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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新藥開發價值的成功祕訣
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負責人 / 虞成全會計師

新藥開發是全球研發型藥廠的企業核心活動，然

GlaxoSmithKline、Johnson & Johnson、Merck

維持或提升研發收益成為各大藥廠面臨的重要課題

Takeda，分析這些公司的研發費用及內部報酬率

而，隨著全球研發成本增加、收益逐年減少，如何
之一。勤業眾信（Deloitte）從2010年以來，持續

分析、比較12家領先的研發型藥廠的研發投入與
研發中產品價值，為了更進一步地了解不同規模的
新藥開發公司的研發收益狀況，亦挑選了四家呈現
爆發性成長且具有影響力的中至大型藥廠作為對照
群組進行研究。依據這些公司在2013~2015年的

平均表現來看，對照群組的預估研發收益是原始群
組（即12家領先的研發型藥廠）的3倍，藥物開發
成本減少了25%，且平均每個開發中藥物的預測高

峰銷售額也高達1.3倍。這４家快速成長的中到大

型的製藥公司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發模式作為另一種
典範。

& Co.、Novartis、Pfizer、Roche、Sanofi以及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IRR）之間的關聯性。
2015年為了探討不同企業規模的研發收益狀況，

勤業眾信 （Deloitte）按照研發支出進行排名，
由前25名藥廠中，再依成長速度及企業規模，
選擇４家快速成長的中大型藥廠作為對照群組
（Extension cohort）進行分析。

在2010~2015年間，原始群組的12家藥廠實際進

入市場共計186個產品，預計帶來的總營收約1.2

兆美元，現階段則有306個研發中產品進入研發後
期，預估未來將帶來約1.4兆美元的營收。即使研

發中產品的未來收益增加，勤業眾信（Deloitte）
發現，自2010年以來，12家原始群組的研發內部

報酬率日漸下滑，從2010年10.2%降到2015年的

4.2% （下圖一）。由於來自醫療保險支付的嚴格

全球研發收益持續減少
勤業眾信（Deloitte）在2010~2015年期間，不間
斷地追蹤12家全球居於領導地位的研發型藥廠作
為原始群組（Original cohort），包括Amgen、
AstraZeneca、Bristol-Myers Squibb、Eli Lilly、

控管，激烈的市場競爭以及病人數的減少，研發獲
利預估將不斷下修，對新藥開發公司在未來研發繼
續投入產生負面影響。

跨國藥廠相對於中小型醫藥研發公司在創造獲利效
率上面臨較多的困境，主要原因包括不同規模企業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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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十二家跨國研發型藥廠的研發內部報酬率日漸下滑

的研發文化差異。小型公司在決策與公司治理上具

不見起色，均大幅減少。經由上述分析，可知針對

落實必要的決策調整。

略：

有較高的靈活性與相對單純的營運模式，因此較能

成熟市場及專科治療領域應採取不同方向的研發策
1.

更顯著的改善效果；或是聚焦於小型但具有高

觀察這16家藥廠（原始群組及對照群組）的研發模

未滿足需求的病患族群。對比全新藥物因其創

式，專科治療領域及外部創新是這些研發型藥廠創

新性有較高的商業化機會，非全新藥物在成熟

造價值的重要關鍵。有不少藥廠持續增加在專科治

市場則不易在政府及醫療支付者控管下取得較

療領域（Specialty care）的研發投入，也有幾間藥

開發創新藥物。另一方面，2015年AstraZeneca、

Amgen、 Novartis、 Pfizer、 Roche等十二家跨國

藥廠的新藥研發晚期產品線的價值約有54%以上
來自併購、合作研發、授權等外部創新（External
innovation）所創造；無獨有偶地，四家中型以上

數，新產品若要取得藥價給付及合理的價格，
必須比「黃金標準」療程在病患治療成果上有

成功創造新藥研發價值的重要關鍵

廠積極在心血管等基本治療（Primary care）領域

心血管藥物等成熟市場已有穩定的病患人口

好的價格。
2.

專科治療領域目前病患臨床治療的未滿足需求
度高，非全新藥物及產品線延伸策略仍持續透
過新的方式創造價值，例如區隔不同的病患族
群或是特定的適應症。創新產品則因特殊治療
領域市場小眾，潛在報酬也因此相對較小。

快速成長的研發型製藥公司，外部創新所帶來的價
值比重更高達79%。

外部創新成為藥廠新藥開發的核心模式

聚焦專科治療領域

隨著新藥研發成本及風險增加，大型藥廠開始積極

這次所觀察的16家研發型藥廠均持續增加在專科治

透過收購、共同開發及授權等方式提升研發價值，
這種研發模式又稱為外部創新。從2013～2015年原

療領域（Specialty care）的研發投入，尤其是病患
未滿足需求（unmet medical need）較高，或是病

患人口相當分散的領域。亦有部分公司專注於繼續
開發病患人口數多，由家庭醫生開處方的基層治療

（Primary care）領域的新治療方式、新活性機轉等。

依治療領域區分，在2010~2015年腫瘤藥物的研

發中產品價值成長達54%，代謝藥物、抗感染疾病
也表現不俗，皆成長15%，三者是近五年來產品價

值增加最快的領域；反觀心血管藥物負成長22%，
神經系統藥物負成長10%，其他類別的產品價值亦

始群組的資料看來，12家藥廠的研發產品線收入預

測中來自外部創新的平均占比約在50~60%，其中

近兩年收購而來的產品線所帶來的營收預測在2015

年約占22%，已成為僅次於自行開發全新藥物的重
要收入來源（下圖二）。

一般認為中小規模的公司特點就是依賴內部自行創
新的能力取得成功，但在對照群組的四家中型藥物
研發公司中，發現當產品接近最後成功階段時，外
部來源的研發產品線收入預測占比高達約79%，可

見外部創新對中型新藥開發公司更為重要。此外，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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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不同來源的研發產品線價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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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指出，與其追求市場表現好的藥品，藥廠
應順應科學發展開發新藥，尤其外部創新更容易帶
來新的產品線或其他特定研發能力。這代表藥廠需
要聚焦與耐心，同時進行小規模特定技術交易或合
作。若藥廠欲追求市場表現好的藥品，通常採用大
型併購或技術授權交易，交易對象多為研發晚期的
新藥產品線，距離上市指日可待，可在較短的期限
內貢獻營收。

台灣新藥公司發展建議方向
在這個新藥研發成本偏高的時代，併購、合作研
發、授權等外部創新已成為新藥研發公司創造產品
價值的關鍵。隨著台灣許多新藥公司的研發進度步
入臨床試驗階段，新藥公司的跨國合作需求與機會

也逐漸增加。勤業眾信（Deloitte）依據研究分析，
提出以下發展建議方向供台灣新藥公司參考。

從專科治療及基層醫療尋求利基商機
從研究中發現，16家藥廠大多鎖定特定專科治療領
域作為主要研發方向，尤其是在臨床治療上未被滿
足的需求以及特定族群病患，如近期熱門的癌症領
域及肝炎領域等。也有一些藥廠則持續在基層醫療
模式上尋求突破，嘗試找到創新療法來改善現有藥
物以及療程。由於研發型藥廠在專科治療及基層醫
療疾病領域的發展策略不同，藥廠應充分衡量其在
特殊治療領域與開發成熟市場的發展利基，才能避
免冤枉路。

深耕單一治療領域，累積知識以提高研發效
率
對任何一家新藥研發公司而言，不斷轉換各種治療
領域，將代表著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以取得同樣的
報酬。新藥研發公司若持續專注在單一治療領域以
尋求更高的研發收益，藉由在同一個疾病領域或作
用機轉深耕越久，累積更多的知識經驗，將能進而
降低學習成本，提升研發效率。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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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是必要，中小規模公司帶來較高的研發
投資報酬
面對高風險的新藥開發過程，中小規模研發型藥廠

的公司治理及營運策略通常相對於12家領導地位的
研發型藥廠更為靈活彈性，也因此取得相對較高的

研發收益。這些中小規模的新藥開發公司仰賴外部
研究資源的程度也普遍較高。

綜上所述，新藥開發公司宜按照自己的研發優勢，
從專科治療或基層治療藥物當中，選擇適合的研發

模式，並深耕單一疾病領域。營運面觀之，大規
模並非提升研發收益的必要條件，反而應確保公司
研發策略保持一定程度的靈活與彈性，並專注於科
學技術的發展，串聯外部研發資源以加速藥品上市
等，將是台灣中小型為主的新藥開發公司未來可持
續提升研發收益的可行方向。

〈參考文獻：勤業眾信（Deloitte）, Measuring the
return from pharmaceutical innovatio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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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前言由於科技之發展、網際網路普及，以及貨幣數
位化趨勢，近年來虛擬通貨快速崛起，各種不同之
虛擬通貨如雨後春筍般應用於不同平台上，甚至有
些國家由政府帶頭研發虛擬通貨，例如英國央行

（Bank of England），去年就開始進行研究屬於
英國版本的數位貨幣，稱為 RSCoin； 荷蘭中央銀
行亦宣布發展自己版本的比特幣 了，該貨幣稱則
為 DNB coin，可見於國際上不乏國家政府支持虛

擬通貨之發展。面對虛擬通貨發展，臺灣也不乏探
討之聲浪，惟整體涉入未深，我國中央銀行也暫時
採取觀望態度。有鑑於虛擬通貨可能成為未來貨幣
之主流，且成為發展之趨勢，我國政府應主動積極
參與，甚至可以考量由我國央行帶頭研擬虛擬通貨
運用之可行性以及研發其背後所需之區塊鏈技術，
將有助於整體產業發展並達到監理成效。

貳、貨幣到虛擬通貨的歷史演進

鉤，亦即貨幣所表彰之價值不等於貨幣本身材質的
價值，貨幣的價值則是建立在人們對貨幣發行者的

信任態度上，此即所謂信用貨幣(credit money)。
在使用形式上，信用貨幣可分為象徵鑄幣(token
coins)、紙幣(paper money)與存款貨幣(deposit
money)。其後因信用貨幣其形式與價值皆由主管

機關訂定，人們之信任態度轉由主管機關支撐，故
信用貨幣又可名為法償貨幣(fiat money)。

二、電子貨幣的應用
隨著科技的發達，而逐漸有電子貨幣的出現，電子
貨幣利用電子化的方式來完成支付，於是有形的卡
式或無形的電子現金或電子貨幣逐漸普及，即所謂
的塑膠貨幣。常見之塑膠貨幣包含金融卡、儲值

卡、及信用卡等，透過一張輕薄如紙的卡片且方便
攜帶，將貨幣之運用帶入全新之紀元，使得人類逐
漸邁入一個無現金社會。至此觀察貨幣發展趨勢，
形態已由有形的實體邁向無形的符號，數位化為關
鍵，虛擬通貨則為順應此一趨勢下的產物。

三、虛擬通貨的崛起

有關於貨幣之演進歷史，依其形態可約略區分為不

進入21世紀網路時代，網際網路之無遠弗屆，深

一、傳統貨幣之演進

盛、網路購物、電子商務等服務之興起，此等趨勢

同階段：

最早的貨幣之使用是透過以物易物之方式進行交

易，其種類繁多，貝殼、羽毛、布料、鹽和牲畜都
曾是交換工具。其後隨著金屬礦藏之發現、開採，
以及金屬鍛造技術之發展，人類開始使用金屬作

層進行交易時，多透過一種由官方發行、名為「交

恰恰提供虛擬通貨發展的機會；亦有甚者，隨著線
上遊戲市場規模的擴大，遊戲廠商以虛擬通貨獎勵
玩家；或提供玩家購買虛擬設備，在遊戲中過關斬
將，對於虛擬通貨之發展產生推波助瀾之效果。

參、貨幣之定義

紙幣因其材質取得及製作便利而被廣泛運用，紙幣

換，逐漸發展出以下幾種特色，如須為雙方認可之

河。

的出現使得貨幣的價值與本身材質的價值逐漸脫

觀察貨幣之發展沿革，因金融市場的需要不斷轉

交易媒介、須具備可記帳的單位、須具有價值儲存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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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影響民眾生活型態、整體社會，如社群網站之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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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以及具備可被監理的特性等。且由於交易
的複雜度，近代對於貨幣監理非常重視，因為能對
貨幣有效監理，才能夠穩定整體金融市場秩序、健
全一國之經濟與繁榮。各種貨幣間原則上可以透過

轉換之方式進行運用(各類貨幣間之關係，可另參閱
下圖一: 實體貨幣與數位貨幣之關係圖)，例如存款
貨幣或支票，可以透過提領或者兌現之方式，轉換
為通貨，以供更進一步交易；通貨亦可透過存款行
為，成為存款貨幣以供價值的儲存。而電子貨幣則
可再透過電子方式發動或傳輸交易資料，以彰顯其
背後所連結之通貨或存款貨幣之變動。惟在創新支

付工具中的虛擬通貨，則未必均具有前述特色(如須

具備可被監理之特性)，因此尚待時間催化演進，以
成為大眾所能接受並能普遍使用之支付工具(本文將
於後文詳細討論虛擬通貨意涵)。

本文就各類型之貨幣形式先行定義，藉此說明各類
型貨幣之實際內涵與關係，說明如下：

一、傳統支付工具－實體貨幣(money)
所謂實體貨幣乃是指在一國境內具有最後償付能

電子貨幣是指消費者向電子貨幣的發行者支
付傳統貨幣，而發行者就把這些傳統貨幣的
相等價值，以電子、磁力或光學形式貯存在
消費者持有的科技電子裝置上。使用時即透
過電子方式發動或傳輸交易資料，用以替代
實體現金完成款項支付，就如同其握有中央
銀行所發行的通貨一般，可以直接用來購買
商店的財貨與勞務，因此在從事小額支付時
十分便利。其類型包含金融卡、儲值卡、簽
帳卡及信用卡等。

（二）虛擬通貨(Virtual Currency)
「虛擬通貨」係指非由中央銀行、存款機構
及電子貨幣機構所發行，用以表彰價值之數
位型態商品，並在某些情況下，可替代通貨
使用，是近年科技創新下所產生之數位支付
產品。

（三）電子貨幣與虛擬通貨之差異

力，依該國貨幣發行之相關法令所發行，並於財貨

電子貨幣及虛擬通貨最主要之差異在於，電

方願意接受的實體中介物。從此定義可知，通貨、

者於交易時，透過電腦、ATM、信用卡刷卡

或勞務的交換過程中作為計算的標準，並為交換雙
存款貨幣與支票等均屬於貨幣類型之一。

由於「貨幣」與「通貨」此二者間在定義上往往亦
交互使用，惟此二者間仍有部分不同，故此處擬更
進一步說明「通貨」(currency)之意涵。所謂通貨

是指作為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之貨幣，如紙幣、硬
幣等現金，主要均係國家發行的法償貨幣。如新台

子貨幣其背後所連結仍為實體貨幣，即使用
機等，向他人表示自己以一定數量之法償貨
幣支付交易金額，這一交易過程中，並未出
現任何實體的硬幣或紙幣，即可進行消費。
相反的，虛擬通貨其背後並未連接任何實體
貨幣，如欲與實體世界之通貨相連接，則需
依照一定之兌換比率進行轉換。(見表一)

幣是台灣的通貨、美元是美國的通貨等。而一國之

本文另以圖一，說明實體貨幣、數位貨幣間之關係

流通中的貨幣實際需要量相適應。從概念而言，貨

肆、虛擬通貨之類型與應用

通貨能否保持穩定，取決於紙幣發行的總量能否與
幣之範圍較為廣泛，通貨則屬於其下位類型之一，
而作為支付工具之一環。

二、創新支付工具－數位貨幣
於數位時代來臨之前，貨幣最常出現的形式，多為
紙幣或硬幣。但隨著科技時代的發展以及技術的應
封面故事
勤業眾信通訊
10

（一）電子貨幣(e-money)

用，數位化的交易媒介應用日趨重要，逐漸在人們
的生活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所謂數位貨幣，指的
是以電子形式存在的貨幣。而廣義的數位貨幣又包
含經過官方認可所使用的電子貨幣以及非官方發行
的虛擬通貨，分別說明如下：

目前有關於虛擬通貨之分類其方式繁多，惟實際上
亦無法真正精準區分。較為可行之分類方式，或許

可以從虛擬通貨與實體貨幣以及實體經濟間的互
動，加以觀察分類。而其互動方式基本上是透過：

(1)透過換匯方式，架起其間之貨幣流通；（2）虛

擬通貨是否具有購買實體貨物或者換取服務之可
能。以此二論點，作為基本依據可將虛擬通貨區分
為以下三種型態：

表一：電子貨比與虛擬通貨之比較
電子貨幣

虛擬通貨

形式

數位

數位

單位

傳統通貨，如美元、歐元、英鎊，具法償貨幣地位

新創通貨，如林登幣、比特幣，未具有法償
貨幣之地位。

受法律規範

未受法律規範

發行者

依法設立之電子貨幣機構，如信用卡發行機構、電
子票證機構、金融卡發行機構

非金融機構之公司

貨幣供給量

固定(中央貨幣發行機構決定實體貨幣發行量而定)

非固定(視其發行者決定而定)

贖回可能性

保證

不保證

受有監管

不受監管

主要為人為操作風險

具多重性風險，包含法律、信用、流動性及
操作等風險

法律地位

監管
風險類型

資料來源：Virtual currency schemes,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2012)

類型一：封閉式虛擬通貨系統

類型二：單向虛擬通貨系統

於此種系統架構下，虛擬通貨與實體經濟完全無任

此類型的虛擬通貨，乃是透過現實世界之通貨，依

限定」之虛擬通貨。此種虛擬通貨之獲得，往往是

得虛擬通貨，即不可再兌換回實體通貨。取得此類

何連結；且此種型態之虛擬通貨通常被稱為「遊戲
基於使用者(即遊戲中的玩家)在遊戲世界的表現而
賺取，並在遊戲中進行虛擬貨物或服務之消費，且

基本上這種虛擬通貨無法在實體世界使用。較為

著名的虛擬通貨即是由遊戲商「暴雪娛樂(Blizzard
Entertainment)」所發行之魔獸金幣(WoW Gold)，
原則上使用者在遊戲世界中有許多方式可以賺取魔
獸金幣，但受限於暴雪娛樂所設下嚴格之限制與環
境，魔獸金幣於實體世界要進行買賣基本上是不可

一定的兌換匯率進行匯兌，換取虛擬通貨，一旦取
型之虛擬通貨，可用於購買虛擬貨物或服務，少數
例外可使用於購買實體商品或服務，如：2009年出

現之臉書FB幣(Facebook Credits)，其取得之方式乃
是使用者透過信用卡或PayPal帳戶，或其他多元的

支付方式進行購買，而其兌換匯率則是以1FB幣兌
換0.10美元之方式進行。而取得FB幣後可以購買任

何FB平台上之商品。

行的。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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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三：雙向虛擬通貨系統
此種類型之虛擬通貨系統，使用者可以依據一定之
兌換比率，進行購買以及販售虛擬通貨；此種虛擬
通貨系統類似於實體世界中，任何一種可以互相進
行兌換之實體通貨。於此類型下之虛擬通貨，可以
買賣虛擬及實體之商品與服務，並與實體貨幣具兌

換比率，如：第二人生(Second Life)虛擬遊戲之林
登幣(Linden Dollars)，以及比特幣(Bitcoin)等。

此外，在「雙向虛擬通貨系統」中，依其是否具
有集中發行機構可區分為「分散式之虛擬通貨系
統」，如比特幣；以及「集中式之虛擬通貨系
統」，如Q幣。

伍、虛擬通貨實例
一、Q幣之應用，由封閉轉向開放的虛擬通貨
Ｑ幣乃是2002年5月，中國騰訊網公司（即網站
QQ）提供予其使用者一種購買相關加值服務之支
付工具，可供其使用者於網路上購買虛擬商品或服
務。其原本規定Ｑ幣只能用於騰訊公司旗下所提供
的加值服務。而Ｑ幣之使用模式，則是以人民幣→
Ｑ幣→加值服務、購買商品之單一流向，僅屬社群

內部服務，其中人民幣與Ｑ幣之兌換比率為1:1，可
歸類上述的單向虛擬通貨系統。

其後，騰訊公司為擴大對消費者服務，透過異業結
盟之方式，於2005年時與中國資訊安全大廠瑞星策
略結盟，持有Q幣之使用者可購買瑞星之線上產品
據此擴大Q幣之流通範圍。甚者，於2006年電視歌
唱選秀比賽「超級女聲」之總決賽中，歌迷為了支
持自己心愛的比賽選手，需購買Q幣為超級女聲投
票。根據公開的數據顯示，超女的粉絲們為了支持
自己心愛的歌手，紛紛購買Q幣投票，僅淘寶網一
天Q幣的交易額就超過50萬元。再者，隨著C2C交
易日趨活絡，亦加深Q幣之運用範圍，並且突破原
有「單向虛擬通貨系統」之架構。

詳言之，Q幣原有之運作模式以及騰訊公司與使用
者間之約定，原則上不許使用者與騰訊公司進行換
回之行為。惟隨C2C平台之發展，使得Q幣在市場
上，同時存在初級發行市場及二級交易市場，前者
應為騰訊公司主導之市場，可於騰訊網站上透過Q
幣進行加值服務、或者以Q幣購買騰訊與其他異業
結合所推出之商品或服務；而於後者，則屬於消費
者自發性產生之市場，即因C2C平台發展熱絡，有
買賣Q幣需求之雙方，不透過騰訊公司，即私下以
雙方合意之兌換比率，互換人民幣與Q幣，而突破
原有「單向虛擬通貨系統」之架構。

表二：虛擬貨幣之分類
魔獸金幣

FB幣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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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Virtual currency schemes,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2012)

比特幣、林登幣

表三：虛擬通貨之分類
集中式之虛擬通貨系統

可兌換之虛擬通貨

不可兌換之虛擬通貨

•
•
•
•

具有集中發行機構
具有虛實通貨兌換業者
由第三方留存交易總帳紀錄
可以與法定貨幣進行兌換
例如：WebMoney

•
•
•
•

具有集中發行機構
具有虛實通貨兌換業者
由第三方留存交易總帳紀錄
不可與法定貨幣進行兌換
例如：魔獸金幣

分散式之虛擬通貨系統
•
•
•
•

不具有集中發行機構
具有虛實通貨兌換業者
未由第三方留存交易總帳紀錄
可以與法定貨幣進行兌換
例如：比特幣

此種類型不存在

資料來源： GUIDANCE FOR A RISK-BASED APPROACH:VIRTUAL CURRENCIES,FATF(2015)

二、比特幣
早在大眾熟知的比特幣出現前，已有多款虛擬通貨

推出，例如: Beenz (1998-2001) 與 Flooz (19992001)。但是最成功的虛擬通貨還是在2009年問世

的比特幣(Bitcoin)。比特幣興起的時空背景在2008

年次貸危機，發展的高峰則在2013年的歐債危機。

為何是在這個時間背景比特幣得以竄起? 重大的推
力就在於各國政府為了渡過經濟危機紛紛採取了寬
鬆貨幣政策，其副作用就是人們使用的貨幣購買力
被大大削弱，市場因而轉向一種全新不會受到危機
衝擊與貨幣政策左右其價值的貨幣，又可通用於現
下大量的網路交易，比特幣因此順勢崛起。

除了時勢造就比特幣的崛起，比特幣還有隱密性、

開放性、低交易成本、無法被操控的交易認證機
制、價值不會被稀釋等的特質，讓比特幣成為最成
功的虛擬通貨。僅需要一個帳號即可進行交易，滿

足了需多網路使用者追求的匿名性與隱私需求; 比
特幣還是一款可在實體經濟體系中使用並與各國的
法償貨幣兌換的虛擬通貨，這一特質讓比特幣比起
其他封閉型的貨幣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除了網路
使用者還有一群投機者追逐著比特幣在市場上的成
長; 低交易成本是引發各國使用者的重要誘因，因

其產生於網路中不存在跨國匯兌的限制，讓跨國的
線上交易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比特幣的交易認證機
制也受到使用者的推崇，透過區塊鏈的技術，每一
筆交易都經過網絡中節點的認證，紀錄在共享的分
散式總帳，防止了假冒交易的可能；最後，比特幣
發行而稀釋其購買力，這也是比特幣擁護者高度認
雖然比特幣有上述的各項優點，但是每一項工具皆
有其缺點，例如比特幣因為受投機者的投資影響，
價格波動高，難以做為交易媒介，而被視為投資商

使用者可以用美金或是加拿大幣兌換成比特幣，同
樣地也可以將比特幣兌換為國際貨幣。但是大多數
比特幣的交易還是在網路平台上，而近年頻頻傳出

交易平台例如:Bitcoinica、BIPS..等被駭客攻擊；另
外也不時傳出有騙子平台的詐欺事件，例如: GBL。
2014年以來更傳出多起比特幣的盜竊事件，讓比特

幣的擁護者驚覺儘管多樣好處，比特幣仍有其脆弱
之處。除了比特幣自身的一些缺陷，多國政府的抵
制也限制了比特幣發展，雖然各國政府目前對於虛
擬通貨的使用與流通尚未有明確的法律規範，但在
無法確認虛擬通貨會對傳統貨幣帶來多大的衝擊之
下，各國的貨幣發行者不會輕易將未來通貨的主導
權放手給虛擬通貨。再者，因比特幣因具匿名性，
不受政府監管而容易成為不法分子洗錢工具，助長
毒品、軍火、恐怖份子等非法活動，因此也讓其使
用備受爭議。

綜合比特幣的優缺點，比特幣要做為一個新型的通
貨取代現有的通貨系統，仍有其不足之處。但是在
全球跨國交易越來越盛的趨勢下，未來的虛擬通貨
可借鏡比特幣的經驗改良為更安全、有效率與方便
的支付工具。

陸、虛擬通貨之優缺點
綜觀虛擬通貨的優缺點，虛擬通貨最大的優點來自
於不受制於地理空間與各國金融體系，所以讓支付
款項可以低廉又無國界的流通完成交易。缺點或者
說令眾人不願採用的原因則如何確保虛擬通貨在完
全不連結現有的實體金融體系下，還能保護擁有虛
擬通貨人的權益。

勤業眾信通訊

同的一個特質。

然2013年加拿大推出了全球第一台比特幣提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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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定發行量的設計讓比特幣的價值不會因為過度

品，降低了虛擬通貨的作為支付手段的可靠性。雖

13

虛擬通貨的概念並非一種顛覆式創新，但是背後

監控變得幾乎不可能達成。增加洗錢與資助恐怖主

鏈為例，因其擁有下述的優勢: 提升清結算效率，

流向可能跨過多國，無法僅讓單一政府機構去進行

支撐的技術絕對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元素，以區塊
透過網絡中各節點的認證，清算即交易，降低清算
成本；透過共享的分散式總帳，讓每個參與者可共
同參與交易驗證，來實現一個能多方共同維護的單
一系統，並共享同一份記錄交易的帳本，將這些技

術，因為交易資料的金額流向都留存在共用帳本

義的可能性: 虛擬通貨跨國境的轉帳性質，金錢的

洗錢行為監管。且交易雙方各受不同國家的管轄，
讓執法單位難以伸手去管理。如果需要解決此項難
題，虛擬通貨勢必須要跳脫原本去中間化的特質，
而改由集中化發行。在沒有採用集中化發行的狀況
下，虛擬通貨所會面臨的風險，尚包含：

中，善用其不可竄改性與可追蹤性的特色應用於現
有金融體系的交易流程中，若能搭配加密認證與實

一、發行風險

名驗證等機制，將可有效落實控管，達成防制洗錢
所需的異常交易監控；甚至國稅局抓逃漏稅也可透

（一）主體信用風險，如果沒有相應的制度嚴格審

過每筆紀錄的交易金額進行課稅，降低現行稅務人

核發行主體是否符合維持其發行信用的要求，任何

網路主體都能夠發行虛擬通貨，必然產生發行風

員追漏稅的工作負擔。

目前的虛擬通貨的缺點來自於本身發行量設定與大
眾對於發行機構可信度的質疑。就拿比特幣具有上

限兩千一百萬枚的限制來看，市場預估到了2017
年所有比特幣就會被發掘完畢，這種類金屬貨幣的

特質讓比特幣面臨百年前金屬貨幣的困境，即貨
幣的供給跟不上全球經濟的成長，最後必定會產生
錢荒，流通中缺乏貨幣而使交易無法進行，而阻礙
經濟發展；因為上述限量的特性，目前虛擬通貨在
貨幣扮演的角色大多仍是以價值保存為主，當作交
易媒介的功能十分有限，被視為一種計價單位更是
幾乎沒有，大大限制了虛擬通貨的交易功用。目前
市場上，虛擬通貨可以分為兩種發行方式，一種是
比特幣這類型沒有實際的發行機構，完全透過網路

自動生成與自動驗證機制(不受人為操縱)；另一種
就是各式企業發行的專屬貨幣、積分兌換、紅利點

險。

（二）過量發行風險，如果沒有相應的制度嚴格規
範虛擬通貨的發行數量、可以任意發行，就可能導

致貨幣的過量發行，使發行主體可能面臨不能兌
付、貨幣持有人面臨受到損失的風險。

（三）欺詐發行風險，如果沒有相應的規範要求主

體提供虛擬通貨發行擔保、不需要繳納發行准備
金，就可能誘使發行主體為占用發行收入而過量發
行，或者誘使發行主體為騙取發行收入而發行虛擬
通貨，產生欺詐發行風險。

（四）發行主體破產風險，如果沒有嚴格的發行主
體控制制度還可能出現主體破產風險，虛擬通貨發
行主體一旦破產持有虛擬通貨者就必然受到損失。
這些風險的最終結果便是回贖風險。

數。但是兩種形式的發行機構皆不像現在法償貨幣

二、持有風險

發行，所以一旦支撐虛擬通貨背後的機構倒閉，虛

幣，它不能由持有人親自保管，而只能保存在發

是透過中央政府以及人民對於政府的信任為基礎而

虛擬通貨在存管方式上類似於存款貨幣或電子貨

擬通貨的持有人便會面臨資產一夕間消失無蹤的狀

行人或經營人控制的電子儲存設備中。雖然在虛擬

況。

通貨關係中，通常都沒有約定持有人與存管人之間
的貨幣投資關係，但它們之間的貨幣財產關係、貨
幣保管關係和委託代理關係還是存在的。即虛擬通

封面故事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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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虛擬通貨所面臨的風險

貨存管人必須保證能夠實現其約定的貨幣職能，並

在目前虛擬通貨的發行處於一種無法可管的真空狀

幣，在持有人用虛擬通貨進行支付結算時，存管人

態下，我們可以預期以下幾種潛在的風險存在。 虛
擬通貨允許匿名交易，交易雙方的真實身分不須被
檢視確認即可進行交易，其去中間化特性讓匿名交
易更脆弱。例如運用比特幣進行交易時僅需要一組

比特幣地址(其功能即為帳號)，而不需要名字或是
任何身分確認去連結交易對象。這樣的特性讓交易

作為保管人盡自己的合理可能保護持有人的存款貨
必須無條件滿足持有人的支付要求。為了達成上述
的要求，虛擬通貨的存管人應能確保不泄露持有人
的相關信息，違約凍結、註銷、轉移持有人的虛擬
通貨，違約決定虛擬通貨貶值等。存管人同時也需
保證存管設備沒有故障風險，虛擬通貨以電磁記錄
的方式被間接持有，除有明確的紙本記錄輔助證明

之外，其虛擬通貨財產權應以網路中的電磁記錄為

在2007年開始，即意識到有加強管制虛擬通貨之

持有人的虛擬通貨記錄被刪除或修改，保管主體應

規範Q幣等虛擬通貨的運用，以因應其對經濟的

準。如果由於虛擬通貨保管主體的過失，導致貨幣
承擔賠償責任；如果是由於不可抗力導致貨幣持有
人的虛擬通貨記錄被刪除或修改，保管主體也應承
擔一定的責任。

必要，分別於同年及2009年發布相關工作通知，
衝擊。而美國財政部金融犯罪執法網路(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 FinCEN)在2013年
3月訂定虛擬通貨規範；美國參議院國土安全暨政

三、法律風險

府事務委員會(U.S. Senate Homeland Security and

（一）使用雙方權利義務關係不明確

請美國國土安全部等提供有關虛擬通貨(含比特幣)

虛擬通貨是約定貨幣，虛擬通貨關係是一種約定關
係而不是法定關係，它不可能像法定關係那樣具有
確定性和穩定性。在各方的約定並不夠完善的情形
下，必然會影響到各方權利義務，尤其是持有方權
利之保障。在此條件下，一旦發生糾紛往往會使某
方的權利，尤其是貨幣持有方的權利難以得到較好
的法律救濟。

（二）權利主體難以確定

在虛擬通貨流通過程中，檢測系統並不以主體的真
實身份，作為確認權利主體的標準，而是以密碼或
電子簽名為確認主體權利的標誌，一旦權利主體的
密碼或電子簽名被他人盜取，檢測系統就會將其作
為權利人，此往往易導致糾紛之衍生。
(三)臨訟難以舉證
最後，虛擬通貨的持有主體通常不直接掌握其財產
權利的證明資料，其貨幣持有和流通記錄基本上掌

Governmental Affairs Committee)亦於同年8月函
之政策、法規、策略或計畫等詳細資料，充分顯示
出各國政府對於虛擬通貨之重視。

整體而言，有關於虛擬通貨之立法論上，應首重電
子系統之交易安全，以避免交易安全機制之漏洞，
造成整體虛擬通貨系統之瓦解；其次，因數位化的
通貨目前尚未建立身分確認機制，既有的洗錢防制
與打擊資助恐怖主義之監管機制，將難以應付、落
實，尤其近年來最為人所知之比特幣，其分散式之
虛擬通貨系統，允許匿名使用者在全球任何地方使
用，此等特質對於防制洗錢及資助恐怖主義造成莫
大挑戰。再者，虛擬化通貨之交易，對於政府之課

稅亦屬重大之挑戰。倘如虛擬通貨之運用發生爭
議，面臨訴訟時，因虛擬通貨之發行與流通地點往
涉及到證據效力、管轄法院、適用法律等問題，均
需事先透過法律加以釐清、判斷，以避免臨訟卻無
法可供憑依。

握在經營者手中，貨幣持有主體往往難以直接為其
主張的權利提供足夠的證據。此外，虛擬通貨流通

玖、結語

過程中幾乎沒有任何書面記錄，在發生糾紛時虛擬
通貨持有人往往難以證明其權利，且由於虛擬通貨

虛擬通貨之發展及普及，其勢已銳不可擋，多國政

的發行與流通地點往往難以具體確定，還涉及到證

府或已立法、或已著手研擬相關法規範，以規制新

金融體系之建立，並避免虛擬通貨所帶來整體社

據效力、管轄法院、適用法律等問題，這些問題都
會使虛擬通貨相關的法律救濟問題較傳統交易糾紛
更加困難。

會、經濟、金融之衝擊，同時亦可避免舊有之貨幣
機制崩解新秩序仍未建立之窘境，進而影響到人民
間之交易安全，造成人民之恐慌。反觀我國，面對
虛擬通貨所帶來之衝擊，我國政府應採更積極之作
為，與民間機構共同思考金融商業模式之機會與挑

捌、虛擬通貨之立法趨勢
係」，各方之約定難以完善，各方權益亦難以充
保使用者之交易安全；或透過發布警告聲明之方
式，將虛擬通貨列為高度投資之虛擬數位商品，
進而以此提醒消費者注意相關風險。中國政府早

勤業眾信通訊

足保障。世界各國遂逐漸透過立法的方式，以確

求，達到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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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前述，由於目前虛擬通貨，係屬於「約定關

戰，讓我國的數位金融發展可以兼顧創新與監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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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PS深入解析》

國際動態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張宗銘會計師、周宗慶協理

一、行動計畫1
中國跨境電子商務新政策
中國大陸宣布自2016年4月起，對於跨境電子商務

註1：個人攜帶過境的行李物品或郵寄過境的物品，
且以自用、合理數量為限。
資料來源: 整理自Deloitte 德勤稅務評論(中國跨境電
子商務零售-進口稅收新政)。

屬企業對消費者(即B2C)實施新的稅收政策。根據
以往規定，中國將入境商品分為二大類徵稅，即進
口貨物與過境物品¹。二者相比，過境物品的稅款
計算簡便，總體稅負較低。在過往實務中，個人透

二、行動計畫6
防止租稅協定濫用之規則對於香港影響

過跨境電子商務零售網路的商品多參照過境物品處

為了應對租稅協定濫用問題，OECD行動計畫6建議

理，考量此類商品有別於傳統的過境物品模式，仍

從以下三個方向採取措施:

具有一定的貿易屬性，若對此類商品比照過境物品

1. 租稅協定雙方在協定中的標題與前言中加入清楚

處理，其稅負將會低於一般貿易進口貨物，形成租
稅扭曲。因此中國大陸在此次政策調整，並把入境
商品分成三類，即進口貨物、過境物品與跨境電子
商務零售進口商品，分別適用不同的進口稅收政
策。

表述以避免不課稅或少課稅之空間產生；
2. 在租稅協定中加入利益限制條款(limitation-onbenefits ,LOB)；
3. 在 租 稅 協 定 中 ， 加 入 主 要 目 的 測 試 ( p r i n c i p a l
purpose test, PPT)條款以應對那些在LOB適用範圍

在新的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稅收政策下，以購買

之外的情況。

進口商品的個人為納稅義務人，電子商務企業可作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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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代收代繳義務人。另外，中國大陸為了避免工業

當上述有關建議在各國落實時，行動計畫6可能對

材料等商品透過電子商務進口，特別正面表列適用

於香港有某種程度之潛在影響，以下分別就「租稅

新政策之商品清單，主要範圍涵蓋生活消費用品，

協定的標題與前言」與「利益限制條款」簡述之：

此商品清單將會根據電子商務發展，消費者需求變

租稅協定的標題與前言

化等因素進行適時調整。
由於香港採取屬地主義的課稅制度，來源於香港之
中國政府表示新的稅收政策將會縮小跨境電子零售

外的收入在香港則沒有納稅之義務。因此，為了決

商和一般進口貨物間之稅負，有助於改變稅負差異

定收入來源，香港採用營運測試(operations test)以

進行低價競爭之不良狀態，同時可使中國政府在因

找出哪些活動產生實質利潤和活動進行地作為課稅

應國際反避稅潮流下，順應OECD在行動計畫1之相

原則。在某些跨境經營的情況下，其所產生之利潤

關措施。

在香港係為境外收入不課稅，但同時該項活動在協

定締約國另一方並沒有構成常設機構定義，也不課
稅。如果發生上述情況，則該項交易將被認定為雙
重不課稅，此時香港稅收居民將會被認定為在締約

利德國稅局進行稅務查核時提交。

加拿大

國另一方具有應稅地位，並在該國納稅。隨後，假

加拿大政府在2016年3月22日發布的2016-2017年

如香港稅務局亦否決香港稅收居民境外利潤免稅之

度財政預算法案，計畫將引入國別報告草案，並適

申請²，要求香港稅收居民對於此一交易負擔納稅

用於2016年1月1日開始之會計年度。此草案規定年

義務，此時一開始雙重不課稅情況將不成立，香港

收入達歐元7億5仟萬元之跨國集團必須提交國別報

稅收居民是否可在協定締約國另一方申請退稅 ? 在

告。提交國別報告期限係為會計年度結束後12個月

行動計畫6影響下，上述結果是否會造成香港稅收

內。

居民認為向香港稅務局申請境外收入免稅變得較為

資料來源: 整理自

不划算，而直接對於香港稅務局支付一些款項以避

1.

Global Transfer Pricing Alert (Austria plans
introduction of standard ized transfer pricing
documentation)。

2.

Global Transfer Pricing Alert (Germany´s draft tax
law includes CbC measures)。

3.

Global Transfer Pricing Alert (Canada announces
proposed CbC reporting requirements)。

免該項收入須要在其他國家課稅³，造成租稅中立
之扭曲。
(下期待續)。

註2：在香港，境外收入免稅申請往往總是不確定。
註3：香港公司所得稅為16.5%，較大多數協定締約
國低。
資料來源: 整理自Deloitte 德勤 Tax Analysis(Impact
of BEPS Action 6 on Source-Based Tax
Jurisdictions: Hong Kong )。

三、行動計畫13 國別報告最新立法動態
奧地利
奧地利政府在2016年5月9日發布國別報告草案，規
定奧地利籍最終母公司，其集團合併營收達歐元7
億5仟萬元以上者必須提交國別報告，適用會計年
度為2016年。若非為奧地利籍最終母公司，則國別
報告適用之會計年度為2017年。奧地利國別報告有
罰則之規定，若是故意違背提交國別報告或提交內
容錯誤，將會被處以歐元8萬之罰款，若非屬於故
意之行為，但屬於嚴重疏失，最高可罰歐元2萬5仟
元之罰款。

德國

案規定年收入達歐元7億5仟萬元以上之跨國集團必
須提交國別報告，並適用於2016年1月1日開始之會
計年度。此草案另規定若集團合併營收在歐元1億
元以上，則集團裡德國籍公司應備妥全球檔案，以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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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
面面觀

陳光宇

洪于婷

稅務部營運長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部協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跨國稅務新動向》

印尼 / 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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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
延長租稅優惠適用期間及擴大適用範圍
印尼財政部新頒PMK-159法令並於2015年8月16日

等因素，向印尼財政部申請延長，惟最長租稅優惠
期間不得超過20年。

申請適用之條件及程序

起生效。該法令內容包含令投資人期盼已久之租

納稅義務人需符合以下條件方能適用租稅優惠：

稅優惠修正規定，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Indonesian

• 新的納稅義務人；

Investment Coordinating Board)亦發布13號法令
(Regulation 13)說明申請適用租稅優惠之相關程序規
範。PMK-159針對營業項目屬九個特定先驅產業之

• 持有九大先驅產業之主要營業執照；
• 擬投資金額達到前述門檻；

公司納稅義務人，延長其租稅優惠之適用，其目的

• 向國稅局提出書面承諾說明日後若取得租稅優

乃希望增加外資投資及激勵經濟成長。PMK-159取

惠，納稅義務人將至少存入其預計投資金額之

代2011年發布之PMK-130，PMK-130適用之產業較

10%至印尼銀行(聲明書)；

少，租稅優惠期亦較短。

• 遵循印尼財政部規範之負債占業主權益比率(debtto-equity ratio)；及

適用PMK-159之九大先驅產業包含：(1)上游金屬產
業(upstream metals)；(2)原油精煉產業；(3)基礎有機
化學產業；(4)工業機械產業；(5)農業、林木及漁業

• 為2011年8月15日(原PMK-130法令生效日)或以後
成立之印尼法人。

產品；(6)電信通訊資訊產業；(7)航海運輸業；(8)特

申請適用租稅優惠之申請文件，需遞送至印尼投資

定經濟園區內之主要加工業；及(9)促進經濟之公共

協調委員會，並提供公司稅籍卡影本、營業執照(及

建設產業（非與政府合作進行之專案）。

投資明細)及聲明書，此外，除申請人為國營企業

PMK-159提供符合條件之納稅義務人以下租稅優
惠：
• 納稅義務人進行適格投資金額達印尼盾一兆元及

直接持有之公司或於印尼交易所上市之公司外，其
他申請人亦需檢附由印尼稅局(Directorate General of
Taxation)發予印尼股東或非居住者股東(於印尼設有
固定營業場所)之完稅證明。

以上者，可望降低10%至100%營利事業所得稅
負。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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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電信通訊資訊產業，若納稅義務人進行適格
投資金額達印尼盾5千億，但未滿一兆元者，可降
低最多50%之營利事業所得稅。

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收到申請書件後，將針對申請
書件表示其審視意見並轉交申請書件予印尼財政
部，以利審核委員會審核。租稅優惠一經核准，將
僅適用於該公司營運本身所賺取之收入，公司之其
他收入（如股利、利息、權利金、租金或資本利得

租稅優惠期自公司開始營運後起算，得適用5至15

等）將維持原適用之公司稅率。納稅義務人需就個

年，納稅義務人亦得基於其戰略價值或產業競爭性

別收入來源，分開記帳。

被否准適用租稅優惠之納稅義務人，仍可就其投資

免課增值稅之待遇。歐盟法院認為雖然傳統貨幣與

特定產業或區域，適用相關之其他租稅優惠，該等

比特幣之兌換服務已構成服務之提供，但依據歐

租稅優惠包含降低課稅所得、加速折舊、降低非居

盟增值稅指令(EU VAT Directive Provision)第135(1)(e)

住者之扣繳稅率及延長虧損扣抵期限。

節，此等金融服務應免徵增值稅，並要求各成員國

經核准適用租稅優惠之納稅義務人仍禁止從事以下
行為：
• 不得進口或購買二手資本財
• 不得從事投資計畫以外及未包含於先驅產業營業
項目下之營業行為
• 除換取更有生產力資產外，不得移轉資產或公司
所有權予已取得完稅證明之納稅義務人
• 自租稅優惠期開始至結束日五年內，不得轉移投
資至印尼其他省份或海外

針對匯率、鈔票及硬幣等法定貨幣之金融交易免課
增值稅。
數位經濟之快速擴張以及虛擬貨幣之發展(例如：比
特幣)皆對現行稅制帶來挑戰。因稅法立法之步調往
往落後於科技發展，因而對虛擬貨幣之交易該如何
適用增值稅產生很大之稅負不確定性，而歐盟法院
之判決至少提供部分指引方向。

背景
此案件與個人從事瑞典克朗與比特幣匯兌交易有

• 自租稅優惠期開始至結束日五年內，不得藉由變

關。納稅義務人因提供傳統貨幣與比特幣之兌換而

更會計處理方法，進而移轉屬於租稅優惠期間之

賺取利潤(即佣金)。因比特幣一般而言並未受到政

損益至非租稅優惠期，反之亦然。

府之規範，故該納稅義務人與瑞典稅務機關之間對

撤銷租稅優惠

此服務之稅務處理產生爭議。

若納稅義務人有以下情事，印尼主管機關得撤銷其

納稅義務人認為這些活動應與一般傳統貨幣之兌換

租稅優惠：

擁有類似之稅務處理，故這些活動應免徵增值稅。

• 於商業產出開始時，尚未完成投資計畫者（如投
資金額未達到投資計畫所述金額）
• 於印尼銀行存入低於預計投資金額10%之款項或
於投資實現前提領存款
• 無法提示印尼稅局要求之文件
• 納稅義務人從事出口並與關係企業從事交易，但
未能申請適用預先訂價協議
• 為避稅之目的，不當使用租稅優惠

然而，瑞典稅局認為比特幣並非政府認定之法定貨
幣，因此這些兌換服務應視為增值稅之課稅範圍。
依據歐盟法院之判決，若交易雙方接受虛擬貨幣為
法定貨幣之替代品，且比特幣除了作為支付工具
外，並不作為其他用途使用，因而比特幣可視為非
傳統貨幣，故與非傳統貨幣相關之交易應視為免增
值稅之金融交易。在解釋歐盟增值稅指令第135(1)
(e)節時，如僅限適用於一般傳統貨幣交易，則可能
無法類推適用到比特幣。據此，歐盟法院做出結論

評論

認為依歐盟增值稅指令第135(1)(e)節免課增值稅之

PMK-159預期將吸引更多外資投資九大先驅產業，

適用範圍將包含提供傳統貨幣與虛擬貨幣(例如比特

並促進印尼整體性之經濟成長。

幣)之兌換等服務。

評論
雖然此案件僅將比特幣作為一般法定貨幣使用，但
歐盟法院之判決勢必引起目前於歐盟提供類似兌換

比特幣兌換交易免課增值稅

服務之個人或法人一定程度之關注。此外，以比特

歐盟法院(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於2015年10月22日針對瑞典Skatteverket v David

幣作為支付工具或收取比特幣之公司應檢視此決定
對增值稅所帶來之影響。

Hedqvist乙案判定傳統貨幣與比特幣之兌換無需課

歐盟以外國家之稅務當局將如何看待此類型之交易

徵增值稅。此舉代表比特幣將可適用一般傳統貨幣

目前尚未明朗。澳洲及瑞士之稅務當局從增值稅及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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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稅的角度已確定應將比特幣視為貨幣。然而，

此稅務優惠適用於以下之納稅義務人：公司、維持

其他國家之稅務當局(例如：加拿大)可能對此類型

帳簿憑證記帳之個人納稅義務人、在印尼設有固定

服務之間接稅處理有不同之見解。對全球經營提供

營業場所之非居住者、包含以美元記帳之納稅義務

比特幣兌換服務之公司而言，若各國間對此類服務

人、以及在過去五年內重新評估資產之納稅義務

採取不同的稅務處理將可能對其經營帶來挑戰。

人。一般而言，重新評價之固定資產不得於資產評
估後之一定期間內移轉或出售，否則將須支付額外
稅負。

印尼

固定資產重估之增值可以轉換為股本(share

公布固定資產重估增值之暫行稅務優惠

capital)。納稅義務人針對資產重新評價後之市場價

印尼財政部於2015年10月15日公布一項法規，提供
納稅義務人固定資產重估增值之稅務優惠。此稅務
優惠適用期間自2015年10月20日至2016年12月31

值與其稅上淨資產價值之差異，或重新評價後之市
場價值與其淨帳面價值之差異，採兩種價差孰低者
轉換為股本，將可享免稅之優惠。

日止，在此期間進行固定資產重新評價之納稅義務

由於此特殊稅務優惠僅限於某特定期間內實施，故

人，其資產重估增值(資產重估價值與稅上淨資產價

公司應儘速決定是否藉此機會進行固定資產重新評

值之差額)可申請適用以下之優惠稅率，而無須適用

價以適用該項稅務優惠。

原先10%稅率。優惠稅率將依申請人遞件申請及繳
納所得稅之日期而有所不同。(見下表)

申請書件遞交日及所得稅繳納日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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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所得稅稅率

2015年10月20日至2015年12月31日

3%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

4%

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6%

自2017年1月1日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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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 新法案准許拒絕嚴重欠稅之美
國公民申請新護照或註銷現有護照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廖哲莉會計師、呂逸雯經理

概要

勤業眾信觀點

歐巴馬總統於2015年12月4號，簽署通過一項新法

在現行法律下，美國國稅局及美國國務院未釋出發

起，若美國公民欠稅超過五萬美元，有權註銷其護

當局共同合作確保持有美國護照之公民應遵循美

案，該法案包括准許美國國務院自2016年1月1日

照或拒絕新護照之申請。美國國務院亦得拒絕無有
效社會安全號碼之人士提出申請。唯該法案亦包含
特例，例如基於人道主義理由，發出護照。

行護照相關資訊。該法案之通過代表第一次有關

國稅法規定。旅外美國人往往需要美國護照進行日
常事務，例如開立銀行帳戶、旅行以及替子女註冊
學校。因此維持有效護照對於個人來說是相當重要
的，對於旅外美國人而言，注意個人之稅負以及美
國國稅局相關通知則日益重要。由於複雜的稅務申

嚴重欠稅之定義

報，旅外美國人較有機會收到美國國稅局相關通

嚴重欠稅之定義為拖欠稅款超過五萬美元，包含利

限制，導致許多旅外美國人未收到美國國稅局相關

息以及罰款，此必須符合美國國稅局扣押或徵收財
產之情況，但不包含尚在分期支付稅款或進行行政
抗辯程序中之稅款，且五萬美元之門檻將隨著每年
通貨膨脹指數予以調整。

有效社會安全號碼
現今，美國護照之申請並未要求個人提供社會安全
處以罰款。然而在新法案則准許美國國務院拒絕無
社會安全號碼、無納稅識別號碼及以無效號碼之申
請。

通知，且由於收到美國國稅局之通知並且遵循相關
規定之重要性，因此旅外美國人應考慮重新審視提
供給美國國稅局之郵寄地址，以確保地址是完整且
正確的。

跨國企業應考慮到此項新法案對其外派員工之影
響，以確保外派員工，包含公司之經常性商務旅
客，能符合美國稅法規定並且維持其護照之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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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或納稅識別號碼，但未提供上述號碼者，恐被

知。由於美國國稅局系統對於郵寄地址有字數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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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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

反避稅條款對兩岸台商之衝擊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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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淑怡會計師、廖家琪協理

台灣為了因應國際反避稅之潮流，日前經立法院初

時，均已針對各集團公司功能定位及利潤分配進行

3(CFC，受控外國公司)及第43條之4(PEM，實際管

被視為實際管理處所在台灣而負有申報納稅及扣繳

審通過之『反避稅條款』即為所得稅法第43條之

理處所)增訂案，CFC立法精神為避免營利事業於低

稅負國家或地區保留原應歸屬我國營利事業之利潤
以規避我國納稅義務，故未來不管境外公司盈餘是
否分配回台灣母公司，均需計入台灣母公司當年度

所得課稅；PEM立法精神為避免營利事業於低稅負
區域設立紙上公司，藉納稅義務人居住者身分之轉
換，規避境內外所得合併課稅之適用，故PEM在我

國境內者，即使該公司依國外法令註冊設立仍視為
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該公司將視同台灣
企業而負有在台申報納稅等義務。

由於過往兩岸特殊政經環境背景下，大多數台商係
透過設立一至數層境外公司間接投資中國大陸，本
次反避稅條款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對台商將產生
重大影響，其中CFC條款對台商而言衝擊最大，可

能影響有：(1)提前增加稅負成本及資金壓力：境
外盈餘未分配回台灣母公司需提早認列CFC盈餘並

需準備資金繳稅；(2)報表查核簽證成本：不論境

外公司盈餘是否分配回台灣母公司均需計入當年度
所得課稅，若境外公司有虧損，則需經該國家或地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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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或中華民國合格會計師查核簽證始得進行虧損扣
抵，將增加查核簽證成本。

另外，對PEM條款影響最大者為F股掛牌公司。
政府在2008年為吸引優質企業回台以活絡證券市

場，大力推廣鮭魚返鄉在台以F股掛牌，目前成功

來台掛牌外國企業已超過80家，當初在送件審查

合理性評估，現因PEM議題，可能使部分F股企業

等義務，是以PEM之認定有可能加重課稅之情形，
且除了影響F股掛牌公司(目前多為開曼公司)本身

外，該公司給付之各類所得將可能被認定為中華民
國來源所得，將影響取得該所得者負有在台申報納
稅義務，例如原投資者取得F股掛牌公司之股利屬

海外所得，因PEM議題將變為台灣境內所得，將影
響投資者實質稅負。

除了前述可能影響層面外，針對修正條文仍有多
處細節可再考量如下：(1)CFC是否比照國外有白
名單之優先排除？(2)CFC理論上是解決被動所得

(Passive Income)如股利、利息及權利金，若CFC
另產生積極所得(Active Income)可否排除計入課稅

所得？(3)CFC投資收益是否視轉投資實質營運個體
實際分配盈餘才認列？(4)若台灣公司已認列CFC投
資收益，於CFC尚未實際分配該盈餘前台灣公司即

出售該CFC，則CFC稅上投資成本是否可加計該已
認列之投資收益？(5)針對符合PEM定義之三要件

能否有更明確之規範？如F股公司於台灣掛牌，可
能在台執行部分管理或經營活動(非重大管理或執
行主要經營活動)，可否排除PEM適用以減少F股上
市公司之疑慮？

就目前台商投資大陸所常用之境外控股公司如英屬
維京群島(多為低稅負國家)及香港公司(僅對其境內

來源所得課稅)，若無實質營運活動或各關係企業
年度盈餘合計數逾一定基準者，被直接認定為CFC

之機率很高，且考量境外公司每年維持成本及已無
稅負遞延效果下，企業可能考量精簡投資架構將間
接投資大陸改為直接投資。若轉投資為獲利公司，
需考慮不論直接或間接轉讓中國境內企業股權將負
有大陸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之納稅義務，雖然可能適

用[2015]國家稅務總局第7號公告之集團架構重組
安全港規則，惟目前實務上申請免稅重組之不確定
性高，將增加企業申請變更之相關成本及時間，且
亦須考量台灣直接處分境外公司利得實現課稅之議
題。

反避稅條款之訂定確實可以防堵刻意操作造成台灣
稅收減少之弊端，惟主管機關亦須明確規範相關配
套措施，留意例如在台OBU帳戶之管理是否造成

衝擊及對於PEM認定造成F股上市意願下降等。另
外，在尚未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相關子法未規範完
整及兩岸租稅協議執行情況未明朗前，企業應先瞭
解或諮詢專業人士有關上述法令通過後對集團之影
響，綜合考量架構調整之利與弊並審慎評估後再作
決策，以避免未整體考量先進行相關調整而增加企
業風險。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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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德荃
副總經理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股)公司

《企業併購之整合系列》

併購組織與人員策略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股)公司 / 苗德荃副總經理、駱巧軒資深顧問

在大部分併購型態中，無論是併購方或是被併方，
企業的組織與企業內的人員，一定都會受到相當程
度的影響。對於併購方，在組織上可能有新增子公
司、事業部，產生合併後組織分責分權與層級的改
變；同樣情形下，對於被併方，母公司有分割後的
組織變化，被分割出去的子體則需要結合併購方的
組織設計。人員上則可能有調動、轉移，職責與彙
報層級的變化，尤其是員工心理層面的管理與溝通
更是重要。併購後最常見的風險之一就是高階主管
與員工離職率倍增，因此，如何事先規劃預防，在
整合過程中注意適當環節的處理更顯重要。

常見的組織過渡挑戰如下圖所示，本文將逐項說

明，並在本系列下一篇文章中詳述員工溝通說明與
流程的變革管理。

組織設計與人員選擇
一旦未來營運模式與藍圖決定之後，即確定了組織
必須具備的能力與特質，並且要思考怎樣的組織結
構與人員配置可以協助各個功能，達到預期的能力
與特質，將未來資源與員工效率最大化，協助各個
功能開展業務。關鍵的議題如：生產基地產線產

能、供應鏈與物流的分工與配合應如何調整與配置
來支持各類別訂單的交付？銷售團隊的配置如何覆
蓋地區、產品線與各類別的客戶群？後台如何支持
業務與生產單位？目前的領導層與人力是如何架構
與分配？人才如何與新的組織策略、願景同步？哪
些技能與職能是必須具備與增強的？

這樣的組織設計與人員選擇流程，通常依照每個企
業各自情況會有不同考量的架構，但最終目的就是

組織過渡的挑戰

組織規劃與領導

管理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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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第一日
經驗管理

人員安置、保留

企業文化

與轉移計畫

融合與管理

雙方員工的
溝通與說明

流程的變革管理

要整合兩個組織，重新配置人力，產出一個高績效
表現的組織結構。
組織設計的原則：

• 組織設計與職位需求必須與未來新的事業策略與
所需核心能力的主軸一致。
• 組織結構與分工體系應能支持業務範圍內的核心
運營流程。
• 明確各層級的授權體系，包含匯報體系與核決權
限。
• 過程的溝通應該專注在未來組織中的個人，並在
「第一日」後的確切時間內能讓所有員工知道他
們即刻的角色與職責。
• 透過組織設計可能重新檢視並整合職位需求，減
少多餘工作。
人員選擇的原則：

• 無論之前組織是如何配置，應將正確的人放在適
合的位置上，而不是刻意把職務調整去適應個別
的人。
• 通常的選擇方法是依照階層式由上而下逐層選

的狀況。企業必須考量與當地工會與主管機關的溝
通，同時謹慎的檢視雇主義務、員工聘僱契約與相
關協議，儘早規劃員工離任的方案並進行溝通，或
進行富餘人力的轉職協助。

通常移轉過程的規劃如下，藉由細節的規劃，進行
適當且經過設計的溝通，給予適當補償，避免可能
的勞資爭議。

1. 協調所有關係人：與雙方組織的領導人及人力資
源部門共同找出所有會受影響的員工，並由人力
資源、法務等部門人員制定出新公司的人力移轉
流程、通告期流程與時程。
2. 管理者的培訓與準備：組織管理者的準備培訓，
指導通告期的特定注意事項。
3. 發展通告期指導手冊：確保所有移轉員工都會收
到正確的通知文件，包含資遣與留任。
4. 組織工作：組織相關的會議與討論，文件細節
等。
5. 通告：告知所有移轉員工，終止的日期與後續事
項。

任，從事業單位到各功能部門，但也可以依據業
務需求而改變。
• 人員選擇應該依據一套可以衡量的標準以及管理
層的謹慎決定。
• 選任之後應確保角色期望、授權程度獲得完整的
雙向溝通。
• 核心人才的留任是關鍵目標。

人才留任策略
人才的留任是併購後整合在人員與組織方面工作的
重要目標之一，通常的工作方式為：

1. 對關鍵職位高階主管、員工進行分類、分析與風
險識別。

一旦組織架構與人員選擇確定了，各部門的職掌與

2. 辨別其中的關鍵人才，嘗試與關鍵人才接觸並溝

認，才能安排後續移轉的工作安排。在進行移轉的

3. 對留任方案、獎酬制度進行設計，並要注意相關

職位的說明都可能有所變化，必須清楚評估與確
過程，通常會面臨幾項挑戰，首先就是富餘人力的
處理，以及關鍵人才的辨認與留任。

通期望。

的專利、智財權保護議題。
差異化的留任方案：有些情況之下，公司可能會針
對不同區塊的人員，設計並給予不同的留任方案。

如對於高階管理人員，可能有固定期限的留任獎

進行移轉時，富餘人力的發生通常是三種情況：(1)

潛力，對公司未來長期帶來綜效加分的關鍵人才，

職位本身因為重複或是綜效的需求而被移除；(2)部
束後就沒有角色的需求；(3)技能不符合企業需求。

當有這些狀況發生時，如果新的組織內無法提供適
合的職位或人員技能的重新培養，就可能發生資遣

可以給予簽約獎金、績效獎金，並應該儘早溝通，
確保這類型員工瞭解併購對他們未來的影響以及感
受到被重視。

即使採取一系列的留任方案，對於可能的人員流失
風險，還是應該訂定應對計畫並儲備人選，即使在

勤業眾信通訊

份人員可能只會在特定期間被需要，如過渡期間結

金、股權的給予，並注意職位安排與溝通；對於高

管理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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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合併營運後，員工陸續出現自願性離職，企業
也有彈性應對的措施，維持企業營運的穩定。

活動的規劃執行文化塑造的工作，由最高管理者與
人力資源相關單位，定期監控企業文化的變化及各
種警訊，立刻採取必要措施來逐步建立企業文化要
素。

員工「第一日」經驗管理
新組織的「第一日」發生時，若沒有足夠的資訊與
領導層的支持，對於員工而言可能會充滿焦慮與擔
憂，因此在「第一日」準備的規劃與執行中，協助
員工快速適應新的流程、程序、與環境，帶給他們
正面的感受與經驗是重要的目標，員工「第一日」
的經驗管理也是人才留任策略中的一環。

整合管理團隊必須協助員工理解他們未來在新組織

的角色，在適當時間告知公司獎酬方案的資訊，
「第一日」以及之後將會有什麼重大的改變，並讓
所有領導層在當天出現，展現出信心與支持，使員
工感覺充分參與以及被重視，降低員工的不確定感
與不安。

企業文化與融合
企業文化往往是內隱而難以明文書寫的部分，它影
響著企業內所有工作如何完成，對於併購後整合的
成敗也有著不能小看的影響力；兩個差異極大的企
業文化，在併購後要如何磨合、如何共同合作、如
何有效溝通，都將會是巨大的挑戰。因為企業文化
與核心價值體系不但代表了企業組織行事的風格，
影響內部溝通習慣，有時也深刻影響組織存亡的關
鍵決策，更影響著員工對於工作與組織的感受與想
法，如果員工有許多不滿意，很有可能導致更高的
離職率，增加人才流失的風險與組織的不穩。

有些企業在併購前的評估階段，如盡職調查時，就
會先將目標企業的文化進行初步評估，辨認出與買
方明顯的差異點，這樣將對於買方進行未來組織規
劃、高階主管選任與整合規劃時所需留意的關鍵挑
戰極有助益。
管理顧問服務
勤業眾信通訊
26

因此建議在「第一日」之前，應先進行對併購後
期望達到的企業文化融合程度進行評估，並適當
與員工上下闡明企業願景、價值體系與行為規範等
文化的核心要素，同時採取適當作為來形塑、約束
對於企業文化影響極大的管理層與領導行為，並規
劃闡述企業價值體系與行為規範的員工溝通策略及
計畫。而在實際併購後，則應該透過一系列方案與

而在跨國的併購交易案件中，跨文化與語言上的差
異經常也會對於領導統御、分析判斷與重大決策、
日常管理與運營整合上帶來極大的挑戰，必須預先
採取因應的措施並投入足夠的資源與關注來克服，
這個時候企業的最高領導者以及人力資源部門的長
期投入，與適時引進外部專業顧問的協助就變得相
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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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顧問
服務專欄

胥傳沛
副總經理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股)公司

探索數位浪潮下製造業的未來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股)公司 / 胥傳沛副總經理、王仁良副理

前言

• 掌握價值鏈重組的契機：隨著價值鏈分工越趨細

隨著消費者的需求多樣化與產品的銷售周期縮短，

分化，如何在這趨勢中佔據價值鏈有利的位置對

整體經濟局勢而改變；玻璃、陶瓷、鋼鐵、塑膠以

角色與最大的成長潛力，探索如何轉移、佔據以

製造技術 (Additive Manufacturing)以及機器人自

在數位科技引領著新興生產技術的浪潮下，未來的

據分析所新創的商機，帶給台灣製造業從傳統代工

製造業者必須從根本源頭思索未來創造與獲取價值

式，轉型成為價值型的少量多樣接單生產模式。勤

業者釐清這些變化以及關鍵點，為未來企業差異化

全球生產製造和配銷通路的網路亦隨著新興國家的

企業非常關鍵。因此須確定公司在價值鏈重整的

及纖維聚合運用的材料，搭配3D、4D列印的積層

及延伸這些競爭力

動化與無人化的智能工廠，隨著物聯網以及雲端數

發展並無單一成功的捷徑或者可直接複製的模式，

與生產角色轉變的契機，跳脫低成本大量生產的模

的定位，探詢新的轉型契機，本文期望能協助製造

業眾信歸納主要變化有：消費需求的變化、產品性

的成長動力建立明確可執行的方向。

質的改變、生產經濟的變化、價值鏈重組的變化。

但是從既有產業的中衛協同體系轉型成「產品到平

台」(Product to Platform)的趨勢；甚至是積極加

目前現況

入國際大廠所創立的產品與資訊平台，邁入製造業
服務化以及運用「取得重於擁有」(Ownership to

以往製造商均奉行「多予少取」，專注於提供更低

Access)的敏捷製造模式，都是不同類型的製造業

價格但更高品質、更多功能的產品給消費者；同時
加快提升技術水準與縮短產品上市的週期；然而在

者需面臨的嚴肅課題。勤業眾信針對製造業者提出
四點建議：

• 確認特定市場上改變的緊迫性：針對市場變化探
討，例如：公司所屬行業或產品領域裂解速度有
多快？具有哪些驅動因子，例如法規環境、數位
化？
• 專注於最有潛力的業務類型：面對變化快速的市
場，若同時參與多重業務類型，可能會失去經營
衝突。在產業價值鏈細緻分工的趨勢下，協同規
模較小的廠商或專注在特定業務，建構一個有影
響力的新市場平台贏得先機。

速，小公司可以利用平台學習或建立原型，減少
資本投資，加快上市速度。

造技術的進步與複合材料的跨界應用讓新進業者更
容易切入區域市場獲取消費者的青睞，製造業上下
游價值鏈的定位與全球供應鏈的布局因而進入重新
整理的階段。有遠見的製造商正在尋找替代方法來
創造價值，協同新的技術能力，重新思考價值來

源，不再侷限於販賣商品本身，而是獲取整體價值
鏈上的價值份額。

面對上述宏觀的轉變，無論老牌、新進、來自於傳
統或是新領域背景的製造商，必須理解推動行業發
展的力量，選擇自己的道路前進。企業如何利用新
興的工具、技術和平台優勢？如何借鏡其他業者發
展的經驗？如何規劃組織在未來的盈利與持續成長
的路徑？針對大環境趨勢的轉變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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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以小搏大的發展機遇：由於資訊科技發展迅

模式中持續提升產品功能與利潤的窘境。同時，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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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競爭的壓力下，製造商也面臨無法在既有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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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北美研究機構歸納出四個主要的改變與變
化：

• 消費需求的改變：消費者期望商品多樣化、個性
化及客製化的商品需求增加，使得各種利基市場
持續增加。
• 產品性質的改變：先進製造技術實現產品模組化
和可結合性，加上材料科學的運用，使設計商品
能更廣泛、更智能化；從單一產品延伸到多產品
的平台，進而創造出「取得重於擁有」的商業模

導航未來的製造業
面對這四個主要變化，無論是新進業者或是在市場
上已佔有立足之地的業者，在未來價值創造與價值
獲取上，並無捷徑也沒有單一架構可一體適用於所
有企業。根據勤業眾信北美研究機構的分析，製造
業者應優先考慮以下建議：

• 確認特定市場上改變的緊迫性
• 專注於最有潛力的業務類型
• 追求以小搏大的發展機遇

式。
• 生產經濟的變化：積層製造或是3D 列印、機器人

• 掌握價值鏈重組的契機

自動化的技術協助製造業者往小批量接單生產的
新興製造模式更具成本效益。
• 價值鏈重組的變化：資訊科技的發展縮小了製造
商和消費者之間的距離，使製造商能夠繞過傳統
的中介機構更快速實現客戶的期待。
這四個主要變化將使製造業者在價值的「創造」與
「獲取」上更具挑戰性，每一企業更須採用新的角
度檢視現有營運模式，充分利用現有的機會以通往
成功的道路。

確認特定市場上改變的緊迫性
隨著消費者需求的轉變、產品和產量實質的變化，
甚至是低附加價值的中介階層製造商退出市場，我
們將看到製造業隨著價值鏈的分工而日益分散。我
們很可能會看到各式各樣的業者，各有側重且圍繞
特定的利基市場。整體而言，這些企業可以滿足消
費者和市場需求的廣度，但不會有個別業者獨自寡
占該領域的長期發展方向。這種情況將使現有業者

管理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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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四個維度及其要素

持續進行適度的投資，以「規模不經濟」的模式保
持自己在市場的位置，使其他競爭對手難以切入此
領域。

生產加速技術的創新對傳統製造與分工帶來顯著的

• 聚合平台: 虛擬和實際平台連接。例如，線上電
子商務如eBay和Etsy的連接買家和賣家; Kickstarter
的球迷連接藝術家，製造商，和創新提供融資; 和
Facebook連接社會的人們分享知識或信息。

衝擊，專業化的產品和服務市場會持續的進行垂直

• 代理業務: 值得信賴的顧問提供策略、財務甚至是

小批量產品或作為支持特定領域的專家或承包服務

然代理企業一直存在，從財富管理個人消費者，

產業價值鏈的細分將會顯現在跨國、跨區域的全球

使這些服務更廣泛地提供給廣大的人群。在製造

式或水平式的產業價值鏈細分，無論是設計和組裝

資訊技術的服務是最相關的製造業代理類型。雖

商，都將在此利基之下切入市場佔有一席之地。

他們的客戶群大部分已經富裕。然而現在，技術

運籌模式，必須針對不同的匯率與利率、供應鏈垂

業中價值鏈細分化的結果，從最終產品組裝之後

直分工，和產品生產型態進行考慮。製造業的各個
領域最終將受到影響，惟影響發生的時間或是延緩
發生的速度將根據業者接觸轉移趨勢的決策而有不
同，產生障礙的因素在於政府法規的監管、產品設
計複雜度、產品的規格，以及企業內部資訊化與數
位化的成熟度。然而，轉型的速度在不同行業別有
所不同，界定改變的時機和速度也不盡相同，同時
考慮外在環境的產品技術與服務細分化的演變趨勢

也是相同重要。由此產生的估計可以幫助企業選
擇參與的最佳途徑和影響力，建構轉型後製造的藍
圖。

「公司所屬行業或產品領域裂解速度有多快？具有
哪些驅動因子，例如法規環境、數位化？」面對不
斷的變化，企業需推動變革，針對新的市場情況作
好反應與準備，領導者必須深刻理解這些驅動因子
以預測未來潛在的變化，以確保公司處於有利的競
爭位置，最終貼近貼合市場脈動。

專注於最有潛力的業務類型
一般情況下，大公司都非常適合承擔產品量產和維
護客戶關係的角色，而規模較小的公司最好定位為
小眾的產品與服務。由於小公司的產品創新、設計
和裝配的分工、商業環境的其它部分將整合，使之
更容易支持大型企業。分眾市場的業者則專注於單
一的業務類型。根據製造業的經濟規模與服務範圍

務，零售商負責協助提供服務滿足消費者的獨特
需求。
今天，大多數公司在組織內經營多種類型的業務活
動，在瞬息萬變又充滿不確定性的整體經濟環境，

這種多樣性常常被視為一個戰略優勢; 而其缺點在
於當一家公司同時參與多重業務類型，可能會失去
經營焦點、不同的事業單位之間爭奪資源，產生文
化衝突。現實情況是，捆綁三大業務必須具備截然
不同的企業內部經濟體系，技能和文化。

在過去，大公司捆綁這些業務類型起因獨立公司
協調活動的高成本和複雜性。然而，今天，較低
成本、容易使用的數位化資訊科技協助越來越多的
獨立實體進行商業活動的串聯。隨著競爭壓力的加
劇，保持緊密捆綁在一起的三個業務類型的公司，
也面臨尋求平衡這些業務類型的競爭性需求而降低
性能，甚至是單一業務型態的彈性。這樣的企業可
能變得無法敏捷地反映市場變動與消費者需求。

然而，企業當然不願意在價值鏈上失去當前的位
置，但面臨產業價值鏈細緻分工的趨勢下，機會點
在於協同規模較小的廠商，建構一個有影響力的新
市場平台。如果此角色與分工被正確發揮出來，規
模較小，專業化的利基供應商所共同建構的生態系
統將形成大的客製化和個性化的產品與服務（通過
實際產品，軟體或服務）。所有這些都將通過共同
一系列全新的參與者，並與數據平台和連接平台捆
綁。

• 基礎設施供應商: 基礎設施供應商提供需要的基礎
設施進行大量投資，如交通網絡（例如，作為UPS
和FedEx）；大批量生產製造工廠（例如，偉創力
的交付（例如，亞馬遜AWS和思科）和規模密集
型業務流程（例如，Infosys公司和Wipro）。

從過去的經驗而言，企業要實現持續成長的方法不
外乎對外併購或是對內自我建造。在數位科技與物
聯網的創新之下允許有第三個選擇「槓桿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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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以小搏大的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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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消費者購買的過程中，延伸許多代理銷售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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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擁有平台，基礎設施和代理角色，這本質上定

性，以及運用資訊技術的成熟度；下一步驟則是確

之外可信賴第三方合作夥伴的能力，除了降低自我

何轉移、佔據以及延伸這些競爭力；最後，公司應

位於有機成長。為了加速成長，甚至可以協同組織
建置的成本與風險之外，拓寬視角提高學習和應
用，並採取現有的資源優勢專注發展，大企業能
更準確的意識環境變化並繼續塑造新商業模式與業
務，才是主要的優點。同時，在數位浪潮之下前瞻

定在價值鏈重整的角色與最大的成長潛力，探索如
該尋找機會，協同其他業者或是新加入者一起合
作，在相關連的生態系統中確定可能佔據新興的影
響契機。探索和發展將會是個持續成長的過程。

製造業的未來，最重要的是建立信任的關係網絡。

反過來，利基型企業可以利用平台企業融資，學
習，和原型，減少資本投資，同時加快上市速度。
他們可以依靠基礎設施供應商應對激增的需求，並
通過代理企業與相關的客戶更有效地連接起來。雖
然利基型企業沒有能力單獨移動市場，但是可以最
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影響力，成為更廣泛的生態系
統的一部分。

隨著實際產品以及其相關連的資訊成為單一平台，
將能支持各式各樣的參與者加入，協作，以及不斷
的創新活動。當製造業者透過平台的建立，能將產
品製造延伸到發展客戶關係，主要的轉變是蒐集資
訊，使消費者獲得了一個平台。此平台所形成的正
面循環在於消費者可以因自身的需要而訪問產品提
供意見，而製造商藉由數據的蒐集與產品使用的反
饋，不斷發展和完善既有產品。而作為加入平台的
利基型企業更可探勘客戶的深度需求，廣泛的提升
給予客戶的價值。

掌握價值鏈重組的契機
改變未來製造業的影響點將源自於產品平台或生態
系統的產出，在物聯網與電子商務的帶動之下，產
品提供顯著和可持續改善的功能；從目前的實體產
品的價值，通過智能產品產生資訊流，隨著產品資
訊更加數位化，平台匯流而成的消費者體驗數據分
析成為新興產品平台的功能。

企業擁有大量零散的產品與消費者使用資訊，但這
並不代表是關鍵的影響力；專利組合加上產品與消
管理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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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的使用資訊整合數據分析，將視為增加和聚焦

知識流，成為鼓勵平台內參與者創新的關鍵。雖
然，不是每個平台參與者都能察覺新的商機，但提
早掌握契機的企業將能創造更具可持續性的優勢，
獲取市場的不斷發展進步的信息。

企業應首先確定改變的方向如何應用到特定的行業
以及區域市場、釐清產品與供應鏈在執行上的可行

結論
消費者需求的變化、產品的定位、量產的經濟規
模，以及供應鏈的彈性，將導致公司商業模式實
質的轉變。同時技術的創新讓產品變得更加智能，
從單一產品延伸成共通平台，移轉到產品的加值服
務領域。區隔市場所需的個性化訂製產品已蔚為風
潮，掌握契機的製造業者快速利用新技術進行小範
圍的試作，嘗試在市場上區隔出差異化的產品與服
務；創新的製造模式促使製造業者從大量生產的模
式，轉變到彈性生產所需的敏捷製造體系；製造業
者採用接單生產模式而非存貨生產的方式已是必然
的相對應作法。

這些改變的因子將造成傳統運作模式更形艱難，產
品對製造業者而言，其價值目標將不再侷限於產品
實體本身，而在於產品從生產、出貨到客戶端各個
環節資訊的蒐集，以及消費者使用經驗的回饋，這
些資訊數據的分析與趨勢會以不同的速度影響不同
型態的製造業，而這些趨勢與競爭的壓力將促使每
個製造環節必須發揮更大的價值，製造業者應該更
著眼於集中、整合甚至是重組整體戰鬥隊形，同時
避免生成碎裂的價值鏈。透過生產規模和廣度作為
成長動力的製造業者，將不再僅僅關注「製造還是

購買」選項；分段製造價值鏈所形成的數位化供
應鏈網路，驅使兩種型態的的商業概念，「產品到

平台」(Product to Platform)和「取得重於擁有」
(Ownership to Access)，將是推動製造業者運用新

興概念達到戰略性成長目標的有效方法。只是企業
在探勘新興「影響關鍵」的同時，新進業者或是新
技術持續不斷的攪動整體製造業的價值鏈體系，製
造業未來的發展並沒有單一成功的捷徑可言，本文
期望能協助製造業者釐清這些變化以及關鍵點，進
而對未來探索出不同的路徑。

Consul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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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雲端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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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 這個名詞，相信對

雲端運算是指透過網際網路，把龐大的運算處理程

com)領先推出雲端服務，2007年谷歌 (Google)正

龐大系統去處理，經過搜尋和運算分析後，再把處

許多人並不陌生。自2006年3月亞馬遜(Amazon.
式提出「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一詞後，
我們的日常生活便與雲端運算密不可分。根據勤業
眾信最新的全球風險投資信心調查(Global Venture
Capital Confidence Survey)，雲端運算已連續3年
被全球創投者視為未來幾年最大的商機。

式拆分為大量的副程式，交由大量伺服器所組成的
理結果傳回使用者端。簡單來說，雲端運算是一種
概念，方便使用者透過網路取得所需資料，而這些
運算資源可以被重新定義和分享。因此，相較於其
他運算，雲端運算是基於虛擬化技術快速部署資源
和獲得服務的，它具有按需求提供資源、按使用量
付費、成本低、通用性高、擴充性佳、使用方便、
服務配置速度快等特點。

「雲端」究竟是什麼意思？
依據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對「雲
端」的界定，至少具備下列基本特質:

• 依需求提供自助服務 (On-demand self-service): 客
戶可以依其需求索取運算資源(例如伺服器或儲存
空間)；整個過程為單方面自動化，無須與資源提
供者互動。
• 廣泛的客戶端網路存取 (Broad network access): 服
務經由網路提供且有標準機制，能讓不同的客戶
端平台使用。
• 資源共用共享(Resource pooling): 服務者提供的計
算資源，例如儲存空間、網路頻寬、計算能力、
虛擬機器數量等，可類比為一個大水池，能隨時
依需要分配給不同平台的多個使用者。

快速且有彈性地被提供或使用，且對使用者而言
資源是取之不盡且可以依需求而購買的。

可依其所提供的服務特性被自動控管及最佳化。提
供者與使用者雙方都可透明地監控資源使用情形。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 軟體即服務：
SaaS為一般大眾生活中最廣泛接觸的雲端服務類

型，其中最耳熟能詳的莫過於Facebook、Google

apps (如Gmail、Drive) 等各種應用軟體。使用者

不再需要下載、安裝軟體才能使用，僅需打開瀏覽
器登入即可，使用者亦可依照自己的需求選擇適合
的應用軟體規格。

PaaS (Platform as a Service) 平台即服務:
為SaaS的建立基礎。提供開發者作業系統與應
用系統開發環境，並讓開發者直接在平台上對終

端使用者提供服務。像是Google App Engine 和
Microsoft Azure等等。

IaaS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架構即服務：
提供雲端服務的基礎設備(如伺服器機房及相關周

邊網路設備)。客戶可以選擇需要租用的空間和時

間，只需投入軟體開發及相關的維護成本。最著名
的例子是網路零售業龍頭亞馬遜所推出的「亞馬遜
網路服務」（Amazon Web Service），其客戶包

勤業眾信通訊

• 資源計量的付費服務(Measured Service): 運算資源

、IaaS三個層次。

管理顧問服務

• 資源彈性調配 (Rapid elasticity): 運算資源不僅可以

使用雲端運算所提供的服務可區分為Saas、P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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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最近進入台灣市場的Netflix和全世界最大線上音
樂串流服務商Spotify。

IaaS 也是台灣目前發展較成熟的雲端計算服務類

型，如中華電信 hicloud和台灣大哥大都提供此類
型的服務。

隨著雲端運算的進步，也漸漸延伸出其他雲端運算

服務類型，例如桌面即服務(Desktop as a Service,
DaaS )、 數據即服務(Data as a Service, Daas)、安
全即服務(Security as a Service, SECaaS)等等。

在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樣的雲端運算服務早就漂浮
在你身旁，舉例來說：以前要更新電腦的作業系統
除了要購買光碟、安裝程式外，也需考量電腦中央
處理器、硬碟容量是否可以應付新版本的要求。但

當我們把資料像是照片、信件、文件等搬上了雲

個工廠都要自備發電機供電，但是自從發電廠出
現，二十年後大家都改用電廠的電，不必再自己
發電。雲端ERP就如同發電廠：對客戶而言，總持

有成本較傳統ERP為低，系統架構維護及軟體更新

皆由廠商負責，提供企業運作更高的靈活度，讓
企業能集中資源專注於更有價值的關鍵業務上。

目前較著名的雲端ERP廠商為NetSuite、Epicor、
FinancialForce和Acumanica等，但許多傳統ERP大
廠如思愛普(SAP)、甲骨文(Oracle)近年也紛紛大舉
投入雲端ERP的市場。

然而，目前雲端運算的安全性與機密性--尤其是雲

端ERP軟體--仍是企業相當重視的議題。把資料放
在雲端ERP如同把錢存在銀行保險庫，銀行對於保

險庫安全相關的投資相當重視，而雲端ERP廠商如

端，擁有哪一款電腦或甚至在哪使用已變得不太重

NetSuite、Oracle，都獲得許多國際雲端安全標準

連接雲端運算的工具。

比單一廠商更加集中與嚴謹。

要，只要一組帳號密碼，手機、平板電腦即是我們
從商業應用的角度，根據Gartner研究報告顯示，

亞太地區有40%的企業預計於三年內導入雲端解

決方案。以企業資源規劃（Enterprise Resources

認證，對於其資料庫之安全性保護的資源投入通常
勤業眾信與目前全球最大雲端ERP廠商NetSuite 和

近幾年快速發展的Oracle雲端ERP為優質合作夥伴
關係。 勤業眾信提供專業的NetSuite 和 Oracle 雲

Planning, ERP）系統為例，傳統的ERP軟體除了需

端ERP導入服務，除了對雲端ERP、業務流程及作

費，未來每年還得負擔維運成本，一般中小企業較

執行過程每一環節的專業經驗，以確保專案執行的

要投入高額硬體成本、軟體權利金及系統導入服務
難負擔。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根據五個面向比較傳統的ERP和
雲端ERP(如下圖)。

管理顧問服務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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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科技創辦人張明正曾經這樣比喻: 一百年前每

業架構熟悉及具備高度掌握能力外，更能提供專案
成功，並為客戶帶來最大的價值。

What’s New

會計
新動態

江美艷

雷瑛

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協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中小企業從 ROC GAAP 到 EAS之
一生一次選擇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 江美艷會計師、雷瑛協理、蔡素芬經理

專屬於台灣中小企業之「企業會計準則」

成立起即依照EAS規定作帳務處理一般，作為首次

105年1月1日正式上路。是以，中小企業之105年

以105年為首次適用EAS為例，即企業於105年首

（Enterprise Accounting Standard簡稱EAS）已於
度財務報表將須依照EAS編製，惟怎麼從104年度
依照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簡稱ROC GAAP）編製之
財務報表轉換到EAS，將是中小企業首要面對的課

題。參考EAS 2「財務報表之表達」第22條，即訂
定有關首次轉換適用EAS之過渡規定處理。企業從

ROC GAAP 到EAS有兩種處理方法選擇，方法一是

「全部追溯調整法」，方法二則是「部分項目不追
溯調整法」。首先，先介紹方法一「全部追溯調整
法」。

適用之當期期初資產、負債及權益之初始金額。

次適用EAS時，應依EAS之規定全部追溯調整，作
為105年1月1日資產、負債及權益之初始金額，且
從ROC GAAP調整至EAS所造成之調整將直接認列

於105年1月1日之保留盈餘（或其他適當之權益項
目）。(如下圖)

此外，於適用方法一「全部追溯調整法」時，應注
意「三不得」、「二例外」、「一重分類」之特別
規定。

所謂「三不得」，分別指：不得與方法二混用、不
得引用「實務不可行」之規定而對於某些處理不予
追溯調整，以及不得於比較期間(104年度)反映追

方法一「全部追溯調整法」
依EAS 2.22第一項規定，企業於首次適用EAS時，
應依EAS之規定「全部追溯調整」，就好像企業自

溯調整適用EAS之影響。

「二例外」是指全部追溯調整中，有兩項例外處

理，即是資本公積及功能性貨幣改變之會計處理。

會計新動態
勤業眾信通訊

圖一、全部追溯調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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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原ROC GAAP下之資本公積，其原處理方式若
涉及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者，依法令規定處

理。若屬EAS未有特別規定者，不作調整。非屬前
兩者，且亦不符合EAS規定者，於105年1月1日將

該類資本公積消除並轉至保留盈餘。而功能性貨幣

改變之例外處理為，若企業首次適用EAS 22「外幣
換算」，判斷功能性貨幣並非為新台幣時，對於此

一改變僅能自105年1月1日起按新功能性貨幣「推
延適用」換算程序。

「一重分類」則指比較期間(104年度)之資產負債

方法二「部分項目不追溯調整法」
EAS 2第22條條文本身以及截稿日前會計研究發展

基金會已發布的EAS解釋函，訂定以下例外規定，
讓企業可以有全面追溯以外的其他選擇：

• 已存在的金融工具—繼續依ROC GAAP的分類，除
非於105年1月1日「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已
經能可靠衡量其公允價值，則依EAS 15「金融工
具」適當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
融資產」或「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應依

• 已進行但尚未完成的工程—繼續依ROC GAAP下

原ROC GAAP下所決定之金額。舉例來說，因EAS

司因為該等工程而認列為資產的專案銷售房屋支

EAS之相關分類規定作適當重分類，但金額仍維持

規範的方法處理至交易完成為止，此包括建設公

12「所得稅」規定遞延所得稅必為非流動，故104

出，也是繼續按原方法處理至交易完成。

年度比較期間之資產負債表，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
債應重分類為非流動資產及負債，但金額仍維持原

• 尚未期滿的租賃—延續ROC GAAP下原「營業租
賃」或「融資租賃」的分類，雖然分類不改變，

ROC GAAP下所決定之數字。

但相關的租賃會計處理自105年1月1日起必須按

企業若選擇方法一「全部追溯調整法」，除了上述

EAS 20「租賃」的規定。若105年1月1日以後發生

企業應依照EAS規定全部追溯調整，且不得因實務

規定處理。

所列資本公積及功能性貨幣改變兩個例外處理外，

修改租約或展期時，於修改日必須改變為依EAS的

不可行(即做不到，不會做，成本大於效益…等理

• 過去已發生的企業合併交易—延續ROC GAAP入帳

小覷。惟考量到並非所有中小企業均有能力採用全

依ROC GAAP的規定處理。（註：或有對價是指

法二「部分項目不追溯調整法」。既然稱之為「部

方）約定若特定事項於未來發生時，收購公司須

下，放寬企業可以有哪些項目不須追溯調整。

支付對價的權利，以為收購對價的一部分。）

由)而不作調整，是以，其所投入之時間及成本不容

的金額，不予調整，相關的「或有對價」也繼續

部追溯調整，故EAS 2.22給予企業另一選擇，即方

企業合併下，收購公司與被收購公司原業主（賣

分項目不追溯調整」，我們就得認識一下在此法

移轉額外資產或權益予賣方的義務或收回先前已

會計新動態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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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部分項目不追溯調整法

• 符合條件的資本公積—對於原ROC GAAP下之資本
公積，其原處理方式若涉及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
令規定者，依法令規定處理。若屬EAS未有特別規
定者，不作調整。非屬前兩者，且亦不符合EAS規
定者，於105年1月1日將該類資本公積消除並轉至
保留盈餘。
• 首次適用日評估功能性貨幣改變—於105年1月1日
按新功能性貨幣「推延適」用換算程序。
為了增進企業間財務報表的比較性，選擇方法二的
企業除了上述例外規定外，仍須將其他會計項目調
整至符合EAS規定，這些調整數均列入105年度當

年度綜合損益表中，依照交易性質分別表達於適當
的會計項目。

例外規定中「符合條件的資本公積轉列保留盈餘」
及「首次適用日功能性貨幣改變以推延適用處

理」，同時也是上篇「全部追溯調整法」的「二例
外」特別規定。此外，對於選擇方法二「部分項目
不追溯調整法」的企業，也有「一重分類」：104

年度財務報表不得追溯調整而應依EAS適當重分
類，以及「二不得」的特別提醒：

• 不得某些交易追溯調整保留盈餘，其他又選擇調
整於當年度損益。
• 不得只選擇採用部分例外規定
以左圖二為讀者將「部分項目不追溯調整法」做一
整理，可對此方法下的相關細節一目了然。

財政部已於近期核釋，營利事業得依實際情形參酌
適用財政部因配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所增（修）訂
的相關稅務法令 ¹ ，並由稽徵機關就個案事實查明
核實認定。後續主管機關與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可
能發布其他與企業會計準則公報有關的解釋令或問
答集供企業遵循。因此，企業應持續關注新規定之
發布，以審慎評估轉換至企業會計準則公報時係適

用「全部追溯調整法」或「部分項目不追溯調整
法」較為妥適，除了財務會計處理上的成本效益考
量外，稅務影響亦不可忽略。

勤業眾信通訊

註1：係指財政部102年10月17日台財稅字第
10204562810號令及103年12月18日台財稅字第
10304621090號令，讓已採用國際會計準則之
公司有所依循。

會計新動態

(本文已刊登於2016-07-01及2016-07-08經濟日報經營管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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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 Opinion

專家
觀點

龔則立
生技醫療照護產業負責人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長照是政府的負擔
或經濟成長的引擎？
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團隊 醫療照護產業負責人 / 龔則立會計師

台灣將在2025年邁入超高齡社會，急需建立妥善

財政，更可因市場機制帶動台灣的長照產業，擴大

出「長照2.0」政見，行政院目前也積極規劃長照

為經濟成長的動能之一。

周延的老年長期照護體系。蔡英文總統競選期間提
施政藍圖。

要執行可長可久的長照政策，首要解決財源問題。
在財政困難的現實下，政府應可考慮借助市場力
量，提供部分的長照服務，除減輕政府負擔，更

可帶動台灣長照產業的蓬勃發展，甚至輸出長照產
業，帶動經濟成長。

為籌措長照財源，馬政府時代推行「保險制」，新
政府主張「稅收制」。無論是保險或稅收制，都是
把照顧長者當成政府的責任，以政府政策與社會福
利方式完成。政府有心長期照顧高齡長者，應該給
予喝采，但也建議考量現實所需，避免日後成為政
府財政重擔。

依目前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廿二條規定，未來長照住
宿式機構應以「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設立

之，目的是保障住宿長者權益，同時避免財團介入
提高價格、擴大貧富差距。這種做法看似平等，實
則可能造成資源浪費。因為嚴格的設立標準，讓長
照機構營運成本大增，卻無法反映在收費上，大部
分長照機構只得透過增加床數、提高照護人力的照
顧單位、降低採購費用等措施來節約成本，長照品
質也受到考驗。
專家觀點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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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或許可考慮借助市場機制，讓「相對較不需政
府照顧的老人」交由市場照顧，意即鬆綁「財團法
人」或「社團法人」始得經營長照機構的限制，允
許以營利為目的之長照機構設立。願意自行付費的
長者，可選擇適合自身的長照機構，政府則集中資
源在需要由政府提供照顧的弱勢長者上。如此，不
僅可減輕政府負擔，避免龐大的長照經費拖垮政府

內需市場，未來更可輸出台灣的長照服務產業，成
引進市場機制進入長照體系，還有兩大優點：

一、創造就業機會與稅收。一個蓬勃發展的長照產
業，可提供大量工作機會，但目前長期照護的人力
薪資過低，無法吸引年輕人投入，即使提高基本照
護時薪，也只是在政府有限的財源下增加照護成

本。若開放長照機構營利事業化，相關機構可規劃
合適的薪酬制度，吸引年輕人力或二次就業人力加
入照護產業。此外，政府可從照護營利機構收取稅
收，充實國庫，或從這些稅收回饋到弱勢長者的照
護體系。

二、促進社會階層流動。如果有營利為目的之長照
機構，讓經濟環境較好的長者，願意在人生最後階
段，把積蓄花在自己身上，不僅可在人生最後旅程
上享受一輩子辛苦的果實，也提供長期照顧工作者
的就業機會，達到社會財富重分配的效果。如果長
者無法將錢花在自己身上，往生後財富留給子女，
反而不利社會階級流動。

每一個人都會老，也應有選擇自己老年生活方式的
權利，在正義及人權考量下，政府應優先處理弱
勢族群的老年照顧；針對非弱勢族群，可以有更

寬廣的角度，讓長照體系走向多元化。過去政府積
極「提振內需」以刺激經濟，但台灣市場小，內需
市場提振不易，隨著人口結構快速老化，如果能將
「長期照顧」的內需與市場結合，對經濟發展將有
大助益。

(本文已刊登於2016-07-07工商時報A7政經八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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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專利價值的訣竅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風險諮詢服務 / 蔡亞珍經理、許懷文副理

在頂新黑心油事件獲判無罪之消息佔據著新聞版面
以及各界撻伐聲四起之際，您是否還記得喧騰一時

命脈，應列為公司最高機密。為使研發資料符合營
業秘密法第2條規定營業秘密之條件¹，建議可參考

劣藥事件？去年四月國內知名藥廠購買工業用碳酸

下列說明採取相關管控措施：

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再度公告高達二十種藥品主

1.研發人員之管理

鎂及碳酸鈣原料用以製成藥品，緊接著五月份衛生
成分未依規定取得原料藥許可證；究竟生技製藥公
司作業環節哪裡出了問題？又該如何做好防範未然
的最佳準備？

(1)應簽訂合約及切結書，規範專利權歸屬及保密義
務
(2)訂定工作規則及舉行教育訓練，明白揭示保密義
務及洩密面臨之法律責任
(3)人員離職應落實離職面談，重申保密義務與責任

研發是生技業最重要的資產！但你的研
發資料安全嗎？

並瞭解員工去向，以追蹤是否有洩漏營業秘密之
可能

喧騰一時的製藥醜聞，國內某知名藥廠前董座因涉

(4)研發人員因專利申請成功而成為專利發明人，而

交易無償授權給某瑞士商，造成知名藥廠新台幣

由專利發明人簽署，故公司應針對專利發明人建

嫌利用職務之便，將多項專利製藥技術，以非常規
三十億元損失。製藥技術與配方是生技製藥公司重
要命脈，由於生技製藥研發時間長、投資成本高，
故為防止競爭對手進入市場並排除其他未經授權之
製造、生產或使用，生技製藥公司最常以取得「專

不論該人員是否在職，與該專利相關之文件皆需
立管理機制並定期追蹤，以確保相關作業程序順
利進行

2.資料存取

利權」作為保護研發技術的唯一措施；然而，取得

(1)辨識機敏資料並標示文件機密等級，以建立資料

人士輕易取得，除可能讓競爭對手透過非法手段取
得研發技術而搶先申請專利取得藥品許可證外，未

(2)失效文件若因特定目的保留，應加以適當識別，

而敗訴，故公司應該如何管理及保護研發秘密？

(3)依據書面、電子及系統等不同資料格式設計控管

並利用統計科學分析及評估其臨床療效與安全性，

(4)對於透過資料分享、郵件傳送或網路等方式可能

「專利權」就夠了嗎？若資料管控不確實，讓有心

新藥的發掘需透過相關動物實驗及人體臨床試驗，
驗、試驗紀錄等研發資料乃為生技製藥公司的重要

措施，以防止未經授權人員讀取相關機敏文件

發生之資料外洩風險加強管制，避免機密資訊外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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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為未來藥品申請之參考佐證，故所產生之實

防止失效文件被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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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走上法律途徑也可能因公司未執行合理保密措施

分級制度分級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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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體安全
(1)落實門禁管理，針對保存機敏資料之區域設置進
出入管制
(2)針對研發所屬資訊系統設置不斷電系統，避免因
突然斷電而產生資料毀損；且系統資料應定期備
份並異地存放
(3)針對研發中心所屬設備擬訂緊急災害應變計劃，
於意外事件發生時，能及時補救並減輕災害減損
程度

4.監控與稽核
(1)妥善管理系統稽核軌跡，掌握資料動向以監控異
常行為
(2)責成專人稽核確認所有管理機制皆已落實執行

藥品原料有身份證！你瞭解你的藥品原
料是哪種身份嗎？
我國藥事法已去年底修法通過，增訂建立藥品追蹤
追溯機制 ² ，故廠商除於製造、輸入或販售該項藥

間美國專利因未繳費而失效者約有80萬件，而公司
若未在期限內繳納規費，則所擁有之專利權經主管
機關公告後隨即消滅，少了專利權之保護，將使競
爭對手提前進入並瓜分產品市場。因此，對於擁有
大量專利權之生技製藥公司而言，應針對公司所有
藥品之專利權失效時限建立管理機制，除確保自我
專利資格外，更可定期評估專利維護成本及專利價
值，決定是否將專利授權他人以賺取授權金及權利
金方式，挹注資金投入其他產品的研發，為公司創
造最大利益。此外，應落實專利檢索，以確保他人
未侵犯公司專利，以維繫專利之有效性。

由於生技製藥業主要是產製藥品以治療人類疾病，
故比起一般製造業，更需要嚴格監控。因此，除了
主管機關訂定法規並有專責單位進行監督外，公司
應盤點所有適用法令、參考法令及作業流程建立管
理機制，除提升營運績效外，透過相關控管措施之
執行以確保公司遵循相關法令，達成公司永續經營
之目標。

(本文精華版已刊登於2016-06-10經濟日報A15經營管理版)

品需取得藥品許可證外，使用之原料也需取得原料
藥許可證。然而，因製藥所需投入之機器設備及工
廠營運成本過高，故國內多數生技製藥公司通常將
藥品委外製造，甚至為降低製藥成本，委由受託製
藥工廠統一對外採購藥品原料，而製藥工廠往往為
壓低成本，使用食用級原料做藥品主成分，以取代
使用具有原料藥許可證的原料，恐使生技製藥公司

因違反藥事法第92條規定而受罰；比受罰更大的
後續影響則是負面輿論的形成，致使消費者的觀感
不佳，進而影響產品銷售量。因此，生技製藥公司
應建立良好的委外廠商管理機制，除應於合約明確
訂定雙方權利義務及保密要求外，更應要求受託製
藥工廠定期回覆藥品原料來源。而就生技製藥公司
之監督責任而言，除需要求受託製藥工廠定期回報
受託事務之執行狀況，公司亦應以更積極的作為，
指派專人或專職機構針對受託製藥工廠進行現場訪
視、對藥品原料執行稽查，以瞭解合約條款遵循之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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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你的專利保護傘還開啟著嗎？
「專利權」無疑是保護產品研發技術的重要保護

傘！根據某專利檢索機構調查，2004年至2014年

註1：所稱營業秘密，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
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
營之資訊，且營業秘密需符合「秘密性」、
「經濟性/價值性」及「採取合理保密措施」
註2：藥事法已於104年12月2日修法通過。其中藥事
法第39條，製造、輸入藥品，應將其成分、原
料藥來源、規格、性能、製法之要旨，檢驗規
格與方法及有關資料或證件，連同原文和中文
標籤、原文和中文仿單及樣品，並繳納費用，
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查驗登記，經核准發給
藥品許可證後，始得製造或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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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全

侯玉燡

協理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公司

協理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公司

從合併報表 找出集團關鍵戰力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公司 / 彭德全協理、侯玉燡協理

導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s）是主管機關長期

要化解上述挑戰，使財會單位發揮完善功能，進而

要政策。上市櫃與公開發行公司，已分別於2013

發，「一體性」地重新思考財會組織功能，包括定

推動，協助企業邁向資本市場國際化與自由化的重
年與2015年導入IFRSs，除了對持股50%以上，或
有實質控制權的子公司，採用以「合併報表」為基
礎的方式，揭露集團化財務資訊外，還須於每月公
布合併營收資訊。

隨著市場競爭白熱化與產業壁壘崩解，台灣中小企
業也逐步接軌適用合併報表。未來，在中小企業試
用版（IFRS for SME）的架構發展下，財會功能更
將面臨巨大的轉型壓力。

除了政策規範的壓力外，從集團管理的角度出發，
如要妥善管理分處各地的子公司，首要任務在於掌
握「關鍵資訊」，例如：年度預算規劃與管理、業
務發展資金籌措與調度、母子公司營運潛在風險控
管，與績效目標設定與執行，都是企業成功經營與
決策不可或缺的環節。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管理需求，使財務會計由原
有單純的結帳與報表功能，轉化成連結集團內不同
組織業務發展的重要樞紐。

如何將資訊即時且真實的呈現於報表中，協助經營
管理者決策，同時也滿足外部投資市場的需求，將
成為財會單位的主要任務。

然而，集團各組織「財會功能」與資訊往往互相獨
立，難以滿足外部投資市場與內部集團管理需求。
同、關係人交易對帳不平、資料蒐集耗時、合併報
表編製時程緊湊、傳統工具無法支援需求等困難，
理、協助決策與財務監督等重要功能，而使集團陷
入資訊不明的風險中。

轉換關係、整合各地財會人員，並導入整合性財務
資訊系統，以降低人為的失誤與報表的延遲時間。

其中，編製合併報表將有助財會單位，有效掌握集
團內母子公司之個別營運資訊、分析各組織經營財
務績效等功能。

除了合併報表本身所提供的資訊，對內而言，在編
製合併報表的同時，藉由關係人交易對帳，及母子
公司間會計科目對應關係釐清的過程，可了解集團
內各公司帳務品質及帳務處理方式的一致性，並適
時加以改善或調整。

這時母公司可透過合併報表編製時程規劃，促使集
團內各子公司精進現有結帳流程，同時定期要求子
公司提供財務資訊，激勵集團成員提升財務會計資
訊品質；合併報表編製的過程中，不但促進集團內
各公司間的溝通，達到相互切磋砥礪的成效，也提
供持續改善機會。

對外來說，能以透明清楚的財務資訊，改善與投資
關係人和融資單位的關係。因此，企業若想突破現
有的財務會計困境，並提升集團財務會計的功能及
品質，更應化被動為主動，積極規劃財會轉型，進
而提升整體集團的經營管理能力。

(本文已刊登於2016-06-17經濟日報A20經營管理版)

勤業眾信通訊

使財會單位難以發揮集團績效管理、金融風險管

義作業規範與內部會計處理原則、收集格式與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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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集團財務管理時常面臨各子公司會計科目不

協助集團經營與發展，須從「集團化」的角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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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仁法律專欄
Expert Opinion

企業不容忽視之個人資料保護法
理仁法律事務所 / 謝文倩律師、彭馨白顧問

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

「個資法」）全文制訂於99

由，方得蒐集、處理或利用特種個人資料:

年5月26日，除第6條及第54

1、基於法律之明文規定。就一般企業而言，最常

日，並於104年12月31日進行

理（將受檢勞工之健康檢查紀錄彙整成健康檢

日施行，至此，個資法全文均已正式上路。依個

告書，提供予縣市勞工局、勞動檢查機構及衛

條外，施行於101年10月1

見者即為企業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所取得、處

第一次修正，於105年3月15

查手冊）及利用（將勞工特殊健康檢查結果報

資法規定，除符合特定情形外，凡公務機關及非
公務機關，均應受個資法規範，是以所有個人及
企業均應注意個資法之規定。由於每個人均擁有
個資，了解個資法，除得避免侵害他人權益外，
更得利用個資法保護自身權益。本文主要以適用
於一般企業之立場，來介紹個資法與之相關之規
範。

生局）之員工健康檢查資料。
2、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
當安全維護措施。
3、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其它非公務機
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
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4. 經當事人之書面同意。但企業就特種個人資料
之蒐集、處理或利用仍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

個資法的適用範圍
什麼是個人資料？首先，個資法所稱之個人，係

法規定企業招募或僱用員工，不得違反求職人

理或利用時，仍生存自然人之個人資料方受個資

或其他證明文件，或要求提供非屬就業所需之

接方式識別個人之資料者，均屬個人資料。除個

之前提下，取得與員工職務無正當合理關聯之

結至特定個人之資料外（直接識別），任何與其

料。

指現生存之自然人，因此，只有於企業蒐集、處

或員工之意思，留置其國民身分證、工作憑證

法保護。依個資法第2條之定義，凡得以直接或間

隱私資料¹，因此，企業如在員工出具同意書

人之姓名、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等得以直接連

隱私資料，亦屬違反個資法而取得特種個人資

他資料組合、對照、結合後，可以連結至特定個

如前所述，凡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個人之資

單以公司名稱而論，其無法以直接或間接方式連

多行為均可能接觸、利用到他人之個人資料，如

人之資料，亦屬個人資料（間接識別）。例如，
結至特定個人，但如與職稱組合後，可能即得連
結至特定人，因此，對該特定人而言，公司名稱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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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範圍或違反其他法律限制。例如，就業服務

及職稱均屬其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依其資料內容，可區分為一般個人資料
及特種個人資料，特種個人資料係指個資法第6

條所列舉之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
查、犯罪前科。特種個人資料原則上不得蒐集、
處理或利用，就一般企業而言，除非具有下列事

料者，均屬個人資料，因此，每人每天可能有諸
傳遞親友的電話、交換名片、在社群網站上張貼
親友之照片、或在公開網站公布住家入侵者之影

相等，此種行為如係出於個人為單純個人、家庭
及社交活動之目的，而蒐集、處理或利用者，並
不受個資法之規範。

此外，個人或企業或於公開場合或公開活動中所
蒐集、處理或利用未與其他個人資料結合之影音

資料，亦不受個資法之規範，例如企業公布其於公

開行銷活動中所錄存之僅涉及不特定自然人之影

(1)

法律明文規定。例如股票發行公司或其股
務代理機構依公司法第169、210條規定，

像。

而蒐集股東個人資料。
(2)

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
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者。例如企業為基於

企業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時之合法要
件
個資法係有條件的允許企業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
資料，因此企業欲合法的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

其與消費者之簽訂之買賣合約寄送商品，
而蒐集消費者之住址等個人資料。
(3)

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
資料。例如房仲業務員自行刊載於廣告之

料，應符合以下事項：

個人聯絡資訊。

1、需有特定目的：

(4)

經當事人同意。

所謂特定目的，係指企業取得個人資料之目的、用

(5)

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6)

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

(7)

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途，例如履行契約、人事管理、客戶服務等等，就
此法務部制定有「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
人資料之類別」，可供企業界定特定目的時參考。
企業蒐集個人資料後，就個人資料之處理及利用應
與當初取得（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而不得逾越
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
合理之關聯。但符合下列情形者，企業得為特定目
的外之利用：

(1)

法律明文規定。

(2)

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3)

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
上之危險。

(4)

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5)

經當事人同意。

(6)

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最後，當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時，企業須
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個人資料，但企業因執
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時，得
繼續保有、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所謂因執行職務
或業務所必須，係指有下列情事之一存在時：

(1)

有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期限；

(2)

有理由認刪除將侵害當事人值得保護之利

3、需踐行告知義務：
不論企業係因符合上述何種法定條件而蒐集、處理

個人資料，企業於蒐集個人資料之際，除具有免
告知之特殊情形外 ² ，均應明確告知當事人以下事
項：(1)企業名稱、(2)蒐集之目的、(3)所蒐集之個人

資料類別或範圍、(4)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
式、(5)當事人依第3條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詳後

述）、以及(5)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

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直接向當事人蒐集時適
用）或個人資料來源（透過第三人蒐集時適用）。

雖然個資法就企業蒐集個人資料時應盡之告知義
務，設有免為告知之例外規定，但為免企業因不
熟稔個資法規範而發生誤判之情事，企業仍應竭盡
所能的踐行告知義務，並儘可能以書面方式為之，
以俾企業將來舉證已盡告知義務之用。此外，企業
如有委託他人蒐集個人資料時，應督促受託人於行
告知義務時，以書面明確記載其係為委託企業而蒐
集，並需確認受託人所告知之蒐集目的、蒐集之個
人資料類別或範圍、及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
方式，與委託企業所需求者相同，以避免企業將來
需再次踐行告知義務。

(3)

其他不能刪除之正當事由。

企業蒐集或處理個人資料，除需具有特定目的，尚
須符合下列情形之ㄧ：

•

生理資訊：基因檢測、藥物測試、醫療測試、HIV檢
測、智力測驗或指紋等；

•

心理資訊：心理測驗、誠實測試或測謊等；

•

個人生活資訊：信用紀錄、犯罪紀錄、懷孕計畫或
背景調查等。

勤業眾信通訊

2、需符合法定條件：

註1：「非屬就業所需之隱私資料」之具體範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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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企業需具有以下情事，方得免為相當事人告知

告知時點

直接蒐集（第8條）

間接蒐集（第9條）

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時

處理或利用前（得於首次對當事人為利用
時併同為之）

免為告知事由 1.依法律規定得免告知。

1.左列所列各款情形之一。

2.個人資料之蒐集係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 2.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
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

人資料。

3.告知將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3.不能向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為告知。

4.告知將妨害公共利益。

4.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之目的
而有必要，且該資料須經提供者處理後

5.當事人明知應告知之內容。
6.個人資料之蒐集非基於營利之目的，且
對當事人顯無不利之影響。

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
當事人者為限。
5.大眾傳播業者基於新聞報導之公益目的
而蒐集個人資料。

4、取得當事人書面同意：

(4)

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制。

個資法所稱之「同意」，係指當事人經蒐集者告

(5)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內部管理程

於105年3月15日修正施行後，就當事人之同意，

(6)

資料安全管理及人員管理。

(7)

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

(8)

設備安全管理。

(9)

資料安全稽核機制。

知應告知事項後，所為允許之意思表示。個資法
除涉及特種個人資料及特定目的外利用者，明文規
定須以書面同意為之者外，就其他之同意則放寬至

以口頭或書面同意皆可。然而，依個資法第29條
規定，當企業被訴侵害個資時，必須就其蒐集、處
理及利用個人資料皆合法負「舉證責任」，方可免
責，否則依法推定「有過失」。因此，企業於當事
人同意蒐集個資、或同意企業於特定目的外利用其
個人資料時，應仍以書面同意為之，以供企業有相
關紀錄得以保存。

5、制定安全維護措施：
依個資法第27條規定，企業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
應採行適當之技術、組織安全措施，以從防止個人
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並且「採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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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適當之安全措施」亦是企業蒐集個人資料之要件
之ㄧ³。所謂之措施應至少含括以下事項：

(1)

配置管理之人員及相當資源。

(2)

界定個人資料之範圍。

(3)

個人資料之風險評估及管理機制。

序。

(10) 使用紀錄、軌跡資料及證據保存。
(11) 個人資料安全維護之整體持續改善。
企業為落實前述事項，並應制定「個人資料檔案安

全維護計畫」，自個資法施行至今，計有多達30多
個行業別之中央目的主管機關，包含金融服務業、
旅行業、民用航空業、船舶運送業、菸酒事業、網
際網路零售業等，均已依個資法規定，要求所規管

之企業制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劃」。企
業如未依法制定合宜「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
畫」，將使企業及其代表人、管理人或其他有代表
權人，同時受有行政裁罰。

6、當事人權利程序之保障
依個資法第3條規定，當事人得向蒐集、處理及利

用其個人資料之企業，行使以下權利，企業不得以

特約限制或排除當事人該等權利之行使：

(1)

查詢或請求閱覽，企業並得視情況酌收必
要之行政成本費用。

(2)

請求製給複製本，企業並得視情況酌收必
要之行政成本費用。

(3)

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企業得要求當事人應
適當釋明請求之原因及事實。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

請求刪除。

7、就受託人為適當之監督
企業如委託他人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時，
依個資法第4條之規定，受託人於個資法適用範圍

內，視同委託機關。因此，委託企業與受託人之權
責同一，受託人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時，應
依委託企業應適用之規定為之，受託人亦僅得於委
託企業指示之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並且，委託企業應對受託者為適當之監督，且應定
期確認受託人執行之狀況，及記錄確認結果。所謂
之監督至少應包含預定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之範圍、類別、特定目的、期間；受託人就安全維
護所採取之措施；受託人違反個資法之補救措施；
以及委託關係終止時，個人資料之處理方式等。

企業如違反個資法之規定而蒐集、處理、利用個人
資料，除將受有2萬至20萬之行政裁罰外，如致個

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
權利者，尚須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如係意圖為自己
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法蒐
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者，亦將受有刑事處罰。
並且，由於個資法要求企業就個人資料之蒐集、處

理、利用及管理，需制定可供企業內部遵循之措
施，因此，有關個人資料之法規遵循及安全維護措
施，已漸成為企業內控之ㄧ環，而愈加不能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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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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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 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或為協助公務機關執
行法定職務或其它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
範圍內，而蒐集特種個人資料時，及與當事人有
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而蒐集個人資料時，均
需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者，方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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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政策助台灣隊航向東協

勤業眾信攜手證交所 快速瞄準印尼
政經實力 選為招商首站

（圖一）證交所率領勤業眾信、國泰證券組成「台灣隊」，1日赴印尼招商舉辦「台灣資本市場說明會」。

【2016／06／02，印尼訊】響應新政府「新南向政
策」，台灣證券交易所率領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國泰綜合證券組成「台灣隊」赴印尼招商，向印尼台商介
紹台灣資本市場。證交所副總經理簡立忠表示，印尼的台
商家數及規模，在東南亞國家僅次於越南及泰國，未來在
政府支援下，可望搭建台灣和印尼之間更興盛的貿易網
絡，擴大資金、人才與技術交流。

焦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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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提出「新南向政策」後，金融、工程等相關產業已
紛紛準備籌打亞洲盃，開拓東協與南亞龐大的基礎建設商
機與內需市場。證交所、勤業眾信與及國泰證券組成的
「台灣隊」，1日（周三）啟程赴印尼招商，在雅加達舉
辦「台灣資本市場說明會」。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駐印尼
大使張良任也出席盛會，與雅加達台商及工商聯誼會成
員，就台灣資本市場優勢議題熱烈交流。
簡立忠致詞時指出，受到中國大陸法規環境愈趨嚴峻、
轉型高科技創新製造業，以及跨太平洋區域經貿整合
（TPP）等因素影響，愈來愈多台商將重心轉移至低成本
中心的東南亞國家；其中，印尼因台商家數及規模僅次於

越南及泰國，成熟的經貿網絡常見台商活躍的足跡，未
來，在政府支援下可望搭建自由貿易網絡，逐步疏通資
金、人才與技術交流。

勤業眾信審計部營運長施景彬指出，目前新加坡、泰國、
馬來西亞和越南都有海外企業回台上市，印尼尚未有台商
回台IPO；但印尼有豐富的資源和龐大的內需實力，發展
前景可期，在印尼經營有成的台商，未來若選擇回台上
市，對台商的資金需求、併購擴展、轉型成長及品牌管理
上，都有更大的優勢。

印尼夾堅強內需實力 取代中國成新世界工廠
勤業眾信日前發佈「2016全球製造業競爭力指標」
（2016 Global Manufacturing Competitiveness Index）報
告，內容指出受惠於人口紅利、靈活的製造能力與快速成
長的經濟與市場需求，印尼、印度、越南、馬來西亞、泰
國「強力五國」（MITI-V）因應而生，逐漸取代中國成為
新的「世界工廠」。

焦 點 報 導 Focus Reports

施景彬指出，東協十國之中印尼不僅人口最多、土地面
積最大，豐富的礦產、森林等天然資源，也有助印尼拓
展家具、紡織、製鞋、非鐵礦石、金屬製品、農業種植
及貿易服務業，成為東協的「龍頭老大」。

除此之外，印尼私人消費額占GDP六成以上，堅實的內
需市場和實力，使印尼未來經濟前景備受期待。麥肯錫
公司預估印尼將於2030年，增加9000萬中產階層人口，
也將從目前世界第16大經濟體，發展成第7大經濟體。富
有投資環境吸引力的條件下，短期內計有九成外商將在
印尼插旗發展。

台灣資本市場穩定性高 為台商掛牌首選
施景彬表示，東南亞國家幣值變化非常大、借款利率與
財務成本高，選擇東南亞國家主要資本市場進行IPO，
將可能遭逢匯率風險；相較之下，台幣或美金波動相對
穩定，不易受匯率干擾，企業若有意擴張營業規模與募
資，建議回台灣取得穩定且較高額的資金。

施景彬指出，台灣資本市場成熟，具有高殖利率、高週
轉率、高透明度、易二次籌資等優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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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台商的「根」仍在台灣，若回台IPO將對
台商多一份親切感與保障。
過去五年台灣整體IPO家數穩健持平，而自開放F股（海
外公司回台上市櫃）至今，共有53家企業成功掛牌，勤
業眾信輔導29家上市，創下市占率超過五成的紀錄，並
擁有許多輔導東南亞台商的經驗，為台商回台融資最佳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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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避稅條款初審通過 設海外避稅防範關卡

勤業眾信：盼確立PEM、CFC定義
降低企業不確定性
【2016／06／08，台北訊】「反避稅條款」所得稅法

林宜信呼籲，未來法令一旦通過，企業應檢視相關投資

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表示，近年各國政府透過各種

司是否有被認定PEM或CFC之虞，但「千萬不要輕舉妄

修正草案今（8）日在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初審通過，勤

法案爭取稅收，我國卻仍未有反避稅相關規定，造成稅
收損失、不利競爭，若通過反避稅條款符合國際趨勢；
但勤業眾信呼籲財政部，考量對企業的可能衝擊，應

架構、營運流程、未來資金操作，考量目前海外子公

動」，因為所有重組或調整動作都可能產生課稅問題，
調整之前務必詳細評估。

儘速確立實際管理處所（PEM）的認定及受控外國公司
（CFC）相關名詞的定義，以降低不確定性，避免造成
企業不必要的恐慌。

所得稅法43條之3草案 扣抵時限不盡合理
財政委員會今天審查通過的草案中，明定所得稅法43條
之3，企業獲配來自海外的股利或盈餘分配，該盈餘在海

PEM、CFC定義 攸關OBU、F股市場發展

外已繳納的所得稅，在認列投資收益年度開始起算五年

各界關注反避稅條款是否影響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業基於營運資金運用考量，海外盈餘可能五年以上才分

（OBU）業務，勤業眾信稅務會計師林宜信表示，前三

年立法院討論訂定反避稅條款時，已經有部分企業資金
有重新調整動作，期盼財政部儘早確定PEM、CFC的認

定標準，降低不確定性，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否則在法
案三讀通過後緩衝期間，種種不確定性可能造成企業資
金移到境外，對我國銀行發展造成影響。

林宜信舉例，以總部在台灣的上市櫃公司、將海外子公
司之銀行帳戶設在OBU，是希望能由營運總部母公司直
接掌握集團資金操作，若只因資金操作在OBU，即可能

將海外子公司認定為PEM，並不合理。現行之修正草案

雖未將資金操作列為主要經營活動判斷要件，但仍建議
有更明確的認定，避免企業不必要的恐慌。

不只影響OBU業務，PEM認定標準也可能影響台灣F股
資本市場。勤業眾信稅務會計師林淑怡指出，F股在台灣
焦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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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櫃，為了符合台灣法令規範，在營運流程會改變，
在台灣設置必要的管理機制，但有些公司可能就會符合

PEM認定，影響F股公司來台上市意願，進而阻礙台灣資
本市場的活絡，也與政府推動F股發展的政策背道而馳。

內才可扣抵我國應納稅額。然而，林宜信認為，許多企
配，若限制於認列投資收益之五年內分配者並不合理；
若要訂定扣抵期限規範，建議應以該盈餘被扣繳稅款之
繳納日起算五年內，才為合理。

另外43條之3也規定，CFC當期有虧損情況下，可在虧損

發生次年起十年內從盈餘中扣抵，但林宜信表示，企業
有累積盈餘才能作分配，但當企業扣抵完十年內虧損仍
沒有累積盈餘，在企業也無法分配盈餘情況下，對其課
徵投資收益並不合理。

林淑怡舉例，企業投資CFC帳面上有150萬元累積總虧

損，其中內含十年內的虧損100萬元，假設當年度盈餘
有120萬元，累積虧損為30萬元，企業仍無法分配盈

餘，但根據新法草案規定稅上只能扣抵十年內之虧損

100萬元，仍有20萬元盈餘需課稅，恐產生實際沒有盈
餘卻導致必須課稅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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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準水資源處理商機 組建新投資合作模式

德勤財顧：引進保險業長線資金 創國
內首例水資源建設平台
【2016／06／07，台北訊】全球暖化造成氣候變遷，使

永續綠能是世界趨勢，蔡英文總統競選時，亦將「綠能

已於104年12月30日通過「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針

「定騰公司」的合作模式是國內首例，未來德勤財顧將

各國飽受缺水的風險。面對台灣有限的水資源，行政院
對國內水資源供應、調配、循環再利用建立管理架構，
衍生龐大水資源商機。德勤財務顧問公司響應政府水資
源政策，並看好高成長的水務處理需求，日前協助具有
三十年專業水務處理實績的大廠「國統國際」，與國內
大型壽險及產險公司籌設合資公司，結合水務處理專業
公司與保險業長線資金，開創國內水資源與保險公司合
作的首例，搶占先機共同投入水資源開發商機。

德勤財顧總經理范有偉指出，解決氣候異常與農工業大

科技創新產業」列為五大創新產業之一。范有偉表示，
延續此一成功模式，陸續規劃再生水處理廠、大型海水
淡化廠、太陽能發電廠、風力發電等綠能產業以及港口
專用碼頭等各種基礎建設投資平台，分階段、分類別引
進國內保險業，及國外基礎建設基金等長線資金參與投
資國內公共建設，為台灣的基礎建設引進更多民間資

金，不僅為人民帶來更好的生活，也推動我國綠能產業
全面升級，成為高商業價值的未來產業。

量用水引發的缺水問題，是各國政府施政重點，德勤財
顧響應政府政策，日前已成立專案小組，研究水資源處
理產業特性及國內保險相關法令規範。

另外，金管會於今年二月修訂「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
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放寬並鼓勵

保險資金投資公共建設的政策，德勤財顧配合金管會政
策，也規劃出完善的財務計劃及控股架構管理機制，並
將長達三十年的運轉維護風險做有效的控管規範，建立
完善的保險資金進場及退場機制。

德勤財顧表示，此次全國首創的投資管理平台，獲得國
統國際和多家保險公司的認同並達成合作協議，已共同
投資成立「定騰公司」，投入民生用汙水處理業務。

德勤財顧指出，國內污水下水道普及率不高，生活污水
未經處理排流入河流或海洋，造成水體優氧化，污染已
不足的水資源，更造成民生環境惡化問題。例如去年中
南部登革熱疫情氾濫，即為生活汙水排入雨水管所致。
進入第五期階段（104年至109年），預計再投入1,068
億元，擴增目前的54座汙水處理廠至70座；並預計110
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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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將汙水下水道接管率提升至33%，龐大商機需求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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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愛偏鄉投身課輔 勤業眾信助學童快樂學習

百萬捐助吳念真導演快樂學習協會
認養台東南榮秘密基地

(圖一)勤業眾信與吳念真導演成立的快樂學習協會，共同舉辦「捐贈感恩茶會」，捐助百萬義賣所得，認養台東南榮「孩子
的秘密基地」，為偏鄉學童建置快樂學習的課輔樂園。

【2016／06／02，台北訊】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當地媽媽們的力量，一同下廚提供晚餐給有需求的孩子

「捐贈感恩茶會」。勤業眾信總裁郭政弘表示，勤業眾

的秘密基地，除了灌溉知識外，也貼心為孩子們提供生

今（2）與吳念真導演成立的快樂學習協會，共同舉辦

信透過義賣活動，募集企業各界、會計師、商圈鄰友與
全體同仁的愛心善款，捐助百萬義賣所得，認養台東南
榮「孩子的秘密基地」，為偏鄉學童建置快樂學習的課
輔樂園。希望藉此弭平城鄉資源落差，搭建更公平的學
習起點，把「愛」送進他們溫暖的心窩。

郭政弘指出，為了推動教育「向下扎根」，並善盡企業
社會責任，勤業眾信舉辦年度愛心義賣會至今已超過十
年。今年起透過捐助義賣所得，以實際行動支持快學習
協會，於台東南榮的新馬蘭原民社區成立「孩子的秘密
基地」，藉由課後照顧陪伴與課業輔導，改善他們的學
焦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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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意願、提高學習成就。

快樂學習協會理事長吳念真導演說「孩子，就是台灣的
未來」。台東南榮孩子的秘密基地除了免費課輔外，更
安排母語教學在地傳授阿美族文化，強化學童對於自身
文化的認同感，並豐富視野多元性。除此之外，也結合

們，讓成長中的孩子有充分、穩定的飲食補給。在孩子
長的養份。

郭政弘說，人才的養成及培育，必須透過「教育」從小
做起。勤業眾信為知識密集型專業服務組織，除了資

助生活與教育經濟補助，更成立志工社持續舉辦遠距教
學、城市交流體驗、學校社團補助、長假營養資助與寒
暑假營隊，豐富學童的生活及學習經驗。期望藉此拋磚
引玉，喚起更多善心人士對偏鄉教育、社會弱勢的關懷
與重視，匯聚愛心給孩子一個快樂學習的機會。

勤業眾信自2008年起，集結超過100位志工，至偏遠地
區小學進行陪讀，講了一、兩百個故事給小朋友聽；

2013年起，更凝聚事務所同仁、客戶與周遭商家及民

眾的力量舉辦愛心義賣會，投入六百餘萬支持屏東及台
中兩所小學施行「偏鄉弱勢學童關懷服務方案」。今年
起，愛心加倍，參與台東南榮「孩子的秘密基地」認養
計劃，落實對偏鄉孩童的照謢，愛心關懷不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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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獲LinkedIn評比最具吸引力雇主

領航學生從「做中學」
實習計劃全面啟動
【2016／06／28，台北訊】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解未來職涯發展方向。林淑婉也感謝學生對勤業眾信的

信收到超過一千份報名實習履歷，創下歷年新高，競爭

財會菁英！

所本周啟動「2016年大學生實習計劃」。今年，勤業眾
激烈。最後篩選出180名海內外各校菁英，其中150名進

肯定，歡迎實習生畢業後回來服務，成為自信、專業的

入審計部門實習，30名加入顧問服務部門（包含稅務諮
詢、企業風險管理、管理顧問與財務諮詢），展開為期
六周的實習生活。

勤業眾信（Deloitte）近日成功入選國際專業職涯社群網
站LinkedIn，剛公布的「全球40大最具吸引力雇主（Top
Attractor）」榜單，總排名第13名、為專業服務組織中

第一名。勤業眾信總裁郭政弘表示，作為全球專業服務
領導品牌，勤業眾信對人才的投資、不斷精進的專業服
務與資訊科技的創新運用，都是新鮮人想要加入勤業眾
信發展職涯的重要因素。

郭政弘指出，勤業眾信在台灣客戶眾多，加入勤業眾信
有機會開拓視野、接觸中小企業到大型集團的優質客
戶，在工作中了解公司如何進行跨國或複雜的財務處
理，從台灣出發，與國際連結。

勤業眾信「2016年大學生實習計劃」實習生於6月27日

報到，展開三天的新生報到訓練課程，由會計師和協理
等分享查核準則、介紹Deloitte全球通用的查帳系統，並
帶領實習生模擬查帳情境。

勤業眾信人資長林淑婉指出，有些企業會將實習生視為
「便宜勞力」，但對勤業眾信來說，實習生絕非正常工
作的分攤者；學生們利用暑假時間提早踏進職場，透過
中學」，將學校所學的理論應用於工作之中，加強了解
事務所審計作業等實務運作流程。

大學生在校園與職場之間的橋樑，畢業前先透過實習了

<LinkedIn, Top Attractors: Where Professionals Want to Work Now>
https://lists.linkedin.com/2016/top-attractors/en/global?userAuth=u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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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婉表示，學生實習計劃是一個開放平台，期望成為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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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管理法規
◢ 集中交易市場買賣以外國貨幣為計價單位之有價證券應繳納證券交易稅額說明(105.6.4 臺證交字第
1050202147號)
◢ 櫃買中新修正「認購（售）權證發行人評等辦法」及「認購（售）權證流動量提供者作業要點」
(105.6.3 證櫃交字第10500146081號)
◢ 修正「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要點」及「第4條異常標準之詳細數據及除外情形」
(105.5.30 臺證監字第1050401740號；105.5.30 證櫃視字第10512008831號)

【證券、期貨、投信、投顧】
◢ 證交所要求證券商於105年底前完成訂定網際網路下單服務品質相關標準並列入內部控制制度
(105.6.2 臺證輔字第1050502264號)
◢ 櫃買中心新增證券商「財務業務重大事件檢查表（詳式）」檢查項目:對「已申請上櫃」公司之股票
應集保人員持股異動情形之重大事件檢查事項(105.6.6 證櫃審字第10501007731號)
◢ 櫃買中心修正證券商檢送之「財務業務重大事件檢查表」(105.5.20證櫃審字第10501007361號)
◢ 證交所修正證券商以信託方式辦理財富管理業務之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實施細則(105.6.7 臺證
輔字第1050010488號)
◢ 修正證券商從事推介客戶買賣有價證券業務時，契約應記載事項、內部控制規範及研究報告得提供
之對象(105.5.26 臺證輔字第1050008989號；105.6.8 證櫃輔字第10500159321號)
◢ 證交所將原「證券商轉投資事業申報系統（季申報）」作業改為「證券商轉投資事業申報系統（月
申報）」 (105.6.1 臺證輔字第1050502231號)
◢ 「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加掛其他幣別受益憑證」交易機制上線日期(105.6.17臺證交字第
1050202382號)
◢ 放寬期貨商得以自有資金購買期貨信託事業於國內對特定人募集發行之期貨信託基金(105.5.25 金管
證期字第10500148941號)
◢ 放寬期貨商自營業務及自有資金運用得全權委託期貨經理事業代為操作(105.5.25 金管證期字第
1050014894號)
◢ 公告期貨商得受託從事期貨交易之契約(105.6.14 金管證期字第10500232291號)
◢ 預告證券商及期貨商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支應金融科技發展員工轉職或安置支出之規定(105.6.7 金管
會新聞稿)
◢ 預告修訂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管理客戶帳戶規定(105.5.30 金管證券字第1050021176號)

金融保險管理法規
（以下函令之資料來源摘錄自：銀行局http://law.banking.gov.tw/Chi/default.aspx）

法規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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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支應金融科技發展員工轉職或安置支出之規定(105.05.25金管銀法字第
10510001510號)
◢ 修正本國銀行對大陸地區之參股投資暴險金額計算，由「帳列金額」更改為「原始投資成本」
(105.05.20金管銀法字第10500106150號)
◢ 電子票證發行機構辦理記名式電子票證連結存款帳戶業務之風險控管原則(105.05.24 金管銀票字第
10540001120號)

◢ 98年9月1日金管銀法字第09810004240號函及99年11月4日金管銀法字第09900340090號函，停止
適用(105.5.20金管銀法字第10510001470號)
◢ 金管會設置金融科技專區(105.5.23 專區網址)
（以下函令之資料來源摘錄自：保險局http://www.ib.gov.tw/ch/home.jsp?id=37&parentpath=0,3）

◢ 「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規定之新保險商品及特定或重大資金運用之範圍釋疑
(105.5.25 金管保財字第10510915231號)
◢ 保險法第177條之一第二項所定本人書面同意方式、業務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管理辦法(105.5.25
金管保綜字第10502562221號)
◢ 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105.5.25 金管保產字第10502043881號)
◢ 財產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105.5.25金管保產字第10502043882號)
◢ 修正「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施行細則」(105.6.15 金管保產字第10502523251號)
◢ 預告修正「財產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及「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105.6.2
金管保產字第10502520442號)

稅務法規
◢ 核釋營利事業以法定盈餘公積或特別盈餘公積撥充資本之相關股東可扣抵稅額計算規定（財政部
1050630台財稅字第10504599989號令）
一、有關營利事業以法定盈餘公積或特別盈餘公積撥充資本之可扣抵稅額計算規定
（一）營利事業以87年度或以後年度法定盈餘公積撥充資本或分配現金股利者，依所得稅法施行細
則第48條之4規定計算撥充資本日應計入當年度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之可扣抵稅額時，無
須區分該法定盈餘公積提列年度為98年度以前及99年度以後。營利事業以87年度或以後年度
特別盈餘公積撥充資本、分配現金股利或轉回保留盈餘時，亦同。
（二）營利事業於本令發布日前辦理法定（特別）盈餘公積撥充資本、分配現金股利或轉回保留盈
餘，已依上開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4規定辦理，惟計算應計入之可扣抵稅額時，採區分
年度計算致有超過其應分配股東之可扣抵稅額者，其屬尚未核課確定案件，除依所得稅法第
114條之2第1項第1款規定補稅外，免予處罰。
二、營利事業依公司法第241條規定，經股東會決議以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超過實收資本額25%
部分撥充資本或分配現金股利，倘其提列日、撥充資本日與該次盈餘分配日為同一日者，為資
簡化，其屬87年度或以後年度提列之法定盈餘公積部分，應先將法定盈餘公積撥充資本或分配
現金股利之金額及按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4規定計算之可扣抵稅額，計入該次盈餘分配
日之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帳戶餘額及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再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6規定
計算稅額扣抵比率，據以計算當年度所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及分配盈餘所含之股東可扣抵稅額。
營利事業以87年度或以後年度特別盈餘公積撥充資本、分配現金股利或轉回保留盈餘者，亦
同。上開計算規定，自本令發布日起適用。

一、投資控股公司為符合有價證券上市、上櫃法令要求，以符合下列各條件之併購方式取得子公
件之年度起，選擇以該投資控股公司為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合併辦理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及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以下簡稱合併辦理相關所得稅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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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一）投資控股公司因進行併購而持有子公司股份達已發行股份總數90%以上，且於持
有期間在一個課稅年度內滿12個月後選擇與該子公司合併辦理相關所得稅申報。（二）嗣該投
資控股公司為符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20條及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投資控股公司申請上櫃補充規定第3條有關投資控股公司申請上市、上
櫃應持有被控股公司2家以上相關規定，由前開子公司將部分獨立營運之營業分割讓與既存或
新設之他公司，並由受讓營業之既存或新設公司發行股份予該投資控股公司（即該子公司之股
東），使投資控股公司因該次分割所取得之既存或新設公司股份達已發行股份總數90%以上。
（三）投資控股公司因前開分割取得既存或新設公司股份後，其繼續持有該既存或新設子公司
之股份達已發行股份總數90%以上之持有期間，在一個課稅年度內滿12個月。

二、符合前點（一）選擇合併辦理相關所得稅申報之子公司，倘投資控股公司持有該子公司股份
期間在一個課稅年度內尚未滿12個月之期間內，該子公司進行前點（二）之分割並符合前點
（二）及（三）之持股比例及持有期間條件者，該分割受讓營業之既存或新設公司亦得適用前
點合併辦理相關所得稅申報規定。

◢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辦理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作業要點修正第二點、第七點（財政部1050622
中企策字第10501004630號令）
二、本處為保管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撥付於本方案之資金，得委託信託業者設立國家發展基
金加強投資中小企業信託專戶（以下簡稱本專戶）。
七、本專戶投資方式及程序如下：
（一） 專業管理公司應與本專戶共同投資，且不低於本專戶投資金額參與投資。但合於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
1.

投資早期階段企業（含校園創業團隊）者，得以不低於本專戶投資金額三分之一為共同投
資金額。

2.

被投資事業於專業管理公司投資評估時點前一年內，國內僱用員工增加三十人（含）以上
者，專業管理公司得以不低於本專戶投資金額二分之一為共同投資金額。

3.

依「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搭配政府其他資金加強投資花東地區企業實施要點」，投資花
東地區企業者，得以不低於本專戶投資金額三分之一為共同投資金額。

4.

投資社會企業者，得以不低於本專戶投資金額三分之一為共同投資金額。

（二） 符合本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至四目投資條件者，其投資搭配比例應依每股投資價格連動搭
配比例處理原則辦理：
1.

每股投資價格未達面額二倍者，專業管理公司得以不低於本專戶投資金額三分之一共同投
資。

2.

每股投資價格達面額二倍以上，未達每股面額五倍者，專業管理公司得以不低於本專戶投
資金額二分之一共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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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股投資價格達面額五倍者，專業管理公司得以不低於本專戶投資金額共同投資。

4.

採無面額發行者，由本處依個案情況核定。

（三） 後續增資之搭配比例不得高於本專戶初次投資時之搭配比例。
（四） 專業管理公司投資前以自有資金或代管基金自行投資管理之事業，其非屬國家發展基金管
理會之投資事業者，應以不低於本專戶投資金額參與投資。

（五） 投資前，應由專業管理公司先行評估其投資計畫（包含投資目的、所營事業、資本形成、
投資總額及資金來源、技術、財務及市場可行性等投資效益分析、風險分析、分年進度、
經營管理分析、產業專家意見），做成投資評估報告並建檔保存。
（六） 專業管理公司應擬具投資評估建議報告送投資審議會討論，投資審議會由專業管理公司總
經理（金融機構為協理級）以上人員召集，委員應包含本處、專業管理公司代表及其所聘
請之一至三位相關產業專家學者擔任，並應邀請國家發展基金代表列席，經投資審議會出
席委員全體同意通過後進行投資。
（七） 專業管理公司就決議通過之案件，應檢附投資評估報告及投資審議會決議紀錄等相關文
件，報經本處送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備查。
◢ 農、漁會信用部取得放款利息收入應依規定報繳印花稅（財政部1050621台財稅字第10504007210
號令）
農、漁會信用部為農業金融法規定之農業金融機構，其自本令發布日起取得之放款利息收入，應依稅捐
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21條規定開立憑證，除收到以票據繳付利息所出具之收據者
外，應依規定報繳印花稅。

◢ 創業投資事業輔導辦法第三條、第七條、第八條修正（105.6.1）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創業投資事業，指經營下列業務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且公司實收資本額或有限合夥實收出資
額在新臺幣二億元以上：

一、對被投資事業直接提供資金。
二、對被投資事業提供企業經營、管理及諮詢服務。
第七條
申請出具推薦函之創業投資事業，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股東或有限合夥人之投資意向書投資承諾總額應達實收資本額或實收出資額百分之二十以上。
二、經營團隊應具投資或經營管理創投或公司章程所列投資事業之經驗。
三、集資計畫內容應涵蓋擬投資產業領域，且應合理可行。
第八條

申請出具前條推薦函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公司之章程、發起人、預定之股東及董、監事名冊、受委託管理公司基本資料，包含公司章
程、登記證照影本；有限合夥之預定代表人、實收出資額及有限合夥人名冊。
三、要經營團隊或普通合夥人履歷。
四、委託經營管理契約或有限合夥契約。
五、集資計畫書。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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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利事業投資製作國產電影片投資抵減辦法(105.05.30)
第一條（訂定依據）

本辦法依電影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用詞定義）

本辦法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指扣抵稅捐稽徵機關核定營利事業課稅所得額依規定稅率計得之
應納稅額，及核定上一年度未分配盈餘按百分之十計得之應加徵稅額。
二、原始認股：指發起設立時，發起人以現金認購股份，或增資擴充時，股東以現金認購增資擴充
股份。
三、應募：指募集設立或增資擴充時應募股份及其承銷期間購買股票。
四、創立：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二日起至一百十四年六月十一日止，依法完成公司設立
登記。
五、擴充：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二日起至一百十四年六月十一日止，依法完成增資變更
登記。
六、原始認股或應募記名股票持有股票期間達三年以上：指營利事業股東繳納股票價款之當日起繼
續持有三年以上。
七、當年度：指繼續持有所認股份或應募記名股票之第四年度。
第三條（投資抵減）

營利事業原始認股或應募達一定規模從事國產電影片製作業因創立或擴充而發行之記名股票，持有股票
期間達三年以上者，得依本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以其取得該股票價款之百分之二十，自當年度起五年
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前項投資抵減，其每一年度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該營利事業抵減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
五十為限。但最後年度抵減金額，不在此限。
第四條（申請）

營利事業適用本辦法之獎勵，應由被投資之電影片製作業提出申請。

申請人屬新投資創立者，應自公司設立登記之次日起六個月內或自本辦法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屬增資
擴充者，應自辦理增資，並於完成公司變更登記之次日起六個月內或自本辦法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檢
具下列文件，向文化部申請核發營利事業投資製作國產電影片抵減核准函（以下簡稱核准函）：

一、新投資創立或增資前、後營業項目載有經營電影片製作業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二、國產電影片投資及製作計畫。
前項第二款國產電影片投資及製作計畫，其格式由文化部定之。
第二項所定增資擴充係分次為之者，其依同項規定提出申請之期限，應自第一次辦理增資，並完成公司
法規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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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登記之次日起算。

文化部於核發第二項之核准函時，應副知申請人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第五條（符合一定規模國產電影片）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所稱達一定規模，指電影片製作業因營利事業原始認股或應募之實收資本額或增加實
收資本額且用於國產電影片製作之支出，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

前項所定國產電影片，應符合文化部依本法第三條第二項所公告認定基準之規定。

第一項實收資本額或增加實收資本額，得於核准之國產電影片投資及製作計畫期間分次增資、分次收

足。國產電影片製作之支出，其屬新投資創立者，應於發起人會議訂立章程後支出；其屬增資擴充者，
應於股東會或董事會議決該次增資之會議後支出。

第一項增加實收資本額，如係減資後增資，除該減資行為係全數為彌補虧損外，應以增資金額減除該減
資金額之餘額為限。

第六條（申請核發營利事業投資製作國產電影片完成證明）

取得核准函之電影片製作業，應自核准函核發之次日起三年內完成經核准之國產電影片投資及製作計畫
所列之全數國產電影片；並自完成之次日起一年內，檢具下列文件、資料，向文化部申請核發營利事業
投資製作國產電影片完成證明（以下簡稱完成證明）：

一、核准函影本。
二、新投資創立或增資前、後營業項目載有經營電影片製作業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三、申請人議決該國產電影片投資及製作計畫之各次增資股東會或董事會會議紀錄影本；屬新投資
創立者，為發起人會議紀錄影本。
四、國產電影片投資及製作計畫之前、後期製作等各項支出明細表及會計師查核證明文件；屬勞務
支出者，並應檢附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影本。
五、國產電影片經審議分級之證明文件影本。
六、國產電影片之製片、編導、演職員名單；其名單應與電影片字幕所述內容相符。
七、原始認股或應募現金資本之相關證明文件，包括各投資製作國產電影片之營利事業登記證明文
件影本及出資額度證明。
八、國產電影片之完成日期及製作支出金額。
九、其他經文化部指定之文件。
文化部於核發或不予核發前項完成證明時，應副知財政部賦稅署及申請人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第七條（減資）

電影片製作業於創立或擴充後，至製作國產電影片投資及製作計畫完成並取得完成證明前，有減資行為
致低於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之一定規模要件者，除該減資行為係全數為彌補虧損者外，其營利事業股東不
得適用投資抵減，並應追繳因該國產電影片投資及製作計畫而適用投資抵減之營利事業股東已抵減之稅
額。如增資金額減除減資金額後，仍達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之一定規模要件者，應依該減資金額占原始創
立及增資擴充資本額之比率，追繳其營利事業股東已抵減之稅額。

未能取得完成證明者，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應追繳因該國產電影片投資及製作計畫而適用投資抵減之
營利事業股東已抵減之稅額。

依前二項規定向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補繳所得稅款時，應自各該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屆滿之次日
起至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繳納。

取得核准函之電影片製作業，未能於核准函核發之次日起三年內完成國產電影片投資及製作計畫，或該
應自該計畫完成之次日起一年內，依第六條規定申請核發完成證明。

文化部於核准前項國產電影片投資及製作計畫內容或期限之變更或展延時，應副知申請人所在地之稅捐
稽徵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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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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核准函及完成證明之審議）

電影片製作業申請核准函及完成證明，由文化部邀集相關專業人士審議之。
第十條（申請核發營利事業股東投資抵減稅額證明書）

取得核准函之電影片製作業，應自營利事業繳納股票價款之日起滿三年後之五年內，檢具下列文件、資
料，向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申請核發營利事業股東投資抵減稅額證明書：

一、新投資創立或增資前、後營業項目載有經營電影片製作業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二、核准函。
三、議決該次增資之股東會或董事會會議紀錄影本；其屬新投資創立者，為發起人會議紀錄影本。
四、營利事業股東繳納股票價款證明文件。
五、營利事業股東繼續持有股票達三年以上，可適用投資抵減之金額明細表，包括股東戶號、名
稱、統一編號、認股股數、認股金額、繳款日期、股票編號、繼續持有三年以上之股數、可抵
減金額及可抵減稅額。
電影片製作業於取得前項營利事業股東投資抵減稅額證明書後，對於第三條第一項之股東，應發給投資
抵減稅額證明書。

前項股東於申辦稅捐抵減之年度，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時，應檢附前項證明書，向所在地之稅捐稽
徵機關辦理稅捐抵減。

投資抵減稅額證明書之格式，由財政部定之。
第十一條（募集資金）

取得核准函之電影片製作業，依核准之國產電影片投資及製作計畫所募集之資金，應於該計畫期間全數
支應該計畫。

前項資金於國產電影片投資及製作計畫期間，未全數支應該計畫所需者，其可適用股東投資抵減之金
額，應按已支應該計畫所需之金額占該資金之比率計算之。
第十二條（文化部及其委託之電影監製專業人員之查核）

文化部得隨時查核取得核准函之電影片製作業執行國產電影片投資及製作計畫之進度。
前項查核，文化部得委託電影監製專業人員辦理。
第十三條（施行日）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 買賣雙幣交易機制指數股票型基金之證券交易稅計算（財政部1050526台財稅字第10504524600號
令）
一、於證券集中交易市場買賣以外國貨幣為計價單位之有價證券，證券自營商或證券交易稅代徵人
應彙整交割當日該有價證券之外國貨幣應納稅額，按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後2位，並以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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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或次一營業日實際結售新臺幣金額計算至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繳納證券交易稅。
二、證券自營商或代徵人依證券交易稅條例第3條第4項規定應送該管稽徵機關之交易資料，仍應以
新臺幣表示，並保留結匯資料，以供查核。

◢ 核釋「農業發展條例」第18條第3項後段，有關共有耕地分割為單獨所有之申請興建農舍適用規定
（農業委員會1050526農水保字第1051859505號令）
核釋農業發展條例第十八條第三項後段「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四日修正施行前共有耕地，而於
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四日修正施行後分割為單獨所有」，無論其分割後之面積有無增減，其申
請興建農舍者，得適用該條例八十九年一月四日修正施行前取得農業用地之規定。與前開意旨未符之相
關函釋，自即日停止適用。

◢ 適用農業發展條例第十二條第四項第三款得免繳交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之偏遠及離島地區範圍（農
業委員會1050525農企字第1050012378A號公告）
修正「適用農業發展條例第十二條第三項第三款規定得免繳交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之偏遠與離島地區範
圍」，名稱並修正為「適用農業發展條例第十二條第四項第三款得免繳交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之偏遠及
離島地區範圍」，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生效。

◢ 貨物稅條例增訂第十二條之五（105.5.25修正）
第十二條之五

於本條文生效日起五年內報廢或出口登記滿一年之出廠六年以上小客車、小貨車、小客貨兩用車，於報
廢或出口前、後六個月內購買上開車輛新車且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該等新車應徵之貨物稅每輛定額減
徵新臺幣五萬元。

於本條文生效日起五年內報廢或出口登記滿一年之出廠四年以上汽缸排氣量一百五十立方公分以下機

車，於報廢或出口前、後六個月內購買新機車且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該新機車應徵之貨物稅每輛定額
減徵新臺幣四千元。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八日起配偶或二親等以內親屬購買新小客車、小貨車、小客貨兩用車或機車
且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適用前二項規定。

本條減徵貨物稅案件之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應檢附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由財政部會同經濟部定
之。

◢ 記帳士暨記帳及報稅代理人獎懲作業要點（財政部1050523台財稅字第10504017092號令）
修正「記帳士暨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獎懲作業要點」，名稱並修正為「記帳士暨記帳及報稅代理人獎
懲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 記帳及報稅代理人專業訓練單位管理作業規範（財政部1050523台財稅字第10504017093號令）
修正「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專業訓練單位管理作業規範」，名稱並修正為「記帳及報稅代理人專業訓
練單位管理作業規範」，並自即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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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管理法規
經濟部
◢

中華民國105年5月27日經商字第10502415500號

△公司董事得查閱、抄錄公司股東名簿

一、按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 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
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
理機構」（第1項）；「前項章程及簿冊，股東及公司之債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
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或抄錄」（第2項）。準此，股東名簿係由董事會所備置，先為敘明。
二、次按公司法第192條第1項規定：「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不得少於3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
力之人選任之」；同法第202條規定：「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
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是以，公司係由董事組成董事會執行公司業務，同法第
8條第1項乃規定，董事為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而非僅以董事長為公司負責人，董事得查
閱、抄錄股東名簿，自不待言。
三、末按公司之股務代理機構與公司屬民法代理關係，董事得查閱、抄錄前開章程及簿冊，並不因
公司將該章程及簿冊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而有不同。
◢

中華民國105年5月30日經商字第10502415080號

△全體股東及股東同意釋疑

一、依公司法第356條之3第4項規定：「非以現金出資者，應經全體股東

同意，並於章程載明其

種類、抵充之金額及公司核給之股數；…」所稱「全體股東」包含增(出)資前之現有股東及該
次增(出)資股東。
二、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召開非現金出資會議，倘該會議紀錄內容足以表達全體股東同意之意思，
以該會議紀錄代替股東同意書，尚無不可。惟仍涉及個案登記認定事宜，允屬登記機關個案審
酌範疇。
◢

中華民國105年5月5日經商字第10500036661號

△公告經濟部105年度委辦桃園市政府辦理公司登記事項

公告事項: 本部依照公司法第5條第2項規定，委辦桃園市政府辦理105年度（105年7月1日至105年12月

31日止）轄區內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5億元之公司登記業務作業等相關事項（含公司法第9條、17條、
17條之1），與辦理依公司法及企業併購法有關行政配合之公司登記事項，但不包括外國公司之認許、
加工出口區及科學工業園區內公司之登記及管理等事項。

臺中市政府
◢

訂定臺中市政府捐助文化藝術財團法人監督作業要點

△訂定臺中市政府捐助文化藝術財團法人監督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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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03府授文研字第1050117943號函
法規名稱：臺中市政府捐助文化藝術財團法人監督作業要點
法規內文：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健全本府捐助成立文化藝術財團法人 (以下簡稱文化法人)之監督
機制，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文化局)。
三、本要點所稱本府捐助成立之文化法人，指該文化法人於設立時，本府出資或捐助之金額比例佔
其設立基金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前項金額比例變動者，以變動後之金額比例為準。
四、本府捐助成立之文化法人，應有本府指定之機關(構)代表或指派之學者專家、熱心文化人士擔
任董事，其人數應占全體董事二分之一以上，並應置監察人二分之一以上。
前項董事及監察人之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五、代表本府之董事或監察人得依其職務關係，隨時改派補足原任期。
六、本府捐助成立之文化法人董事會，應於召開會議結束後二個月內，將會議紀錄送文化局備查。
七、文化局對於本府捐助成立之文化法人應每三年辦理一次查核。必要時，得聘請專業人士協助辦
理，並得請有關機關派員會同為之。
八、本要點施行前已經許可之文化法人與本要點規定不符者，文化局應命其於本要點施行後一年內
補正；屆期未補正者，文化局得依臺中市文化藝術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自治條例第二十六
條規定辦理。但情形特殊報經文化局核准延長者，不在此限。

經濟部
◢

修正創業投資事業輔導辦法

105.06.01經工字第 10504602440 號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創業投資事業，指經營下列業務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且公司實收資本額或有限合夥
實收出資額在新臺幣二億元以上:

一、對被投資事業直接提供資金。
二、對被投資事業提供企業經營、管理及諮詢服務。
第 7 條: 申請出具推薦函之創業投資事業，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股東或有限合夥人之投資意向書投資承諾總額應達實收資本額或實收出資額百分之二十以上。
二、經營團隊應具投資或經營管理創投或公司章程所列投資事業之經驗。
三、集資計畫內容應涵蓋擬投資產業領域，且應合理可行。
第 8 條: 申請出具前條推薦函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公司之章程、發起人、預定之股東及董、監事名冊、受委託管理公司基本資料，包含公司章
程、登記證照影本；有限合夥之預定代表人、實收出資額及有限合夥人名冊。
三、主要經營團隊或普通合夥人履歷。
四、委託經營管理契約或有限合夥契約。
五、集資計畫書。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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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稅法
◢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發佈《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跨境應稅行為增值稅免稅管理辦法（試行）》的公告
文號：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6年29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6-05-11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9232&class1=7&class2=28&class3=137&class4=234

◢ 關於印發國家規劃佈局內重點軟件和積體電路設計領域的通知
文號：發改高技2016年1056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6-05-16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9253&class1=6&class2=83&class3=192&class4=0

◢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國家稅務總局關於清理長期停業未經營企業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
文號：工商企監字2016年97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6-05-27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9259&class1=2&class2=13&class3=35&class4=65

◢ 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改革和規範資本項目結匯管理政策的通知
文號：匯發2016年16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6-06-09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9262&class1=4&class2=19&class3=62&class4=0

◢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全面推進資源稅改革的通知
文號：財稅2016年53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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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日期：2016-05-11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9237&class1=2&class2=11&class3=32&class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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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月證管工作行事曆
(國內上市公司適用)

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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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金增資或發行公司債資金運用情形季報表。
註：每季結束後10日內。

二

3

合併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依法律規定進行收購或分割發行新股後主辦證券
承銷商之評估意見。
以增資發行新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方式，合併外國公司、受讓外國公司股份，或依法律
規定收購或分割外國公司後主辦證券承銷商之評估意見。
註：完成登記後1年內每季結束後10日內。

10

15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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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募集發行或私募國內公司債應於每月結束後10日內申報上月份異動情形。

6

募集發行或私募公司債者於公司債到期日或債權人得要求賣回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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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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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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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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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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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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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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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項

1

法人董監及持股10%以上之法人大股東其董事、監察人及持股10%以上之大股東之資訊。
註：每年7月底前申報異動資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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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財務資料。
註：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資料。

4

募集發行或私募公司債者
1.自公司債發行日起至到期日間之存續期間，應於每季結束後1個月內申報上1季自結數資
料，另於申報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時應同時申報實際數資料。
2.於公司債到期日或債權人得要求賣回日前ㄧ年內之存續期間，應於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自結
數資料。

5

自結損益資訊（自願性申報）。
註：按月自願公告者應持續公告至當年度結束止。

日

(國內上櫃公司適用)

日

5

10

星
期

日

申

報

事

項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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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至上月底之異動
情形。
註：每月5日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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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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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每月10日前申報上月份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限額及明細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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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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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發行公司債應申報上月份異動情形。
註：每月10日前。

6

私募有價證券資金運用情形季報表。
註:每季結束後10日內。

7

公司合併或受讓他公司股份或依法律進行收購或分割發行新股後主辦證券承銷商之評估意見。
註：完成登記後1年內每季結束後10日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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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30日輸入之申報年月為1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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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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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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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
期

項
次

15

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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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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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財務資料申報作業: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資料。

2

發行國內外各類公司債（含金融債券及私募債券）公司定期申報之財務資訊。
公司債財務資訊－
於公司債到期日或債權人得要求贖回日前一年內之存續期間，另應於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自
結數資料(例在105/7/31日輸入之申報年月為10506，其內容為105年6月底之自結財務數據資
訊)。

3

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及持股百分之十以上大股東為法人者，其董事、監察人及持股百分之
十以上大股東之異動資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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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日

申

報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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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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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發行公司債（含轉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應申報上月份異動情形。
註：每月10日前。
於債信專區申報前1季底公司自結之財務資訊。
註：每季結束後10日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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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私募有價證券資金運用情形季報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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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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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星
期

項
次

5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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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申

報

事

項

15

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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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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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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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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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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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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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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10日前申報上月營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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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有「重要子公司」者尚應代其「重要子公司」申報上述
營收、背書保證、資金貸放資訊。
第一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申報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限額及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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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興櫃公司辦理國內(外)之現金增資、發行公司債或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
計畫及資金運用情形者，應於每季結束後10內輸入現金增資、發行公司債計畫及資金運用情
形季報表，應按季洽請原主辦證券承銷商或簽證會計師對資金執行進度、未支用資金處理合
理性及是否涉及計畫變更出具評估意見，於每季結束後10日內輸入觀測站。
第二上市(櫃)公司除以其股東持有之已發行股份於國內公開招募股票或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
者外，應於每季結束後10日內，輸入現金增資或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計畫及資金運用情形
季報表。

二

日

日

10

15

20

31

星
期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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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事

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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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第一上市(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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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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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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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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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第一上市(櫃)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資訊：國內、外經理人及部門與分支機構主管認購認股權之
情形。
註：1.每季結束後10日內申報前季資訊。
2.未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者請設定「免申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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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第一上市(櫃)公司前各次發行之轉換及附認股權公司債，其轉換或認購以新股交付者，公告
增資發行新股情形。
2.第一上市(櫃)公司前各次發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認購以新股或股款繳納憑證交付者，公告增
資發行新股情形。
註：應於交付股票當季結束後15日內公告。

1

第一上市(櫃)、第二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有發行海外股票、存託憑證、公司債者，應於每
月20日及終了5日內申報截至當月15日止之流通及兌回情形流通餘額報表等，並應向中央銀行
申報其流通餘額。

1

第一上市(櫃)公司與關係人間重要交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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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第一上市(櫃)公司董事、監察人及持股百分之十以上大股東為法人者，其董事、監察人及持股
百分之十以上大股東之異動資訊。

日

五

三

申

日

1.上市有價證券發行人應辦業務事項一覽表105.04.12
2.上櫃公司應辦事項一覽表 105.05.04
3.興櫃公司應辦事項一覽表 104.11.18
4.公開發行公司應公告或向本會申報事項一覽表 102.08.20

證管工作行事曆

註：請參考下列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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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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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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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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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月稅務工作行事曆
◢

應辦事項

1.

6月份娛樂稅總繳10日截止。

2.

6月份各類所得扣繳稅款之報繳10日截止。

3.

5及6月份印花稅總繳15日截止。

4.

5及6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15日截止。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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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1.
2.
3.
4.

6月份娛樂稅總繳本日開始。
6月份各類所得扣繳稅款之報繳本日開始。
5及6月份印花稅總繳本日開始。
5及6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本日開始。

10

日

1. 6月份娛樂稅總繳本日截止。（遇假日順延至7月11日）
2. 6月份各類所得扣繳稅款之報繳本日截止。（遇假日順延至7月11日）

15

五

1. 5及6月份印花稅總繳本日截止。
2. 5及6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本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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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日期

時間

CF01-1

7/11(一)

09:00-16:00

課 程 名 稱

講師

時數/
VIP 扣點

費用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07 以上版本)
第一期 合併財務報表編製實務班—

陳 政 琦

6/8

4,800

徐 有 德

3/5

3,000

江 美 艷

3 / 5.5

HOT~營業稅外銷零稅率及固定資產申報實務解析

詹 老 師

4 / 6.5

4,000

客戶徵信技巧與呆帳預防實務解析

李 進 成

6/8

4,800

柳 廣 明

6/8

4,800

葉 崇 琦

3/5

3,000

陳 政 琦

6/8

4,800

黃 美 玲

6/8

4,800

NEW~企業併購動機探討、績效評估與案例解析

李 宏 達

3/5

3,000

優化合併報表編製工具評估
MAY06

7/11(一)

13:30-16:30

NEW~營利事業涉外法令及租稅協定解析
第一期 EAS 企業會計準則實務精修班－
EAS 3 現金流量表

EA01-2

7/12(二)

13:30-16:30

EAS 5 存貨
EAS 11 借款成本

3,000
【無折扣】

EAS 17 生物資產
JUL01

7/12(二)

13:30-17:30

MAY12

7/13(三)

09:00-16:00

JUL02

7/13(三)

09:00-16:00

MAY17

7/13(三)

13:30-16:30

CF01-4

7/14(四)

09:00-16:00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10 以上版本)
Excel 在薪資管理與二代健保計算的實務運用
HOT~「勞基法修正案」及「長期照顧保險法」對企業
的影響及因應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07 以上版本)
第一期 合併財務報表編製實務班—
萃取關係人交易速化合併報表
第六期 企業主辦會計實務研習班—

CH06-1

7/14(四)

09:30-16:30

JUL03

7/14(四)

13:30-16:30

JUL04

7/15(五)

09:00-16:00

企業財會人員必備的法律觀念與自保之道

劉 孟 錦

6/8

4,800

JUL12

7/15(五)

09:00-16:00

NEW~在大陸從事跨境電商的金流、物流及稅務問題

陳 彥 文

6/8

4,800

如何建全會計制度及應用會計管理技術

JUL13

7/15(五)

09:00-16:00

NEW~績效獎金與分紅設計實務

吳 桂 龍

6/8

4,800

MAY03

7/18(一)

13:30-16:30

HOT~營業稅與營所稅之連結課稅實務

王 瑞 鴻

3/5

3,000

MAY08

7/18(一)

09:00-16:00

NEW~企業如何進行財務規劃與風險管控

蔡 俊 明

6/8

4,800

JUL05

7/19(二)

09: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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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06

7/19(二)

13:30-17:30

HOT~營業稅重要解釋函令實務解析

詹 老 師

4 / 6.5

4,000

HOT~股票相關留才工具之應用與評價

JUL14

7/19(二)

13:30-16:30

葉 崇 琦

3/5

3,000

MAY05

7/20(三)

13:30-17:30 HOT~企業會計準則公報與 ROC GAAP 之重大差異解析

李 麗 凰

4 / 6.5

4,000

JUL07

7/20(三)

09:00-16:00

NEW~非財會人員財務報表閱讀與分析

侯 秉 忠

6/8

4,800

JUL08

7/20(三)

09:30-16:30

NEW~企業經營目標設定與預算管理實務

黃 美 玲

6/8

4,800

7/21(四)

09:00-16:00

票據交易陷阱預防暨債權確保實務

劉 孟 錦

6/8

4,800

7/22(五)

13:30-16:30

HOT~公司經營權之競爭行為規範與實務案例解說

施 汎 泉

3/5

3,000

MAY19

7/22(五)

09:30-16:30

NEW~工作時間、加班、責任制法規爭議與案例解析

周 建 序

6/8

4,800

JUL10

7/22(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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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12

7/22(五)

09:00-16:00

各類稅務調節表編製重點實務解析

柯 佳 慧

6/8

4,800

JUL11

7/2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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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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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日期

時間

課 程 名 稱

講師

時數/
VIP 扣點

費用

JUN03

6/13(一)

09:00-16:00

NEW~企業關鍵績效指標在管理會計的整合運用實務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07 以上版本)

彭 浩 忠

6/8

4,800

JUN04
CF01-2

6/13(一)
7/25(一)

13:30-17:30
09:00-16:00

HOT~財會人員常犯營業稅錯誤類型實務解析
第一期 合併財務報表編製實務班—

詹
陳 老
政 師
琦

46//6.5
8

4,000
4,800

APR12

6/13(一)

13:30-16:30

HOT~知己知彼－跨境電子商務稅務新挑戰
NEW~合併報表編製流程規劃與研討

林 信 佑

3/5

3,000

JUN05

6/14(二)

09:00-16:00

第一期 EAS 企業會計準則實務精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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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01

6/14(二)

09:00-16:00

EAS 8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NEW~「IFRS
9 金融工具」最新解析

吳 美 慧

6 / 10

EA01-3
JUN13

7/26(二)
6/1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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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 16 投資性不動產
HOT~違反境外公司與
OBU 操作規定之風險與防制

江 淵
美 智
艷
張

36//5.5
8

FA01-1

6/15(三)

09:00-16:00

EAS 18 無形資產
第一期 企業財會從業人員實務技能加強班－
EAS 19 資產減損
帳務處理、財務報表、內控規範與責任會計

6,000
3,000
4,800
【無折扣】

彭 浩 忠

6/8

4,800

CH06-2
PM01-3

7/26(二)
6/15(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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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期 企業採購管理實務研習班－
企業主辦會計實務研習班—
第一期
成本會計及資訊化運用實務
有效掌控交期與存貨管理

黃 淑
美 惠
玲
吳

6/8

4,800

JUN06

6/16(四)

09:00-16:00

李 進 成

6/8

JUN07
EA01-4

6/16(四)
8/9(二)

13:30-16:30
13:30-17:30

王 昭 悌
江 美 艷

3/5
4/7

4,800
4,000
3,000

陳 政 琦
李 進 成

12 / 16
6/8

9,600
4,800

詹 俊
老 明
師
蔡
彭 美
浩 玲
忠
黃
蔡
俊
明
林
雋

46//6.5
8
6/8

4,000
4,800
4,800

鍾 汎
老 泉
師
施

6/8
6/5
8
3

4,800
4,800
3,000

林
黃
黃
彭

佑
玲
玲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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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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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 俊 明

6/8

4,800

5
33//5.5

3,000
3,000
【無折扣】

CF01-3
JUN06

AUG03
JUN08
JUN03
JUN09
JUN08
APR09
AUG04
JUN01

6/16(四)&
6/17(五)
8/9(二)

8/9(二)
6/17(五)
8/10(三)
6/17(五)
8/10(三)
6/20(一)
8/10(三)
6/2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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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17:30
09:00-16:00
09:00-16:00
09:30-16:30

第一期 EAS 企業會計準則實務精修班－
財務報表的動態價值與如何運用十大方案
EAS 6 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
HOT~如何降低支付國外支出之扣繳稅款
EAS 7 企業合併及具控制之投資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07 以上版本)
EAS 15 金融工具
第一期 合併財務報表編製實務班—
財務報表的動態價值與如何運用十大方案
合併報表自動化工作底稿設計
稅捐稽徵法實務應用解析
IFRS 四大財務報表解讀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NEW~企業關鍵績效指標在管理會計的整合運用實務
活用財報分析暨洞悉財報窗飾與舞弊
IFRS
四大財務報表解讀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NEW~企業併購法規暨跨國併購實務運作

09:00-16:00
09:00-16:00
NEW~如何善用租稅救濟達到節稅目的
13:30-16:30 HOT~我國內線交易最新實務發展與企業防制因應之道
第六期 企業主辦會計實務研習班—
13:30-16:30
NEW~大陸稅務總體檢－重大新規與涉稅排查
09:30-16:30
財務報表解讀與分析實務
09:30-16:30
NEW~活用損益兩平分析提升經營績效

信
美
美
浩

【無折扣】

APR13
CH06-3
JUN10
AUG05

6/20(一)
8/11(四)
6/21(二)
8/11(四)

AUG06

8/12(五)

09:00-16:00

AUG15
EA01-1

8/12(五)
6/21(二)

HOT~看巴拿馬文件(The
Panama
Papers)事件對OBU未
EAS high
level 介紹
13:30-16:30
張 美
淵 艷
智
江
來發展之影響
EAS 1 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

AUG07

8/15(一)

09:00-16:00

營運資金管理與融資決策實務
EAS 2 財務報表之表達

侯 秉 忠

6/8

4,800

AUG01

8/16(二)

13:30-16:30

加開場~「IFRS
16 租賃」新準則解析
EAS 4 會計政策、估計與錯誤

江 美 艷

3/5

3,000

AUG08
JUN14

8/16(二)
6/21(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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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T~所得稅扣繳實務
NEW~大陸業務主管應具備的法律實務技能

黃 彥
純 文
華
陳

3/8
5
6

3,000
4,800

巫 淑 惠
鑫
吳

3/8
5
6

3,000
4,800

鄭 老
佩 師
琪
詹

8
46//6.5

4,800
4,000

蔡 俊 明

6/8

4,800

陳 政 琦
劉 又 銓

12 / 16
3/5

9,600
3,000

施 佳
汎 慧
泉
柯

3/8
5
6

3,000
4,800

09:00-16:00

AUG09
PM01-4

8/16(二)
6/21(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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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05
JUN11

8/18(四)
6/22(三)

09:00-16:00
13:30-17:30

APR07

CF01-5
APR15

NEW~成本分析與存貨後續評價的實務運用
第一期 EAS 企業會計準則實務精修班－
IFRS
時代母子公司合併報表編製暨相關會計處理
系列課程簡介/商會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簡介

員工獎酬工具財稅法令新變革與產業創新條例修正條
第一期 企業採購管理實務研習班－
文之運用
採購與供應風險策略分析實務
帳列財務所得與課稅所得差異之分析及其會計處理
NEW~電子發票實務應用解析

2007 以上版本)
6/22(三) 09:00-16:00
IFRS**上課須帶電腦(Excel
時代如何編製現金流量表暨診斷經營績效
8/18(四)&
09:00-16:00 NEW~企業員工調動及移轉之合法性暨併購後員工整合
第一期 合併財務報表編製實務班—
8/19(五)
6/22(三) 13:30-16:30
合併報表關係人交易沖銷情境解析
注意事項

講座

JUN01
JUN12

8/19(五)
6/22(三)

13:30-16:30
09:00-16:00 HOT~我國內線交易最新實務發展與企業防制因應之道
各類稅務調節表編製重點實務解析

AUG16
APR08

8/19(五)
6/23(四)

09:00-16:00

HOT~境外公司與 OBU 操作及查核風險解析
NEW~非財會人員如何進行利潤分析與成本管理

張 進
淵 成
智
李

6/8

4,800

JUN09
JUN15
AUG10

8/22(一)
6/23(四)
8/2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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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用財報分析暨洞悉財報窗飾與舞弊
HOT~兩岸租稅協議對台商重大影響與因應策略
NEW~企業整體租稅規劃與節稅技巧實務解析

黃 淑
美 怡
玲
林

6/8
3/5
6/8

4,800
3,000
4,800

鍾 欣
老 旋
師
陳

出版 勤業眾信通訊
•

第一期 EAS 企業會計準則實務精修班－

第 1 頁，共 5 頁

EAS 9 負債準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EA01-5

8/23(二)

13:30-16:30

EAS 13 報導期間後事項
EAS 14 關係人揭露

江 美 艷

3 / 5.5

3,000
【無折扣】

EAS 22 外幣換算
第 2 頁，共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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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2016年7-8月份專題講座
最新課程資訊&網路報名，請上 http://www.dttu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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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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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數/

代號

日期

時間

課 程 名 稱

講師

JUN03
AUG02

6/13(一)
8/23(二)

09:00-16:00

NEW~企業關鍵績效指標在管理會計的整合運用實務
NEW~利潤中心制度規劃與績效評估

彭
王 浩
忠 忠
宗

6/8

4,800

JUN04
AUG11

6/13(一)
8/23(二)

13:30-17:30
09:00-16:00

HOT~財會人員常犯營業稅錯誤類型實務解析
NEW~財務績效評估及運用技巧

詹
李 老
進 師
成

46//6.5
8

4,000
4,800

APR12
AUG12

6/13(一)
8/23(二)

13:30-16:30
13:30-17:30

HOT~知己知彼－跨境電子商務稅務新挑戰
兼營營業人稅額調整規定及申報實務解析

林
詹 信
老 佑
師

5
43//6.5

3,000
4,000

JUN05
AUG13
APR01

6/14(二)
8/24(三)
6/14(二)

09:00-16:00
0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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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07 以上版本)

使用 Excel
處理財會帳務及財報編製比較實務運用
NEW~「IFRS
9 金融工具」最新解析

鄭 佩 琪
彭 浩 忠
吳 美 慧

6/8
7 / 10
6 / 10

4,800
5,500
6,000

AUG17
JUN13

8/24(三)
6/14(二)

09:00-16:00

NEW~大陸台商勞動人事管理問題的
128 個控制點
HOT~違反境外公司與
OBU 操作規定之風險與防制

陳 淵
彥 智
文
張

6/8

4,800

彭
黃 浩
美 忠
玲

6/8

4,800

吳 桂 龍
吳 淑 惠

6/8
6/8

4,800
4,800

第六期
企業主辦會計實務研習班—
第一期
企業財會從業人員實務技能加強班－

VIP 扣點

費用

FA01-1
CH06-4

6/15(三)
8/25(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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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19
PM01-3

8/25(四)
6/15(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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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期 企業採購管理實務研習班－
NEW~活化數據，槓桿經營~KPI
優化管理

8/25(四)&
6/16(四) 09:00-16:00
8/26(五)
6/16(四) 13:30-16:30

財務報表的動態價值與如何運用十大方案
第一期 合併財務報表編製實務班—

李
陳 進
政 成
琦

6 / 816
12

4,800
9,600

合併報表自動化工作底稿設計
HOT~如何降低支付國外支出之扣繳稅款

王 昭 悌

3/5

3,000

JUN06
CF01-3
JUN07

AUG14
CF01-3
AUG18

8/26(五) 13:30-16:30
6/16(四)&
09:00-16:00
8/26(五) 13:30-17:30
6/17(五)

管理會計與決策分析實務
帳務處理、財務報表、內控規範與責任會計
有效掌控交期與存貨管理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07 以上版本)

NEW~會計主管法律責任規範與財報不實查核實務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07 以上版本)

施 汎 泉

3/5

3,000

第一期
合併財務報表編製實務班—
NEW~工作流程改善與創新

陳
劉 政
基 琦
欽

12
16
4 //6.5

9,600
4,000

合併報表自動化工作底稿設計

JUN08

6/17(五)

09:00-16:00

IFRS 四大財務報表解讀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蔡 俊 明

6/8

4,800

JUN09

6/17(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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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企業併購法規暨跨國併購實務運作

林

雋

6/8

4,800

施 汎 泉

3/5

3,000

APR09

6/20(一)

09:00-16:00

JUN01

6/20(一)

13:30-16:30 HOT~我國內線交易最新實務發展與企業防制因應之道

APR13

6/20(一)

13:30-16:30

NEW~大陸稅務總體檢－重大新規與涉稅排查

林 信 佑

3/5

3,000

JUN10

6/21(二)

09:30-16:30

NEW~活用損益兩平分析提升經營績效

黃 美 玲

6/8

4,800

江 美 艷

3 / 5.5

陳 彥 文

6/8

4,800

吳 淑 惠

6/8

4,800

第一期 EAS 企業會計準則實務精修班－
系列課程簡介/商會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簡介
EA01-1

6/21(二)

13:30-16:30

EAS high level 介紹
EAS 1 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

3,000
【無折扣】

EAS 2 財務報表之表達
EAS 4 會計政策、估計與錯誤
JUN14

6/21(二)

09:00-16:00

NEW~大陸業務主管應具備的法律實務技能
第一期 企業採購管理實務研習班－

PM01-4

6/21(二)

09:00-16:00

JUN11

6/22(三)

13:30-17:30

NEW~電子發票實務應用解析

詹 老 師

4 / 6.5

4,000

APR07

6/22(三)

09:00-16:00

IFRS 時代如何編製現金流量表暨診斷經營績效

蔡 俊 明

6/8

4,800

APR15

6/22(三)

13:30-16:30

劉 又 銓

3/5

3,000

採購與供應風險策略分析實務

NEW~企業員工調動及移轉之合法性暨併購後員工整合
注意事項

6/22(三)

09:00-16:00

各類稅務調節表編製重點實務解析

柯 佳 慧

6/8

4,800

APR08

6/23(四)

09:00-16:00

NEW~非財會人員如何進行利潤分析與成本管理

李 進 成

6/8

4,800

3/5

3,000

JUN15

6/23(四)

13:30-16:30

HOT~兩岸租稅協議對台商重大影響與因應策略

林 淑 怡
陳 欣 旋

出版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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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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門&職稱

公司抬頭
發票抬頭
聯 絡 人
公司地址

注意事項

發票格式

□□□

參加類別

講座
出版 勤業眾信通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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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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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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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總點數

1.為維護課程品質，本公司保有基本開課人數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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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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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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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付款方式

名

類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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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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書目簡介
本書以 IFRS 規定出發，並融合國內企業
書

名：圖文並茂 輕鬆『悅』財
報-2013 年正體中文版
出版日：2015 年 7 月

「公司治理評鑑架構下－我國董監事

主管機關本土化的規定，以最淺白的用語，

制度與公司治理運作實務」(上、中、下三

從財務報表的面子( 四大財務報表的內容)

冊)」套書，深入剖析公司治理評鑑指標中

出發，介紹財務報表的裏子( 每一項會計科

關於：一、維護股東權益；二、平等對待

目之介紹及運用) 及底子( 如何解讀重要會

股東；三、強化董事會結構與運作；四、

計附註內容)，輔以實際案例、上市上櫃公司

提升資訊透明度；五、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最及時財務報告，和生動的漫畫，使讀者能

等「A 題型」、「B 題型」及「C 題型」規

以看故事的心情來學 IFRS、了解企業財務報

定。內容紮實完整、豐富實用！
書名：公司治理評鑑架構下－

表編製之原理，活學活用，體會「悅」讀財

我國董監事制度與公司治理運

務報告之樂趣，是無論企業經理人、股市投

作實務 (上、中、下三冊)

資人、在校學生或會計專業人士，均能迅速

出版日：2015 年 3 月

入門，並且值得收藏的好書。

精美禮品介紹
品名：湛藍樂活包

品名：點滴觸控筆

定價：390 元/個

定價：39 元/個

特價：650 元/兩個

特價：100 元/三個

買書加購價：350 元/個

買書加購價：30 元/個

商品特色：手提輕巧包,內附衛生用品

商品特色：兩用耳機防塵塞&觸控筆

商品規格：Polyester 布包

商品規格：筆長 4.7cm/直徑 0.8cm

本體約 26cmX20cmX4.5cm

吊線 3.7cm/防塵塞 1.7cm

品名：D.D.保溫杯
定價：290 元/個
買書加購價：250 元/個
商品特色：日規保溫不鏽鋼杯
商品規格：容量 260ml
保溫或持冷效果達達 8 小時以上

訂
公司抬頭：
收 件 人：
寄書地址：
電話：(

購

單
統一編號：
發票格式：三聯

)

分機:

傳真：(

二聯(個人)

)

e-mail：
書

名

定價

1400

80

30
250
300

40
40
40

總 計：

數量

小計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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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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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並茂 輕鬆「悅」財報 - 2013 年正體中文版
550
公司治理評鑑架構下－我國董監事制度與公司治
2000
理運作實務 (上、中、下三冊)
精 美 禮 品
點滴觸控筆(智慧手機防塵塞與觸控筆兩用)
39
DD 保溫杯(日規保溫或保冰至少 6 小時)
290
湛藍樂活包(分男/女附衛生用品)
390

7折
優惠價
385

備註欄：
※取書方式：郵資由訂購人負擔
※消費滿 2500 元，即可免郵資！
1.□自取《來電預約自取日期、時間》
2.□限掛《中午前完成匯款，隔日書籍即可送達
(例假日、外縣市及偏遠地區除外)》
※訂購書籍者，請於匯款後將收據連同訂購單
回傳至本公司
銀行戶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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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2)2545-9988 分機 3980 杜小姐
傳真：(02)2546-8665
地址：105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56 號 1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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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VIP特惠專案

簽證客戶

非客戶

等級

點數

單價

總費用

A

50

520

26,000

B

100

480

48,000

A

50

560

28,000

B

100

520

52,000

購買 VIP 專案特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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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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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於專案點數內依個別需求報名本公司所舉辦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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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超過使用期限者，將換算剩餘點數之現
金價值後使用，恕不再享有 VIP 優惠。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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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您大幅降低教育訓練費用，提高教育訓練成效，並建立完善之教育訓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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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VIP特惠專案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發票地址

□□□

統一編號

行 業 別

聯 絡 人

部門/職稱

聯絡電話

公司傳真

E-Mail
客

戶

購買點數

□ 簽證客戶

□ 非客戶

□ A 級(50 點)

□ B 級(10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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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超過使用期限者，將換算剩餘點數之現金價值後使用，恕不再享有 VIP 優惠。

□ 劃線即期支票
付款方式

□ 續購客戶

□ 銀行櫃檯匯款

銀行戶名/支票抬頭：勤業眾信財稅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玉山商業銀行/分行：營業部 帳號：0015-435-108125
支票掛號郵寄：(105)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56 號 13 樓 會計部 收

申請專線
傳真專線

(02)2545-9988 分機 3980 杜小姐 ；E-Mail：bettyktu@deloitte.com.tw
1187 蔡小姐 ；E-Mail：fltsai@deloitte.com.tw
(02)2546-8665
出版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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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財稅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講座出版 http://www.dttus.com.tw

講座

＊親愛的客戶：傳真後三日內未接獲本公司同仁電話確認，請立即來電聯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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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量
搶購

洽詢電話(02)2545-9988 *7598 蔡經理 *3824 郭小姐

企業包班 訓練

超值專案

為回饋廣大企業客戶對勤業眾信長期以來的支持與愛護，本公司首度推出限量

300 小時破天荒超值回饋優惠，數量有限，售完為止；凡購買者將再特別加碼贈送
公開課程，機會難得，敬請把握！
購買 20 小時，加贈 9 小時公開課程

(價值 7,200 元)

購買 50 小時，加贈 24 小時公開課程 (價值 19,200 元)

方案

時數

A

20

B

50

總費用(元)

單價(元)
原價 12,000

10,000
原價 12,000

9,000

原價 240,000

200,000

(現省 4 萬)

原價 600,000

450,000

(現省 15 萬)

專案說明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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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專案限不指定講師，若需指定講師，將視情況酌收衍生性費用。
費用包含講師費、課程規劃及行政費等，惟不含場地費、餐飲費、講義費、交通費及 5%營業稅。
優惠使用期限為 1 年，如超過期限者，將換算剩餘點數之現金價值後使用，恕不再享有超值優惠。

5. 如遇時數用完需補差額者，每小時以原價 12,000 元計。
6. 本訓練點數使用單位敬請提供聯絡人電話、電子郵件資料以供本公司聯繫及核銷點數使用。

購買時數

□ 20 小時 □ 50 小時 (請填寫下欄報名資料)

發票抬頭
通訊地址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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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

年

月

統一編號
□□□

聯 絡 人

部門/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付款方式

□ 劃線即期支票
□ 銀行櫃檯匯款
銀行戶名/支票抬頭：勤業眾信財稅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玉山商業銀行/分行：營業部 帳號：0015-435-108125
支票掛號郵寄：(105)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56 號 13 樓 會計部 收

申請專線

(02)2545-9988 分機 3824 郭小姐 ；E-Mail：shekuo@deloitte.com.tw

傳真專線

(02)2546-8665

填妥資料後以 mail 或傳真回傳，本公司將會主動與您聯繫，謝謝！
勤業眾信財稅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講座出版 http://www.dttus.com.tw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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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詢電話(02)2545-9988 *7598 蔡經理 *3824 郭小姐

延聘產、官、學界等知名人士擔任講師，包括會計師、
財稅務專家、主管機關官員、金融產業專家、律師、
法官、稽核風控顧問、兩岸經貿專家、經營輔導顧問、
知名學者、人資專家……等，超過 250 位 跨領域

實務頂尖師資陣容。

一、IFRSs 培訓
二、營運管理
三、公司治理
四、內控內稽
五、兩岸經貿
六、人力資源

七、財會處理
八、稅務法令
九、商業法律
十、金融實務
十一、國際貿易
十二、總務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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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旭隼科技(股)公司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公司



臺灣證劵交易所



台灣大哥大(股)公司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公司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新光商業銀行(股)公司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聯穎科技(股)公司



永豐金控(股)公司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裕隆經管企業(股)公司



三福化工(股)公司



北區國稅局



中華汽車(股)公司



台灣中油(股)公司



台灣高速鐵路(股)公司



台灣三井物產(股)公司



遠東新世紀(股)公司



中鼎集團



傑太日煙國際(股)公司



元大證券(股)公司



美時化學製藥(股)公司



特力(股)公司



達欣工程(股)公司



杏一醫療用品(股)公司



世紀鋼鐵結構(股)公司



大甲永和機械(股)公司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台象(股)公司



勝悅新材料有限公司



智邦科技(股)公司



健鼎科技(股)公司



綠悅控股有限公司



中菲行國際物流(股)公司



日勝生活科技(股)公司



暐世生物科技(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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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us

連絡
我們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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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

Fax ：+886 (2) 4051-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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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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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

70051 台南市永福路一段189號13樓
Tel ：+886 (6) 213-9988
Fax：+886 (6) 405-5699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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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ese Service Group
大陸台商(專業)服務團隊

200002 上海市延安东路222号外滩中心30樓
Tel ：86 21 6141 8888
Fax：86 21 6335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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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德勤大中華

作為其中一所具領導地位的專業服務事務所，德勤大中華區設有22個辦事處分佈於北京、香港、上海、臺北、成都、重慶、大連、廣州、杭
州、哈爾濱、新竹、濟南、高雄、澳門、南京、深圳、蘇州、台中、台南、天津、武漢和廈門。德勤大中華擁有近13,500名員工，按照當地適
用法規以合作方式服務客戶。
關於勤業眾信

勤業眾信係指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Deloitte & Touche)及其關係機構，為德勤有限公司(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之會員。集團
成員包括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勤業眾信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勤業眾信財稅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股份有限公
司、德勤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德勤不動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勤業眾信以卓越的客戶服務、優秀的人才、完善的訓練及嚴謹的查核於業界有著良好聲譽。透過德勤有限公司之資源，提供客戶全球化的服
務，包括赴海外上市或籌集資金、海外企業回台掛牌、中國大陸及東協投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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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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