定
之衝突。依據修正後之企業所得稅法，若於韓
國境外註冊之專利權，係用於韓國境內之製造
或銷售活動，則該等專利權將被視為於韓國境
內使用，因而產生韓國來源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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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租稅協定的角度觀之，倘專利權係於美國註
冊，不論其是否用於韓國境內之製造或銷售活
動，該項權利金皆非韓國來源所得。

評論
此項判決係為最高法院於企業所得稅法修訂後
之首次決定。該項判決明確指出租稅協定應較
國內法令優先適用。據此，依韓美租稅協定第
六條第三項判斷相關權利金是否為韓國來源所
得時，境外註冊之專利權是否實際於境內使
用，非為攸關考量因素。最高法院於解釋韓美
租稅協定第六條第三項所稱之專利權使用地
時，似乎採取該使用地為專利權註冊地之觀
念。然而，該等解釋是否亦適用一般韓國公司
使用境外註冊之專利權以製造產品，並於韓國
境內銷售所製產品（此例與目前最高法院判定
之案件係韓國公司於美國市場銷售其製造產品
之情形略有不同），則未臻明確。

依照韓國稅法，納稅義務人可於原申報期限截
止日後三年內，進行更正申報，以申請退還溢
扣繳之稅額。基於最高法院之判決，預期未來
將有許多納稅義務人向稅捐機關提出更正申報
以退還之前被溢扣之稅款。

瑞典
提議控股免稅制度增設限制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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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財政部於2015年4月22日發布一備忘錄。
該備忘錄提議針對國內控股免稅制度(Domestic
Participation Exemption)增設限制條款，以防止企
業利用不具經濟實質之投資架構卻可享受控股
免稅租稅優惠之弊端。此提案亦將延伸適用至
瑞典避稅法(Tax Avoidance Act)，以進而規範瑞典
之扣繳稅制。提案內容涉及控股免稅之部分將
會納入近期修正之歐盟母子公司指令(EU Parentsubsidiary Directive) 中之相關規定。若提案經制
定頒布，將於2016年1月1日生效。

控股免稅制度及母子公司指令
在現行國內控股免稅制度下，若支付予瑞典公
司(或瑞典非居住者)之股利源自於營業相關股份
(Business-related Shares)時，其股利收入通常免
稅。所稱「營業相關股份」，係指股利收受方
(投資方)持有非公開發行被投資公司之股份，倘
被投資公司為公開發行以上之公司時，則持有
該公司10%以上具表決權之股份，同時，股利收
受方還必須持有該股份至少十二個月，方能符
合營業相關股份規定。

而「母子公司指令」則是歐盟為了防止跨國企
業之股利或盈餘分配於歐盟境內被不同成員國
重複課稅而制定。根據該項指令，由歐盟境內
之適格子公司分配股利予適格母公司時，母公
司之股利所得將享受免稅。

然而，為因應歐盟會員國不同稅制規範而造
成納稅義務人進行混合錯配(Hybrid Financial
Mismatches)之安排，該母子公司指令於2014年
進行修正。該次修正特別處理如何利用混和貸
款(Hybrid Loan)之安排，而於兩個不同歐盟會員
國達成雙重不課稅之行為。造成雙重不課稅之
主因為該貸款於借款方(子公司)之國家被視為
負債，但卻在出借方(母公司)之國家被視為出
資。該次修正案納入反濫用條款之規定，用以
規範子公司分配股利予母公司，若該股利可於
子公司之課稅所得中扣除，當該子公司支付股
利時，則不能適用免扣繳之規定。因此，利用
混合錯配安排之跨國企業，針對同為歐盟居住
者之母公司自子公司收取相關股利收入，當該
股利業已於子公司之課稅所得中扣除時，將不
再適用免稅規定。依據母子公司指令，母公司
所屬之歐盟會員國必須對已納入子公司稅上以
費用扣除之股利進行課稅，反之，若該股利收
入未認列為子公司費用並進行扣除，則母公司
所屬會員國亦不能加以課稅。歐盟會員國須於
2015年12月31日前，將上述反混合錯配之條款
納入各國國內法中。

修改提案
瑞典財政部長提議無論於現行國內控股免稅制
度或歐盟母子公司指令，支付予瑞典公司之股
利，給付方皆不可視為利息費用並自其課稅所
得中扣除。相較於母子公司指令僅規範歐盟境
內之居住者，該提案更進一步規範當給付方為
非歐盟境內居住者時，亦不適用國內控股免稅
制度。此外，財政部長亦提議於國內控股免稅
制度下，持有部分羅馬尼亞及波蘭公司之股份
應視為具有營業目的。

目前瑞典避稅法中並無扣繳稅款之規定，而反
避稅條款中的扣繳稅制亦不符合歐盟母子公司
指令。因此，瑞典財政部長已提議將相關規定
納入瑞典避稅法以符合修訂後之歐盟母子公司
指令。該法案認為租稅規避本質上即是以具有
法律效力之交易來避免或規避稅務規定，進而
獲取非預期之稅務利益。

建議

瑞典政府對於上述提案之準備工作主要參考修
訂後歐盟母子公司指令中的一般反濫用條款
（該條款於2015年1月27日經歐盟理事會通過
採用，主要係防止誤用並確保一致性；該條款
要求政府機關應避免就非真實性之安排給予稅
收優惠）。因此，就瑞典而言，考量是否適用
避稅法時，收受方之實質營運將是一個重要之
因素，換言之，任何安排都必須確認是否具有
反映經濟實質之商業理由。根據修訂後之歐盟
母子公司指令，稅務機關應就各項因素及情況
進行客觀分析，以確定是否具有實質之商業理
由。

倘該提案最終未做任何進一步修正並公布實
施，則稅務機關將可能對納稅義務人現有控
股架構進行質疑，其中包括外國控股公司持
有瑞典有限責任公司(Swedish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股份之架構。然而，該提案預期未來
仍將可能修正，因此尚待最後立法後方能全面
了解相關規定。

歐盟母子公司指令之反濫用條款主要係適用於
交易產生雙重不課稅或雙重課稅之情況。歐盟
會員國可選擇是否採用較嚴格之反濫用條款，
但會員國之法令至少需符合修訂後母子公司指
令之最低標準。根據前述瑞典財政部之提案，
當給付方國家將支付之股利於稅上視為可扣除
之利息費用時，該股利則應於瑞典課稅(即使該
非居住者給付方實際無法於稅上利用該利息費
用扣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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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瑞典財政部針對現行國內控股免稅制度之
修正提案，主要是為了符合修訂後之歐盟母子
公司指令，然上述之修正提案將不考慮瑞典公
司對於給付方之持股比重，亦不考慮給付方公
司是否為居住者（即使給付方非為歐盟境內居
住者亦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混合錯配安
排(Hybrid Mismatch Arrangements)亦為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OECD)所發布之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
(BEPS)行動方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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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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 - 2015個人稅之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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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業眾信觀點］

新加坡財政部於2015年2月23日頒布2015年度
預算計畫，因適逢新加坡獨立建國50周年，此
計畫命名為「Jubilee Budget」，著重於建立並
強化社會結構及確保未來退職資源充足，以下
為此計畫針對個人稅所提議之修正：

此次為新加坡30年來首次調整所得稅率，預計
對收入位於全國前5個百分點之受薪階級帶來影
響。此舉亦可視為新加坡在權衡保有人才及維
持高度競爭力與縮小社會貧富差距二者中之最
好方法。另，針對提供外派員工稅賦平衡之企
業，此調整將會大幅增加公司所需負擔之稅額
支出。

退稅給予
不同於2014核課年度無退稅之給予，財政部計
畫於2015核課年度（2014年收入）針對居住者
發放一次性50%稅額退稅，但以不超過新加坡幣
1,000元為限。

［勤業眾信觀點］
雖此退稅上限為歷史新低，其回饋計畫旨在幫
助新加坡中產階級面對與日俱增之物價水準。
另，於2014年結束新加坡之工作，但已繳納
2014年稅款之外籍員工也在退稅名單中，因其
稅款多由雇主支付，員工與其雇主應另行協調
稅款退回之安排。

稅率調整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18

目前，年所得超過新幣320,000元之稅務居民適
用之最高稅率為20%，財政部擬針對2017核課
年度針對2016年所得調整如下：
1.年所得超過新幣160,000元之稅務居民，除稅
率級距增加外，稅率也將有所提高；
2.年所得超過新幣320,000元之稅務居民，最高
稅率將由20%調升至22%。

得認列房屋租金收入之15% 為租金費用
自新加坡不動產所產生之租賃淨所得(租金收入必要費用)為應稅所得，根據現行所得稅法，所
得人如提列實際發生之必要費用如貸款利息、
修繕、財產稅與火災保險等費用，所得人須自
課稅年度起保存相關單據至少五年。

新加坡財政部擬於2016核課年度起實行新制，
所得人得直接認列租金收入之15%為可扣除費
用，除此之外，貸款利息亦可繼續認列為可扣
除費用，但個人以合夥組織或信託財產所取得
之租金收入不適用上述規定。

［勤業眾信觀點］
此舉雖大幅降低納稅義務人收集相關費用證明
之繁瑣程序，但當其實際費用高於租金收入之
15%時，所得人應仍可主張以實際費用認列扣除
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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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

銷售設備至中國大陸稅務案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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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信佑經理

中國大陸向來對於勞務課稅法規雖有條列，惟
涉及跨境勞務提供時涉及認定標準不盡相同卻
時有所聞，有鑑於此，國家稅務總局於2015年
4月30日發佈了第30號公告「國家稅務總局關於
發佈《中華人民共和國非居民企業所得稅年度
納稅申報表》等報表的公告」，自2015年7月1
日起開始實施，藉以明確境外非居民企業在中
國大陸就提供勞務事項的相關內容與適用的課
稅方式。

近期遇有客戶銷售機器設備到中國大陸，因銷
售合約中包含安裝試車等勞務提供行為，客戶
設備安裝所在地所屬國稅局主張依據國稅發
2010年19號文＂關於印發《非居民企業所得稅
核定徵收管理辦法》的通知＂第6條，直接以銷
售額的10%來認定安裝勞務部分的銷售額。國稅
局另主張以國稅發2009年3號文＂國家稅務總局
關於印發《非居民企業所得稅源泉扣繳管理暫
行辦法》的通知＂第3條，認定該客戶於中國大
陸地區未設立機構場所，應適用10%的稅率扣繳
稅款。接下來，將依次解析該案例中，中國大
陸國稅局的見解及境外納稅義務人可主張的課
稅權益。

依 據 中 國 大 陸 企 業 所 得 稅 法 第 3條 第 2 款 的 精
神，非居民企業在中國境內設立機構、場所
的，對來源於中國境內所得及發生在中國境外
但與其所設機構、場所有實際聯繫的所得，皆

若符合機構場所定義，則就源自有關境內勞務
的利潤應視為該常設機構的利潤並繳稅，適用
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依據上開法令，本案
例客戶於中國大陸境內提供安裝勞務已符合機
構、場所的定義，故應適用25%企業所得稅稅
率。

在中國大陸提供勞務如何課徵所得稅
據實申報企業
若非居民企業能夠按照稅收徵管法及有關法律
法規設置帳簿，根據合法、有效憑證記帳，進
行核算，計算應納稅所得額，則依實際的憑證
計算所得額及應納稅額。

核定徵收企業
如前開案例所述，若非居民企業會計帳簿不健
全，資料殘缺難以查帳，或者其他原因不能準
確計算並據實申報其應納稅所得額，則應以核
定的方式決定利潤額再據以課稅。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境外企業銷售設備至中國大陸應否就提
供勞務課徵所得稅

須繳納企業所得稅。而究竟哪種情況才符合機
構、場所定義?於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
5條中有相關說明，包含：①管理機構、營業機
構、辦事機構； ② 工廠、農場、開採自然資源
的場所； ③ 提供勞務的場所； ④ 從事建築、安
裝、裝配、修理、勘探等工程作業的場所； ⑤
其他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機構、場所； ⑥ 非居
民企業委託營業代理人經常代簽合同，或者儲
存交付貨物，該營業代理人被視為於中國境內
設立的機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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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案例中的合約總銷售額中，如何確定歸
屬於勞務提供的銷售金額。依據國稅發2010年
19號文第6條指出，若無法準確拆分出勞務部分
的金額，並無標準可供參照的，以不低於銷售
貨物合同總價款的10%為原則來確定。

接著就是確定勞務所得金額，依據國稅發2010
年19號文的第5條規定，依據各種不同的勞務種
類分別訂定了三個不同利潤率區間如下表：
業務種類

利潤率區間

承包工程作業、設計
和諮詢勞務

15%-30%

管理服務

30%-50%

其他勞務或勞務以外
經營活動

不低於15%

境外企業如何主張在中國大陸適用有利
的所得稅課稅方式
本案例中，有幾個部分是可以作為與稅局溝通
的主張的有利論點：

• 首先是總銷售額中，有多少應分給勞務收入的
部分。這部分可藉由統計實際執行安裝人員的
薪資及相關作業成本，確認實際應認勞務收入
並主動與稅局協商溝通。

• 其次是所得額的部分，可申請適用核定的利潤
率。可思考引用同時期同業利潤水平的數據，
並依據國稅發2010年19號文第5條的規定，與
稅局進行核定利潤率的溝通。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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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是適用稅率的部分。中國大陸當地國稅局
總會以最有利於徵管效果的方式，課徵企業所
得稅。依據上述的推論，本案例因符合機構場
所的定義，計算所得額之後，適用25%稅率似
乎更為合理。故可於與稅局溝通前進行試算。

• 最後是外部稅務中介機構的協助，在與國稅局
就稅基與適用稅率溝通上，可以透過外部稅務
中介機構提供客觀與具參考性的數據資料，協
助企業爭取更有利的稅務條件。

2015年8月25日中國大陸與台灣簽訂兩岸租稅協
議，對不符合常設機構的情況有了減免稅之規
定。本案例銷售機器設備並同時提供安裝勞務
的單位，派員至中國大陸提供安裝勞務，在有
關納稅年度開始或結束的任何十二個月連續或
累計未超過一百八十三天者，即不構成常設機
構可以免稅。故在兩岸租稅協議生效之後，銷
售設備至中國大陸所衍生的勞務收入問題，將
會有不同處理方式。建議企業應隨時瞭解兩岸
稅務法令變動，才能有利公司之正確決策。

Consulting

管理顧問
服務

胥傳沛
副總經理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股)公司

以數據分析提供企業定價策略
的決策參考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股)公司 / 胥傳沛副總經理、李郁芬副理

價格最佳化的探索及揭密
下一代價格優化如何產生?
台灣經濟的新常態對定價提出了新挑戰，對於
處於完全競爭市場的企業，須設法跳出削價競
爭的行為模式；以高端市場為目標的企業，則
需要更有效地與客戶溝通產品和服務的價值。
網路資訊的普及使得價格更加透明化，也再再
提升各類企業差異化定價的難度。而企業對獲
利與毛利的渴望，除了透過成本樽節與提高收
益之外，改善定價策略―從改善績效、定價和
價格執行、透過監控報告評估市場的變化以及
評估新產品的影響以提升利潤，也是相當重要
的方法，本文將介紹勤業眾信對定價策略的做
法，並分享服務客戶的經驗與案例，提供大家
參考。

雖然針對價格訂定與情境設定的工具已經推行
多年，但主要為統計分析使用且由統計人員所
設計，因此該工具在商業決策功能像是業務或

綜合企業面對的競爭態勢與定價工具並未被普
遍使用的情況下，加上多數企業深知定價決策
的重要性卻缺乏先進的分析模型，使得下一代
價格優化應運而生，盼能提供企業需要的定價
分析模型，協助解決企業的問題。

勤業眾信的觀點
如何用價格優化創造更多價值?
勤業眾信的下一代價格優化解決方案能夠提供
準確且及時的洞見，協助企業判斷及做出明智
的決策以增加營收和市場佔有率。先進的分析
方法提供了觀察消費者和競爭對手的行為、需
求預測、制定價格和促銷策略與經濟影響，以
及在管理優化算法時能提供對預期結果的敏感
度，協助提供可行的建議。

勤業眾信通訊

大多數企業知道定價決策的重要性也有制定價
格的流程，但僅有極少數企業（少於10％）採
用先進的分析和需求模型來訂定最佳價格。在

即便是擁有優化流程的企業，普遍並不具備高
品質的模型優化引擎，以至於在複雜的優化情
境與限制下並沒有專業的程式工具以供使用。
此外，這些企業也沒有簡易的使用者介面工具
來探索有用的商業資訊，但這些資訊卻對建立
強大且一致的持續性定價策略有很大的幫助。

管理顧問服務

行銷方面的接受度一直很低，在統計分析以外
的應用上並不普遍。但在競爭日益激烈的零售
行業中，卻需要更有效的資訊及工具，不斷的
改善自身的營收以及提高市場佔有率。

大多數情況下，消費者對價格是較為敏感的，
且同時面臨競爭者的削價競爭，使企業持續面
臨降價的壓力，但這些降價規則卻不夠彈性以
反應客戶和市場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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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們在協助全球各地客戶提高定價能力
時所得到的經驗：

滿意度與風險的考量，對於定量和非定量因

1.根據德勤全球研究，企業透過定價能讓獲利率

致，提供客戶可行的建議。

素都要涵蓋，使該優化方案與組織的目標一

平均提高3.2%。
5. 藉 由 檢 視 多 種 情 境 模 擬 可 能 的 結 果 ， 可 協
2.一家企業能否提高績效，定價具有顯著的影

助企業制定適合的方向。不同於純定量優

響。價格執行是以集中的方式來改善內部效

化解決方案，下一代價格優化解決方案可

率，經由明確定義的規則和政策，加上連續

以使企業控制和驅動定價策略與目標，降

的監控和工作控制，影響及提升利潤率。也

低長期以來對外部資源與＂數學公式＂的

就是說，藉由持續監測報告讓企業理解什麼

依賴與需求。

時候需要更新過舊的定價模型，加強需求預
測的準確性而提升利潤率。

6. 長期的規劃與落實執行才能讓企業更快步上
軌道，我們提供可行的、漸進式的執行計

3.我們提供企業客製化的解決方案，包括以簡單

劃，協助客戶使用這些領先的技術和工具。

的規則為基礎的定價工具，或是高度複雜的

藉由我們所提供的工具包，客戶可以自行操

優化模型。某些由軟體公司銷售的解決方案

作、建構和執行優化方案，並測試、檢視對

強調自動化和純定量優化，但這種方法可能

業務的影響。

Deloitte UK screen 4:3 (19.05 cm x 25.40 cm)

無法完全符合組織目標（與零售，策略，成
長和金融風險相關），且可能無法與使用類
似工具的競爭者產生差異性。

7. 積 極 主 動 的 定 價 策 略 ， 管 理 客 戶 對 價 值 的
理解與對價格的預測。例如買方在同業中
不斷打探價格或是故意將一小部分訂單轉

4.預測和價格優化模型需要考量企業的銷售數據

給其他供應商，造成賣方的恐慌，因擔心

（出貨量、營收、市場佔有率）與競爭對手

訂單流失而降價，產生惡性循環。正確的

的資料以及社會經濟因素，以及包含對顧客

做法是不要讓一部份價格敏感的客戶綁架

淨利
出貨量

風險
定價決策

管理顧問服務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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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佔有率

營收
顧客滿意度

1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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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整體定價，避免對例外情況給予折

• 定義投資組合的目標：

扣。企業在給予折扣時，應該考慮這樣會

開發組合產品目標，建立財務目標，確保與優先
順序（例如量，市場佔有率）一致，建立價格/促
銷組合，定義具成長力的區域、客戶，通路。

鼓勵何種客戶行為，使客戶在支付價格與
獲取價值之間權衡取捨，促使買賣雙方的
溝通，共創雙贏的結果。

• 制定優化的價格和促銷策略：

勤業眾信的做法
企業要應付最複雜的定價挑戰，可行的做法包括：
• 區分業務類別：
企業應尋找出需要特別注意的業務類別，能藉
由小小的改善而有大大的效果。這些具有快速
成效的類別能將專案從“推＂式（試圖讓銷售
被動接受建議）轉向“拉＂式（銷售主動詢問
下一個銷售計畫與建議）。

• 評估市場與瞭解需求：
瞭解主要市場趨勢、瞭解價格（促銷價格以及
每日價格），以及對各業務類別的影響。透過
通路和客戶支出確定各項假設（每日低價策
略，成本定價，高-低價），確定客戶/通路的關
鍵需求驅動因子。將消費者對價格的敏感度量
化，決定與競爭對手產品之間的交叉價格敏感
Deloitte UK screen 4:3 (19.05 cm x 25.40 cm)
度，決定非價格促銷策略（頻率、持續時間、
頻率與周期等）對數量的影響。

透過優化情境設定貨架價格，優化每日貨架價格
與促銷貨架價格，由客戶行為（買多送多，折
扣，買一送一等）優化價格優惠，分析各促銷方
案對零售商的影響，確定最終價格和促銷訊息。

• 制定促銷計畫和指導方針：
確定戰術、方針以及經銷商策略，確定促銷計
畫，提供成功的促銷案例給零售商，制定重點
客戶計畫，設置促銷準則（包含每日低成本，
高-低帳戶），辨識可行的快速成功銷售方式。

• 策略性預測定價
根據公司產品和競爭者的價格變化進行迴歸分
析後，建立需求模型。透過分析市場中同類型
產品的銷售狀況，來推測消費者對價格變化的
敏感度及消費取向，再將分析結果一一導入優
化模型中，並藉由建立多種情境分析下的預測
模型，使需求模型能精準模擬市場變化時的各
種可能情況。

制定促銷
計畫和指
導方針
制定優化
的價格和
促銷策略

評估市場
與瞭解需
求

定義投資
組合的目
標

管理顧問服務

區分業務
類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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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預
測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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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在制定定價策略時，仍須考慮可能導致失敗
的原因與各種風險因素，包括：缺乏必要的投
資、預算、充份的時間來建立技術基礎設施，缺
乏對整體企業策略（短期的獲利能力與企業價值
/使命）的掌握，以及外部的經濟或產業條件。

案例介紹
某跨國食品公司在企圖提升其定價能力時，同時
面臨了市場上激烈的競爭、原物料成本的反覆波
動，以及來自零售商日益嚴苛的需求等眾多挑
戰。我們為該客戶量身打造了一套策略性定價機
制，協助該公司進行定價能力的分析診斷，制定
策略性定價機制，並透過系統與流程的整合，使
該公司和其下游零售端能共同強化價值與產品定
價影響力，而這套機制已為它創造了年營業額
1.5% 和淨利 3% 的淨成長。

該公司面臨的挑戰—價格隨成本與競爭
者價格被動調整
儘管該公司多項產品位居市場領導地位，然而在
定價策略方面，卻僅隨著原物料成本、競爭者價
格波動或面臨零售商的壓力時，才被動的進行
調整。這樣的做法導致產品定價系統陷入一片混
亂，也無法彰顯旗下產品多樣化的價值。

雖然該公司建置了先進的資料倉儲系統和強大的
分析工具，卻因為缺乏整體的定價策略與機制規
劃，而未能善用這些資源。問題源自於其組織與
作業分工過細，使得公司的業務或各產品部門未
能綜觀考量全局，僅依造自身的立場便進行定價
決策，造成公司旗下各產品線自相競爭。該公司
不僅要處理定價的問題，更要透過積極管理定價
策略，以靈活、精準且高度控管的營運方式建立
市場競爭優勢。

管理顧問服務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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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該公司的方法—策略性預測定價
協助該公司進行定價能力的分析診斷，制定策略
性定價機制，並透過系統與流程的整合，使該機
制能配合各部門組織作業順利運作。

首先，對近年公司產品和競爭者的價格變化進行
迴歸分析，將最後的結果彙整，建立需求模型。
透過分析市場中同類型產品的銷售狀況，來推測
消費者對價格變化的敏感度及消費取向，再將分
析結果一一導入優化模型中，作為確認公司往後
定價策略是否正確的相關參考指標，並藉由建立
多種情境分析下的預測模型，使需求模型能精準
模擬市場變化時的各種可能情況。

最終，透過這套定價機制模型，客戶取得了多
項重要的結論：其一是該公司已經損失了數百
萬美金的營業額和利潤。這套需求預測分析透
過計量經濟模型運算，協助客戶在定價策略和
做法上能更為主動，並精準的挖掘各供應鏈活
動間尚未開發的價值，同時也能有效控制在價
格變動時，可能對零售商及公司旗下個別產品
所造成的潛在影響。

最終結果—該公司年營業額和淨利增加
在建立這套定價機制模型中，運用了一套專
為定價、促銷和獲利分析所設計的技術工具
（Polaris）。它能精準地針對個別定價策略進行
分析，並持續協助優化決策的過程與結果。舉
例來說，該企業旗下某項產品線的定價策略，
便是透過該工具所發展的策略性定價機制進行
分析，再根據消費者行為做完整的調整。最
後，不僅提升了該品項近一成的銷售量，更同
時帶動獲利成長。

當市場中同品類的競爭者價格相對穩定時，該公
司透過新的定價機制所賦予的彈性，主動調整各
項產品價格，使產品在市場上更具競爭力，並透
過銷售價格的調整提升了銷售量和淨利成長。這
樣的主動定價機制不僅能提升該產品以及價值鏈
各環節的價值，也能同時優惠下游零售商，創造
雙贏。

這套全面性的產品定價模型與作業模式，已為
該公司業務發展帶來許多益處。該系統工具能
協助分析處理各項重大業務決策，公司預期當

年度營業額將能達到1.5%的成長，年利潤率更
能增長近3%。

結論
勤業眾信透過區分業務類別、評估市場與瞭解
需求、定義投資組合的目標、制定優化的價格
和促銷策略、制定策銷計畫和指導方針與策略
性預測定價等做法，協助客戶提高定價能力與
制定定價策略，重要的經驗分享包括：瞭解到
監測報告的重要性，預測和價格優化模型需要
考量企業銷售數據、競爭對手的資料等多方因
素，以及瞭解積極主動的定價策略所帶來的優
勢。藉由以上方式，企業最終達可到提升營業
額及利潤率的目標。

管理顧問服務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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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New

會計
新動態

洪玉美
審計部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非公開發行公司會計制度新變革 新商業會計法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部 / 洪玉美會計師、王茹慧經理

新商業會計法介紹
隨著我國上市櫃及興櫃公司102年採用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IFRSs）以來，國內的會計準則向
IFRSs接軌已為趨勢。為了減少國內大小企業所
適用會計準則之差異並向國際接軌，商業會計
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已分別於103年6月18日

及103年11月19日修正，修正重點如表一。因商
業會計處理準則修正而導致資產負債表及綜合
損益表表達之改變，亦整理於表二及表三供讀
者參考。

表一：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修正重點

商業會計法修正重點

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修正重點



「損益表」修正為「綜合損益表」；



增列財務報表要素、認列條件及衡量基礎之

增訂本期其他綜合損益及本期綜合損

原則性規範；

益總額；



僅做原則性規範，刪除有關會計科目分類、





認列、入帳基礎及損益計算之規定；及


會計新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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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商業之決算期限(翌年 2 月底)，由「必要

「損益表」修正為「綜合損益表」，並

修訂資產、負債、權益、收益及費損之
定義、認列、衡量、表達及揭露；



增訂投資性不動產、礦產資產、生物資

時得延長一個半月」（4 月 15 日），修正為

產、負債準備等會計項目，及資產減損

「必要時得延長二個半月」（5 月 15 日）。

之認列衡量規定。

資產
流動資產
基金及長期投資
固定資產
無形資產

資產
流動資產

原則性規範；


益總額；

僅做原則性規範，刪除有關會計科目分類、



認列、入帳基礎及損益計算之規定；及


將商業之決算期限(翌年 2 月底)，由「必要

修訂資產、負債、權益、收益及費損之
定義、認列、衡量、表達及揭露；



增訂投資性不動產、礦產資產、生物資

時得延長一個半月」（4 月 15 日），修正為

產、負債準備等會計項目，及資產減損

「必要時得延長二個半月」（5 月 15 日）。

之認列衡量規定。

表二：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修訂前後，資產負債表之轉變

資產

資產
流動資產

流動資產

基金及長期投資
固定資產
無形資產

非流動資產

其他資產

負債
流動負債
長期負債
其他負債

負債
流動負債
非流動負債

業主權益

權益

資本/股本

資本/股本
資本公積

資本公積

保留盈餘/累積虧損

保留盈餘/累積虧損

其他權益

其他項目

庫藏股票

表三：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修訂前後，損益/綜合損益表之轉變

營業收入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營業成本

營業費用

營業費用

營業外收益及費損

營業外收益及費損

所得稅費用

所得稅費用

繼續營業部門損益

繼續營業單位損益

停業部門損益

停業單位損益

非常損益

本期淨利

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本期純利(損)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位階

法規

非公開發行公司之適用（105 年起）

第一階

法律

商業會計法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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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制度新變革－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修正後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以下
簡稱新商會法）於105年生效，並得自103年起
提前適用。從表一至三之修正內容不難發現，
新商會法的內容已向IFRSs靠攏，邁出與國際接
損益表
損益表
軌的第一步。為配合法規之修正，經濟部考量
營業收入
營業收入
原有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已有5年不再增修，內
營業成本
營業成本
容可能不合時宜；又考量IFRSs對多數中小企業
營業費用
營業費用
過於複雜，因此委託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
營業外收益及費損
營業外收益及費損
下簡稱會基會）制定專屬於非公開發行公司適
用 的 「 企 業 會 計 準 則 公所得稅費用
報」，以取代舊有的
所得稅費用
繼續營業部門損益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
繼續營業部門損益

停業部門損益
停業部門損益
非常損益
非常損益
經濟部於104年
9
月
1
6
日發布之經商字第
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
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
10402425290號解釋令規定，非公開發行公司之
本期純利(損)
本期純利(損)

會計處理除遵循新商會法外，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的部分自105年起應選用「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公開之各號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
或「金管會認可之IFRSs」，並得提前適用。至
此，非公開發行公司105年起適用的法規及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如表四所示。
綜合損益表
綜合損益表
營業收入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營業成本
會基會已於今（104）年7月開始陸續發布企業
營業費用
營業費用
會計準則公報草案，對外徵詢意見，並自9月開
營業外收益及費損
營業外收益及費損
始陸續公布正式公報內容。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所得稅費用
所得稅費用
共計22號公報，主要是參考IFRSs內容，並考量
繼續營業單位損益
繼續營業單位損益
簡化我國中小企業帳務處理複雜度而訂定。企

停業單位損益
停業單位損益
業會計準則公報各號名稱如表五所列示。截至
本期淨利
本期淨利
104年10月底止，共計已發布18號公報，其餘公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報預計將於近期內全部發布，以利中小企業之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適用及準備。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表四：非公開發行公司105年起適用之法規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位階
位階

法規
法規

非公開發行公司之適用（105
年起）
非公開發行公司之適用（105 年起）

第一階
第一階

法律
法律

商業會計法
商業會計法

第二階
第二階

行政命令
行政命令

商業會計處理準則
商業會計處理準則

第三階
第三階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或
IFRSs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或 IFRSs
表五：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目錄

號次
號次

會計新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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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名稱

號次
號次

名稱
名稱

一
一

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
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

十二
十二

所得稅
所得稅

二
二

財務報表之表達[註]
財務報表之表達
[註]

十三
十三

報導期間後事項
報導期間後事項

三
三

現金流量表
現金流量表

十四
十四

關係人揭露
關係人揭露

四
四

會計政策、估計與錯誤
會計政策、估計與錯誤

十五
十五

金融工具[註]
金融工具
[註]

五
五

存貨
存貨

十六
十六

投資性不動產
投資性不動產

六
六

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
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

十七
十七

生物資產
生物資產

七
七

企業合併及具控制之投資
企業合併及具控制之投資[註]
[註]

十八
十八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

八
八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十九
十九

資產減損
資產減損

九
九

負債準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負債準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二十
二十

租賃
租賃

十
十

收入
收入

二十一
二十一

政府補助及政府輔助
政府補助及政府輔助

借款成本
借款成本

二十二
二十二

外幣換算
外幣換算[註]
[註]

十一
十一

註：僅發布草案，尚未發布正式公報
資料來源：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網站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重點介紹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至四號規範基本原則，
以及財務報表四大表－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
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之表達及相關附
註規定。而第五至二十二號公報係依照會計項
目分別說明相關會計處理。以下分別說明企業
會計準則公報之特殊規定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
與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重大差異

則公報及IFRSs則要求公司必須於資產負債表
日前取具waiver，始得列為非流動負債。

4.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過渡規定：第二號公報草
案中已訂定首次採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過
渡規定，規範企業於首次適用企業會計準則
公報時，若會計政策變動對以前期間影響數
之決定，於實務上不可行或需耗費過當成本
或努力者方可取得時，得自當期期初開始適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特殊規定

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並調整當期資產、負

為降低中小企業負擔，企業會計準則公報配合
國內法令（如新商會法、稅務法規）及我國實
務運作情形而訂有與以往會計準則不同之規
範，重點如下：

債及權益之初始金額，無須追溯適用。惟實
務上對於此過渡規定之運用，仍有許多疑義
待釐清，例如評估實務上不可行或需耗費過
當成本或努力時係以「逐項會計差異」或以
「逐號公報」為單位，轉換日係以105年1月1

1.報表編製基礎： IFRSs係以合併財務報表為
主，個體財務報表為輔。考量降低中小企業
財務報表複雜度，因此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係
以個體財務報表為基礎，對子公司係採權益
法入帳；

日或104年1月1日為基礎、以及若有轉換日或
首次適用日尚未完成之合約應如何處理、首
次適用造成會計政策變動應如何揭露…等。
在討論過程中，各界對於如何首次採用企業
會計準則公報亦有不同觀點，多數業者期望
可無須追溯適用以降低企業轉換成本。此過
渡規定預期會基會於104年11月發布正式條文

2.無三期資產負債表之規定：企業會計準則第二

後，將有定論。

號公報草案規定，企業應列報當期及前一期
之比較資訊，並未如IFRSs規定，在追溯適用
會計政策、追溯重編財務報表或重分類財務
報表項目時，須揭露三期資產負債表。

5.會計政策之適用：第四號公報規定，企業對於
類似交易、事項及情況，除非企業會計準則
公報有額外規定，企業應選擇及適用一致的
會計政策。自願性之會計政策變動僅於能使

3.違反借款合約時，放寬負債列為流動資產之

財務報表提供可靠且更攸關之資訊，始得為

規定：第二號公報草案中所規範流動與非流

之。當發生會計政策變動時，企業應追溯適

動資產/負債之分類，與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及

用所有會計政策變動，如同自始即已採用新

IFRSs之規定大致相同，惟考量實務運作，企

會計政策，調整所表達最早期間之資產、負

業會計準則公報放寬違反借款合約時，負債

債及權益之初始金額，及所表達每一以前期

須列為流動負債之規定，亦即公司若違反借

間之其他比較金額。

款合約特定條件，致使需即期清償負債，但
不予追究(waiver)之證明，並展期至報導期間
結束日後逾十二個月，公司於展期期間有能
力改正違約狀況且債權人亦不得要求立即清

發行公司，因此係針對中小企業一般較常見的
交易予以規範。第四號公報說明，當交易無明
確可適用的企業會計準則公報時，有關會計政
策之選擇與適用，應參考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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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處理類似及相關議題之規定、第一號公報之

低中小企業編製財務報表成本，因此簡化揭露

觀念架構、IFRSs…等，並一致適用。企業會計

內容，降低企業負擔。

準則公報中未規範的會計處理包括退休金、股
份基礎給付交易、待出售非流動資產及停業單
位等，需待會基會發布相關問答集說明相關規
範。就非公開發行公司最普遍的舊制退休金來
說，一般預期將延續現行作法，不強制需採精
算方式衡量退休金負債/資產。

6.資產得依法辦理重估增值：配合新商會法規
定，企業得依法辦理重估增值，因此企業會計
準則中對於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投資性不動
產及無形資產皆已規範相關會計處理。辦理重
估增值時，資產以重估後之金額入帳，相關之
未實現重估增值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並累計
於其他權益之未實現重估增值項目。重估後資
產以重估基礎提列折舊時，未實現重估增值並
不會隨資產折舊而轉銷，而是在資產處分時，
轉列為損益。

7.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殘值及耐用年限：財務
會計準則公報及IFRSs規定企業應至少每一個年
度結束日對資產的殘值及耐用年限進行評估。
為了減輕中小企業的負擔，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並無前述要求。此外，新商會法規定，資產耐
用年限屆滿時若仍可繼續使用，得就殘值繼續
提列折舊。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與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之其他重大差異
由於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主要係參考IFRSs而訂定，
因此與財務會計準則公報不可避免的產生差異，
舉例如下：

1.綜合損益表之表達：新商會法規定企業應表達
「綜合損益表」，取代以往的「損益表」，並
配合新增了「其他綜合損益項目」。其他綜合
損益係指本期變動之其他權益，例如備供出售
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
表換算之兌換差額及未實現重估增值…等。因
此，公司若有該等項目，則需將本期變動數列
示於綜合損益表之其他綜合損益項下，而非僅
表達於權益變動表中。

2.投資性不動產：投資性不動產係參考IFRSs而訂
定，其定義為「為賺取租金或資本增值或兩者
兼具，而由所有者或融資租賃之承租人所持
有之不動產」。投資性不動產之會計處理大
致上與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相似，以成本減除
累計折舊及累計減損後之金額衡量（即成本模
式）。新商會法規定，僅於配合編製合併財務
報告之母公司依其他法令辦理者，得採公允價
值模式衡量，並將公允價值變動所產生的利益

8.商譽及非確定耐用年限之無形資產之攤銷：配

或損失認列於損益。

合新商會法之修正，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允許商
譽及非確定耐用年限之無形資產，得以合理有
系統之方法分期攤銷或每年定期進行減損測
試。此與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及IFRSs規定前述資
產不得攤銷，應每年定期進行減損測試之規定
不同。惟此類資產並無明確年限，應以何種基
會計新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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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攤銷，尚待會基會發布問答集。

9.揭露內容簡化：企業會計準則公報最重要的特
性之一，係揭露內容相較於IFRSs大為簡化。考
量到非公開發行公司不具公共課責性，為了降

3.生物資產：參考IFRSs而訂定，是指具有生命
之動植物，應採用公允價值模式衡量，除非
公允價值之取得須耗費過當之成本或努力，
或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時，始得採用成本
模式衡量。

4.建設業出售預售屋之會計處理：建設業出售預
收屋而收取價款時，若符合財務會計準則公報
及其解釋規定的特定條件，可選擇依照完工比

例法認列收入。企業會計準則之規定與IFRSs相

8.取消比例合併法：在以往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的

同，若所出售的房屋並非可由買方指定進行重

報表中，合資控制者對聯合控制個體的權益可

大客製化（例如可指定房屋之主結構），則應

選擇採用比例合併法或權益法，若選擇採比例

視為商品銷售，僅能在房地的控制權及所有權

合併法，則會將聯合控制個體的相關資產、負

的重大風險報酬移轉時認列收入。此項差異對

債及損益依照持股比例納入報表中。企業會計

公開發行公司以上之建設業轉換至IFRSs時之收

準則公報則規定，對聯合控制個體僅允許採用

入認列時點影響甚大，非公開發行之建設業若

權益法，因此報表上僅會顯示「採權益法之投

原採用完工比例法認列預收屋收入，應仔細評

資」會計項目，不會以比例合併法將聯合控制

估此項差異的影響。

個體的資產、負債及損益依比例納入合併。

5.客戶忠誠計畫：常見消費性產業在銷售商品

9.售後租回交易以營業租賃方式租回：在財務會

時，會額外給與消費者「紅利積點」，在企業

計準則公報下，資產售後以營業租賃租回時，

會計準則公報下，應將交易價格依據所銷售商

售後租回損益應視售後租回之租金現值相較於

品及積點的相對公允價值予以分攤，並分別於

出售資產之公允價值的比例，決定其應立即認

完成每一項交易（銷售商品及紅利積點兌換）

列損益及遞延之金額。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時認列收入。而財務會計準則公報下，給與的

下，若售價與公允價值不同，除透過未來租金

紅利積點通常並不依照相對公允價值分拆收

補償者，應將處分損益中屬租金補償部分予以

入，而是在給與紅利積點時估列相關成本/費

遞延並攤銷外，其餘公允價值與帳面金額之差

用及負債。

額係一次認列於損益。.

6.對子公司、關聯企業喪失控制或重大影響時，
剩餘股權之處理：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下，剩
餘股權係依喪失控制或重大影響當日之帳面價
值視為剩餘股數之原始衡量成本，故不會因此
產生損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則規定，當對子
公司、關聯企業喪失控制或重大影響而仍持有
剩餘股權時，任何持有的剩餘股權應依喪失控
制或重大影響當日之公允價值重新衡量，因此
將認列損益。

結語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發布後，會基會也將陸續針對
企業適用上易有疑義的會計處理發布問答集及各
號公報之釋例，以減少企業適用上的困難。而企
業會計準則公報向IFRSs靠攏，相較於採財務會
計準則公報，勢必可增加非公開發行公司與公開
發行以上公司財報間之可比性，有利於企業向銀
行籌資，以及降低未來至公開發行市場募資的成
本。面對105年即將到來的會計制度改變，從企
業主、會計從業人員至一般財報閱讀者，勢必得
仔細分析影響，了解這一波新的變革。

7.對子公司持股比例變動但未喪失控制：企業會
計準則公報規定，母公司對子公司持股比例變
動但未喪失控制時，應作為與企業之業主以其
業主身分之交易，以權益交易處理，不認列損
益。惟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規定，若屬於處分
之差額係認列為處分損益，而向非控制股東購
買子公司股權所增加投資的部分，係依收購法

勤業眾信通訊

處理，可能額外認列商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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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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反避稅新制對台商衝擊 移轉訂價篇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林淑怡會計師、林世澤協理

企業以不合常規移轉訂價進行交易之避稅行
為，在各國推動移轉訂價調查下已見防杜成
效，但是目前國際間仍有部分企業以國際稅收
規則存在的不足，以及各國稅制差異和徵管漏
洞等手段，進行其他非移轉訂價類型之避稅手
段，造成利潤侵蝕與利潤轉移；自2003年以
來，國際為防杜該類避稅行為持續擴大，遂共
同研究並檢討目前移轉訂價等反避稅稅制施行
之缺失，並在國際組織OECD代表下，陸續發布
「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稅制」，並出台
各項行動計劃，以供各國作為修法之參考。

中國大陸相當重視國際BEPS稅務議題，多次派
員參與國際會議並積極發表意見，在全球反避
稅趨勢中，中國大陸深知跨國公司的避稅行為
影響整體稅收甚鉅，基於維護租稅稅權，遂重
啟檢視以「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試行）」
（2009年國稅發2號文；簡稱「2號文」 ）為首
的各項反避稅法規，並已於2015年9月17日發布
「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徵求意見稿；簡稱
「意見稿」，對目前現有反避稅條款導入BEPS觀
念，擬作為未來新法修訂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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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意見稿內容中，除保留原本2號文主要架
構，並進行原本內容做了大幅度修改，其修改
內容包含「關聯關係之認定標準」、「稅務申
報應提交資料種類」及「三本不同結構的同期

資料要求」等；另外，該意見稿還增加了「無
形資產的移轉訂價管理」、「關聯勞務交易的
移轉訂價管理」及「利潤水平監控」等章節；
其具體內容相當細緻，就其內容皆圍繞在關係
人交易需保持既定利潤，實際獲利需與實質職
能相當。

目前該意見稿尚在徵詢意見中，未有具體生效
日期，中國大陸稅務總局可能會考量OECD建
議，與其他醞釀同期資料要求變化的國家一
致，日後將會以該意見稿為基礎，正式發布新
法，預計自2016年1月開始生效推動。若意見稿
正式轉為新法發布，中國境內企業將需按照新
的規定辦理，首要衝擊之影響，部分企業將按
新的法規要求，於2017年5月31日之前申報《年
度關聯業務往來報告表》時，需同時申報分國
資訊披露表（CbC reporting），清楚揭露整個集
團職能與利潤配比狀況，並且同時需依法備妥
主體文檔（Master File），本地文檔（移轉訂價
報告；Local File）和特殊事項文檔三種不同階層
之同期資料；過去稅務主管機關從既定之稅務
申報數據或既定之移轉訂價報告掌握證據，進
行反避稅調查，但相信在新法發布後，稅務單
位更可以自分國資訊披露表、主體文檔、本地
文檔及或特殊事項文檔中，更了解集團整體移
轉訂價政策全貌，此對於企業不當轉移潤之反
避稅行為可進行更有效率之查核。

該意見稿將過去中國大陸歷年反避稅法規與實務
做法做了一個全面性彙整規範；推估將會引發中
國大陸境內新的一股反避稅改革浪潮，由於該法
令的推動，將會同步加劇台灣地區稅務單位反避
稅立法之壓力，勢必也會加深台灣地區反避稅查
核風潮，此將對於兩岸台商將成重大衝擊。

由於中國企業將面臨更多訊息揭露工作與調
查，企業面對新的稅務挑戰，若現有企業存在
以設立人頭公司名義規避移轉訂價調查、以多
套帳手段掩飾真實、將集團利潤留置於低稅率
地區公司，假借多角貿易名義將利潤套出境
外、或非經濟實質之無形資產安排進行利潤轉
移等，將會在新法令之資訊揭露透明化要求下
無所遁形，故建議企業應當下立即檢視集團交
易流程獨立性與訂價之合理性，必要時應立即
適當調整，並開始由集團總部模擬編製分國資
訊披露表、主體文檔和特殊事項文檔等新式調
查文件，以因應新的查核風暴。

(本文已刊登於2015.10.02工商時報A6政經八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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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瑜敏
稅務部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個人出售不動產 新舊稅制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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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院於104年6月5日三讀通過房地合一稅制相
關條文，並自10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針對不
動產交易所得稅負，新舊稅制有很大不同。

依據現行法規（以下簡稱舊制），個人出售不
動產時，屬於土地部份課徵土地增值稅，免徵
所得稅，屬於房屋部份之財產交易所得，係與
其他綜合所得（如薪資、利息或股利等）合併
申報，按累進稅率5％、12％、20％、30％、
40％、45％計算綜合所得稅額，於所得發生年
度的次年5月申報。個人於計算出售房屋之財產
交易所得時，若無法提示不動產原始取得成本
之相關文件，除出售房地總成交金額達一定標
準之豪宅（如臺北市7,000萬元、新北市6,000萬
元、其他地區4,000萬元），需依規定先計算歸
屬房屋之收入，再以出售房屋收入之15％為所
得額申報納稅外，個人常依財政部頒訂之財產
交易所得標準，按房屋評定現值一定比例計算
出售房屋所得，由於按前述標準計算之所得額
常較實際為低，使得個人出售不動產之稅負相
對較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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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自101年8月施行不動產實價登錄後，稽徵機
關較容易掌握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因此若稽
徵機關能掌握個人交易不動產之買賣價格，仍
將以實際交易價格核定個人財產交易所得。

房地合一課稅新制自105年起實施，個人出售
105年以後取得，或103年1月2日後取得但持
有不滿兩年的不動產，需以房屋及土地之出售
總價額，減除相關成本費用，再減除土地漲價
總數額後之餘額，課徵所得稅，亦即出售土地
將不再僅課徵土地增值稅，土地及房屋所得均
需課徵所得稅。在房地合一課稅制度（簡稱新
制）下，個人依持有不動產期間長短不同，適
用不同之稅率，持有一年以內為45％，持有兩
年以內超過一年為35％，持有十年以內超過兩
年為20％、持有超過10年則為15％。而個人出
售繼承取得之房地，於計算持有期間時，可以
將被繼承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此外，房地合一新制下，個人出售自住滿6年之
房地，還可享有租稅減免優惠，所得400萬以內
免稅，超過400萬部份，按10％稅率課徵。另
依財政部今年8月函釋繼承取得房地適用課徵原
則，個人出售於105年1月1日後繼承自被繼承人
於104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的房地，原則上適用
舊制課稅規定，亦即僅就房屋部份之財產交易
所得，課徵所得稅。但考量個人無法控制繼承
房地的時點，部份不動產持有人交易因繼承取
得之房地時，若能享有新制自住房地之優惠規
定，其稅負可能較有利，因此，財政部為避免
個人逕予適用舊制反而造成稅負較重之不利影
響，於函令中亦放寬解釋，若個人於105年1月1
日後交易繼承自被繼承人於104年12月31日以前
取得之房屋、土地，且該房地符合新制自住房

屋、土地之規定時，亦得選擇按新制課稅規定計
算房屋、土地交易所得。

交易符合房地合一課稅新制之房地時，不論有無
應納稅額，應於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完成後次日
起算30天內，向戶籍所在地之國稅局辦理申報。

105年房地合一課稅新制上路後，由於房地交易
新舊稅制課稅方式大不同，個人交易不動產時，
需依據取得房屋、土地的時間點，審慎判斷應適
用新制或舊制，所得計算方式，以及申報納稅的
時點。

(本文已刊登於2015.10.15工商時報A17稅務法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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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惠明
稅務部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用「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來發員工限制型股票？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陳惠明會計師

對新創事業而言，除了資本形成規劃外，莫過
於員工入股制度的設計。常見的員工入股方式
有四種，員工酬勞入股、搭配現金增資員工認
股、員工認股權憑證及員工限制型股票之發
放，因為員工酬勞入股必須彌補虧損後有獲利
的時候才能發放，而搭配現金增資之員工認
股，因認購價格與股東相同，受限於員工認購
的能力其誘因可能不大，因此大部分新創事業
多採員工認股權來延攬或留用優秀員工。

雖然非公開發行公司對於員工認股權憑證的發
放很有彈性，惟對員工而言仍須出資認購，無
法無償取得，並不如員工限制型股票之發放，
不過現行員工限制型股票之發行只限於公開發
行公司，對於新創事業在尚未公開發行前，實
難採行此項員工獎勵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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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公司法為鼓勵新創事業及中小企業之發
展，爰引進英、美等國之閉鎖性公司制度，
讓新創及中小型企業得透由運用此種公司形
態，來做更有彈性的股權安排及運作，其中
討論最多的就是勞務及信用出資，而運用這
種做法也可以讓尚未公開發行的新創事業，
把本來不可能發行及運用的員工限制型股票
機制變成可能。

員工限制型股票的特色是公司可以在附有服務
條件或績效條件等既得條件下，無償配發新股
給員工，惟於既得條件達成前，員工所持有股
份權利受有限制，如員工未達成既得條件時，
公司則可以依規定收回或買回已發行之限制型
股票，不受公司法第167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
雖然公司在公開發行前不能發行這類的股票，
惟如這些公司能轉型為閉鎖性公司，透由勞務
出資的規定來發行特別股，並於章程訂明特別
股受限制的權利及義務、約定特別股轉換成普
通股的方法及轉換公式，及依公司法第158條訂
明收回特別股的條件，則或可藉由發行特別股
予勞務出資的員工，在既得條件達成前以特別
股之發行條件限制員工的股份權利，如能達成
既得條件，則按章程約定的轉換規定轉換成普
通股；如未達成既得條件，公司則依法收回該
部分特別股之方式，以達到等同於發行員工限
制型股票之內涵。

然而前述發行特別股予勞務出資之員工，公司
得否認列薪資費用？員工是否應認列薪資所
得？按目前主管機關所研議勞務出資之會計處
理是可以認列為薪資費用的，惟稅務處理應如
何認列，財政部則尚無相關函釋或規定來做規
範，惟參考員工限制型股票之課稅規定，員工
如獲配限制型股票，其所受限制之權利屬股票
轉讓權者，公司則應以既得條件達成之日為可
處分日，並以可處分日標的股票之時價超過認

購價格之差額部分，計算員工之其他所得，因
此如能向財政部爭取比照該函釋規定之作法並
獲得同意，則對於以勞務出資而獲配受限制轉
讓特別股之員工，可待達成既得條件取得普通
股時再予以課稅；至於公司費用認列亦建議能
參考限制型股票函釋規定，比照財務會計處理
准予核實認列。

(本文已刊登於2015.11.03工商時報A6政經八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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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
看時事

江美艷
審計部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財報估計 須適當說明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部 / 江美艷會計師、陳怡婷協理

每當颱風形成時，民眾無不關注著行進路徑、
會不會放颱風假？颱風只要不帶來重大威脅，
颱風假對諸多上班族、學生而言往往是最開
心、放鬆的小確幸。

但放不放颱風假對於各縣市的首長來說卻是個
不容易的抉擇。日前杜鵑颱風來襲，全台只有
四個縣市沒放颱風假，但隔天卻是無風無雨，
某位宣布放假的首長表示這種天氣放颱風假感
到慚愧；宣布不放假的首長則有先受民眾飆
罵，再隨颱風飛快遠去後，被誇「神預測」。

天上風雲難測，有時不是人類所能預知，也因此，
颱風預報在科學上本就存在著「不確定性」。

會計上其實也是有很多「不確定性」。因為財
務報表的金額常牽涉到「估計」的運用，既然
是「估計」，就表示還涉及到未來的不確定
性，進而可能影響金額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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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說，公司的資產會不會有減損？有減損的
話損失的金額如何決定？若相關的資產沒有可
以觀察到的市價為基礎來衡量的話，公司的管
理階層就勢必要對這個資產的價值進行估計，
有的也可能要另外請專業的估價師進行評價。

公司的負債也一樣會涉及估計，像是對進行中的
訴訟未來可能要賠償多少、公司在此時要估列多

少負債？提供給員工的長期員工福利負債（例如
退休金負債）帳上應該認列多少的金額？

也因此，會計準則規定，企業對於作成最困
難、主觀、或複雜判斷的估計如果有重大不確
定性，而這些不確定性若是將導致財報上認列
的金額於下個年度發生重大調整的風險時，財
報上應揭露對有關公司是依照什麼假設進行估
計、造成這些估計不確定性的其他主要來源、
不確定性的預期結果等資訊，以協助財務報表
使用者了解管理階層對未來及對估計不確定性
所作之判斷。

財報中一般會是在「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
設不確定」這個附註中揭露說明。

在財報上常見的估計不確定的主要來源說明，
像是資產（無形資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商譽等）的可回收金額及減損金額（涉及未來
現金流量、折現率等的估計）、遞延所得稅資
產的認列（評估未來是否有足夠利潤以在報稅
時使用虧損扣抵）、金融工具公允價值的決定
（決定評價模型中所使用的市場價格或利率等
參數）、以及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的耐用年限
（估計資產未來可使用的期間）等。

颱風來襲放不放假，影響程度如果小或許無傷
大雅，但如果影響範圍大的話，這風險或許就
無法承擔了。

同樣地，在會計上，估計的不確定性如果影響程
度重大，估計的偏差有可能造成企業損益的巨幅
波動，因此，公司管理階層在編製財務報表時，
對於這些不確定性應該以最充足可得的資訊評估
並予以適當的說明。

財報使用者也應審慎閱讀關於企業對估計不確定
性的揭露，以進一步了解企業在哪些重要項目上
是涉及重大不確定性的判斷，以評估對未來財報
可能的影響。

（本文已刊登於2015.10.16經濟日報A22經營管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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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清祥
董事長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股)公司

多道防線，防堵舞弊於未然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股)公司董事長、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常務理事 / 陳清祥

無論是採購舞弊、盜賣存貨、離職員工攜走關
鍵技術或者營業秘密，層出不窮的舞弊案不斷
發生於這一、二年，很多人會問大企業的螺
絲鬆了？是哪裡出問題？何以內部稽核沒有
發現？根據國際舞弊調查與防治協會之2014
全球舞弊調查報告指出，發生職場舞弊的企
業，其主要內控弱點包括：(1)缺乏有效的內
部控制制度（32.2%），(2)欠缺管理階層覆核
（20.0%），(3)既有的內部控制制度遭到逾越
（18.9%）。而國際內部稽核協會與COSO委
員會亦於2015年7月發佈「運用COSO於三道防
線」研究報告，企業應該藉由建立內部控制之
三道防線，重新檢視如何強化風險管理與內部
控制減少弊端發生。

董事會及經營管理團隊責無旁貸
內部控制是由經理人設計，董事會通過，其目
的在於促進公司之健全經營，以合理確保下列
三大目標之達成(1)營運之效果及效率，(2)報導
之可靠性，(3)相關法令之遵循。董事會要負責
監督經理人制度的設計是否完善？是否及時更
新？是否和實際作業相符？更需要確保各單位
是否有效運作及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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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缺失是部分新上市櫃公司的內部控制制
度是為了上市櫃配合法令要求建置的，董事會
及高階主管在控制環境及風險評估部份著墨嚴
重不足。加上主要由財會或者稽核主管參考其
他公司的制度撰寫完成，實際負責營運的各部
門未深入覆核檢討制度是否和現行作業流程及
控制重點相同等等。

公司董事會及最高領導者應該展現誠信經營及
落實公司治理的決心，並強烈宣示反貪腐，對
舞弊行為零容忍的態度，帶頭建立及落實內部
控制。

第一道防線：營運管理－直線單位的管
理控制、內部控制衡量指標
營運管理單位對於可能影響目標達成的重大風
險，需要明確加以辨識、分析、定義，從而透
過各種管控來弭平風險。高階主管對於第一
道防線的所有活動要負起流程所有者（Process
Owner）的全部責任，確實從最可能發生風險
所在及維護核心競爭能力的角度去設計控制作
業，例如食品餐飲之溯源管理、製造業的營業
秘密管理、供應商管理、環安及工安管理等
等。企業也需要針對舞弊管理現況加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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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管機制。例如，面對採
購可能收取回扣之舞弊，則需從樹立清廉之企
業文化、雇用合適的員工、瞭解合作廠商、分
包商管理、監控採購流程及採取定期輪調制度
等等防範舞弊應對計畫。

第二道防線：內部監督與督導功能－幕
僚單位的管控
第二道防線主要包括幕僚單位的風險管理、財
務控制、資訊安全、實體安全控管、品質管
理、檢驗、法遵等等。其主要功能在負責內部
控制和風險管理的持續監督。

常見的缺失為公司重視業務、生產、研發，致使
幕僚單位在組織之地位及被重視程度不足，加上
幕僚單位對各直線單位之業務不夠熟悉，亦未投
入足夠時間深入瞭解等，致未能充分發揮持續監
督功能，如何改變？董事長、總經理及董事會都
責無旁貸。

從防範舞弊角度，應建立暢通、安全且獨立的舉
報機制，提供內外部舞弊案件的通報機制。董事
會應指定專責單位負責快速建置及落實運作。

目的，惟如果出現近日東芝財務醜聞的事件，
會計師是否有責任尚待調查釐清中，卻是給會
計師界很大的警惕。在屬於上市櫃公司之財務
報表舞弊案，外界對會計師及主管機關這道外
部防線仍然寄予厚望。

強化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積極落實誠信經營與
公司治理，不單只是為了符合上市櫃之法令要
求，而是企業永續經營的重要關鍵，董監事們請
認真檢視公司運作現況，積極做好防弊與興利，
為公司創造價值。

第三道防線：內部稽核
內部稽核是公司內部獨立監督機制，協助董監事
檢查及覆核內部控制制度之缺失及衡量營運之效
果效率，以確保內部控制持續有效運作。外商公
司、金融保險業及部分上市櫃公司均非常重視稽
核功能，並由副總級以上人員擔任主管，除了財
務稽核，更重視營運稽核。惟部份上市櫃公司是
因上市櫃法令要求才增設內部稽核職位，常見缺
失可能包括公司不夠重視、在組織中地位不足、
人力配置不足、稽核人員專業知識和實務經驗不
足、缺乏獨立性、電腦稽核能力不足等等。

(本文精華版已刊登於2015.10.23經濟日報A21經營管理版)

稽核是否受到重視，董事會扮演著關鍵角色，稽
核主管的任免係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的權限，董
事會應確實評估目前內部稽核運作情形，積極尋
找對的人來擔任主管，並配置足夠具豐富實務經
驗的稽核人才，如此才能積極協助防弊，甚至積
極興利，隨時主動出擊、與時俱進，進而創造價
值。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也要確實監督內部稽核
工作，不是只為了符合法令之財務性稽核，而要
依風險所在真正規畫查核重點，尤其別家公司的
舞弊案例，務必主動偵查並協助建構防範機制。

外部防線：會計師及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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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舞弊案件出現時，不少人會問除了公司內部
外，會計師何以沒有查出來？主管機關怎麼監
督的？首先，要有正確的認知是：風險管理和
內部控制是企業的責任，不能寄望外部人可以
取代企業內控三道防線。然而，會計師在財務
報導控制及相關風險，也提供非常重要的觀察
和評估，會計師的查核並不以發現舞弊為主要

41

理仁法律專欄
Expert Opinion

競業禁止條款約定 過猶不及！
理仁法律事務所 / 謝文倩律師、賴怡文律師

據蘋果日報民國（下同）
99年7月27日報載：「鴻海
集團旗下中國富士康資深
經理林建光，前年跳槽同
行貝爾羅斯公司擔任副總
裁，被依違反競業禁止條
款求償一百六十八萬元；
台北地院認定鴻海競業條款涵蓋房仲、廢棄物
回收等四十五個營業項目，連垃圾車司機都不
能做，條件苛刻且違反公序良俗，昨判鴻海敗
訴。…」

報導一出，等同宣示競業禁止條款並非保障企
業無形資產的萬靈丹，一時間震驚社會。本文
將援引相關實務及主管機關之見解，簡要說明
如何簽訂有效的競業禁止條款。

過猶不及的競業禁止條款
競業禁止條款係指由公司及員工約定，員工離
職後，在特定期間、區域內，不得經營或任職
於與原公司具有競爭關係的公司，否則原公司
可向員工請求賠償蒙受之損害。此等約定，多
用於保障公司的商業機密、營業秘密及競爭優
勢。競業禁止條款之使用，尤以技術、資訊、
營業秘密為重心的高科技產業界為甚，可說是
保護公司權益相當重要的防禦。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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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競業禁止條款與公司的核心利益息息相
關，公司法務人員於擬定條款之時，多傾向
包山包海，以謀求公司的最大利益為己任。

然而，競業禁止條款本質上是對於員工憲法
保障「工作權」的限制，若內容過於偏頗，
即便員工已為簽署，將來產生爭議之時，仍
可能被司法機關認定競業禁止條款顯失公平
而自始無效。

以前揭報載的案件為例，臺北地方法院指出，
鴻海制定的競業禁止條款中，限定員工離職後
一年期間內，不得於鴻海及其關係企業所在之
國家及地區（包含中華民國、大陸地區、香港
地區、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加拿
大、英國、愛爾蘭及其他鴻海或其關係企業所
在之地區或國家），從事任何與鴻海業務（含
計畫中的業務）或其業務有關之事務相競爭之
行為。其中，鴻海登記之所營事業項目即高達
45項，若再包括關係企業之營業項目，則業務
內容將更為廣泛。且鴻海登記的45項營業項目
甚至包含「不動產之買賣仲介」、「廢棄物處
理」等項目，即依鴻海競業禁止條款之規定，
員工離職後，如果擔任房屋仲介，甚至於廢棄
物清理公司擔任司機，仍可能構成與鴻海競業
之行為而違反該條款。臺北地方法院因此認定
鴻海競業禁止條款之苛刻程度已足認為顯失公
平且違反公序良俗，判決鴻海敗訴。

合理的競業禁止條款
我國實務一向肯認競業禁止條款的存在，最高
法院103年台上字第1984號判決揭示：「按競業
禁止約款，乃事業單位為保護其商業機密、營
業利益或維持其競爭優勢，要求特定人與其約
定於在職期間或離職後之一定期間、區域內，

不得受僱或經營與其相同或類似之業務工作。
基於契約自由原則，此項約款倘具必要性，且
所限制之範圍未逾越合理程度而非過當，當事
人即應受該約定之拘束。」然而，因事關員工
受憲法保障的工作權，法院仍將就競業禁止條
款是否「合理」加以審酌。

實務上歷來皆援引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今勞
動部）89年08月21日（89）台勞資二字第
0036255號函釋所揭櫫的五原則判斷競業禁止條
款的合理性：「…法院就競業禁止條款是否有
效之爭議所作出之判決，可歸納出下列衡量原
則，1.企業或雇主須有依競業禁止特約之保護利
益存在。2.勞工在原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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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有依競業禁止保護的利益存在
公司必須證明有必須受法律保護的利益存在，
例如：研發中的專利、優勢技術等，法院亦曾
肯定公司產業及市場區域的銷售分布、事場競
爭情形及客戶資料等為公司重要的營業秘密。
然而，如果公司並無值得保護的利益，自無限
制員工工作權的必要。

員工在公司之職務及地位

換言之，應不會嚴重限制員工的工作權，亦不
會危及員工的一般生存經濟條件，故不限定期
間、區域或職業活動範圍的條款，即易被認定
為不合理。目前較為常見且為法院所接受的限
制期間為兩年以下；限定區域應以公司固有已
開拓經營的區域為限，不宜包含公司尚未進行
營業的區域或預計未來發展的區域，例如，房
屋仲介經紀人由台北市轉職到台北縣市，在區
域上應被認為不影響公司的權益，公司如要與
該房屋仲介經紀人簽訂競業禁止條款，僅得限
定其不得於台北市內繼續擔任房屋仲介；職業
活動範圍則應以對公司具有競爭關係的行業，
然如上述，即便鴻海登記之所營事業項目包含
「不動產之買賣仲介」或「廢棄物處理」，因
鴻海實際上並未從事該等業務，若將之含括於
競業禁止條款限制的職業活動範圍內，將會被
認為係逾越必要性。

需有填補員工因競業禁止的損害代償措施
代償措施是指公司就員工因不從事公司所指定
的競爭行為而蒙受的損失作出的補償措施。此
為近來法院在判定競業禁止條款有效與否的重
要條件，因公司為保障其營運利益，進而限制
員工的工作權，當必須支付員工因此無法覓得
新工作的補償。而面對握有公司營運機密的研
發人員或者高階經理人，公司通常願意支付代
償金，以換取離職員工的競業禁止。

員工的競業行為，有顯著背信或違反誠
信原則
競業禁止條款的效力應於員工顯著背信或違
反誠信原則之時發生。如果員工利用任職期
間竊取公司商業機密、客戶資料，於離職後
利用公司的資源及機密資訊，另起爐灶或者
牟取利益，則該等行為除可能觸犯背信罪嫌
外，並且違反誠信原則，則限制其工作權應
被認為合理。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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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若因所擔任的職位而有機會接觸到公司的
營業秘密或參與公司創新技術的研發等，公司
始有限制員工工作權的必要，例如：擔任資深
工程師了解公司所有電繼續的相關資訊的員
工。如果員工沒有特別技能、技術且職位較
低，並非公司之主要營業幹部，縱使離職後再
至相同或類似業務之公司任職，亦無妨害公司
營業的可能性，此時，因無限制員工工作權的
必要，競業禁止約定即可能因拘束勞工轉業自
由而無效，例如：原擔任總機或行政助理的庶
務人員，並無接觸公司營業秘密的可能，縱然
離職後至其他公司任職庶務人員，並不會造成
公司經營上的限制。

限制期間、區域、職業活動範圍，應不
超出合理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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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公司常會面對員工的離職及轉業，如何在保障
公司的最大利益下，不過當限制離職員工的工
作權，簽署對雙方皆有利且有效的競業禁止條
款，是一門高深的課題；本文對合理競業條款
訂立的相關原則稍作闡述，期待公司面對員工
更迭、汰舊換新之時，更能夠合理維護自身權
益及生存命脈。

本文之智慧財產權屬於理仁法律事務所所有，未經同意請勿
轉載、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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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達法律專欄
Expert Opinion

專利授權對於台灣公司的必要性 ?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 / 文道格資深顧問

專利技術是近二十年來台灣
公司蓬勃發展的幕後功臣。
其中很多技術是在台灣研發
創新而成的國產專利技術，
其餘則係經由授權而自國外
引進。大多數專利授權的
取得，例如DRAM技術的授
權，是為了開創業務或增進業務發展，但某些
專利授權的取得卻是受迫於授權人已提起之訴
訟或聲言將提起訴訟之威脅。授權人被賦予極
大的自由，可以隨心所欲地安排他們的專利技
術授權計劃。然而依據專利權耗盡理論，專利
授權人針對已授權的專利範圍是不得重複主張
權利的。而該理論在最近幾次美國聯邦法院及
其上訴法院的判決中獲得了更進一步的定義。

2009年美國最高法院在Quanta Computer Inc. v
LG Electronics, Inc.一案中清楚地指出：「一專利
產品經首次合法授權販賣(initial authorized sale)
後，專利權人針對該產品的權利便已耗盡。」
上訴法院，例如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針對
Keurig, Inc. v. Sturm Foods, Inc. 732 F.3d 1373 (Fed.
Cir. 2013)一案的判例，說明了該原則，「當一
取得專利的裝置或方法經販賣後，便耗盡了專
利權人控制購買人使用該產品的權利…因為專
利權人已以該產品進行協議且得到該產品的全
部對價。」由此觀之，專利權耗盡理論似乎是
個容易讓授權人和被授權人理解的明確理論。

品而製成的產品。廣達在英特爾將其產品售予
廣達後，將英特爾的產品與非英特爾的產品結
合製成新的產品。對此，樂金主張英特爾與廣
達間的交易不屬於合法授權販賣(an authorized
sale)，因此其專利權沒有耗盡。但法院駁回樂金
之主張。

此後，究竟一販售是否為合法授權販賣便爭論
不休。今年9月14日，美國聯邦法院再次遇到
專利權耗盡及是否合法授權販賣的問題，在
Cascades Computer Innovation, LLC v.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11 C 4574 (N.D. Ill.)案中，
Cascades控告Samsung (並在連帶官司中控告
HTC) 侵害其Android作業系統中的Dalvik JIT編譯
器專利。Cascades在此之前亦控告Google侵害此
專利並與Google達成授權協議。

Cascades在該協議中給與Google以下的授權：

勤業眾信通訊

對於Cascades專利(Cascades Patents)擁有一全球
性、非專屬、完全支付且永不可撤回的授權，
可實施及承繼任何及所有美國專利法35 U.S.C.
101 以下付予專利擁有者的權利，該授權並及
於各國相對應專利所有之各國法律賦與專利所
有人的權利，包括但不限於有權製造、已製
造、使用、銷售、許諾銷售、出口、進口及其
他Google或Google關係企業使用及/或已使用
Cascades專利請求項之任何Google產品。

專家觀點

美國最高法院在廣達(Quanta)案中針對專利權耗
盡理論的爭論並非出於非常態的情況。在該案
中，樂金(LG) 擁有涉及電腦資料處理及傳輸方

法的專利。樂金授權英特爾(Intel)製造及販售實
施上述方法專利的微處理器。不過英特爾與樂
金之間的授權契約載明了一些限制，即該專利
授權範圍不及於結合英特爾產品與非英特爾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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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產品指的是Google 或 Motorola的產品，但
特別排除由第三方製造並使用Android作業系統的
行動裝置。易言之，HTC及Samsung的產品按理
並不在授權範圍內。

然而HTC和Samsung辯稱Cascades對Google 的授
權已耗盡Cascades的專利權。Cascades則主張其
專利權並未耗盡，因為其對Google 的授權特別
排除下游使用者於行動裝置上使用其專利之授
權。Cascades進一步主張：「只有經專利權人授
權的合法銷售，才適用權利耗盡原則。」因此，
Google與HTC及Samsung間的商品銷售並非合法
授權販賣。美國伊利諾州北區聯邦地院的立場與
HTC及Samsung一致，將此一情況比作前述的廣
達(Quanta)案。如同廣達(Quanta)案，專利一旦經
合法授權販賣，Cascade便不可再主張專利權。

很多專利授權公司會以多層次的方式進行授權，
以便在產品價值鏈的每一階段獲得利益。有些時
候這樣授權規劃不會與權利耗盡原則相抵觸，但
有時會。因此若授權是屬於多層次授權的其中
一種態樣時，在支付權利金前，應審慎判斷授權
人是否確實有權向您作出進一步的授權。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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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權利是否耗盡時，應考量下述問題：
• 要授權給我的專利組合，是否與要授權給我的
供應商的相同？
• 如果上述問題的答案為「是」，授予我的供應
商的授權及供應商供應給我的產品，是否構成
合法授權販賣？

如果以上兩個問題的答案皆為「是」，您便有足
夠的理由認為專利權人的權利已經耗盡，而不用
再對該專利支付任何授權金。針對此種問題，關
鍵的考量點是「合法授權販賣」。未來在簽訂任
何授權契約前，建議先審慎評估，判斷授權是否
必須或是否已構成合法授權販賣。

(作者文道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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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客戶之立場。本文僅供參考，非
為法律意見，亦刊載於Digitimes。)

焦 點 報 導 Focus Reports

勤業眾信連續三年奪冠

會計師事務所輔導上（興）櫃
申請 53家勇奪金桂獎

勤業眾信連三年佳績拿第一，櫃買中心董事長吳壽山(右)及總經理李啓賢(左)，極高規格ㄧ同頒發第
一名獎座予勤業眾信總裁郭政弘(中)，給予高度肯定

【2015／10／22，台北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日前
舉辦「登高健行暨金桂獎頒獎典禮」，勤業眾信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今年第三度贏得「會計師事務所金
桂獎」殊榮。總裁郭政弘表示，感謝櫃買中心連續
三年給予肯定，勤業眾信致力於輔導企業成功登上
上櫃、興櫃、創櫃募資，截至2015年9月底為止，
勤業眾信簽證的上（興）櫃家數共355家，占總家數
36%，年年穩定成長，累積豐富實戰經驗，專業服務
獲企業各界信賴。

勤業眾信通訊

勤業眾信總裁郭政弘指出，台灣資本市場成熟，具有
高本益比、高殖利率、高週轉率、高透明度、易二次
籌資「五大優勢」，企業掛牌募資前的審查流程、時
程明確，過程公開透明，整體市場穩定性較高；相較
來說，亞洲其他資本市場較不穩定、等待時間長，企
業想在上海等地籌資，還得面臨排隊問題，顯見台灣
資本市場仍是亞洲募資首選基地。

焦點報導

根據統計，去年9月到今年8月底止，櫃買中心共有
130家企業掛牌，較上一期強勁成長近60%，表現亮
眼。其中又以消費性服務業及金融服務業表現最為突
出。勤業眾信輔導上（興）櫃申請家數為53家，在四
大會計師事務所中市佔率超過四成（41%），家數也
較上一期的30家多出近一倍。

檢視上櫃、興櫃產業表現，勤業眾信在輔導消費性服
務業及金融服務業成績最優。去年期間消費性服務業
掛牌成功的包括六角、德麥、F雅茗及F大略，已具集
市規模效益，尤其今年七月剛通過興櫃轉上櫃的F股
「大略國際」，為首家婚禮整合服務登板企業，喜氣
洋洋；而金融服務業則有老字號的上海國際商銀及福
邦證券掛牌，朝永續發展、金融創新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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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買中心103年初啟動創櫃板，扶植新創事業。郭政
弘表示，大陸紅色供應鏈崛起，台灣產業面臨轉型挑
戰，而新興創意產業的發展具有策略性地位，是未來
台灣轉型的重要關鍵，勤業眾信今年成立新創市業服
務團隊，由財稅專家群為新創事業即時提供實用的專
業觀點，並進一步輔導登入創櫃板，提昇營運素質、
擴大營運規模。

櫃買中心董事長吳壽山在頒獎典禮開場致詞時表示，
今年對櫃買中心是極其重要一年，上櫃興櫃創櫃總計
家數突破1,000家，其中上櫃家數亦將突破700家，是
櫃買中心劃時代的里程碑。

吳壽山指出，今年2月24日櫃買中心宣佈英文名稱改
為Taipei Exchange （簡稱TPEX），即是宣誓接軌國際決
心，期盼加強推動掛牌企業國際行銷能見度。
櫃買中心總經理李啓賢致詞時也強調，櫃買上櫃產業
非常多元，有28類別之多，去年本益比超過26倍，而
大陸台商11家企業回台掛牌已募資超過新台幣43億
元，效益驚人。
李啓賢指出， 2014年台灣櫃檯市場買賣的成交值周轉
率高達242%，為東京股市的2倍、香港股市的5倍、新
加坡股市的近7倍，是亞洲資本市場之冠、全球第四
強，顯見櫃買活力十足，深受投資人青睞。

台灣本地上市櫃公司市佔率
台灣本地上市櫃公司市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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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點 報 導 Focus Reports

四大建議勉勵學子勇敢追夢

勤業眾信總裁郭政弘：
跨出一步，視野截然不同

勤業眾信總裁郭政弘在台大向學弟妹分享自己的職涯歷程。

【2015／10／16，台北訊】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總裁郭政弘15日出席天下雜誌舉辦的「台灣大
學志氣校園論壇」，向台大學生分享近三十年職涯歷
程。他對年輕人提出「善用下班時間向前輩學習、從
細節著手、建立團隊合作、勇敢接受挑戰」四大建
議，同時勉勵學子：「夢想不遠，只要努力追尋，就
能實現。」

郭政弘給學生的第一個建議，是善用下班時間向前輩
學習。他回想剛進會計師事務所，即便沒有被指派額
外工作，下班後仍會留下詢問經理、副理是否有工作
需要幫忙。

他說，下班後前輩的工作壓力相對會比較低、心情較輕
鬆，不會覺得你在煩他，反而會因此獲得額外指導。

勤業眾信通訊

「只是因為大學念會計系，順理成章進入會計師事務
所，實踐所學，如此而已。」

一、善用下班時間向前輩學習

焦點報導

「無論有沒有興趣，能在工作中找到學習成長和快
樂，就是適合的工作。」郭政弘學校畢業便進入勤
業，但他當時並未將「會計」視為終身志業、也還沒
考取會計師執照，更沒想過有一天會當上總裁。

郭政弘提醒在場學生，「工作與興趣結合」是一種
「迷思」，有些人興趣廣泛，或興趣不一定適合發展
職涯。與其追求興趣、工作的結合，倒不如在工作中
找到可以鼓勵、激勵自我之處，藉由幫助別人而獲得
成就感與快樂，就是適合從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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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總裁郭政弘（中）與學生一同發射「夢想紙飛機」

總裁郭政弘勉勵學生勇敢接受挑戰，「跨出一步之後，視野會截然
不同。」

社會新鮮人最豐富的資產就是「時間」，郭政弘建議
學生，不要一下班就離開公司，應利用下班後時間與
前輩交流、學習。

「我的指導教授曾告訴我，要往更高職務晉升，一定
要有人能取代你現在的職務，否則你不可能往上承擔
更重要的工作。」因此，郭政弘也建議，成為資深員
工之後，也必須提攜、教導新進同事，培養新同事成
為自己的重要助手。

二、重視細節、從小處著手
郭政弘期許學生「重視細節、從小處著手」。職場新
鮮人經驗不足，累積專業經驗是首要之務，而專業則
需從小事工作品質著手做好。

他回憶，在文件尚未數位化的年代，曾有一位同事因
被指派影印法令規章或財報文件，而經常抱怨「大材
小用」。郭政弘刻意請該同事幫忙影印一份法令彙
編，印出來的資料卻字體歪斜，顯見該同事沒有用心
做好。他藉此提點同仁，雖然是小事，可是任何工作
品質都代表個人的專業品質。

郭政弘回想剛進事務所時，也常被長官指派影印，他
通常會多印一份自己研讀，因為他知道，被要求影印
並傳真給客戶的資料，一定是客戶關心的重要法令，
未來若有客戶詢問類似問題，他便可直接回答，藉此
建立起客戶對他專業知識的肯定與信賴。
焦點報導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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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任何人都無法獨撐大局」，郭政弘建議新鮮人，除
了學習資深同事經驗，也應與人為善、建立良好人脈
網絡，這將是未來重要資產。

四、勇敢接受挑戰
郭政弘分享他在事務所第二年時，爭取出國查核客
戶轉投資公司的經驗。當時從未出過國、沒有海外
留學經驗的他，外語能力雖然不強，但仍積極向
合夥會計師爭取機會出國查帳。從辦護照、簽證開
始，聯繫兩個國家的客戶與當地會計師，單獨一人
一週內奔走泰國及馬來西亞，最終順利完成工作，
協助客戶成功上市。

「現在年輕人都很敢講、很敢發表自我，但更重要的
是――勇敢接受挑戰。原先覺得跨出去那一步很難，
但跨出去之後，視野會截然不同」，郭政弘說。

隨著全球化趨勢，經濟、產業、人才、專業的流動和
發展也是「無國界」。郭政弘最後建議學生，選擇在
具有國際視野的跨國企業工作，不僅可培養在地專
業，還能汲取國際資源，隨著世界趨勢而成長，對未
來發展較有幫助。

證券管理法規
◢ 修正「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要求股本達新臺幣五十億元以上未達
一百億元之上市公司，自民國106年起， 申報前一年度(105年)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其年度決算
有累積虧損者，得自民國108年適用(104.10.19 臺證治理字第1040021331號)
◢ 申請股票上市櫃及第一上市櫃應於章程載明，其董事、監察人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104.10.15
臺證上一字第1040020898號；104.10.16證櫃審字第10400293141號)
◢ 上市公司需擬訂「提升自行編製財務報告能力計畫書」，並按季將計畫書執行結果列入內部控制追
蹤項目，及將執行情形表提報董事會控管(104.10.15 臺證上一字第1041804713號)
◢ 證期局預告修正「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部分條文、「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
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九條、「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104.10.12 金管證發字第
1040039979號)
◢ 櫃買中心修正「受託辦理本國及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申報案件規定」相關文件(104.9.21
證櫃審字第10400267851號)
◢ 自104年12月1日起，申請上（興）櫃之申請書及附件改上傳公開資訊觀測站(104.9.25 證櫃監字第
10400268481號)
◢ 櫃買中心修正「審查有價證券上櫃作業程序」及「審查外國有價證券櫃檯買賣作業程序」(104.9.25
證櫃審字第10400274172號)
◢ 修正「審查認購（售）權證作業程序」(104.10.2臺證上二字第1040020255號；104.10.6 證櫃交字第
10400284601號)

【證券、期貨、投信、投顧】
◢ 修正組合型基金經理人得同時管理其他組合型基金規定(104.09.23 金管證投字第1040035691號)
◢ 修正「槓桿交易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104.9.30 證櫃輔字第10400274961號)
◢ 修正期貨商自有資金運用範圍暨內部控制制度等規定(104.10.5金管證期字第1040029308號)
◢ 上市及上櫃有價證券之最低融券保證金成數由120%調整為90%(104.10.15金管證投字第
1040042489號)
◢ 櫃買中心修正「證券商營業處所經營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業務規則」、「證券商辦理衍生性金融商
品交易業務應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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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16 證櫃債字第10400292171號)
◢ 修正「境外基金管理辦法」部分條文(104.10.13金管證投字第1040039376號)
◢ 發布境外基金管理辦法所稱對增進我國資產管理業務有符合本會規定之具體貢獻項目(104.10.15 金
管證投字第10400393765號)
◢ 公告境外基金總代理人依據境外基金管理辦法規定應編具月報之格式及內容(104.10.15 金管證投字
第10400404861號)
◢ 預告修正「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管理辦法」及「證券金融事業管理規則」(104.10.16
金管證投字第1040042403號)
法規輯要

◢ 預告修正「證券商管理規則」部分條文(104.10.13 金管證字第1040042018號)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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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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告銀行業變更為商業銀行時，設立分支機構之規定(104.10.6 金管銀國字第10420003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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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修正保險業辦理不動產投資時收益認定標準及原則(104.9.24 金管保財字第10400084291號)
◢ 將投資金融科技事業列為保險法規定之投資保險相關事業(104.10.7 金管保財字第10402507581號)
◢ 新增台灣地區保險業在香港澳門設立分支機構子公司之資格、設立與申報規定(104.10.7 金管保綜字
第10400947961號)

稅務法規
◢ 104年版遺產及贈與稅法令彙編發行後相關釋示函令之適用原則(財政部1041021台財稅字第
10404043450號令)
一、本部及各權責機關在104年6月30日以前發布之遺產及贈與稅釋示函令，凡未編入104年版「遺
產及贈與稅法令彙編」者，除屬當然或個案核示、解釋者外，自105年1月1日起，非經本部重
行核定，一律不再援引適用。
二、凡經收錄於上開104年版彙編而屬前臺灣省政府財政廳及前臺灣省稅務局發布之釋示函令，可
繼續援引適用。

◢ 補充核釋申報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應檢附文件(財政部1041015台財稅字第10404638970號令)
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3目之4規定申報本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身心障礙特
別扣除額，應檢附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如未依規定檢附前開證明文
件，僅提示醫師（院）診斷或鑑定證明書者，尚不得列報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惟如其嗣後基於與
前檢附之診斷或鑑定證明書所載相同事由，經鑑定後取得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除有其他
事證得認定身心障礙之事實係於課稅年度後始發生者外，准依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申請退稅。

◢ 銷售因廢止徵收而發還之原被徵收土地計算特銷稅持期間之規定 (財政部1041015台財稅字第
10404022740號令)
所有權人銷售因廢止徵收而發還之原被徵收土地，依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計算持
有期間時，以被徵收前原取得土地所有權之日起算。
法規輯要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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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定適用「確屬非短期投機」免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之案件類型，自104年1月9日生效 (財政部
1041012台財稅字第10404035420號令)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屬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十二款規定「確屬非短期投機」，
免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九日生效：

一、所有權人銷售自二親等以內親屬受贈取得之不動產，且該贈與人係因繼承取得該不動產者。
二、直系親屬間交換不動產，且交換後持有該不動產之期間均逾二年者。
三、所有權人銷售因繼承信託利益請求權而取得之不動產。
四、依家庭暴力防治法取具保護令之所有權人為躲避施暴者，銷售其名下僅有一戶且確供自住使用
之房地。
五、所有權人銷售持有逾二年之房地，併同銷售之共有設施及基地應有部分。
六、所有權人為興建慈善事業使用之房舍所購買之土地，已取具建造執照，因通行權糾紛無法動
工，且經調解無效果而銷售該土地。
七、所有權人銷售於取得土地前遭鄰居占用供車輛出入等非建築使用部分之土地與該占有人，且以
相當於其購入成本銷售。
八、所有權人購入房地後，始知該房屋之氯離子或輻射含量逾國家檢測標準值，經法院訴訟、和解
或調解委員會調解解除契約未成立，且以相當於其購入成本銷售該房地。
九、債權人經向法院聲明承受取得債務人之持分房地，嗣經法院訴訟、和解或調解委員會調解，且
以相當於原承受價格銷售與其他共有人。
十、所有權人經向法院聲明承受不動產並繳清差額價金，因債務人提起異議之訴，致二年後始取得
權利移轉證書，嗣訂約銷售該不動產。
十一、扶養義務人為履行其扶養義務依法院和解移轉持有已逾二年之不動產與受讓人，受讓人亦依
該和解內容銷售該不動產者。
十二、所有權人以持有逾二年之自住房屋及地上權與營業人合建分屋，嗣取得未達一戶之持分房
地，並與共有之營業人併同銷售。

◢ 核釋所得稅法第3條之4規定有關綜合所得稅之處理原則 (財政部1041008台財稅字第10404599400
號令)
一、自本令發布日起，個人簽訂孳息他益之股票信託契約，依本部100年5月6日台財稅字第
10000076610號令規定，認定該孳息仍屬委託人之所得，應於所得發生年度依法課徵委託人之
綜合所得稅者，稽徵機關就委託人未申報或短漏報之前開孳息計算委託人應補稅額及漏稅額
時，應將該所得及相對應之扣繳或可扣抵稅額自受益人轉正歸戶委託人，據以發單補徵，並依
所得稅法第110條規定辦理；轉正後各受益人溢繳稅款或溢退稅款之補退作業，分別由其戶籍
所在地稽徵機關辦理。

二、本部100年5月6日台財稅字第10000076610號令第二點（一）綜合所得稅之處理原則，自即日
起停止適用。

◢ 運用科學技術研發成果取得之股票撥入科發基金等不課徵證券交易稅 (財政部1041008台財稅字第
10404034660號令)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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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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學校、公立研究機關（構）、公營事業、法人或團體等執行研究發展單位依據「科學技術基本
法」及「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規定接受政府機關（構）補助、委託或出
資，執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並就其管理及運用研究發展成果取得之股票中，應歸屬補助、委
託或出資之政府機關（構）部分，撥入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或科學研究基金保管運用者，非屬有
價證券之買賣，不發生課徵證券交易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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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營利事業收取製造業技術服務業及發電業之權利金及技術服務報酬免稅案件審查原則
一、為審查外國營利事業收取製造業、技術服務業與發電業之權利金及技術服務報酬申請免稅案
件，特訂定本原則。
二、（103.1.29.修正）
本原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營利事業：指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二項之營利事業及同條第四項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
機關或團體，有銷售貨物或勞務行為者。
（二）外國營利事業：指總機構在中華民國（以下簡稱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及教育、文化、公
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有銷售貨物或勞務行為者。

三、（103.1.29.修正）
本原則所稱技術合作，指外國營利事業提供專利權予營利事業，對該營利事業之產品或勞務有下列
情形之一之合作：
（一）能生產或製造新產品。
（二）能增加產量、改良品質或減低生產成本。
（三）能提供新生產技術。
外國營利事業以其所有之專利權讓與營利事業所取得之對價，為財產交易所得，不適用本原則之規定。

四、（103.1.29.修正）
技術合作產品銷售市場，不以我國管轄區域為限。

五、（103.1.29.修正）
外國營利事業以其所有之專利權，在其專利權有效期間內，以技術合作方式授權第三項規定之產業
實施，並經經濟部工業局專案核准確有實質技術引進，且屬關鍵技術而國內無法提供，或國內可提
供，惟其效能無法滿足營利事業產品規格要求者，其因而取得之權利金，得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
項第二十一款規定免納所得稅。

前項外國營利事業所屬之國家，應以與我國有相互承認優先權或其屬世界貿易組織會員者為限。
第一項專利權以提供符合下列產業使用為範圍：
（一）精密機械及智慧型自動化產業。
（二）車輛產業。
（三）高值化金屬材料產業。
（四）風力發電產業。
法規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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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世代通訊及智慧手持裝置產業。

（八）顯示器產業。

（九）LED照明產業。
（十）智慧生活產業。
（十一）雲端運算產業。
（十二）高值化石化產業。
（十三）高值化紡織產業。
（十四）光電電子用化學材料產業。
（十五）保健食品產業。
（十六）生技產業。
（十七）資源再生產業。
（十八）水再生利用產業。
（十九）資訊服務產業。
（二十）設計產業。
第一項所稱國內，指我國政府機關（構）、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及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六、
外國營利事業以其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註冊有案之商標，在其商標權有效期間內，授權屬製造業及
其相關技術服務業之技術合作廠商使用，並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登記之，且與我國技術合作廠商之
商標併列於商品、服務或其有關之物件者，得向經濟部工業局申請專案核准，其因而取得之權利
金，得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款規定免納所得稅。
七、（103.1.29.修正）
外國營利事業以其依著作權法第四條規定享有著作權之電腦程式著作，在其著作權存續期間內，以
技術合作方式授權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利用，並經經濟部工業局專案核准者，其因而取得之
權利金，得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款規定免納所得稅。
八、（104.9.25.修正）
第五點至前點規定之專利權、商標權及電腦程式著作權，以提供營利事業自行使用者為限。
前項權利申請專案核定，應於契約有效期間內提出申請。
九、（103.1.29.修正）
經經濟部工業局專案核定符合第五點第三項第一款至第十八款產業之股份有限公司者，於工廠開工
以前洽請外國營利事業提供建廠所需之生產方法、製程設計、工程所需基本設計或細部設計及機器
設備設計之技術服務，經經濟部工業局專案核准者，該外國營利事業因而取得之技術服務報酬，得
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款規定免納所得稅。

前項所稱發電業，指生產電能之發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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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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業屬於股份有限公司者，於電廠開工以前洽請外國營利事業提供建廠所需之規劃、工程基本設
計或細部設計及機器設備設計之技術服務，經經濟部能源局專案核准者，該外國營利事業因而取得
之技術服務報酬，得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款規定免納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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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103.1.29.修正）
營利事業支付其外國關係企業之權利金或技術服務報酬經核准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款
規定免納所得稅者，應依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規定評估其所列報之成本或費
用金額是否符合常規；其經評估不符合常規，且有規避或減少我國納稅義務者，應自行按常規調
整，其超過常規部分之金額，不得列為成本或費用。

十一之一、（104.9.25.增訂）
營利事業支付外國營利事業之權利金或技術服務報酬經核准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款規定
免納所得稅者，核准免稅適用期間，以三年為限。但申請授權或建廠期間較短者，以該期間為準。
前項核准免稅適用期間屆滿前，得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款規定再提出申請。
本點中華民國104年09月25日修正生效前已申請而尚未核定之案件，亦適用之。

◢ 行政執行機關核發執行憑證之稅捐案件仍屬已移送尚未結案之情形 (財政部1040925台財稅字第
10400634010號令)
一、自本令發布日起，取得行政執行機關核發執行憑證之稅捐案件，不生執行程序終結之效果，仍
屬稅捐稽徵法第23條第1項但書所稱已移送執行尚未結案之情形。
二、廢止本部66年1月14日台財稅第30300號函及102年10月25日台財稅字第10200631630號函。

投資管理法規
經濟部令
△公司法第235之1條有關員工酬勞疑義
一、依公司法第235條之1第1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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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訂定方式，選擇以固定數(例如:百分之二)、一定區間(例如:百分之二至百分
之十)或下限(例如:百分之二以上、不低於百分之二)三種方式之一，均屬可行（本部104.6.11經
商字第10402413890號函釋)。員工酬勞分派比率，選擇以一定區間或下限之方式記載於公司章
程者，當年度員工酬勞分派比率之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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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依公司法第235條之1第3項規定：「前二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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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修法增訂第235
條之1係為獎勵員工，要求企業分享獲利，明定員工酬勞之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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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屬法定最高董事會決議成數，自不得以章程訂
定更高董事會決議成數，以符合保障員工之立法本旨。
法規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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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倘公司於105年股東常會方進行修正章程議案，基於此次修法情形特殊，倘公司採發行新股方
式發放員工酬勞且須修正章程增加資本額者，就104年度員工酬勞，董事會得以附條件「倘股
東會同意通過修正章程增加資本額者，員工酬勞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否則以現金方式為之」
之方式決議之。

四、依公司法第235條之1第3項規定：「前二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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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酬勞在董事會特
別決議後即可發放。惟倘員工酬勞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且涉及須修正章程提高資本額時，因須
股東會決議，自應於股東會決議後依規定程序發放之。

五、公司法第235條之1之立法本旨在獎勵公司所有員工，合理分配公司利益，以激勵員工士氣。員
工酬勞之分派，自應由公司本於公平原則訂定發放標準並據以辦理。

六、依第235條之1第3項規定：「前二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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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酬勞發放方式以股票或
現金為之，係專屬董事會特別決議之事項，倘擬於章程規定限以現金發放，自不可行。

七、公司法第235條之1第5項規定:「本條規定，於有限公司準用之。」有限公司員工酬勞分派程
序，應依公司法第110條規定程序分送各股東。

八、倘公司於105年股東常會方進行修正章程議案，基於此次修法情形特殊，104年度員工酬勞，
依新章程規定辦理（104.6.11經商字第10402413890號函釋)。如105年股東常會就員工酬勞進
行修正章程，亦同時就專屬股東之盈餘分派修正章程，則股東之盈餘分派亦以此次新章程為
據。除此之外，股東之盈餘分派事宜，則以編造時已生效章程(本部89.4.20經商字第89207491
號函釋)為據。

九、依本部104.06.11經商字第10402413890號函：「…公司仍得於章程訂定依獲利狀況之定額或比
率分派董監事酬勞。」董監事酬勞之發放僅能以現金為之，公司是否發放董監事酬勞係屬章程
規範範疇，公司如擬發放董監事酬勞，自應於章程中明文規定董監事酬勞發放金額之定額或比
率。倘章程未明定董監事酬勞發放金額之定額或比率，即認定為公司不發放董監事酬勞，尚不
得以股東會決議之方式代替章程。

十、章程董監事酬勞比率訂定方式，限以上限之方式為之。但公司自公司法第235條之1公布施行後
至本解釋發布前，就董監事酬勞比率，已以固定數、區間或下限之方式完成修正章程變更登記
者，不在此限。

十一、章程董監事酬勞比率訂定方式，限以上限之方式為之。當年度董監事酬勞發放比率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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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設有薪酬委員
會之上市櫃及興櫃公司，則由薪酬委員會提出建議後送董事會決議。
（104.10.15經商字第10402427800號）

工廠設立許可或核准登記附加負擔辦法第六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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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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十七類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第十八類基本化學材料製造業、第
十九類化學製品製造業工廠，於核准登記或變更登記時，主管機關應附加以下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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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製造流程圖（含製程、原料、機器設備及產品）變更應向主管機關申報。
二、未經核准作為食品添加物使用之產品，不得販售予食品製造工廠作為品添加物使用；除附表所
列產品外，應於外包裝明顯處標示「禁止用於食品」或「禁止添加於食品」之字樣。前項工廠
如製造食品添加物上游化工原料之產品，於核准登記或變更登記 時，主管機關應另附加「在
未經核准作為食品添加物上游化工原料使用之 前，不得販售予食品添加物工廠作為製造加工
食品添加物之原料用」之負擔。
（104.10.02經工字第10404604560號）

△修正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申請表
修正「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申請表」格式。
依據：公司名稱及業務預查審核準則第2條第4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後之「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申請表」自104年10月1日起開始使用，原舊格式自
104年10月1日起不再使用。
二、前項申請表單用紙之規格如下：
(一)表單大小採用A4尺寸，以直式橫書方式書寫。
(二)表單格線顏色及文字均為黑色。
（104.09.30經商字第10402426630號）

交通部令
△修正「交通部觀光局受理觀光遊樂業籌設及變更申請案件審查作業要點」 第五點、第二點附件一及第四
點附件三，並自即日生效。
第五點、（刪除）
附件一
觀光遊樂業（籌設、變更）申請書

備註：註1：變更申請案件如係擴大原核定興辦事業計畫面積者，應以累計後面積提出申請。
註2：觀光遊樂設施及餐飲住宿設施等分區面積之計算方式，應扣除不可開發區及保育區等面積，以實際
配置之分區計算之。
註3：餐飲住宿設施面積不得超過基地可開發面積百分之三十。

法規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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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觀光遊樂業（籌設、變更）申請案件應備文件查核表

法規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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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14觀旅字第10450020941號）

59

中國稅法
◢ 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推進企業發行外債備案登記制管理改革的通知
文號：發改外資2015年2044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5-10-12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9050&class1=1&class2=2&class3=10&class4=226

◢ 國務院關於實行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的意見
文號：國發2015年55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5-10-19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9060&class1=1&class2=3&class3=11&class4=35

◢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修訂財產行為稅部分稅種申報表的通知
文號：稅總發2015年114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5-10-12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9049&class1=2&class2=9&class3=27&class4=57

◢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企業境外所得適用簡易徵收和饒讓抵免的核准事項取消後有關後續管理問題的
公告
文號：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年70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5-10-16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9057&class1=2&class2=7&class3=20&class4=50

◢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動物屍體降解處理機、蔬菜清洗機增值稅適用稅率問題的公告
文號：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年72號
有效性： 尚未生效
發佈日期：2015-10-15
法規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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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2015-12-01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9062&class1=2&class2=6&class3=17&class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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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審計資訊
◎ 最新發布IFRS問答集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網站http://www.ardf.org.tw/tifrs4.html；詳細內容請至基金
會網站查詢)
■ 104/10/13 IFRS 3「企業併購之會計處理」

◎ 最新發布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網站http://www.ardf.org.tw/ardf.html ；詳細內容請至基金會
網站查詢)
■ 第一號 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
■ 第三號 現金流量表
■ 第四號 會計政策、估計與錯誤
■ 第五號 存貨
■ 第八號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第九號 負債準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 第十一號 借款成本
■ 第十三號 報導期間後事項
■ 第十四號 關係人揭露
■ 第十七號 生物資產
■ 第十八號 無形資產
■ 第二十一號 政府補助及政府輔助

法規輯要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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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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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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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送第三季財務報告。 註1：每會計年度第三季終了後45日內。

2

上市公司企業集團相關資料申報：
(1).應於10/15至1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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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附註揭露相關事項輸入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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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最大可買回本公司股份及金額彙總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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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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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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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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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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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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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二

六

日

五

日

一

(國內上櫃公司適用)

日

5

10

14

15

2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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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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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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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30日輸入之申報年月為10411)。

1

檢送第三季財務報告。註：每會計年度第三季終了後45日內。

2

上櫃公司企業集團相關資料申報:
應於每年10/15至1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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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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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附註揭露相關事項輸入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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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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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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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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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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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內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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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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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季申報累計金額
與會計師查核（核閱）數差異達20%且金額逾一仟萬元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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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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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30日輸入之申報年月為10410，其內容為104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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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二

六

日

五

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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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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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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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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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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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二

14

六

1

檢送第3季財務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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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會計年度第3季終了後45日內。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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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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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公開發行公司適用)

日

星
期

項
次

5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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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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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財稅行事曆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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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

報

事

項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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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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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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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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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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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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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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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送第三季財務報告。註：每會計年度第三季終了後45日內。

2

第一上市(櫃)公司企業集團相關資料申報:
應於每年10/15至1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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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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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附註揭露相關事項輸入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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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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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二

六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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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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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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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業眾信通訊

日

財稅行事曆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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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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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日

30

星
期

項
次

申

報

事

項

2

第一上市(櫃)公司財務資料。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資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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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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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9.7
2.上櫃公司應辦事項一覽表 104.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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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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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9.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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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9.25

11 月稅務工作行事曆
◢ 應辦事項
1.

10月份娛樂稅總繳10日截止。

2.

10月份各類所得扣繳稅款之報繳10日截止。

3.

9月及10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15日截止。

4.

9月及10月份印花稅總繳15日截止。

5.

地價稅繳納期間：11月1日至11月30日。

日

財稅行事曆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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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最近一個月內應辦稅務事項提要

1

日

1.
2.
3.
4.
5.

10月份娛樂稅總繳本日開始。
10月份各類所得扣繳稅款之報繳本日開始。
9月及10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本日開始。
9月及10月份印花稅總繳本日開始。
地價稅繳納本日開始。

10

二

1. 10月份娛樂稅總繳本日截止。
2. 10月份各類所得扣繳稅款之報繳本日截止。

15

日

1. 9月及10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本日截止。（遇假日順
延至11月16日）
2. 9月及10月份印花稅總繳本日截止。（遇假日順延至11月16日）

30

一

1. 地價稅繳納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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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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

日期

時間

IFP01-10 11/10(二) 13:30-16:30
NOV03

11/11(三) 09:00-16:00

課 程 名 稱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實務進階班- Part 1—
IFRS 2 股份基礎給付
財務指標判讀及經營風險預防
第六期 營業稅實務精修班—

TX06-1

11/11(三) 09:00-16:00

CH05-1

11/11(三) 09:30-16:30

HC02-1

11/11(三) 09:30-16:30

NOV04

11/12(四) 09:00-16:00 NEW~企業各部門人員如何有效掌握成本意識與控管技巧

NOV05

11/12(四) 09:00-16:00

NOV06
NOV11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及稽徵實務
第五期 企業主辦會計實務研習班—
如何建全會計制度及應用會計管理技術
第二期 人資管理法令暨爭議處理實務班—
薪資管理的法令認知與實務爭議

講師

時數/
VIP 扣點

費用
3,000

江 美 艷

3 / 5.5

侯 秉 忠

6/8

4,800

國 稅 局

6/8

4,800

黃 美 玲

6/8

4,800

周 志 盛

6/8

4,800

【無折扣】

李 進 成

6/8

4,800

固定資產管理與存貨盤點實務

戴 冠 程

6/8

4,800

11/13(五) 13:30-16:30

職工福利委員會所得稅結算申報實務

黃 純 華

3/5

3,000

11/13(五) 13:30-16:30

NEW~中國大陸稅務最新發展暨台商因應之道

陳 文 孝

3/5

3,000

NOV01

11/16(一) 13:30-17:30

HOT~最新公司法修正彙總暨實務案例解析

藍 聰 金

4 / 6.5

4,000

NOV07

11/16(一) 09:00-16:00 HOT~外匯市場現況、匯率風險來源與企業之避險策略

李 宏 達

6/8

4,800

SEP02

11/17(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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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15

11/17(二) 13:30-16:30

HOT~績效管理與目標設定

戴 師 勇

3/5

3,000

NOV17

11/17(二) 13:30-16:30

HOT~房地合一新稅制影響及因應

王 瑞 鴻

3/5

3,000

NOV12

11/18(三) 09:00-16:00

HOT~大陸投資架構與兩岸租稅協議解析

張 淵 智

6/8

4,800

周 志 盛

6/8

4,800

活用財報分析暨洞悉財報窗飾與舞弊

黃 美 玲

6/8

4,800

第二期 人資管理法令暨爭議處理實務班—

HC02-2

11/18(三) 09:30-16:30

SEP05

11/19(四) 09:30-16:30

NOV13

11/19(四) 09:00-16:00

NEW~契約風險圖略分析暨合約製作管理實務

姜 正 偉

6/8

4,800

NOV10

11/19(四) 09:00-16:00

帳列財務所得與課稅所得差異之分析及其會計處理

鄭 佩 琪

6/8

4,800

鑫

6 / 12

7,000

徐 有 德

3/5

3,000

陳 惠 明

6 / 10

5,500

國 稅 局

6/8

4,800

黃 美 玲

6/8

4,800

李 進 成

6/8

4,800

周 志 盛

6/8

4,800

職業災害的法令認知與實務爭議

HOT~董事會/股東會實務完全解析
NOV02

11/20(五) 09:00-16:00 贈送《公司治理評鑑架構下－我國董監事制度與公司治 巫
理運作實務,共三冊-價值 2000 元》書籍乙套

NOV08

11/20(五) 13:30-16:30

NOV16

11/20(五) 09:00-16:00

NOV09

11/24(二) 09:00-16:00

CH05-2

11/24(二) 09:30-16:30

SEP07

11/25(三) 09:00-16:00

NEW~營利事業涉外法令及租稅協定解析
NEW~企業併購相關法令暨稅務議題分析與探討
贈送《這些年我們一起併購的稅》書籍乙冊
HOT~財會人員常犯營業稅錯誤類型實務解析
第五期 企業主辦會計實務研習班—
財務報表解讀與分析實務
運用管理會計協助企業有效經營
第二期 人資管理法令暨爭議處理實務班—

SEP11

11/25(三) 09:00-16:00

勞動契約內容範例及規劃實務

楊 淑 如

6/8

4,800

NOV14

11/26(四) 09:00-16:00

採購議價策略及談判要領運用實務

姜 正 偉

6/8

4,800

解僱、資遣、調動的法令認知與實務爭議

第 1 頁，共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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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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

日期

時間

DEC02
12/9(三) 09:00-16:00
IFP01-10 11/10(二) 13:30-16:30
DEC03
12/9(三) 09:30-16:30
NOV03
HC02-4

11/11(三) 09:00-16:00
12/9(三) 09:30-16:30

TX06-1
OCT07

11/11(三) 09:00-16:00
12/10(四) 09:00-16:00

DEC15
CH05-1

12/10(四) 09:30-16:30
13:30-16:30
11/11(三)

CH05-3
HC02-1

12/11(五) 09:30-16:30
09:30-16:30
11/11(三)

DEC04
NOV04
DEC05
NOV05

講師

營運資金管理與融資決策實務Part 1—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實務進階班-

侯 秉 忠
江 美 艷
黃 美 玲

會計人必備之核心職能及相關能力
IFRS 2 股份基礎給付
第二期財務指標判讀及經營風險預防
人資管理法令暨爭議處理實務班—
勞動契約的法令認知與實務爭議
第六期 營業稅實務精修班—
NEW~經營團隊靈活運用數據測試風險及掌握利潤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及稽徵實務
NEW~「勞基法修正案」及「長期照顧保險法」對企業
第五期 企業主辦會計實務研習班—
的影響及因應
如何建全會計制度及應用會計管理技術
第五期
企業主辦會計實務研習班—
第二期 人資管理法令暨爭議處理實務班—

成本會計運用實務
薪資管理的法令認知與實務爭議
12/11(五)
09:00-16:00
統一發票開立及申報扣抵實務精解
11/12(四)
NEW~企業各部門人員如何有效掌握成本意識與控管技巧
12/16(三) 09:00-16:00
13:30-16:30
HOT~所得稅扣繳實務
11/12(四)
固定資產管理與存貨盤點實務

NOV07
DEC10
SEP02
DEC11
NOV15
DEC14
NOV17
OCT06
NOV12

年薪酬委員會、審計委員會、
11/13(五) 13:30-16:30 【年終超值回饋】2016
職工福利委員會所得稅結算申報實務
董事會、股東常會作業要點暨時程
11/13(五)
NEW~中國大陸稅務最新發展暨台商因應之道
12/15(二) 13:30-16:30
09:00-16:00
贈送《公司治理評鑑架構下－我國董監事制度與公司治
11/16(一) 13:30-17:30
HOT~最新公司法修正彙總暨實務案例解析
理運作實務,共三冊-價值 2000 元》書籍乙套
11/16(一) 09:00-16:00 HOT~外匯市場現況、匯率風險來源與企業之避險策略
12/15(二) 13:30-16:30 NEW~線上與線下(O2O)交易面面觀-營運流程稅務評估
11/17(二) 09:00-16:00
NEW~以風險為導向的稽核實務解析
12/16(三) 09:00-16:00
NEW~違反境外公司與 OBU 操作規定暨刑責風險
11/17(二) 13:30-16:30
HOT~績效管理與目標設定
12/16(三) 13:30-16:30
NEW~物聯網發展暨大數據應用與創新
11/17(二) 13:30-16:30
HOT~房地合一新稅制影響及因應
12/17(四) 13:30-16:30
營業稅與營所稅之連結課稅實務
11/18(三) 09:00-16:00
HOT~大陸投資架構與兩岸租稅協議解析

OCT08
HC02-2

12/17(四) 13:30-16:30
11/18(三) 09:30-16:30

NOV06
NOV11
DEC01
NOV01

12/17(四)&
11/19(四)
12/18(五)
NOV13 11/19(四)
DEC07 12/18(五)
NOV10 11/19(四)
SEP05
DEC06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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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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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14

12/18(五) 09:00-16:00

NOV02

11/20(五) 09:00-16:00

AG04-1

12/22(二) 09:00-16:00

NOV08
OCT11

11/20(五) 13:30-16:30
12/22(二) 09:30-16:30

NOV16
CH05-4

11/20(五) 09:00-16:00
12/23(三) 09:30-16:30

NOV09
OCT13

11/24(二) 09:00-16:00
12/23(三) 09:00-16:00

CH05-2
DEC08

11/24(二)
12/24(四) 09:30-16:30
09:00-16:00

DEC12
SEP07
DEC09

12/24(四) 09:00-17:00
11/25(三) 09:00-16:00
12/25(五) 09:00-16:00

HC02-3
DEC13

11/25(三)
12/25(五) 09:30-16:30
13:30-16:30

第二期
人資管理法令暨爭議處理實務班—
NEW~我國移轉訂價新發展暨
BEPS 新趨勢
職業災害的法令認知與實務爭議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07 以上版本)
活用財報分析暨洞悉財報窗飾與舞弊
合併報表關係人交易情境解析
NEW~契約風險圖略分析暨合約製作管理實務
NEW~IFRS 時代如何編製現金流量表暨診斷經營績效
帳列財務所得與課稅所得差異之分析及其會計處理
台商在大陸常見的五大營運管理問題與因應對策解析—
HOT~董事會/股東會實務完全解析
人事、報關、合同、稅務、仲裁
贈送《公司治理評鑑架構下－我國董監事制度與公司治
第四期 財會人員實務養成班—
理運作實務,共三冊-價值 2000 元》書籍乙套
會計處理作業解析
NEW~營利事業涉外法令及租稅協定解析
NEW~從財會案例檢視企業經營管理問題
NEW~企業併購相關法令暨稅務議題分析與探討
第五期 企業主辦會計實務研習班—
贈送《這些年我們一起併購的稅》書籍乙冊
管理會計與決策分析實務
HOT~財會人員常犯營業稅錯誤類型實務解析
NEW~透過整帳作業創造企業財報經營價值
第五期 企業主辦會計實務研習班—
IFRS 時代四大財務報表重點解析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財務報表解讀與分析實務
NEW~七小時讓你國貿立馬上手
運用管理會計協助企業有效經營
營業稅重要解釋函令實務解析
第二期 人資管理法令暨爭議處理實務班—
NEW~兩岸三地台籍人員個人稅務管理實務
解僱、資遣、調動的法令認知與實務爭議

時數/

費用

VIP 扣點
6/8
4,800
3,000
3 / 5.5
6/8
4,800
【無折扣】

侯 秉 忠
周 志 盛

6/8
6/8

4,800
4,800

國 稅 局
李 進 成

6/8
6/8

4,800
4,800

葉 美
崇 玲
琦
黃

63 // 85

3,000
4,800

黃 志
美 盛
玲
周

66 // 88

4,800
4,800

詹 進
老 成
師
李
黃 冠
純 程
華
戴

6/8
63 // 85

4,800
3,000
4,800

黃 純 華

3/5

3,000

陳
巫 文 孝
鑫
藍 聰 金

5
63 // 10
4 / 6.5

3,000
6,000
4,000

6/8
3/5
6/8
6/8
3/5
3/5
3/5
3/5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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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志
宗 盛
慶

3/5
6/8

3,000
4,800

黃
陳 美
政 玲
琦

6 / 816
12

4,800
9,600

姜 正 偉
蔡 俊 明
鄭 佩 琪

6/8
6/8
6/8

4,800
4,800
4,800

李
林
黃
張
戴
林
王
王
張
張

宏
信
秀
淵
師
茵
瑞
瑞
淵
宗

達
佑
鳳
智
勇
薇
鴻
鴻
智
銘

陳 彥 文
巫

鑫

6/8

4,800

6 / 12

7,000

侯 秉 忠

6/8

4,800

徐 有 德
黃 美 玲

3/5
6/8

3,000
4,800

陳 惠 明
黃 美 玲

6 / 10
6/8

5,500
4,800

國 稅 局
李 進 成

6/8
6/8

4,800
4,800

黃
蔡 美
俊 玲
明

6/8

4,800

熊 敏 賢
李 進 成
詹 老 師

7 / 10
6/8
6/8

5,500
4,800
4,800

周
陳 志
欣 盛
旋

63 / 85

4,800
3,000

SEP11

11/25(三) 09:00-16:00

勞動契約內容範例及規劃實務

楊 淑 如

6/8

4,800

NOV14

11/26(四) 09:00-16:00

採購議價策略及談判要領運用實務

姜 正 偉

6/8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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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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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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票拆 張,金額分別為
□二聯 (個人)

及

E–mail

電話&分機
( )

E–mail
傳真 (

)

1.為維護課程品質，本公司保有開課與否、課程內容、時間地點、講師更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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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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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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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葷食 □素食，姓名
本所簽證客戶(9 折)，會計師姓名
不需要準備午餐
使用 VIP 儲值點數，公司名稱
其他
(如：單堂課、課程禮券…..等)
申請人提計畫補助，請提供上課證明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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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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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圖文並茂 輕鬆『悅』 務報告，和生動的漫畫，使讀者能以看

容紮實完整、豐富實用！

財報-2013 年正體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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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日：2015 年 7 月

表編製之原理，活學活用，體會「悅」
讀財務報告之樂趣，是無論企業經理
人、股市投資人、在校學生或會計專業

我國董監事制度與公司治理
運作實務 (上、中、下三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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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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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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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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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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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

袋書，更是相關稅務工作人員以及事務所專

全

業從業人員日常工作之必要參考工具書。

攜帶的口袋書，更是相關專業工作人員
以及事務所從業人員日常工作之必要參

書名：證管法令全書

書

考工具書。

(第十三版)

本書內容涵蓋所得稅法、產業創新條

書

編製相關法規、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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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 件 人：

發票格式：□三聯

※取書方式：郵資由訂購人負擔
※消費滿 2500 元，即可免郵資！

□二聯(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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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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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
出版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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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 優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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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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內訓包班專案
►服務電話： (02) 2545-9988 分機 7598 蔡經理(Tracy)、3824 郭小姐(Shena)
►聯絡信箱： tracyttsai@deloitte.com.tw; shekuo@deloitte.com.tw
員工是企業無形的資產，而想要增加員工之價值、提高員工生產力，除聘任優秀人才進入企業服務之外，藉由訓練
與發展之活動，組織可以增加員工的技能，進而增加企業在市場競爭優勢。因此，訓練與發展之計劃與實施對企業
內未來工作內容更動、工作技能之準備與彈性便扮演具關鍵性的角色。有鑑於此，本公司為服務廣大忠實客戶，特
別提供為企業量身訂作之實務訓練課程，絕對能滿足您不同的需求，進而提昇企業國際競爭力。

►專業講師團隊：
會計師、稅務專家、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律師、法官、人資專家……等，超過

250 位跨領域專家

►課程主題總覽： 超過 600 個課程主題(完整企業內訓手冊，歡迎至 www.dttus.com.tw 下載)

►訓練範疇
一、IFRS 培訓系列
二、營運管理系列
三、公司治理系列
四、內控內稽系列
五、兩岸經貿系列
六、人力資源系列

七、財會處理系列
八、稅務法令系列
九、商業法律系列
十、金融研習系列
十一、國際貿易系列
十二、總務行政系列

十三、採購進修系列
十四、專案管理系列
十五、主管培訓系列
十六、團隊績效系列
十七、業務行銷系列
十八、講師培訓系列

•品質控管最嚴謹
•人力成本最經濟

•訓練效果最明顯
•評估報告最具體



► 包班特色
•課程內容最實務
•專業師資最頂尖

►培訓實績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臺灣證劵交易所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北區國稅局
 台灣高速鐵路(股)公司
 中鼎集團

台灣大哥大(股)公司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中租迪和(股)公司
 裕隆經管企業(股)公司
 中華汽車(股)公司
 台灣三井物產(股)公司
 傑太日煙(股)公司
 特力(股)公司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公司
大聯大控股(股)公司
 新光商業銀行
 永豐金控(股)公司
 王品餐飲(股)公司
 台灣中油(股)公司
 遠東新世紀(股)公司
 和碩聯合科技(股)公司…………













聯絡窗口

聯絡電話

E-Mail

出版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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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講座

如有委訓需求，歡迎來電洽詢或填妥下列資料後，寄至 tracyttsai@deloitte.com.tw;shekuo@deloitte.com
或傳真至(02)2546-8665，將有專人與您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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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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勤為各行各業之上市及非上市客戶提供審計、稅務、風險諮詢、管理顧問及財務顧問服務。德勤聯盟遍及全球逾150個國家，憑藉其世界一流
和優質專業服務，為客戶提供應對其最複雜業務挑戰所需之深入見解。德勤約220,000 名專業人士致力於追求卓越，樹立典範。
Deloitte refers to one or more of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 a UK private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DTTL＂), its network of member firms,
and their related entities. DTTL and each of its member firms are legally separate and independent entities. DTTL (also referred to as “Deloitte Global＂)
does not provide services to clients. Please see www.deloitte.com/about for a mor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DTTL and its member firms.
Deloitte provides audit, consulting, financial advisory, risk management, tax and related services to public and private clients spanning multiple industries.
With a globally connected network of member firms in more than 150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Deloitte brings world-class capabilities and high-quality
service to clients, delivering the insights they need to address their most complex business challenges. Deloitte´s more than 220,000 professionals are
committed to making an impact that matters.
關於本出版品
本出版物係依一般性資訊編寫而成，僅供讀者參考之用。德勤有限公司、會員所及其關聯機構（統稱"德勤聯盟"）不因本出版物而被視為對任
何人提供專業意見或服務。對信賴本出版物而導致損失之任何人，德勤聯盟之任一個體均不對其損失負任何責任。
This communication contains general information only, and none of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 its member firms, or their related entities (collectively,
the “Deloitte network＂) is, by means of this communication, rendering professional advice or services. Before making any decision or taking any action
that may affect your finances or your business, you should consult a qualified professional adviser. No entity in the Deloitte network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any loss whatsoever sustained by any person who relies on this communication.
© 2015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即時性
Timely

國際化
Global

客製化

連結性

Tailored

Connected

高互動性
Highly interactive

Deloitte tax@hand
全球脈動，在地觀點
Deloitte tax@hand 提供您全球稅務新聞及資訊
來自世界各國的稅務專業人士，提供各國的稅務新聞及最新訊息，且可依
個人需求選擇常用的稅務主題、國家及語言，並即時接收以稅務新聞、資
訊、專家觀點及稅率連結互動並儲存收藏。

www.taxathand.com
適用於所有 iOS .Android及Black Berry 裝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