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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 TP 2.0：解析 BEPS 無形資產
與成本貢獻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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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各國針對移轉訂價之查核，大多以有形資產

1. 辨識交易中使用或移轉之無形資產，以及其與無

成 本 貢 獻 協 議 (Cost Contribution Arrangement,

Enhancement 價值提升、Maintenance 維護、

交易為主，然而面對跨國企業透過集團個體間簽署
CCA) 以提升企業營運效率並整合無形資產發展等

日趨複雜之交易型態，及以往單邊方向 (One-side

method) 的移轉訂價分析方式，恐將難以確保關聯
交易之常規交易結果；此外，針對未反映在財務報
表上但對整體供應鏈具有貢獻價值的無形資產，更

Protection 保護及 Exploitation 利用 ) 相關之經

濟風險。

2. 確認交易中所有的契約安排，以及無形資產的法
定所有者。

逐漸成為各國稅局檢視的重點。未來企業將正式進

3. 由功能分析來判斷各參與者針對無形資產所執行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 以下簡稱 OECD) 於稅基侵蝕

4. 基於上述第 1 至第 3 步驟，確定交易各方之實際

為成本貢獻協議及無形資產交易提供指引，以避免

5. 辨識所有與 DEMPE 功能有關之「受控交易」及

無形資產

6. 基於針對各參與者之功能風險分析，確定受控交

無形資產於移轉訂價角度須符合三要件：(1) 非實體

因此，若該無形資產擁有者並未執行 DEMPE 活動

入 TP 2.0 之時代。

與利潤移轉 ( 以下簡稱 BEPS) 的行動計畫 8-10 中，

跨國企業透過刻意安排造成稅基侵蝕和利潤移轉。

有別於財務會計及稅務法規對於無形資產的定義，

之 DEMPE 活動、使用之資產及承擔之風險。
行為是否符合契約。
參與者之貢獻程度。
易之常規交易價格。

或非金融資產；(2) 可被擁有或控制並用於營業活

及承擔風險，則不應享有無形資產帶來之利潤，亦

等。大家應該不陌生於實務案例中倘若跨國集團內

功能和承擔風險為依歸，契約規範和法律所有權並

動；(3) 於常規交易中，此類資產之轉讓有相對支付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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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資產 DEMPE 活動 ( 包含 Development 發展、

有限責任經銷商所負擔之行銷費用遠比獨立經銷商

高，可能有在「行銷性無形資產」之議題，另無形

即未來移轉訂價分析應以經濟實質和各參與者執行
非決定該所有權人應享有無形資產報酬之依據。

資產之使用存在效用遞減而可能有在「權利金合理

成本貢獻協議 (CCA)

針對無形資產實質貢獻之辨識，BEPS 行動計畫 8

取得資產、勞務或權利之成本及風險，並據以決定

性」之議題。

提出六項步驟以分析無形資產交易是否符合常規：

成本貢獻協議係指參與者間同意分攤開發、生產或
該等活動成果中各參與者可得利益之性質及範圍。

各種無形及有形資產 ( 開發型 CCA)，以及 (2) 共同

5. 檢 視 CCA 之 分 攤 結 果 是 否 與 實 際 交 易
一致

BEPS 行動計畫 8-10 提出 CCA 各參與者所投入之

某一參與者對於 CCA 投入重大貢獻但僅取得少部分

而常見之 CCA 態樣包括 (1) 共同開發、生產或取得

取得服務 ( 服務型 CCA)。

貢獻價值應與其預期可獲得之利益一致，且各參與

者必須「有能力」執行功能並對其風險進行控管。
亦即僅提供資金之企業 ( 如 Cash Box Entity)，將

不能被視為 CCA 之參與者；換言之，若企業僅承

擔與提供資金相關控制與管理功能，則僅就其提供
資金所承擔之功能風險取得相對應之有限報酬。此
外，針對 CCA 移轉訂價的評估，應以參與者創造的

「價值」而非單純以投入之「成本」衡量之概念，
亦與無形資產移轉訂價分析需辨識交易各方是否實

際執行功能、使用資產、承擔風險及控管前述活動
之見解一致。

集團關係企業間在 CCA 所建立之條件是否符合常規
交易原則，可依以下步驟評估：

1. 確認參與者

依 據 交 易 經 濟 實 質， 參 與 者 必 須 是 可 預 期 享 受
CCA 開發成果之受益者，且必須與其功能風險分
析結果一致。

CCA 的分攤結果應與實際交易和經濟實質一致，若

的利益時，此舉因實務上不存在於與獨立企業交易

間，稅捐機關可能會質疑其真實性，並進一步檢視
是否為避稅所安排。

若 CCA 未經適當評估，將造成一方之利潤被侵蝕或
移轉予他方，然 CCA 中貢獻價值之衡量以及常規交

易原則之應用，因尚未有相關法規可遵循，實務應
用上仍存在爭議，為此，納稅義務人若有 CCA 之需
求，應先按 OECD/BEPS 之規範備妥相關資料，以
茲證明其參與成本貢獻協議之各項主張基礎。

如何應用最適常規交易方法以檢視受控
交易利潤之合理性將是另一大挑戰
近年來跨國集團因功能和風險均高度分工及整合，
以往較為常用的單邊方法 ( 如可比較利潤法 ) 將難

以分析因交易各方共同承擔功能及風險，而共同分

享商業利潤或虧損之結果。因此，當企業的利潤源

自於所有參與者於價值鏈中「高度整合活動 (Highly
integrated operations)」時，具有雙邊交易特性的

2. 評估 CCA 之預期利益

「利潤分割法」可能較為合適評估無形資產之交易。

得或是節省的成本。此外，如何衡量各參與者應取

畫 8-10：修正利潤分割法指導原則討論稿」( 以下

預期利益可為參與者因參與 CCA 而產生額外的所
得的份額，應視 CCA 的特性以決定分攤因子 ( 可能

OECD 於 2016 年 7 月 4 日 發 佈 了「BEPS 行 動 計

簡稱”討論稿”) 中提及可透過「價值鏈分析 (Value

不只一種 ) 及分攤方法，且應視獨立企業是否會有

Chain Analysis)」為輔助工具，協助企業辨識價值

3. 評估參與者貢獻的價值

關的經濟貢獻，以綜合判斷利潤分割法是否為最適

因環境改變進而調整比例之條款。

參與者對於 CCA 的貢獻方式可能存在不同型態，
而該價值應於參與者投入貢獻當下便進行評估。除
了衡量已投入之貢獻，針對尚未產生的貢獻，BEPS
行動計畫 8 建議應計算其「機會成本」( 如因投入
此 CCA 所放棄的其他研發活動成本之現值 )。

4. 檢視各參與者之分攤比例

檢視各參與者之所投入之貢獻價值占貢獻總額之比
亦即與獨立企業在可比較之情況下願意投入相同貢
(balancing payment) 針對參與者貢獻價值進行調
整，使其所投入之貢獻程度與預期利益一致。

價值鏈分析應考量下列因素：

1. 經濟上重大的功能、資產及風險；

2. 分別由哪些參與者執行功能、貢獻資產和承擔
風險。

3. 上述功能、資產和風險間是否相互關聯及關聯
程度。

4. 評估經濟情況是否能創造獲得高於市場可賺取利

潤的機會 ( 如具獨特價值的無形資產或先驅者優

勢 )。

5. 被創造的價值是否具可持續性 ( 如市場優勢是否
始於競爭者面臨進入障礙 )。

勤業眾信通訊

獻之價值以獲得該利益。必要時則可透過平衡給付

常規交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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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動因子、確定交易活動整合程度及交易參與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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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討論稿亦提及利潤分割法較為常見之分析方
法包括：(1) 透過例行性貢獻分配例行性利潤及按對

無形資產之貢獻分配剩餘利潤兩階段方式之「剩餘
利 潤 分 析 法 (Residual Analysis)」， 以 及 (2) 依 據

關係企業在受控交易下所執行功能之相對價值，並
考量其使用的資產和承擔的風險，衡量應分配利潤
之「貢獻度分析法 (Contribution Analysis)」，我
國移轉訂價查核準則所規範之利潤分割法屬剩餘利
潤分析法。

針對應分配之合併營業利潤，討論稿特別提出不論
「預期利潤」或「實際利潤」，參與者皆須依據已

知資訊或合理的可預見性，於交易時確認分配方式
及需分配的利潤，而不應依事後發生的事實有所調
整，唯有如此才能說明其符合獨立企業在從事相同
或類似營業活動前，便會事先評估預期投入和產生

效益之常規交易原則。此外，尚需注意當使用營業
毛利作為分配之利潤時，受控交易的功能風險分析
應能反映會影響參與者毛利水準的市場 ( 銷售數量

和價格 )、製造、取得商品或服務以及無形資產的
風險；若使用營業淨利作為分配之利潤時，則功能
風險分析不僅需反映前述影響毛利之風險，針對會
影響各參與者營業費用的風險亦應一併反映。換言

之，企業應說明各參與者在「整體的價值鏈」中具
高度整合之關係，並按利潤分割法及其精神將受控
交易利潤作一合理之分配。

後 BEPS 時代下，儘快啟動 TP 2.0 模式

除前述移轉訂價結果與創造之價值一致性 ( 行動計
畫 8-10)，目前已有企業因應 BEPS 行動計畫 13 已

展開移轉訂價三層文據：全球檔案 (Master File)、

國 別 報 告 (Country-by-Country Report, CbCR)、
當地報告 (Local File) 的作業。未來面對集團龐大的

移轉訂價稅務遵循工作，若有一套工具便能確保集
團移轉訂價之一致性及正確性，將可能有效控管集
團移轉訂價風險。

儘快啟動 TP 2.0 模式！先以價值鏈分析辨認產生企

業價值的來源、各參與者在價值鏈貢獻的程度，和
檢視目前的利潤配置是否與經濟實質相符，進而檢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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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國別報告之營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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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PS 深入解析》

BEPS 浪潮下，TP 怎麼做？ TP 好
用工具大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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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oitte TP 雲端整合工具以協助企業因
應集團移轉訂價報
在 BEPS 行動計畫 13 對跨國企業影響下，各國稅
務機關將要求企業提供國別報告與全球檔案，此舉
將會造成企業在移轉訂價報告中揭露比以往報告更

多的財務、稅務及營運等訊息，並使得集團資訊更
加透明化。企業必須耗費更多時間、金錢、人力以

及資源來蒐集移轉訂價報告所需的資訊，因此企業
移轉訂價稅務遵循成本將大幅提高。有鑒於此，勤

3. 集權式中央管理與未來的審查追蹤。
4. 模組化之移轉訂價報告處理模式。
5. 時間與資源節省。

此外，Deloitte TP Digital Dox 之好處如下：

1. 資料蒐集與報告編輯之便利性，並可使移轉訂價
報告之編製更加完備。

2. 結合線上作業便利性，以產生符合當地或 OECD/
BEPS 要求之移轉訂價報告格式。

業眾信介紹 Deloitte 發展出 TP 雲端整合工具以協

3. 加強專案管理之效率性及減少人為疏失所造成之

前述共二套新工具的相關功能與特色。

Deloitte TP Digital Dox 介紹短片：

助企業因應集團移轉訂價報告，以下詳細介紹關於

錯誤。

Deloitte TP Digital Dox
Deloitte TP Digital Dox 是 一 套 全 球 檔 案 (Master
File) 與當地報告 (Local File) 之數位化線上編製工

具。它能使企業專案團隊與勤業眾信緊密的合作並
以簡便與有效率的方式產生報告。透過人性化的線
正確性並自動產生移轉訂價相關報告，如全球檔案
及當地報告。

Deloitte TP Digital Dox 之主要特徵：
1. 線上人性化處理方式。
2. 自動化報告產生。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上問卷方式蒐集企業相關資料，進一步比對資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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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oitte CbC Digital Exchange ( 以下簡
稱“CDX”)

CDX 係 Deloitte 為符合編製國別報告之企業，開發

出得於線上系統彙整及管理相關資料，進一步編製
國別報告之數位化工具。CDX 可以幫助企業評估於

新的國別報告要求下所需之資料收集和整合進度，
且使用者能夠辨認資料收集過程中的任何挑戰。此
CDX 應用可協助企業於國別報告條件正式生效前評
估編制報告優先順序，並採取最佳的行動措施。
關於 CDX 之主要特徵：
1. 免付費。

2. 透過簡單的使用者介面，靈活的上傳程序，讓用

戶可以依照地理位置、企業部門或是其他關鍵
字，從中央資料庫搜尋到相關資訊。

3. 提供 OECD 要求格式之資料整合，並提供不同排
序之模擬功能。

4. 分類和過濾結果之功能。

5. 提供多樣內建之財務指標。

此外，如何進入 CDX 系統，用戶必須向勤業眾信
稅務部團隊相關負責人聯絡，並取得註冊連結和登
入憑證，取得授權後即可使用。
以下為 CDX 之介紹短片連結：

更多資訊請見勤業眾信 BEPS 專區：

http://deloi.tt/2fDEb63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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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宇

稅務部營運長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洪于婷

稅務部協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跨國稅務新動向》

巴西 / 印度 / 瑞典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陳光宇營運長、洪于婷副總經理

巴西

最終受益人揭露規定

巴西政府於 2016 年 5 月 9 日公佈新版最終受益人
揭露規定。此項新規定將改變巴西企業和外國法人
申請法人資格註冊登記 (national registry of legal
entities) 所需揭露之資訊，特別是關於最終受益人

(ultimate beneficiaries) 之揭露。為制定該項規定，
巴西政府先前已廣納各方意見，新法於 2016 年 5

月 9 日起適用，並取代 2015 年之規定。

所謂「法人資格註冊登記」是一個聯邦納稅義務人
稅籍登記的制度。若巴西企業和外國法人在巴西持
有資產或權利時，則須向巴西政府註冊稅籍登記。

新規定要求某些法人向巴西稅務機關完整揭露各階
層股東資料至最終受益人及各階層股東之負責人或

代表人。此項改革係與 OECD 和 G20 倡議打擊洗

錢和避稅之方向一致。

所謂「最終受益人」定義如下：

• 直接或間接控制、持有或對法人有重大影響力之

個人。在此係指該個人直接持有或透過關係人
( 新規定對關係人有特定定義 ) 間接持有企業超

個人需直接持有或透過關係人間接持有企業超過
20% 之資本。

• 該個人有權選任大多數之管理階層。
• 該個人對公司政策具有決策權。
• 該個人代表法人執行有關交易。

1. 巴 西 和 外 國 投 資 基 金， 和 他 們 的 配 額 持 有 者
(quota holder)。

2. 在巴西擁有房地產、車輛、船舶、飛機、銀行帳

戶、在資本市場或金融市場之投資及非資本市場
之權益投資之外國法人。

3. 與巴西銀行執行外匯交易之外國金融機構。

4. 只在巴西金融市場或資本市場進行投資且在巴西

證券交易委員會註冊之適格外資法人。此類外資
法人必須透過其法定代表人揭露最終受益人的資

訊，並且提供相關文件。即使該外資法人對被投
資之巴西法人並無重大影響力，仍需揭露其最終
受益人。

5. 合夥組織之隱名合夥人 (silent partnerships)。

新法亦要求已完成法人資格註冊登記之法人也須遵
循最終受益人揭露規定。

受規範之外國法人及和金融機構，若未能合規，則
政府將會暫停其法人資格註冊登記，該法人將無法
與巴西金融機構進行交易。然而，這項限制並不適

用發生在暫停登記前已實行之交易或投資返還之
情況。

受新法規範須進行登記註冊之法人將必須遵守自
2017 年 1 月 1 日開始之申報要求。已註冊之法人

除非註冊資訊在 2017 年 1 月 1 日以後改變，否則

需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遵守新申報要求。所有
資訊申報必須以電子形式遞交。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過 25% 之資本。若個人為特定適格投資者，則該

以下五點係為新增強制要求揭露之項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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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最高法院釐清技術服務報酬之定義

印度最高法院於 2016 年 3 月 31 日公布一項判決

(Commissioner of Income-tax v. Kotak Securities
Ltd)，內容說明若服務供應商提供非客製化服務，

且所有客戶均可由共同設施取得該項無差異服務

增值稅集團成員與海外公司間增值稅課徵指
導原則

瑞典稅務當局日前發佈增值稅規定之指導原則，
其內容主要闡釋關於歐盟法院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在 2014 年針對 Skandia 案

時，則該供應商所取得之服務報酬將不被認定為

之判決。Skandia 乙案係在探討非歐盟總部要求其

technical services)」，而無須於給付時進行扣繳

部所支應之成本時，該項轉嫁之成本是否應課徵增

印度國內稅法定義下之「技術服務報酬 (fees for
稅款。

徵納雙方針對技術服務報酬之課稅爭論在印度由來

已久。印度稅法定義技術服務報酬為提供技術、諮
詢或管理服務而取得之報酬，然而，相關法規並未
針對「技術」、「諮詢」及「管理」訂定具體定義

或範圍，因此造成徵納雙方紛爭迭起。雖然印度法

院及法庭已多次嘗試於判決書中來定義上述名詞，
唯至今仍未臻明確。

最高法院對於本案之判決有助於釐清技術服務的定

義。針對孟買證券交易所成員支付予孟買證券交易
所之交易費，原下級法院判定該服務係屬技術服務
報酬，但最高法院持不同立場。最高法院認為所謂
「技術服務」須具備下列要件：

• 該服務必須是客製化，以符合服務對象之特殊
需求。

• 該服務不應為所有客戶均可自共同設施所取得之
服務。

最高法院判定給付予證券交易所之交易費並未具備

上述要件，因該服務未客製化提供，且所有客戶皆
須使用相同的服務以從事證券交易活動，因此，該
項給付將不被認定為技術服務報酬，亦不應遵循印
度國內稅法對於技術服務報酬應課稅之規定。

建議

最高法院此項判決已將技術之特性納入考量，並
且針對何謂「技術服務」提供了必要之釐清。雖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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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本案主要係審理服務報酬是否應課稅，但由於印
度租稅協定亦並未定義技術服務一詞，故本判決
採用之論述原理亦得應用於租稅協定，用以評估
服務之定性。

那些藉由共同設施提供不具排他性服務之供應商

( 如：手機和網路服務提供商 ) 預期將受惠於本項
判決。

所屬歐盟增值稅集團成員之分支機構負擔原先由總

值稅。此指導原則說明瑞典稅務當局對於瑞典增值
稅集團之分支機構與海外公司間交易之增值稅課徵
立場。

歐盟法院於 2014 年 9 月 17 日判決當非歐盟總部

提供服務予位於歐盟之分支機構時，應視為提供服
務予該增值稅集團而需課徵增值 ( 請參照勤業眾信
通訊 2015 年 3 月號跨國稅務新動向 )。基於反向稽

徵 (Reverse Charge) 機制，該增值稅集團應就前述

服務負有增值稅之納稅義務。本案之判決可能針對
歐盟增值稅集團成員就其海外總部或海外分支機構

接受或提供對方服務產生影響，尤其針對提供免增
值稅服務之公司 ( 如：特定金融服務業 ) 影響甚大，

原因是其進項稅額可扣抵的能力有限，若無法全額
扣抵，則無法扣抵之增值稅將成為額外的成本。在
瑞典，僅有金融業能構成增值稅集團，因此上述影
響將僅限於此類公司。

該項指導原則重點如下：

• 僅有瑞典公司 (establishments) 能成為瑞典增值
稅集團之一員

• 屬於瑞典增值稅集團之瑞典總部或分公司，於瑞
典增值稅之目的中，無論其海外公司是否位於其
他歐盟成員國或非歐盟成員國，均被視為獨立於
原增值稅集團之課稅主體。

• 瑞典增值稅集團之瑞典公司與海外公司 ( 無論位
於其他歐盟成員國或非歐盟成員國 ) 之交易將會
被視為服務之提供，包括代為購入而向服務收受

方收取費用之服務 (bought-in service) 及內部提
供之服務。

• 只有在服務已真實提供 (genuine service)，且所
提供之服務與收取之對價具直接關聯時，該交易
才會被認定為應稅交易。

• 從增值稅的角度，成本分攤數及移轉訂價調整數
可被視為服務提供之對價。若進行移轉訂價調整

後，其利潤仍未落於常規交易範圍內時，則前述
移轉訂價金額必須重新進行評價。

值得注意的是，此指導原則並未提及其他歐盟國

增值稅集團之情況。因此，本指導原則亦可解讀
為瑞典稅務當局將會忽略海外增值稅集團之存在，
且僅在瑞典公司屬於瑞典增值稅集團時，方能適用
Skandia 一案。然而針對此點，該指導原則並無明

確說明，因此仍有待政府公布其他指導原則或經由
相關判例來進行釐清。

此外，該指導原則留下部分未解之習題，尚待政

府公布更多的指引方向，尤其是關於「真實服務」
提供之構成要件，及如何證明成本分攤／移轉訂價

調整數與真實服務之提供是否具有直接關聯性等
議題。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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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哲莉

稅務部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楊俐珊

稅務部協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跨國稅務新動向》

美國 - 個人納稅識別號碼
重新申請辦法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廖哲莉會計師、楊俐珊協理

概述

扶養親屬入境美國日期

使用個人納稅識別號碼報稅者，以及個人納稅識別

其入境美國日期者，於申請識別碼時，僅需提供護

美國國會於 2015 年底通過法案，針對過去三年未
碼於 2013 前核發者，該識別號碼將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陸續失效。美國內地稅務局亦已發布個人

照為佐證。否則，除護照外，還需提供 6 歲以下扶
養親屬之醫療記錄、18 歲以下扶養親屬之美國就學

納稅識別碼之更新規則，未來欲更新識別碼可採以

記錄、或超過 18 歲之受扶養親屬租賃或銀行存款

1. 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向內地稅務局提交 W-7

來自加拿大及墨西哥之受扶養親屬申請時無需提供

下二方案：

表格及相關應備文件。

2. 於 2017 年 4 月 17 日 2016 美國個人稅申報期限
前，將 W-7 表及相關應備文件附入 2016 美國個
人稅申報書。

選擇上述任一方案皆需提交最新版本之 W-7 表格。

內地稅務局表示新版表格將在九月發布，該新表格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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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如扶養親屬之護照列有

包含一勾選欄，以標示更新識別碼之目的。

識別碼中之第四個及第五個數字為 78 或 79 者將從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失效，然而，符合前述情況者，

仍可選擇於申報 2016 個人稅時同時更新其識別碼。
更多詳細介紹可參照內地稅務局之 IR-2016-100 及
IRS Notice 2016-48 之公告。

證明。

美國入境日期。

常見問題

Q：誰適合選擇方案一來進行識別碼之更新？

A：無需申報 2016 所得稅之個人，應於 2016 年
10 月 1 日後進行更新申請。

Q：更新時需提供哪些文件？
A：更新所需文件與首次申請時相同，應提供其個

人姓名、國籍及照片 ，護照為單獨提交之文件。內

地稅務局只接受正本文件或由核發機構認證之影本

文件。此外，納稅義務人可於內地稅務局所屬之納
稅人服務中心或區域性核可之代理機構親自辦理。

Q：除了第四及第五個碼為 78、79 者須重新申請外，
還有哪些情況應重新辦理？

A：識別號碼三年未使用者可重新申請，另外，如

家中成員已過期，其他成員可一併重新辦理。前述
所稱之家庭成員包括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及其他
受扶養親屬。

Q：在 2013 年前核發之個人納稅識別號碼何時會

失效？

A：識別號碼第四及第五個數字非 78 或 79 者，其

更新時程將稍後公布，預計在未來幾年內實施。

Q：如申報納稅時，識別號碼已到期，但未附上更
新之申請文件將會發生什麼狀況？

A：內地稅務局仍會接受其稅務申報，但將導致報

稅作業延遲及不允許特定之稅額扣抵，除非重新申
請識別號碼。內地稅務局會通知延遲的納稅義務人
提交 W-7 表格來重新辦理。

Q：內地稅務局會主動通知個人辦理重新申請嗎？
A：內地稅務局於年底前將依存檔的近期地址寄發

5821 信函通知所有個人，辦理重新申請時，應同
時附入此通知函。

Q：已取得社會安全號碼之個人該做些甚麼？
A：已取得社會安全號碼者，無須重新申請個人納

稅識別號碼。反之，個人應要求內地稅務局將過去
的申報記錄一併歸入現有的社會安全號碼下，相關
作業程序將由內地稅務局提供。

勤業眾信觀點

個人納稅識別號碼之更新申請規定已於 2015 年底

通過並即將實施，然而，由於 W-7 表格業已定稿，

更多的修正措施將於未來幾星期內發布。因此，個
人應靜待更新措施發布後再提出重新申請。再者，
納稅義務人將發現於 2017 年初進行 2016 年納稅

申報時併同提交更新申請表之作法，應該優於單獨
辦理之作業。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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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林志偉

國際/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經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

中國跨境之技術服務、授權、轉讓
課稅大不同，別交冤枉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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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偉經理

中國過去以來為了招商引資和發展國力，也為了扶

「勞務費」與「特許權使用費」的課稅計算方式

府均表示支持與鼓勵。在稅收政策方面，無論是高

收 入 總 額 乘 上 核 定 利 潤 率 (15%~50%) 後， 再 以

植國內各項領域發展，對於外國技術進口，中國政
新技術企業的低稅率優惠、技術轉讓所得額減免、
外國技術進口免徵營業稅且過渡至營改增之增值稅

等等，諸多重大稅收優惠政策也都和技術進口息息
相關。

而技術進口涉及的交易模式，也隨著企業間的合約
條件各異，舉凡常見技術服務、技術授權、委託開

發設計、技術所有權轉讓，甚至也常見混合上述各
項交易模式來達成技術移轉。其中涉及的稅務議題

25% 所得稅率扣繳課稅，也就是勞務費扣繳率為

3.75%~12.5% 之間；而特許權使用費則是按收入
總額直接乘上 10% 的扣繳率課稅。勞務費與特許

權使用費的課稅方式相較之下，勞務費的扣繳率較
有彈性，而特許權使用費則計算簡單又直接。

而為何企業對這兩種費用常混淆不清 ? 原因其一

在於中國稅局對於勞務費常以收入 40% 的利潤率

核定利潤，再乘上 25% 稅率後為 10%，剛好和特

層面廣泛，不同的交易模式與條件，適用不同的課

許權使用費的扣繳率相等。所以許多人除了 25%

交錯了稅或甚至白交了冤枉稅。

25% 一定不划算，殊不知核定利潤率後的勞務費再

稅方式，但企業時常因對稅務規定不甚熟稔，導致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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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截 然 不 同， 境 外 企 業 至 中 國 提 供 勞 務， 係 以

技術服務費與授權費的課稅方式大不
同，還須注意個人稅

服務費與授權費在中國稅法上各稱為「勞務費」與

「特許權使用費」，而是否課徵企所稅的判斷點，
勞務費係按勞務發生地判斷，該勞務在中國提供則
須課稅；而特許權使用費則是以支付或負擔人是否
在中國境內劃分，也就是從中國付出的特許權使用
費均須課稅。

稅率和 10% 扣繳率分不清，也常以為勞務費稅率

乘上 25% 稅率，可能比特許權使用費的 10% 扣繳
率還低。

另外要特別注意的是，在技術服務合約下，外國個
人至中國提供勞務如果超過 90 天 ( 簽訂稅收協定
國家者為 183 天 )，屬於在中國工作取得的報酬，

無論在中國境內或境外發放，均應在中國申報個人
所得稅。

境外勞務卻遭課稅 ? 原因在計價方式與
技術是否移轉

這問題可以說是集合技術轉讓稅收議題之大成。一

也時常和企業有所爭議，原因在於境外勞務不需在

使用費課稅。

中國稅局對於境外勞務費和特許權使用費的判定，
中國課稅，但是特許權使用費則均須在中國課稅。
而許多境外勞務合約常見被中國稅局判定為特許權

使用費而須交稅，關鍵在於合約內的「計價方式」
與「技術是否移轉」。

一般企業常見將「按營收或銷量提成的」特許權使

用費包裝成境外服務費，來爭取境外勞務免稅。但
勞務合約一般計價方式為固定費用或是按成本加成

計價，也就是勞務提供完畢合約就結束；若按營收
或銷量比例提成的計價方式，則中國稅局一般會直
接判定為特許權使用費課稅。原因在於勞務提供完
畢，後續仍可按提成收費，往往隱含專利、商標及

技術授權成分，依照商業慣例不會是單純的勞務提
供。

另外一種實際在境外提供勞務的設計服務費，也
常見被判定為特許權使用費而須課稅。此類案例
在汽車業頗為常見，例如境外的車型或系統設計

服務，即使是按固定費用或成本加成計價，一般
仍會被判定為特許權使用費。原因在於單純的勞

般而言「非專利技術」因為沒有明確的註冊登記，
在法律和稅務上沒有所有權的概念，故無論合約訂
定所有權是否移轉，中國稅局一般均會視為特許權
換言之，如果是取得「已註冊」的專利技術、商標
權、著作權或其他特許權的「所有權」，由於在法

律上有財產登記產權，明確可適用財產轉讓所得，
故從中國付出的買受款則不需要扣繳企所稅，此時
千萬要注意別交了冤枉稅 !

準確分析交易形式，正確適用稅收規定

中國跨境技術相關交易之稅務規定與實務判定複
雜，但常見企業在擬定技術相關合約時，單純以概
括性的條款計價收費，或合約內容與名目不符，不
僅造成稅務申報錯誤，也容易和中國稅局的判定起
爭議。

建議企業在擬定技術相關合約時，除了考量計價方
式的量化因素，還須考量技術轉移與所有權劃分的

非量化因素，並審慎訂立合約細節條款，除了避免
交錯了稅，更要避免交了冤枉稅 !

務提供並不包含專業技術或秘密的傳授，設計成

果的所有權也必須要移轉。舉例來說，例如律師
或會計師以自身專業提供服務、所有權在委託方

的商標設計服務，均屬於性質較單純的勞務費，
不會有特許權的爭議。

而以車型設計而言，通常不會只有單純外觀設計，
還會帶有一定的技術含量與授權。且車型設計成果
的所有權，大多是由境外集團母公司擁有或與中國
公司共有，中國公司「無所有權」即僅為被授權，

還須盡保密義務。故此設計服務並不適用境外勞務

免稅，實質上為帶有技術轉讓的區域授權，必須按
特許權使用費課稅。

此時或許有人會提出疑點，若前述設計成果的所有

權移轉，就稅法而言應該是適用「財產轉讓所得」，
應該是在財產所在地課稅才對，且財產所在地在境

外，中國不應課稅，也不應該按特許權使用費課稅。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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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孝

國際/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執行副總經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林信佑

國際/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經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

中國大陸股權激勵和技術入股課稅
規定與探討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國際 / 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 / 陳文孝執行副總經理、林信佑經理

法令出台背景

今年 3 月，中國大陸通過「十三五」規劃綱要並實
行「雙創」政策，透過創新和創業戰略促進經濟結

構調整以達到產業轉型升級，於 2016 年 9 月 20 日，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公佈《關於完善股權激勵和
技術入股有關所得稅政策的通知》（財稅 [2016]
101 號）（以下簡稱“101 號文”），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在現行的基礎上，對於以技術成

果投資入股的法人或個人，增加了遞延納稅的政策
選擇。

技術入股涉及相關議題

根據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14 年頒佈的第三次

修正《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取消了有限責任

公司、一人有限責任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最
低註冊資本額的規定，因此全體股東的貨幣出資金
額不得低於註冊資本的百分之三十的限制也因而失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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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源自於中國大陸在新公司法修訂後，為鼓勵有
技術成果的創業人士不再受限於原先公司法要求，
在設立公司階段須在不低於註冊資本一定比例前提

惟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國
務院令 [2014] 648 號），企業選擇採用技術入股模

式設立有限責任公司或者後續增資，須就擬出資的
非貨幣財產是否涉及國有財產，委託具有法定資格
的資產評估機構或按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價值評
估，用以計算入股價格及作為該技術成果入帳之原
始成本。

另外有關投資方及被投資方在出資行為涉及雙方之

相關稅負，首先，須就法人或個人投資方和被投資
方會涉及到的流轉稅的課稅議題作考量；其次，法
人或個人投資方是否須就技術成果入股所取得的股

權對價，考量企業所得稅或個人所得稅的課稅議
題，除此之外，取得技術成果的被投資公司，在某

些情況下，也須就作為投資方的扣繳義務人角色扣
繳申報，並於公司申報年度企業所得稅時以稅前攤

銷扣除。以下我們分別就流轉稅、企業所得稅及個
人所得稅稅負相關課稅議題加以探究。

營改增後技術入股流轉稅負的影響

中國大陸於 2016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關於全面推

下，全數以現金作為出資方式之要求。在公司法修

開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的通知》（財稅 [2016]

用權等非貨幣財產作價出資。

納入營改增課稅範圍，就技術成果投資入股涉及到

正後，公司可以全數以實物、智慧財產權、土地使

36 號），單位或個人於中國境內銷售無形資產全面
的增值稅影響作以下探討：

1. 納入課稅範圍

投資入股當期可暫不納稅，允許遞延至轉讓股權時

實施細則》（財政部令 [2011] 65 號），法人或個

• 技術成果是指專利技術（含國防專利）、電腦軟

過去根據已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

人以技術成果投資入股，參與接受投資方的利潤分
配、共同承擔投資風險的行為，是不徵收營業稅；

但在 2016 年 5 月 1 日營改增之後，根據財稅 [2016]
36 號《銷售服務、無形資產、不動產注釋》規定，

銷售無形資產，是指轉讓無形資產所有權或者使用
權的業務活動。法人或個人以技術成果作為支付對
價取得股權的行為屬於銷售無形資產的範疇，法人
或個人投資方為法定的增值稅納稅義務人，並按 6%
稅率計算繳納增值稅。

2. 增值稅進項稅額抵扣

被投資公司取得與生產經營有關的無形資產，並取

得合規的增值稅扣稅憑證的，可以將支付或者負擔

的進項稅額，用以抵扣銷項稅額，倘若當期銷項稅
額小於當期進項稅額不足抵扣時，其不足部分可以

結轉下期繼續抵扣。營改增建立了上下游產業完整
的抵扣鏈，同一銷售額不再重複課稅。

以法人技術出資抑或個人技術出資

針對法人或個人以技術成果投資入股到境內居民企

業，應就資產評估增值部分繳納所得稅，納稅方式
有以下選擇：

1. 立即課稅

法人或個人將技術成果作價投資，境內居民企業以

股權作為支付對價時，技術成果所有權轉讓當下即
產生納稅義務，應就資產評估增值部分按規定計算

繳納企業所得稅。另依據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一個
納稅年度內，居民企業技術轉讓所得不超過 500 萬

元的部分可免徵企業所得稅；超過 500 萬元的部分，

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

2. 分期繳納所得稅

依據《關於非貨幣性資產投資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

的通知》（財稅 [2014] 116 號）及《關於個人非

繳納：

件著作權、積體電路佈圖設計專有權、植物新品

種權、生物醫藥新品種，以及科技部、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確定的其他技術成果。

• 法人出資者或個人出資者須將技術成果所有權讓
渡給被投資企業。

• 被投資企業支付的對價須全部為股票（權）。

• 被投資企業應在規定期限內到主管稅務機關辦理
備案手續。

另投資方及被投資方的課稅基礎如下：
法人出資

所得額按轉讓收入減除技術成果原值及合理稅費的
差額計算繳納所得稅。

法人以技術成果對外投資，應於投資協定生效並辦
理股權登記手續時，確認轉讓收入的實現。
個人出資

所得額按轉讓收入減除技術成果原值及合理稅費的

差額計算繳納所得稅，應按照“財產轉讓所得”項
目，依法計算繳納個人所得稅。

個人以技術成果投資入股，應於該技術成果轉讓、
取得被投資企業股權時，確認轉讓收入的實現。
被投資企業

無論法人或個人選擇適用 5 年內分期納稅或向主管
機關備案後遞延至轉讓股權時納稅，均允許被投資
企業按技術成果投資入股時的評估值入帳並在企業

所得稅稅前攤銷扣除。另外，個人以技術成果投資

入股，以取得技術成果的企業為個人所得稅扣繳義
務人。遞延納稅期間，扣繳義務人應在每個納稅年
度終了後向主管稅務機關報告遞延納稅有關情況。

總結

資產對外投資確認的非貨幣性資產轉讓所得，在不

科技成果轉化而發佈，以延緩課稅的方式降低了法

稅 [2015] 41 號），法人或個人出資者以非貨幣性
超過 5 年期限內，就資產評估增值部分， 分期繳納

企業所得稅或個人所得稅。

3. 依據 101 號文，當符合以下條件時，法人或個人

綜上所述，101 號文係為落實「雙創」政策，推動

人或個人技術成果入股的相關租稅負擔。有關企業
應密切關注中國大陸後續的政策動向，委請專家協
助規劃最合適的投資架構及租稅效果，及時辨認稅
務潛在風險達到企業利益的最大化。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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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專欄

吳志洋

風險諮詢服務執行副總經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范玉芬

風險諮詢服務協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扭轉網路攻擊局勢─
從餐飲業看網路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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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網路攻擊與安全漏洞風險已成為餐飲業管理

多數情況下，餐飲業者之訂位及外送平台並未與其

理階層如何幫助企業更妥善預測與管理網路風險？

資料但無從得知資料係如何被安全儲存、分割與傳

階層關鍵議題，也成為董事會日漸關注的焦點。管
何處為餐飲業者之軟肋？隨著網路風險範疇日趨複
雜，管理階層應如何建議董事會關注網路風險之主
要議題及其發展趨勢？企業應如何思忖這議題對企
業風險之衝擊？

餐飲業者發展進程

餐飲業正透過導入創新科技及調整營運模式等方式

以增進消費者體驗、提升銷量與毛利及改善營運效
率。創新科技包括升級 POS 系統、應用雲端技術

以及不斷增加之第三方合作。此類新型態之營運關
係及發展進程將帶來資訊防護缺口、影響對敏感度
高的機密資料存取開放度或增高暴露網路風險。

餐飲服務數位化改變消費者體驗

透過電話訂位的時代即將落幕，現今消費者可利用
行動裝置即時檢視餐廳空桌情形並一鍵完成線上訂
位。餐飲業者高度依賴訂位 APP 進行客流與翻桌率
風險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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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同時，客戶忠誠計畫也可以與訂位 APP 整合
以取得更機敏之客戶資訊。

此外，隨著消費習慣與生活型態改變，餐飲業亦隨
之生成新型態服務。以餐飲外送服務為例，過去此
類服務僅侷限於部分餐飲市場，如今市場則有許多
第三方平台透過手機 APP 提供外送服務並可因此經

手豐富的客戶資料以及付款資料等。

POS 系統整合，業者透過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取得

輸。第三方平台間亦可能在餐飲業者不知情的情況
下互相分享已儲存機敏資料─這將產生新的資安漏

洞與網路攻擊入口，因此業者需要提高警覺以保護
客戶重要資訊。

近年創新科技如自助服務機 (Kiosks) 等因節省顧

客點餐與付款時間，使消費者無須透過店員即可自
助完成點餐與付款，因而優化消費者體驗並增進營

運效率；然此類由外部廠商擷取了這些科技產品經

手的大量消費者資訊─從一般資料如住址和飲食
偏好等，到機敏資料如付款流程中須提供之信用卡
資訊。

支付方式日新月異

隨著消費者需要更方便與更有彈性的選擇，支付產
業持續推陳出新。支付生態系統的創新動力包含終

端處理方式、行動科技與信用卡公司間之串流。從
傳統磁條金融卡到晶片金融卡，乃至近年興起之行
動支付，每個時代的支付科技除了帶來重大商業利
益外，新興網路風險亦隨之而來。

2015 年 10 月 1 日為美國信用卡公司選擇將磁條

卡 轉 換 至 EMV (Europay, MasterCard and Visa)

晶片卡規格之日期，EMV 交易（或稱為 chip-andpin），因於付款時需搭配個人識別碼 (PIN) 使用，

可大幅降低信用卡詐欺風險，該規格之實施雖未

強制商家升級 EMV，但未來自實施日起因未升級

造成的資安事件已成功提起訴訟，企業應提高警覺

卡機構。這對小型商家而言將成為潛在金融風險，

脅，良好的第三方管理應包含下列內容：

EMV 所發生之詐欺交易，責任將歸屬於商家而非發
餐飲業者亦應考量未升級 EMV 背後之網路風險。

正當傳統卡片支付方式逐漸演進的同時，新興的

創新支付方式則完全屏除實體卡片的使用以提供

消費者更便利的支付管道。例如， 透過 NFC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功能的非接觸式支付方式

讓消費者可以藉由行動裝置進行交易的處理與認
證。如同 EMV 規格的實施，無實體支付科技的創

新與資訊安全同等重要，如何強化支付科技在面對

資安漏洞時的適應力將成為企業繼續營運的重要
議題。

整合以上的議題

近來網路攻擊事件反映出餐飲業者可能已成為網路

犯罪的主要目標，業者在日常營運中所使用的新興
科技以及每年經手成千上萬筆的信用卡交易資料都

在在提高了遭受攻擊的可能性。愈來愈多與第三方
平台的合作及其處理機敏性資料的漸增成了當前的

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以降低對公司財產的潛在威

■ 有效率的第三方管理流程

■ 辨認、評估與管理之第三方合作風險（尤其是
資安風險）
■ 遵循法令及法規要求（如公平會加盟規範）

■ 預防勝於治療，應完善規畫第三方管理策略而
不僅著重於面對事件的處理方式

機警 (Vigilant)

企業應對各種威脅保持警覺，並應具備偵測任何惡

意或未經授權的活動的能力。為此，不少企業採用
SIEM (Security Information Event Monitoring) 平
台以監控威脅活動並加強對關鍵營運流程的偵測。

餐飲業者在導入新科技、授權第三方存取資料及拓
展加盟活動時皆會提高資安風險，風險雖不能完全
消弭，但隨時保持警覺能幫助業者適當管控風險。

主要議題。

餐飲業高度仰賴低成本、人力流動率高的勞力，且

擴大資安程序以偵測未經授權的活動並在事故發生

人為因素成為餐飲業資訊安全一大隱憂。舉例來

餐飲業者應如何因應網路風險？ Deloitte 認為應
時有效回應。不僅是專注在安全性，餐飲業者應
發展一套策略使企業能更加安全 (Secure)、機警
(Vigilant) 與富有應變力 (Resilient)

安全 (Secure)

企業應藉由建立對機敏資產的控制活動與作業以打

造核心風管基礎，其中包括瞭解供應商使用之科技
技術現況。2015 年一項 Verizon 的研究指出，企
業未針對已知的弱點採取適當改善行動將使公司處

於 劣 勢。 事 實 上，「99.9% 的 已 知 漏 洞 在 CVE

(Common Vulnerabilities and Exposures) 發布超
過一年後才被處理。」1

隨著科技發展及市場高度競爭化，為提供客戶多角

第三方建立合作關係，包括加盟商、物流廠商與雲

多實體與數位管道與消費者互動；受產業特性影響，
說，因行動刷卡機尚未普及，在餐廳付款時，信用
卡容易離開消費者視線，因而形成資安漏洞。

有效的網路管理程式應能幫助企業在面對已知與未

知的風險時發揮保護企業資產的效用。透過辨認與
第三方合作時可能的資安弱點、瞭解第三方現行防
禦措施並建立監督機制以便即時掌握對企業造成之
威脅。

富有應變力 (Resilient)

企業在面對網路攻擊和資安漏洞時應能迅速應對，
減少衝擊並有回復正軌的能力。包括迅速分析現況
並執行復原計畫，同時亦能有效地與客戶、媒體、

法務、政府單位及同業間互動，即便在面對猝不及
防的事件時亦能迅速並果斷地做出回應。

將網路風險意識提高至董事會層級可提升企業之應

美國現行法規針對第三方風險管理的關注亦

理需更全面的監督及控管經手機敏資訊之第三方及

理的資安風險亦隨之上升。

日 益 增 加， 聯 邦 貿 易 委 員 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針對加盟業者在非其加盟地區

變能力。企業拓展過程中，需透過管理階層進行宣
導以強化商業及科技網路風險之管理。網路風險管
負責保管機敏資訊之員工。許多資安漏洞之產生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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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服務業者等。隨者第三方合作的增加，供應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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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服務，企業在拓展版圖的過程中逐漸加深與特定

包含許多與第三方及委外廠商的合作，並會透過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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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非因技術層面之問題所引起，而係缺乏適當保密

險得以充分控管。管理階層應適當向董事會成員傳

定之人員或技術等。

協助董事會關注可能影響企業達成營運目標的資安

措施所造成，如人員警覺性不足或企業不願投資特
允許員工、商業夥伴、經銷商及承包商自行操作系
統對公司之日常運作極為重要，但風險及漏洞卻常
與開放第三方存取息息相關。

公司與第三方合作時，常疏忽與資訊單位之溝通或

諮詢。資訊單位如未針對第三方進行風險評估，公
司可能因此面對未知的隱憂。

另外的考量為內部風險，握有機敏資訊之不滿員工

或供應商可能對公司造成極大的傷害。因此，個人
資料應僅能授權給必要之相關人員，且公司需對被
授權之人員進行背景調查。個人資料、機敏資料（如

營業秘密、品質標準或營運計畫）應被定義及保護，
公司需適當管理及監督資料授權機制與加密措施。

管理階層可透過以下問題檢視企業拓展時可能面對

達資安計畫、矯正措施和近期資安事件。如此可以
議題。

提高網路風險意識

資安議題日趨重要，消費者和市場日漸重視網路風
險並期待個人資料能獲得安全處理。然而網路威脅
防不勝防，沒有企業在面對網路攻擊時能做到滴水
不漏的防護。企業在擬定經營策略時應將資安議題
一併納入考量，除了將網路風險意識提高至董事會
層級外，亦應下達至企業各層組織，並落實與加盟
商、物流廠商、雲端服務業者與其他第三方合作之

風險管理。從風險角度出發，為企業量身訂做兼
具安全 (Security)、機警 (Vigilance) 與富有應變力
(Resilience) 的資安計畫，使企業在面對網路威脅
時更能處變不驚。

之資安漏洞：

■ 是否使用最新之安全程式及標準來支援公司技
術？
■ 分享至第三方及非整合系統之資料是否安全？
■ 網路攻擊應變計畫是否經評估？

■ 新技術上線時需採用之措施為何？是否通過安
全測試？
■ 雲端資料之儲存位置、擁有者／被授權者是否
適當？

■ 公司之資料及系統係如何授權經銷商、供應
商、運輸業者及其他第三方？如何掌控及監督
其授權機制？
■ 授權予員工及承包商（及其員工）存取之資料
為何？如何監督及管理員工及承包商（及其員
工）之行為？

適時呈報董事會

董事會有義務監督企業營運活動，以企業風險角度
風險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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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董事會應瞭解企業營運造成的風險並確保風

註：

1. “2015 Data Breach Investigations Report,” ©2015 Verizon

Consulting

管理顧問
服務專欄

苗德荃

卓筱琳

副總經理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股)公司

經理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股)公司

新趨勢下所對應的組織設計－
團隊網絡的崛起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 ( 股 ) 公司 / 苗德荃副總經理、卓筱琳經理

前言

德勤在今年所做的全球研究調查指出組織設計已上

升為全球高管和人力資源領導者關心的首要問題，
同時領導力、學習和人力資源技能已在近年來受到

關注，由於企業都在努力變得更加靈活、以客戶為

中心，企業組織架構正從傳統的職能型轉變為相互
關聯的靈活型團隊；研究報告指出超過九成的高管
將組織設計列為首要任務，且有近一半的高管們稱
他們的企業正處於組織架構調整及計畫重建中。

組織設計 - 團隊的崛起

新的需求及更貼近客戶的工作方式，這些企業除
了維持傳統的組織架構，同時也運作團隊網路模

式，在此網路中，人員在團隊間不斷流動，而非
保持靜態配置

• 今年超過 80% 的受訪企業正在進行組織架構重整
或近期已完成重整過程，只有 7% 的企業表示沒
有任何重整計畫

在《團隊：應對複雜世界的新規則》一書中，史坦
利麥克里斯特爾將軍描述美國軍隊等級森嚴的指揮

與控制結構，如何阻礙美軍在伊拉克戰爭的早期成
功。1

史坦利將軍觀察到基地組織如何擾亂美軍，

全球市場的快速發展和數位化革命推動企業迅速進

並在取得戰鬥的勝利後採取與以往截然不同的解決

戶，這使得人們重新對組織架構調整產生興趣。企

資訊與運營小組以整合資訊，並提供即時且正確的

行創新、改善產品和服務，並且比以往更加貼近客
業正朝向分權的方向修正，改以產品和客戶為中心

的組織方向發展，並開始建立動態網路，此網路須
由被高度授權的團隊組成，並以獨特且有力的方式
進行活動的溝通與協調。

有回覆中，只有 38% 的企業依舊按照職能狀況設

計組織架構，而這個比例在大企業（>5000 名員

工）中，僅占 24%

包含千禧世代人數增加、全球團隊多樣化、對創

史坦利將軍並沒有改變原有的軍隊結構，但他設計

了一套新的架構，保存整體組織的活力和彈性，使
得這樣的全新架構能讓軍官們在特殊的目的下，迅
速的從原有的行政職位轉移到任務導向的專案，並
再任務完成之後，重新回歸到原先的組織單位。

這種新型的組織「團隊網路」擁有高度授權、強大
溝通能力及快速的資訊流通，這種模式正在快速橫
掃全球企業和政府組織，該組織運作建立在以下基
礎：

勤業眾信通訊

• 對於高績效企業，眾多因素正促使組織更加彈性，

戰事數據給全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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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企業已與職能型的組織架構漸行漸遠，在所

方案，給予訓練有素的軍隊極高自主權，成立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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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員工配置到客戶導向、產品導向、市場及任務
導向的團隊中，並讓相關領域專家而非「專業經
理」領導團隊。

• 授權團隊在企業總體策略及業務計畫的框架下，
自主設定團隊目標並做出決策，改變傳統目標和
績效管理結構

• 用資訊和運營中心替代原來的組織壁壘，以此來
分享整合資訊並確認團隊活動和要達成的結果之
間的關聯

• 根據任務、產品、市場或者客戶的整體需求來組
織團隊，而非用組織功能來進行運作，如某家醫
療保健公司設立一個“骨科與風濕病研究所”，
將骨外科醫生、風濕病專家和顧問聚集在一起，
而不是把他們分別安置在不同的功能團隊裡

2

• 教導並鼓勵員工跨團隊工作，採用類似美軍的「聯

絡官制度」(hackathons)，促進合作開放式的辦
公區，如蘋果（Apple）、克利夫蘭診所均採用這
樣的方式，及工作輪調增進團隊間的相互認識與
理解

3

• 促使員工能夠依照工作需求在團隊間流動，如好
萊塢電影團隊或全球性顧問公司的專家們所運作

的工作方式，但公司要確保員工們在以團隊為主
的專案完成後，能夠回到原來的工作職位。這就

將『工作說明書』的概念改變成『任務專家』或『技
術專家』

• 轉變高階領導的角色，讓其更加關注規劃、策略、
願景、企業文化及跨團隊溝通

這種新型組織的例子正出現於企業和政府組織中，
並大幅度地提高組織的工作效能，如克利夫蘭診所

（Cleveland Clinic）根據病人的醫療問題重組整個
醫院網路，顛覆傳統功能式的做法，將外科醫生和
內科醫生分離的實務，將人員整合到以病人為中心
的團隊裡，後來這樣的做法取得顯著效果。

全世界的醫院和醫療保健組織都在進行類似按病人

需 求 所 需 的 組 織 架 構， 突 破 傳 統 工 作 模 式， 如

43M、雀巢（Nestle）及其他以創新及服務為導向

管理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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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這些公司都在去集權化，並採用共享服務
中心和資訊中心來協助團隊保持生產力，並與公司
整體策略一致。 通用電器 (GE) 與 IBM 等公司將其
5

領 導 層 放 置 在 區 域 卓 越 中 心 (Center of
Excellence)，打破領導層只在總部工作的傳統思
維。

6

這種新型的「團隊網路」組織，超越上一世紀 (60

年代 ) 所興起的矩陣組織概念，矩陣式組織多為複

雜笨重，因此要成為一個高效的團隊網路，必須明
確定義每個團隊的任務，且分派責任跟指派有力的
團隊負責人建立共同文化，並以一套資訊系統和溝
通工具來協助團隊間的相互協作性。

為何再造組織架構此在現況顯得如此重要且顯著 ?

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首先組織面臨將產品快速投
入市場的壓力，因此普遍增強員工的被授權感，使
得小型團隊成為一種更加自然且高效的工作方式，

小型團隊能夠更快地完成工作，更好地使員工參與
且貼近任務。其次，數位化革命使得團隊聯繫更加

緊密，如今各個團隊都可以方便地使用網路或行動
應用來分享目標、與客戶進行即時互動、交流產品
品質和品牌議題及建立一種共同的企業文化。

與在階級森嚴的金字塔形企業架構中，訊息上下傳
遞的模式不同，現在員工們可以通過公司設置的類
似於「聯絡官」的角色來即刻地取得資訊，確保團
隊之間的及時溝通和相互瞭解。學術研究也同樣印
證 這 項 策 略， 社 會 學 家 羅 伯 特• 鄧 巴 (Robert

Dunbar) 證明了能夠讓員工之間良好地瞭解與溝通

的最適宜人數是 150 人左右，被稱為鄧巴效應。7

小型組織有著人際溝通方面的巨大優勢，因為員工
彼此之間都非常瞭解，正如亞馬遜（Amazon）執
行長傑夫•貝索斯所言：「如果我看到午餐桌上有超
過兩個的披薩，那麼這個團隊一定太龐大了」。8

為防止組織壁壘阻礙工作效能，又要提高集體思
維，數位資訊中心協助團隊分享共同知識並看到

各類知識元素間的關係。在伊拉克戰爭中，克裡
斯托爾將軍設立了資訊中心來監控蓋達組織 (AlQaeda)，幫助團隊看到蓋達組織的襲擊規律，每個

團隊都有一個「聯絡官」專門負責與其他團隊迅速
溝通交流必要資訊。

同樣的原則也可以應用於企業，雀巢（Nestle）公
司的數位資訊中心整合了全球關於 Nestle 旗下品

牌的社群網路、電視和新聞資訊，以此協助產品部
門觀察各地區某品牌的成敗狀況，而位於瑞士的企
業總部則作為清算交流中心和策略規劃中心，發布
資訊到各地，並授權業務自主發展。9

團隊的組織結構本身就能促進快速的業務破壞創

新，如 Uber 在開拓每一個新城市的業務，都依賴
它的三角領導模式，該模式由一個城市總經理，一
個社群經理和一個管理司機的營運經理所組成，而

公司的其他組織結構都根據各城市的獨特需求而規
劃建置。 因此當一家公司向一個新模式轉型時，
10

為該公司服務的供應商和顧問們都必需跟著轉變，
某家大型保健食品和製藥公司正在徹底重組其銷售

業務團隊，以提供整體解決方案來滿足其客戶的結
果導向的組織結構；11 某大型電腦和伺服器供應商

也在進行類似的轉型來滿足其主要客戶，企業 IT 部

門按團隊而非技術設置的架構下的綜合需求。12

這種新型的組織模式，即「團隊網路」，擁
有高度的授權、強大的溝通能力、以及快速
的資訊流，這種模式正在快速橫掃全球的企
新型组织：因设计而不同
業和政府組織

图1. 组织设计：认为该趋势“重要”或“非常重要”的受访者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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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組織設計：認為該趨勢”重要”或 " 非常重要 " 的受訪者百分比

织模式。11某大型电脑和服务器供应商也在进行
类似的转型，来满足其主要客户，企业的IT部门
按团队而非技术设置的架构下的综合需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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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型的组织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在“服务
中心”、“卓越中心”等团队的补充下，提供
考量以及整合行政任务。为了保障这种运营模
式，许多职能部门包括IT、人力资源和财务必须
基于团队的运作是新型管理模式趋势的一部
进行重组来近距离支持这些团队的运作。
分。等级式的组织是按照传统的管理思维组建
團隊運作是朝向新型管理模式趨勢的一部分，階級 種洞見結合實務，快速建立、部署、解散並重組團
起来的，即：领导者们告诉员工做什么并设定 “新型组织”在实践中是怎样的？我们设想将一
隊的能力是當今企業組織必需具備的關鍵能力。
式結構的組織是建立於傳統的管理思維上，即領導
目标和标准。13与此相反，在新型管理模式下， 种管理模式通过两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和管理区分
13
者們告訴員工應該做什麼並設定目標標準。
开来，即行政或人员经理（代表了传统的正式组
目标设定自下而上 ，对领导者的评估是根据 與此
職能型組織並沒有消失，它們只是在「服務中心」
织）和任务或项目经理（代表了新型的基于团
业绩而非管理层级，而绩效管理并不是一年一
相反，在新型的管理模式下，目標設定由下而上，
14
及「卓越中心」等團隊的支持下，提供規模及整合
次，是持续进行。 （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正在 队的组织）（见图2）。
對領導者的評估是根據績效而非管理幅度，而績效
重新设计绩效管理制度。）
行政任務。為了保障這種營運模式，許多職能部門
在同一个组织里管理两种不同类型的职能颇具
管理也非一年一次且持續進行。14（超過三分之二
包括 IT、人力資源和財務都必須進行重組來近距離
中层管理层正在瘦身。调查显示美国公司平均 挑战，但是一些原则表明通过转换思维来使之
的受訪企業表示正在重新設計績效管理制度）
管控范围（即一个主管管理的员工人数）是9.7 可行是非常必要的
。公司应该从根本上就将
支持這些團隊的運作。
员工视作是组织的资源而非经理们的资源。这
人，在大型企业里高达11.4人。15
中層管理層也正在瘦身，調查顯示美國公司的平均
也是为什么军队会发展出行政管控与运营管控
「新型組織」在實務中是怎樣的狀況？我們設想一
15
尽管有大量的变革正在发生，目前正式的和灵
管理幅度是
9.7 人，在大型企業裡則達 11.4 人。两套并行的体系。行政管控指的是员工在完成
種管理模式，能將兩種必要的角色和管理方式區
活的组织架构将会继续共存。有点讽刺的是，
儘管有大量的變革正在發生，目前正式與彈性的組
基于团队的项目之后能够回到原岗位。相比之
现在仍然需要正式的结构来保障团队的有效运
分，即行政或人員經理（反映在傳統的正式組織）
下，运营管控指的是确保员工顺利完成指定任
織架構將會繼續共存，也許有些諷刺的是仍然需要
作。将这种洞见结合实际，快速建立、部署、
和任務或專案經理（反映了新型的基於團隊的組
务的流程。究其本质，它包括了对员工在项目
正式的組織結構來保障團隊結構的有效運作。將這
解散并重组团队的能力是当今企业需具备的关
期间的绩效管理。
織）（見圖 2）。
键能力。

25

在同一個組織裡管理兩種不同類型的職能頗具挑

隊導向的工作模式，在團隊導向的模式下，團隊中

非常必要的，公司應該從根本上就將員工視作是組

們是否還會想要和這個人再次合作？」而不是：「你

戰，但是一些原則顯示透過思維轉換來使之可行是
織的資源而非管理者們的資源，這也是為什麼軍隊

會發展出行政管控與營運管控兩套同時並行的體
系；行政管控指的是員工在原職位的結構，以及員
工會如何被發展以及支持，原職位是員工在完成團

隊為主的專案之後會回去的地方；相比之下，營運
管控指的是確保員工順利完成指定任務的流程，究
其本質，它包括了對員工在專案期間的績效管理。

企業對行政管控和營運管控的定義各有不同，但是

基本概念是一致的，在任何組織裡，該模式能夠成

功的關鍵在於員工必須有一個可以回去的「職位」。
如果員工擔心「無處可歸」，會極大地削減團隊力
並導致的對員工激勵的反效果，阻礙團隊網路的成

功。對人力資源而言，組織架構設計的變革意義十
分深遠，舉例來說職位頭銜和職位說明變得愈加靈
活和廣泛，給員工保留在不同類型團隊中變換的機
會與潛力。企業從高度職能型和階級式的模式轉換
到基於專案的組織，人力資源的組織架構也需要轉
變適應行政管控和營運管控的概念。在基於專案的
組織中，員工是持續地深植於團隊間和形成團隊的
生態體系中。

小型的組織單元有著人際交流方面的巨大優
勢，因為員工彼此之間都非常瞭解

在基於高度授權團隊的組織模式下，績效管理也同
樣獨具特色，傳統上管理者們很少會收集他人的意
見來衡量一個員工，但這種考核方式並不適用於團

所有成員都要參與績效評估，最關鍵的問題是：「我
是否能夠取悅你的上司？」在這樣的環境裡，員工

敬業度也能得到提升，因為員工們能感受到自己與
團隊的聯繫比與組織的聯繫更加緊密。16

來自一線的經驗

思科（Cisco）作為全球最成功、歷史最悠久的科
技公司之一，將基於團隊的組織模式視作其策略的
基礎。思科（Cisco）執行董事及前 CEO 約翰•錢伯

斯 (John Chambers) 認為，進入市場的速度和時間
是公司成功的關鍵所在，他說：「我們不是在與競

爭對手競爭，而是在與市場的變化競爭。產品的換
代過去需要 5 到 7 年，而現在僅僅 1 到 2 年。」17

為了應對持續的變革和公司面臨的高度競爭，思科

（Cisco）設立了一個新的人才機構⸺領導力與
團隊智能機構。該機構為思科（Cisco）的全球團

隊及其領導者提供服務，專注於領導力和團隊發
展、團隊領導甄選、績效管理及智能匯集等方面；

該機構的負責人，資深副總阿什利•古道爾 (Ashley

Goodall) 正在對思科（Cisco）人才實務和科技資
訊進行大範圍的重新設計，以更加聚焦優化團隊績
效、團隊領導、繼任管理以及人才在團隊之間的流
動，他計畫採用即時績效對談、持續的員工脈動調

查、以及文本分析等方法來監控和對標團隊績效。
這樣做的目的在於積累關於最好的團隊是如何合作

並取得成果的資訊，並將這些洞見直接應用到公司
對員工敬業度、優勢和授權的面向。18

圖 2. 團隊網路中的兩種不同類型的經理
行政或人員經理
注重員工個人的職業生涯和發展目標
根據員工的目標、能力和潛力來衡量其成就
管理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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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員工的長期職業目標，並幫助其達成

輔導和發展員工的專業需求能力，職業目標和
專長目標
確保員工加入其他團隊後「回歸權」並在每個
專案結束之後妥善安排其「返程之旅」
追蹤並監督員工的職業進程，以及成功或弱點處

任務或專案經理
關注專案和任務目標

根據員工對任務、團隊、專案和組織成果的貢獻，來衡量其
成就
聽取員工對任務或專案的期望，並幫助滿足相關需求

根據個體在團隊和專案中的角色給予輔導和發展，關注如何
能使員工做更多貢獻以及如何更好地在團隊中工作
關注人員與專案或任務的匹配程度，不考慮員工當前的職業
進程
追蹤並監督員工對專案或團隊的貢獻，以及如何增加他們對
團隊的價值

公司著手點

• 重新審視組織架構設計：尋找方法將職能專家們

帶入任務導向型的團隊，聚焦客戶、市場或產品。

• 設立即時資訊網路：一個成功的網路能夠整合關
於客戶或者產品迥異的資訊，從而提供團隊成員
即時而整合的績效數據；想想看現今人們是如何
使用設計思維來尋找和發現資訊的。

• 消除組織層級：負責調整或服務企業其他團隊的
部門應該轉變為共享服務小組；審視中層管理者
的角色及其職位存在的必要性。

• 重新考慮公司的激勵和目標：根據團隊績效和團
隊領導力來優化績效管理，要摒棄只關注個人表
現和只因為職位或角色而決定領導者的方法；要

的工作，如何建立管理制度與授權機制，透過以客
戶、團隊或任務為導向團隊發揮中小企業的韌性與

彈性，從領導人的作為直接影響員工與企業價值，
也是每個中小企業或新創主不能忽視的。

總結

傳統由上而下的階級組織架構正慢慢走向終結，但
是改變組織架構只是朝團隊網路的轉型路程中邁出

一小步，更大範圍、更重要和更緊要的是去改變一
個組織的實際運作，現在比以往的任何時候都更需

要去懷疑傳統的組織架構，以授權團隊、落實人員

當責、關注營造一種資訊及願景方向共享的文化
氛。

根據專案的結果、成員間的合作和互助來獎勵員
工。

• 採用基於團隊的新工具：採用工具和評估制度以
鼓勵員工在團隊之間流動、與其他團隊合作並分
享資訊；考慮實行組織網路分析方法。

• 讓團隊設定自己的目標：團隊應該對最終結果負
責，但是要讓他們自己決定如何在團隊中執行、
廣泛適應、以及溝通這些目標。

• 高層領導溝通共同願景和價值觀：鼓勵資深領導
聚焦策略、願景和發展方向，並且教會他們如何
通過授權團隊取得成果。

對台灣企業的思考重點

對台灣大型企業而言，多數組織架構都仍維持傳統

的階級式與矩陣式組織，面對全球經濟環境的變
化、所處產業的挑戰、以及自身成長的策略目標，
企業應該重新檢視目前的組織架構是否真的與策略

方向一致，能夠協助有效地達到策略目標，亦或是
目前的組織架構已經成為策略執行上的某種阻礙與

絆腳石，需要不同程度的調整與變革；及時的組織
變革必定會帶來某種程度的痛苦與負擔，但為了長
期發展的組織能力需求，從組織架構、協作模式、

部門的共享服務中心，以及導入學習型組織，都是
大型企業領導人與 HR 負責人所應檢視並調整的。

而台灣的中小型企業，相對於大型企業的穩固機制
建立彈性的團隊組織以應對業務挑戰，但透過檢視
成長策略以配置組織及人員並建立文化依舊是必要

勤業眾信通訊

與設計，擁有更大的靈活度可以調整組織與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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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配置調整到共同文化的建立，例如設立支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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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橫掃全球的力量正在重新塑造工作環境，勞動力和

工作本身，為了幫助企業及其領導者瞭解這些變
化，德勤在今年所做的全球研究調查指出當企業面

臨提升人力資源團隊技能、能力和經驗的需求時，
許多人力資源組織都表現出能夠做到的決心，與過

去相比，今年認為人力資源部門的技能非常重要的

高管比例稍有下降，有超過三分之二的高管（68%）
聲稱自己的企業有專門針對人力資源部門員工的發
展專案；有 60% 的高管認為他們企業的人力資源

部門對人才和業務結果負責；這兩個比例均高於去

年。令人可喜的是，人力資源部門的計分卡展現出

人才解決方案，是要能一致化企業策略目標，並能
將這些方案轉換成可被執行的行動方案。人力資源
部門能成功應對這些內部客戶所帶的新挑戰嗎？從
今年的調研結果顯示人力資源部門在人力資源組織

技能、一致化企業策略目標及方案創新能力上均有
所改善與進步。由此得知，人力資源部門現有仍有
大量工作極待開展，因此人力資源主管們正不斷適
應這樣的業務變化需求和更具挑戰性的能力要求。

• 人力資源正在超越傳統的人才管理、流程及操作
角色，轉變為創新型的顧問，致力於設計及簡化

人力資源流程與規劃，提升全體員工及候選人的
體驗感受

顯著和穩定的進步。四成的高管稱他們的企業已經

• 人力資源團隊更關注創新、分析、雲端計算及移

較過去來的高，另外，認為人力資源部門在提供業

• 相較前兩年，公司對人力資源技能準備度提升了

準備好解決人力資源部門的能力差距問題，該比例
務相關的人才解決方案方面為“良好或優秀”的高

管比例也有所上升。在過去德勤全球的研究報告
中，人力資源管理首次出現變革和發展的徵兆，即
業技能；與此同時，新一代更加具有商業頭腦和技
術能力的年輕人正在進入這個領域。

人力資源部門正面臨來自組織高層與部門主管所帶

來的壓力，公司期望人力資源部門努力推動創新型

優秀”的比例上升 6.2%。擁有卓越人力資源團
隊的企業將聲名遠播，提升不同規模企業的整體
標準

過去幾年中，一些商業評論作者猛烈抨擊人力資源
部門。部分人認為人力資源職能應切分為兩部分，2
更有部分觀點認為乾脆取消人力資源部門，3主要是

不滿人力資源部門太過於官僚化、行政作業繁瑣、
缺乏創新意識等。同時，人力資源從業者們與公司
業務目標方向脫節，缺乏分析能力進行資料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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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部門如何於新形勢下的持續發展

14 個百分點，1 其中認為人力資源團隊“良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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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團隊正在學習嘗試新的想法，顯著提升專

動技術的運用，來提升工作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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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幾年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中，德勤也提到

有較大進步，儘管人力資源團隊仍然面臨諸多挑

明人力資源部門能力相對薄弱，對自身能力培養投

得顯著成果。人力資源團隊正在轉型的過程中，部

人力資源部門需要一次“顛覆性改變”，報告中表

戰，但新一代的人力資源領導者已逐漸形成，並獲
分功能的準備度提升，4因此企業認為人力資源管理

入不足，過於關注服務提供而缺乏諮詢能力。

“表現不佳”或者“勉強尚可”比例下降 11%，如

我們相信人力資源部門正處於一轉變的過程，調查

今年的員工投入度和企業文化的準備度上升 13%、

2016全球人力资本趋势
顯示人力資源管理部門表現良好或卓越的受訪企業

人才分析準備度上升 11%、領導力發展準備度上升

比例正逐年上升（見圖 1）。企業在員工投入度、

14%（見圖 2）。

企業文化及雲端計算的人力資源技術運用等方面均

2!/ࡗྫຕට૰ጨᇸ࠶၄Ⴤ߀
圖 1. 過往數年人力資源管理表現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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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及人才问题。仅8%的人力资源团队对网络 在这种新模式中，人力资源从业者必须成为业务
圖 2. 人力資源部門解決具體問題的準備度正在增加
导向型的专家，并须具备以下领域的关键技能：
安全问题有着较好理解。

5
• 组织网络：分析、构建和发展组织网络的知识
正如
今年人力资源部门更需努力解决遗留问题。
企業在人才管理方面的能力
2015 年至
2016 年準備度百分比變化
与能力。
企业通过改变组织方式进而改变运作方式，人
領導力發展
14%
力资源部门必须加速适应新模式。
• 团队建设及团队领袖：培养能够辅导和发展
員工敬業度和企業文化
13%
员工，而非简单提供指令的领导者。
如今，高效的人力资源团队正在从单纯的“服
务提供者”转变为深具价值的员工体验顾问及
資料分析
11%
• 员工敬业度和企业文化：衡量及改善工作环
设计者。6人力资源通过资深人力资源合作伙伴
境文化，理解企业文化模式。
學習發展
7%
角色深入业务。与此同时，传统的人力资源支
•
设计思维：成为“体验架构师”。
持角色转变成为人力资源运营中心，并辅以移
注意：請參考注釋 1 和注釋 4 對於準備度的解釋
动应用保障其更为高效的运行。
• 统计及分析：掌握行为经济学和相关测试方

管理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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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人力資源部門進行技能重塑：68% 的受訪企業關
• 数字化人力资源：超越移动及云应用，建立
注此領域，同時認為自身表現優秀的企業比例從
真正的数字化人力资源应用平台。
图2. 人力资源部门解决具体问题的准备度正在增加
11% 上升至 15%
• 人力資源部門正積極尋求創新：60% 的受訪企業
• 雇佣体验及品牌：打造并沟通企业价值主
张。
認為人力資源團隊具有創新意識，其中消費品、
公司對於人力資源技能重要性的認知程度在全球各
2015年至2016年准备度
企业在人才管理

三個主要因素促成人力資源部門的積極
成長表現
方面的能力
金融服務、專業機構及生命科學等產業的創新比
百分比变化

例更高

领导力发展

14%

• 人力資源部門提出的策略能與企業策略目標一致：
员工敬业度和企业文化
13%
64%
的受訪企業在這一方面對自己予以積極評價
数据分析

11%

学习发展

7%

当人力资源部门从服务提供者角色转变为员工
地的定義均不盡相同，東南亞和非洲企業認為人力
整体体验促成者时，一些企业也开始从新的角
資源能力亟待革新，但日本及義大利企業並未有較
度思考人力资源问题。
多的革新創舉（見圖
3）。僅有 17% 的人力資源團

8
等诸多
包括Airbnb7及德克斯（Deckers Brands）
隊認為可了解企業的產品和營運模式，14%
的人力
企业创立如“首席文化官”和“首席员工体验
官”等职位，体现了人力资源的新趋势。2010
年，某能源企业在开设了离岸共享服务后，引
进了流程简化卓越中心（CoE）负责人，随后又
引进人力资源分析负责人，在推进学习系统及

資源團隊認為自身具備好的能力能解決全球性人

• 設計思維能力：提高員工的工作體驗，給予適切

的理解能力，因此人力資源部門更需努力解決眼前

• 人資數據分析：透過數據呈現，理解員工行為，

力，8% 的人力資源團隊對網路安全問題具有較好
面臨的挑戰且加速適應新模式，5正如同企業透過調
整組織以進而改變運作方式。

如今，高效的人力資源團隊正從單純的“服務提供
者”轉變為深具提供價值的員工體驗顧問及設計
者。6人力資源部門通過資深人力資源合作夥伴角色

深入組織業務，同時傳統的人力資源支持角色已輔
以移動應用裝置，轉變成具高效率的人力資源運營
中心。

在這種新模式下，人力資源從業者必須成為業務導
向型的專家，並具備以下關鍵技能：

• 組織網路：分析、建構和發展組織網路的知識與
能力

• 團隊塑造及培養主管能力：培養能夠輔導和發展
員工的管理者，而非只是簡單提供指令的主管

• 強化員工投入度和企業文化：衡量及改善工作環
境文化，理解企業文化模式

的人資流程規劃
並提出實施對策

• 數位化人力資源：超越移動及雲端應用，建立數
位化人力資源的應用平臺

• 提升員工體驗及雇主品牌形象：打造並溝通企業
價值主張，並與員工或外部進行說明

現今，人力資源部門已從服務提供者角色轉
變為員工體驗促成者時，促使企業重新思考
人力資源問題

包 括 Airbnb7 及 德 克 斯（Deckers Brands）8 等諸

多企業增設“企業文化長”和“員工體驗長”等職
位，此體現了人力資源的新趨勢。2010 年，某能

源企業引進了流程簡化卓越中心（CoE）負責人，
隨後又引進人力資源分析負責人，在推動學習系統

及培訓專案時，也能同時提升資料分析及洞察能
力。9

新型组织：因设计而不同

圖 3. 人力資源部門的技能轉變：認為該趨勢“重要”或“非常重要”的受訪者百分比
图3. 人力资源部门的技能转变：认为该趋势“重要”或“非常重要”的受访者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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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利浦（Philips）和雀巢（Nestle）等公司改變學

發展當前及未來所需的勞動力，建立包含一系列課

計”的應用，此轉變不僅運用在各類學習項目，還

人力、資訊、財務等，提供職業教育、個人發展及

習和發展職能的工作方式，更加注重“學習體驗設
包括創造新型的學習環境。

10

澳 洲 聯 邦 銀 行（Commonwealth Bank of

職業生涯發展等項目課程。

英 國 電 網 公 司（EDF Energy） 的 HRBLA19 學院獲

Australia）11和澳洲電訊（Telstra）12嘗試“使用者

得公司資深領導層的大力支持，為第一個創立的學

體驗，因此許多企業正在轉型成為全新“深植於業

展團隊進行管理，公司運用系統性的方法，為全公

人力資源管理。

人員建立課程體系、評估及職業模型。課程體系設

導向設計”，運用設計思維為員工開發新應用及新
務”的人力資源角色，並可直接地負責管理企業的
轉型過程中也包括人力資源團隊自身的人才管理強
化，方案包含：

• 通過輪調制度，實現人力資源與業務部門間的人

員互換，例如哈利伯頓公司（Halliburton）13和谷

歌（Google）14，聘用業務人員擔任人力資源管

理崗位，並為他們制定富有挑戰的輪調任務，從

而能夠學習人力資源管理，並可為企業各層級領
導者提供建議，獲取相關寶貴建議

• 通過內部認證、調研小組及人員發展類的工作安
排，甄別高潛質的人力資源領導者，並為其提供

具有廣度及全球視野的工作經歷，如聯合健康集

團（United Health Group）15 和哈利伯頓公司

（Halliburton） 都實行類似專案，加速培養人力
16

資源管理的領導者

• 吸引年輕的千禧一代加入人力資源的從業隊伍，

運用其對新一代員工的生活、需求及期望能有更
好的理解

某人力資源總監認為再經過五年後，將有超過半數
的人力資源從業者會擁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這些
都表明人力資源部門正面臨全新定義及重塑，並且
人力的質量在發生轉變。17

人力資源作為一種職業亦或是一種職能，在正確
的方向上加速變革，然而企業整體變革也在加速
進行，因此未來人力資源部門必須更快順應變化
的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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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業務線學院（BLAs），該學院為公司各單位如

來自英國電網公司第一線的經驗

英國電網公司（EDF Energy）是英國最大的能源企
業之一，員工超過 14000 人。公司服務 500 萬居

民和企業用戶，並提供英國整體 20% 的電力供應。
18

在優化員工培訓、學習和發展的過程中，英國電

網公司（EDF Energy）採取一種可持續性的架構能

院，於 2014 年 5 月成立，該學院由專業的學習發

司包括健康、安全與環境領域等 500 多名人資從業

置基於英國特許人事和發展協會（CIPD）開發的能

力模型，涵蓋人力資源所需的全面技能能力，同時
課程內容根據公司實際需求進行定制。

BLA 學院成立 18 個月以來已為英國電網公司（EDF
Energy）節省大量的培訓教育成本，當中包括線上

學習平臺、數位化工具、能力自我評定及正式培訓
項目（如課程概要、網路課程、閱讀材料、視頻材

料等），公司配備學習發展專家對課程內容把關以
確保符合公司需求，以上例子體現人力資源運用新

手段進行自我提升，提供符合業務需求的管理服
務。20

如今，高效的人力資源團隊正在從單純的
“服務提供者”轉變為深具價值的員工體驗
顧問及設計者

企業著手點

依據本報告的研究調查結果，針對不同國家的企
業，建議以下幾個發展重點：

• 深刻瞭解人力資源的使命、職責與角色改變：人

力資源管理要求新的做法，其它部分則與以往相
同，深刻理解兩者的不同並有所行動

• 反思人力資源架構設置：在業務端是否配置充分

的專家和人力資源合作夥伴 ? 人力資源中心是否
從服務中心轉變為即時高效的營運中心？對於未
來人力資源的關鍵技能是否有明確認識？

• 技術革新：超過 40% 的企業擬採用現代的雲系統
來替換核心人力資源系統，企業是否能夠實現這

個目標，並足夠快速地推動移動和人力資源應用？
企業必須跟上科技發展步伐，以此升級能力，及
時革新傳統的人力資源工作方式

• 重新審視人力資源能力建設：企業須考慮運用定
制化人員發展專案，幫助人力資源從業者理解新
角色的要求，並增長能力來滿足不斷提升的業務

訴求，人資部門和業務部門間的雙向輪調可做為
重要的行動方案之一

給台灣企業的思考重點

全球的人力資源趨勢對於人力資源部門的定位，已
從傳統的人資服務提供者角色轉變成能夠促進員工

工作體驗的角色，並且所提出的人資流程規劃與構

想均能與公司整體業務目標方向趨於一致，同時透
過人資分析數據輔助人資部門能夠更了解員工的想

法，進而為公司提出更好的人才解決方案。然而，
台灣有許多中小企業人力資源部門的能力均還未達

到傳統人資服務提供者的程度，即一般人資管理的
基本功能，如薪酬管理、績效管理、招募徵選與訓

練發展等，因此欲踏入下階段的人資角色前，應思
考如何快速強化人資基礎功能，以打好基石，面對
未來角色的變換；對於大型企業而言 , 人力資源從

業人員應積極自我提升 , 轉型為公司的策略夥伴協
助組織全體員工執行任務 , 達成績效；且為因應未

來人資功能的轉型，台灣企業應思考多招聘不同類
型與專長的人資員工，以有助於未來的趨勢變化與
發展。

總結

人力資源職能正在快速轉變中，優秀的人力資源團
隊正在積極建立設計思維及新型的組織，期望人力
資源能力能與團隊及業務是緊密結合的，淺嘗輒止

是遠遠不夠的，需要不斷的進行自我反思：如了解
人力資源管理是否為一份令人振奮的工作？人員的
離職率相較其他業務部門是否在下降中？

人力資源部門及領導者也在持續加強能力建設，

如果沒有人力資源部門員工對自身的要求與努力，
員工的能力改善工作則從無談起。人力資源的未
來取決於持續改善企業文化和員工敬業度、培養

新一代領導者、推進新技術實現人力資源數位化
及運用設計思維能力等領域，唯有這樣，人力資

源部門才能改善員工體驗，並不斷培養企業所需
的優秀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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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新創團隊的命脈－
「技術」的保護及管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風險諮詢服務 / 吳佳翰執行副總經理

新創公司之所以被稱為新創公司，就是它有別人不
會的「技術」，這是新創公司最重要的資產。但常

見新創公司急於拓展業務，卻忘了對「技術」加以
保護管理。試想，如果新創公司在成功拓展事業版
圖後半年，滿街都出現相同類型的山寨公司，新創
團隊情何以堪？

以下舉出案例，說明未妥善管理營業秘密會造成何
種程度上的損失。

一、綜觀上述案例可得知營業機密保護
的重要性，究竟一新創公司該如何針對
公司的技術、營業機密或方針進行保護
呢？
技術文件、公司營運方針或是其他營業機密，甚至
隱私權資料，不論是電子檔案或是紙本資訊，都應
經完整的保護。資料自產生或取得後，便開始踏入
「資料生命週期的循環」，一路從資料的儲存、使
用、共享到歸檔，最終進到銷毀，這環環相扣的循
環過程中，各個環節都有需要注意的事項。

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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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綜 觀 上 述 案 例 可 得 知 營 業 機 密 保 護 的 重 要 性， 究 竟 一 新
創公司該如何針對公司的技術、營業機密或方針進行保護
呢？
技術文件、公司營運方針或是其他營業機密，甚至隱私權資料，不論是電子檔案或是紙本資訊，
都應經完整的保護。資料自產生或取得後，便開始踏入「資料生命週期的循環」，一路從資料的
儲存、使用、共享到歸檔，最終進到銷毀，這環環相扣的循環過程中，各個環節都有需要注意的

（五）資料的歸檔

事項。

當資料使用完畢後，應將相關的資料進行歸檔，並
綜合上述相關資料安全標準進行管控，如：資料的

資料產生/取得

儲存、使用及傳遞進行相對應的技術控制，確保能

儲存
資料
生命週期
安全管理

銷毀

歸檔

存取資訊人員經適當授權、檔案保存方式是否以加
密方式進行納管、針對已經歸檔資料，是否有相對

使用

共享

應的監控機制，且需定期進行資料的備份及回存測
試，確保資料可用性。

（六）資料的銷毀

當資料的使用期限已到，或經評估後決議要將其銷
毀時，組織應針對保存資料存放載具或媒介，進行
實體的破壞，或是其他損毀方式，得以確保資料能

（一）資料的產生及取得

資料無論其等級為機敏或一般，在產生或取得時，
都需先針對資料的原始型態進行定義，確認資料會

以何種格式與規則呈現。依據這些資料的用途、特
性及要求，去進一步的分類及定義重要等級。亦需
進行資料品質管理作業，確保資料的品質，不會因
其他外部因素而受到竄改或汙染。

（二）資料的儲存

資料的儲存也需一併進行管理，如資料儲存的安全
標準，或是資料存放載體（USB 或硬碟等）載具

管理機制。更重要的是，用什麼技術去進行控制，

例如利用存取控制技術，去限制能夠接觸到資料的
人，或是用加密方式去儲存資料並監控資料的儲存
環境。

（三）資料的使用

針對可使用這些資料的人員，需依每個人的業務特
性，設置不同的存取權限，適度的進行管控，例如

若非業務需求，相關機敏資料可能需要設置隱碼或

遮蔽等規則，定義資料使用的安全標準，並根據可
能會發生的資料外洩情境，規劃妥適的應變計畫。

（四）資料的共享
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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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大多會利用網路或是其他媒體與其他人進行交

換及分享。針對共享的機制，組織需明訂與交換方
之間該使用怎樣的方式進行資料傳輸，定義明確的
資料傳輸安全標準，並搭配相關的傳輸媒介管理機

制（如加密機制、針對存取的環境的安全性設定及
控制）。

夠完全刪除到無法恢復的狀態，並留存相關銷毀紀
錄以茲證明。

二、除了針對資料生命週期進行管理外，
新創公司應如何落實 配套措施去進行營
業秘密的保護呢？
在事前的預防，勤業眾信規劃了五大步驟，可用以
強化組織針對營業秘密保護。

（一）現況診斷與規劃

針對公司現有營運狀況與流程進行瞭解，並確認公
司現有管控強度是否足夠，另針對機敏資料進行分
類分級，確認保護標的。另建立適當的管理組織，

以釐清管理權責，利於推行營業秘密保護管理制
度，且以最適合組織的方式進行後續管理制度佈署
規劃。

（二）營業秘密保護教育訓練

透過教育訓練向全體同仁宣導營業秘密該如何判
定，其重要性為何，另外該如何保護這些營業秘
密等。

（三）企業資訊保護制度

建立企業資訊保護制度，首先需設計資訊分級管理
機制，規劃各級資料的控管措施以及保密機制。其
二，針對能夠接觸到該資訊的人員，設計相關的人
員保密機制，並評估是否需設置競業禁止機制。確

保人員之相關權責遵循必要性與最小化原則。其
三，確保資訊系統安全控管機制能符合相關的安全
標準，以完善資訊保護的框架。

三、資訊外洩調查與數位鑑識
勤業眾信有全台唯一非公務機關取得認證的數位鑑識實驗室。鑑識團隊提供數位證據封存、保
全及保存專業、資安事件暨駭客入侵鑑識服務以及符合國際司法程序 eDiscovery 證據蒐集與訟
訴支援服務，並提供數位證據鑑定報告出具服務。
異常行為
分析與預警
資訊外洩
通報與應變

資訊分級與
宣導

企業資訊
保護制度建立

資料保護管理
證據留存

‧資訊保護納入企業
‧風險管理架構(ERM)
‧資訊外洩通報機制

‧存取控制
‧資訊分級管理機制
‧資訊分級控制設計
‧保密宣導
⋯⋯

‧企業資訊保護組織
‧企業資訊保密機制
‧人員保密機制
‧競業禁止機制
‧企業舉報機制
‧資訊系統安全管理
‧持續改進(PDCA)

‧資料傳遞控制
‧資料儲存控制

‧資訊外洩應變機制
‧資訊外洩應變演練
⋯⋯

‧資料保護關鍵指標
(KPI)納入企業績效體系
‧異常行為監控、
分析與威脅預警
⋯⋯

‧資料使用控制
‧實體環境安控
‧營業秘密管理
‧證據留存規劃
⋯⋯

⋯⋯

透過保密與法規宣導，讓所有同仁對營業秘密保護有一定程度上了解，再循序漸進，建立資訊分
級制度，確立保護標的，並將資源依等級按比重分配，作最妥適的利用。有了控管資源，就可依
透過保密與法規宣導，讓所有同仁對營業秘密保護
（四）資料保護控制與證據留存設計
之建立企業資訊保密制度，確保資訊在企業中的使用與儲存等作業，可以獲得保障，並需定期演

有一定程度上了解，再循序漸進，建立資訊分級制
練，使所有同仁熟悉因應程序，且時時關切外部潛在威脅，持續改善企業環境，才得以永續經營。
設計資料安全控管機制，即資料在其生命週期內流
度，確立保護標的，並將資源依等級按比重分配，
轉時，所應遵循的規範，另針對資料傳輸的媒介與
作最妥適的利用。有了控管資源，就可依之建立企
勤業眾信的小叮嚀
儲存的載體，亦應設計相對應的保護方案。除此之
業資訊保密制度，確保資訊在企業中的使用與儲存
外，針對相關證據留存的機制與自動化稽核平台，
而前述管理過程，不分實體或數位，皆應留存足夠的證據，以保護企業最重要的資訊，若
等作業，可以獲得保障，並需定期演練，使所有同
也需妥善設計與規劃，確保相關資料存取都有留下
仁熟悉因應程序，且時時關切外部潛在威脅，持續
事件發生到最後訴諸法律，舉證責任是落在企業方，這些證據就成為了最有力的武器。
記錄佐證。並針對現有的資訊系統進行安全檢測，
改善企業環境，才得以永續經營。
確保資訊系統的安全性，同時針對異常行為進行監
再來，將有發生過的事件，進行模組判讀，確保此類異常行為模式得以受到監控，並於適
控、分析與威脅預警。
當時間啟動相關應變措施，另透過關鍵指標與企業風險管理架構，作為異常事件預防的先

鋒，將燎原之火止於起始。
（五）資訊外洩緊急應變

資訊外洩首要考量的是當事件發生時，該如何去止

血，如何去應變。我們將協助規劃事件應變通報機
制，針對可能發生的相關情境規劃應變流程，提供
事件應變演練計劃讓組織可據以操演，確保事件發
生時，相關人員能即時應變處理。

在事後舉證部分，本事務所有專業團隊可提供相關

之鑑識分析服務，協助組織在不幸發生事件時，能

勤業眾信有全台唯一非公務機關取得認證的數位鑑

識實驗室。鑑識團隊提供數位證據封存、保全及保
存專業、資安事件暨駭客入侵鑑識服務以及符合國

際司法程序 eDiscovery 證據蒐集與訟訴支援服務，
並提供數位證據鑑定報告出具服務。

的證據，以保護企業最重要的資訊，若事件發生到
最後訴諸法律，舉證責任是落在企業方，這些證據
就成為了最有力的武器。

再來，將有發生過的事件，進行模組判讀，確保此

類異常行為模式得以受到監控，並於適當時間啟動
相關應變措施，另透過關鍵指標與企業風險管理架

構，作為異常事件預防的先鋒，將燎原之火止於起
始。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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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外洩調查與數位鑑識

而前述管理過程，不分實體或數位，皆應留存足夠

創業

夠將相關證據保存並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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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 Up
to Start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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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佳翰

風險諮詢服務執行副總經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智慧化永續經營您的事業－聰明頭
腦可以創業，智慧經營才能永續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風險諮詢服務 / 吳佳翰執行副總經理

要永續經營，新創企業需有良好的管理體制，人才、

另一方面，新創事業必須得拚業績，用最快最小的

必要？市場上又有哪些工具或方法，可快速又經濟

用「市場數據分析」知道您的產品、價格、服務對

流程、科技都很重要，但初期哪些最重要？哪些最

實 惠地協助新創企業導入基本的管理體系與資訊環
境？從專業的管理顧問而言，這些都不是難事，問
對專家，人才、流程、科技都到位了，智慧經營免
煩憂！

智慧化永續經營您的事業

據統計，有七成新創事業在草創三年內就會收兵。
大多數的新創公司有絕佳的創新點子、創新產品，
但大多數卻敗在最終的市場接受度與無法獲利。
關鍵原因，就在於三年內就要找到「成功的商業
模式」。您的產品與服務要創新還不夠，還得在

市場上或客戶上必須有所區隔，商業價值定位才
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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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凸顯。

除了懂得商業模式、建立獲利模式還不夠，萬事起
頭難，這就必須要有「小而美的管理體系」。這其

中包括了「產銷人發財」各環節的智慧管理方式，
例如組織要怎麼運作比較好？誰要負責什麼事情？

找什麼樣的人最適合擔任什麼角色？人才怎麼培
養？怎麼樣激發團隊高效運作又不失原本的初衷？

成本積極運作市場與媒體的曝光度，但這就必須利

哪一群客戶最有吸引力，最容易獲利？忠誠的顧客
必須有高度滿意度，怎麼在客戶還沒發聲前就知道
他的需求？怎麼找到潛在的客戶？

更重要的是，後勤管理必須仰賴有效率的跨部門溝

通以及對的做事方法，也就是 SOP，有了 SOP 訂
好部門權責、授權方式、溝通方式與時間點，接下

來就能資訊化，這時候就用到了一間公司基本的後

勤資訊系統，包括「雲端 ERP」、「CRM」、「HR」
等系統，前端業務資訊系統也要善用社群媒體及營

銷系統，將公司所有的營運活動串聯在一起。初期

創業，可能最適合以租用應用軟體的模式，先求有、
再求好，幫助公司步上軌道。

建立好系統，接下來的管理可開始輕鬆許多。有了

數據蒐集，就能開始校正決策，更快因應市場變化，
更精準了解客戶需求，更放心讓財會符合內稽內控

精神，按時產生正確的損益及管理報表，事業逐漸
步上軌道。

優點
何時需要

誰可以幫忙

人才組織

人擺對位置了，用對方法了，
就有向心力
人才選、用、育、留，以及
訂定權責、授權、KPI、獎金
等制度
管理顧問
人資顧問

科技

科技用對了，減少支出，還
能幫助銷售、賣多賺多

了解客戶：CRM
管好財務：ERP
營銷成長：POS/APP/ 電商 /
Line@/FB/ 雲端 / 數據分析

行銷顧問
數位創新顧問
系統優化顧問
財會顧問
雲端系統廠商

流程

小組織也要運作順暢，有效
溝通最好的方式就是 SOP

八大循環 SOP
內稽內控
流程優化顧問
風控顧問

新創公司除了有好的產品之外，面對的是資金與目

標市場的考驗，在創業初期，確認產品或服務的市

場定位，可利用 Doblin Larry Keeley 所出版的 10
Types of Innovation 檢視自身的創新是否可結合更

多的關鍵要素。此外，勤業眾信除了審計及稅務領
域專長外，還擁有各領域的專家群、高效率的溝通
與高性價比（CP 值）的管理 IT 工具，可成為您強

大的後盾。有了強而有力的好夥伴，接下來的成功，
就仰賴新創公司的執行力了。

勤業眾信的小叮嚀

請牢記智慧永續經營的心法：找出定位、優先排序、
善用資源、數字管理、諮詢專家。

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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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 Opinion

專家
觀點

李惠先

電子商務服務負責人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正視電商透過平台業者銷售之
稅務爭議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電子商務服務負責人 / 李惠先會計師

電 子 商 務 的 發 展 如 火 如 荼， 透 過 平 台 銷 售 予 消

衍生若為我國業者銷售予外國消費者是否適用零稅

App、遊戲、音樂、影片、飯店訂房、車輛或居家

務費（或分潤）15 元負擔營業稅。

費 者 已 然 成 為 電 子 商 務 的 主 要 模 式 之 一， 舉 凡
空間等共享經濟電商交易，隨處可見透過平台業
者銷售之模式。

亦即，業者是將服務上架於平台業者所營運之平台
上，透過平台銷售予消費者並進行結算收款，平台

業者與上架業者間有關服務費或分潤之安排，則自

消費者購買價款中扣除後再淨額結算給付予上架業
者。然而，此種模式下，到底誰才是銷售予消費者

的「主體」（principle）是上架的業者？還是平台

業者？不同的認定結果，其稅負效果可能大不同。

而對於「誰是銷售主體」這個問題，固然應就經濟

實質與商業合約內容予以辨認，然而，實務上，上
架業者與平台業者的認知未必一致，而業者與稅務
機關的認定結果也可能不同。

近來我國遊戲業者及飯店業者透過外國電商營運之
平台，銷售予消費者時，被我國稅務機關認定我國

遊戲業者及飯店業者有短繳營業稅情事，即為一
例，而這個營業稅爭議實係「誰是銷售主體」之認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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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見解歧異所致。

舉例來說，假如業者透過平台銷售予消費者金額為

100 元，平台業者收款後扣除自身應收取部分 15

元，將淨額 85 元支付與上架業者，就營業稅而言，

若上架業者為銷售予消費者之「主體」，則其應就

銷售予消費者之銷售額 100 元負擔營業稅（亦將

率問題），而平台業者則就其向上架業者收取之服
然而，倘若認定平台業者才是銷售予消費者之「主

體」，則變成上架業者係銷售予平台業者 85 元、
而平台業者係銷售予消費者 100 元，則營業稅之
負擔繳納情形亦隨之變更；此外，倘該平台業者為

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之外國營
利事業，誰是銷售主體的問題更可能影響到台灣上
架業者是否須就 15 元的部份辦理扣繳。

甚爾，在營業稅法修法通過後，外國電商銷售勞務

予我國自然人消費者，須於我國辦理稅籍登記繳納

營業稅，那麼「誰是銷售主體」的認定結果，更將

關係到外國平台業者及外國上架之業者各自到底是
B2B 還是 B2C 銷售電子勞務、 B2C 銷售是否有達
到門檻，而須於我國辦理登記繳納營業稅之關鍵稅
務事項，足見此問題影響重大。

因此，建議採此模式銷售之業者，應採取必要方式

釐清此問題，以避免不確定性及潛在爭議，妥善管
理租稅風險，至於已產生爭議之業者，則應審慎考
量進一步救濟與爭取之策略。

有鑑於在電子商務快速發展與變化下，除了目前我
國遊戲業及飯店業透過電子平台銷售，已產生的營
業稅爭議以外，未來恐有更多其他產業業者透過平

台銷售，亦將衍生「銷售主體」的認定問題，而導
致普遍性的稅務爭議，影響電商之發展，因此建議

我國稅務機關在研擬及建構電商營業稅制之際，或
可考量在營業稅法規中訂定相關認定原則，俾供業
者遵循，減少租稅不確定性。

例如英國即規定業者透過電子平台銷售數位服務，
除非完全符合相關條件（諸如：上架業者與平台
業者雙方已就商業合約判定誰是銷售主體、帳單
或商業發票或收據已載明銷售主體及服務、平台
不應有權核准對消費者收費及服務的提供、亦不
應訂定銷售之一般性條款等），否則平台業者即

應被視為銷售予消費者之「主體」，就該銷售額
負責報繳營業稅。

( 本文已刊登於 2016-10-26 工商時報 A14 稅務法務版 )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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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
看時事

陳建宏

稅務部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反避稅浪潮的因應之道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陳建宏會計師、王亭茵經理

今年 8 月歐盟才對蘋果追討高達 130 億歐元（約

企業負有中華民國申報納稅及扣繳等義務，該外資

遭日本政府認定短報收入，並遭索討 120 億日圓（約

如此一來，影響範圍將實質擴大至取得該外資企業

145 億美元）的欠稅，9 月蘋果子公司 iTunes K.K. 也

1.18 億美元）稅款，同時間，歐盟又把槍口瞄向了
麥當勞、亞馬遜等企業，據報載歐盟將要求麥當勞

補繳近 5 億美元稅金給盧森堡，印尼當局亦打算追
查 Google 過去五年於當地逃漏的稅款。

由此觀之，跨國企業利用境外子公司移轉利潤，再

所給付的各類所得者。

舉例來說，F 股公司股東取得 F 股公司所配發股利
原屬該股東海外所得，股東個人除享有 670 萬免稅
額外，海外所得稅率也僅為 20%，然若該 F 股公司

一旦被認定為 PEM 在台灣者，其股東所取得的股

借由不同國家的稅務政策來達到規避稅負的時代勢

利將被認定為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該筆股利所得稅

法避免的趨勢。

東的衝擊程度，不可謂不大。

讓台灣正式成為國際間反避稅陣營之一員，就日前

前於投資架構及營運模式的稅負成本愈低，則其未

將過去，各國政府於全球追稅儼然已成為國際間無
今年 7 月 12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反避稅條款」，

通過之法案內容而言，未來我國企業對境外低稅負
國家關係企業合併持股達 50% 的公司即屬受控外

國公司（CFC，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

該受控外國公司倘未於設立地具實質營運活動，則

該公司所產生的盈餘，不論是否實際匯回台灣，我
國企業均須將該筆所得按其持有該關係企業股份或

資本額的比率及持有期間計算，認列投資收益，計
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

另外，縱然依外國法律登記設立，但其「重大經營
決策地」、「帳簿製作或儲存處所」及「主要營運
活動地」均在台灣的公司，也會被視為實際管理處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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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所給付的所得也將被視為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所（PEM，Place of Effective Management） 在
中華民國境內的營利事業，並比照境內營利事業課

徵 17% 營利事業所得稅，以及 10% 未分配盈餘加
徵稅。

由此看來，反避稅條款除了對海外關係企業盈餘課
徵 17% 營所稅、要求實質管理處所在台灣的外資

率最高將會達 45%，換言之，反避稅條款對 F 股股

就現行國際趨勢及國內立法動向來看，營利事業目
來潛在的租稅風險就愈高，因此，營利事業研究的
課題，不應再是如何可以不用繳稅，而是選擇該在
哪裡繳稅以及如何繳稅會最有利。也就是到底要選
擇落腳在哪一個國家繳稅。

由於目前台灣營所稅稅率相較多數國家為低，台灣
營利事業應如何避免在各國反避稅條款的架構下繳

納不必要的稅負，才是未來因應反避稅條款影響的
關鍵。

最後，由於目前法律條文經立法院三讀通過而未正
式生效實施，且相關子法規也尚未頒定，課徵方式
及相關配套措施未有最終明確規範，營利事業目前
除先行了解反避稅條款內容、持續追蹤相關法令訂
定、並諮詢專業人士評估前開法令可能造成的影響
外，在子法規及相關辦法正式公布前尚不宜貿然進
行組織架構調整，以避免未來因見樹不見林反而增
加不必要的稅務風險。

( 本文已刊登於 2016-10-28 經濟日報 A19 經營管理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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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惠明

稅務部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併購方式有異 實質課稅大不同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陳惠明會計師

2015 年 7 月 8 日公布的企併法修正條文已於 2016
年 1 月 8 日施行，新修正的企併法包括簡化併購程

序、增加併購彈性及併購對價選擇的多元化機制。

然而，企併法自 2002 年立法施行以來，正因為併

購類型的複雜及多樣化，在相關稅務法令規範未臻

周全下，同樣的併購結果卻可能因不同的併購方
式，造成有不同的課稅效果，讓參與併購的企業及
股東要在「相信」租稅法律與「擔心」實質課稅間
做判斷，而二者的權衡與拿捏都影響併購案件的進
行與成本的多寡。

按現行法令規定，企業併購有關合併與股份轉換對

股東所得稅的認定大不相同。如屬合併，則消滅公
司股東取得合併對價超過出資額部分視為股利所
得。

如為企併法第 29 條規定股份轉換方式併購，則轉
讓股份的股東如有所得，則屬證券交易所得。

合併與股份轉換均為常見的換股併購樣態，其差異
僅在於合併是將消滅公司營業併入存續公司而消

滅，股份轉換則成為他公司的子公司，均可達到事
業結合的目的，然而股利所得與證券交易所得對不

同的股東身分，存在著不同的課稅方式：對國內法
易所得須納入所得基本稅額計算。

最高稅率達 45%，而證券交易所得則自今年開始又
恢復停徵。

如果被併購公司的個人股東居多，正常人一定優先

選擇股份轉換，然而股份轉換後，如果收購公司逕
為簡易合併，是否會被稅局冠以實質課稅原則而以
合併模式視之呢？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投資人的選擇應該就不一定
了，但如果答案是不一定呢？投資人又該如何選擇
呢？

去年企併法修正後，終於配合所得稅法第 39 條規

定修正存續公司得繼受的虧損扣除年限由 5 年修正
為 10 年。

所得稅法自 98 年修正通過延長虧損扣除年限由五
年延長為 10 年後迄此次企併法修正已逾 6 年，期

間已不知發生有多少合併案件，因為企併法未能及
時因應所得稅法的修正，造成許多擁有超過 5 年以

上虧損扣除的公司，在併購過程中面臨難以抉擇的
窘境。

尤其是母子公司簡易合併的案件，按現行企併法規

定，存續公司繼受參與合併公司的虧損扣除數，是
按合併後參與合併公司的股東占存續公司持股比例
計算繼受。

換言之，如公司與 100% 持有的子公司合併，因母

公司持有子公司股份將因合併而註銷，所以子公司
的虧損扣除數將因合併而完全喪失，而母公司原有
的虧損扣除數並不致受到影響。

勤業眾信通訊

對個人股東而言，股利所得納入綜合所得稅課稅，

併購樣態呢？

專家觀點

人股東而言，股利所得不計入所得課稅，而證券交

在這樣的稅制下，被併購的公司到底要選擇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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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日卻因企併法未能及時配合所得稅法修正而

修法，加上財政部擴大解釋大法官釋字 427 號針對

「存續公司不得繼受消滅公司」的解釋，以致於原
本如果子公司採解散清算，在經濟實質上母公司得
扣除的 6-10 年虧損，卻因採合併而憑空消失，此

應非立法者本意。

從上面兩個的例子不難看出，如果法令的制定無法
完全維持一定的租稅中立，則將影響納稅義務人併
購架構的安排與選擇，但是如何維持稅法上的租稅

中立，實考驗立法部門的智慧，然在面臨法令不完
備下，如何做出符合經濟實質的稅捐核課，亦考驗
著行政部門的智慧，而在面臨租稅法律與實質課稅
的抉擇，最終還是考驗著納稅義務人的智慧。

( 本文已刊登於 2016-11-11 經濟日報 A20 經營管理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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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怡君

創事業服務負責人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張鼎聲

創事業服務負責人協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新創公司組織愈簡單愈好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新創事業服務負責人 / 吳怡君會計師、張鼎聲協理

許多創業者常會找會計師諮詢，詢問應該選擇哪一

若評估新創企業自身需求之後，仍需設立境外公

通常筆者會給的回覆都是，「如果沒有特殊目的考

立，如開曼群島、香港或新加坡等。主要係未來有

種類型的公司組織型態，要在哪邊開公司較適合。
量，企業組織應該要越簡單越好」。

任何新創團隊，只要開始有開銷，就應該要考慮成
立一家公司。此階段企業可能還沒有賺錢或商業模
式尚未成熟，但為了要支付費用或因應與合作廠商

談合約等業務需求時，就需要成立一家公司，利用
法人型態進行日常營運。這時候會面臨的問題是：
應該在哪裡設立公司？境外公司應設立在哪個地方
比較適合？在台灣應該設立有限公司還是股份有限
公司？筆者將針對這幾個問題進行說明。

公司設立優先考量為「需要性」及「成本」
境外公司設立地點大部分會考慮在開曼群島、英屬
維京群島、薩摩亞、貝里斯、香港及新加坡等地。

在境外設立公司的優點是大部分境外公司不需要驗

資，可以使用很低的面額產生技術股，並且可以給
予投資人較有彈性條件之特別股。創業家是否一開

始就應考慮設立境外公司，筆者認為應考量「需要
性」及「成本」。設立境外公司主要目的為設計投
資架構，但若短期內並沒有考慮尋求外部投資人，
則設立境外公司並沒有其必要性。且境外公司大部
分會收取年費，每年可能要繳交 5-10 萬元之維持

當創業家在營運模式尚未確立，短期內也沒有大額
資金進來或不考慮複雜的投資架構之前，選擇註冊

需要更改設立地。另外一個考量就是因應投資人的

要求，例如有些美國的創投或是加速器，只能投資
美國境內企業，因此創業者若想要獲得該單位的資
金協助，就只能在美國境內成立公司。

台灣公司註冊選擇多元

目前在台灣，有許多公司型態可以選擇，比如股份
有限公司 ( 含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獨

資及合夥，但對於新創企業而言，筆者通常都建議
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由於有限公司決議需要所有出
資者同意，所以較適合短期沒有募資需求及股東人

數少於 3 人之公司，這樣維持起來最簡單且成本也
較低。但若考慮引進外部投資人，就建議成立股份
有限公司，使用股權來控制公司營運。公司法給予
閉鎖性公司較多的彈性，但也建議等到有外部股東
加入時才需要思考設立閉鎖性公司的必要性。

綜上所述，若尚未有外部投資人加入，且營運相對
單純時，在台灣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即可。若一旦開
始有資金募集需求時，創業者可以與投資人、會計

師或律師討論看看相關組織架構如何調整，來達成
公司及股東間的最大共識。建議創業者在初期思考

成立公司時，可以選擇簡化的公司架構，讓團隊專
心於產品及業務之開發，等到商業模式確立，並有
後續投資人確定要投資時，再因應投資人之需求調
整，是較具成本效益的方式。

( 本文已刊登於 2016-12-02 經濟日報 A17 經營管理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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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公司有成本上的優勢，也是較好的選擇。

投資人要進行投資時，對這些地點法規熟悉，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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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若沒有足夠資金，設立境外公司並不划算。

司，建議考慮選擇公司法制度較為完備之地點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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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仁法律專欄
Expert Opinion

論廣告不實在公平交易法上
之態樣

理仁法律事務所 / 謝文倩律師、陳怡君律師

「保證日用品最便宜」、「發

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

某知名藥妝連鎖商店於民國 ( 下

徠效果之相關事項，而具有招來效果之相關事項，

現更便宜，退你二倍差價」，
同 )91 年間遭公平會認定其保

證與事實不符，且未充分揭露

「發現更便宜，退你二倍差價」
之條件與限制等重要訊息，就

商品之價格與其條件及限制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而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進而

遭公平會處以 100 萬元罰鍰 ！
1

企業、商家常以各種令人記憶深刻、吸引消費者目
光之廣告作為商品或是服務之宣傳，然而，在宣傳
自家商品或是服務時，除了要吸引消費者目光外，
還應注意什麼樣的情形會遭公平會認定為廣告不

則指凡一切具有經濟價值之其他非直接屬於交易標

的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諸如事業之身分、
資格、營業狀況，與他事業、公益團體或政府機關
之關係，事業就該交易附帶提供之贈品、贈獎，及
就他事業商品 ( 服務 ) 之比較項目等 ( 公平法第 21

條第 2 項、公平交易委會對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之
處理原則第 2 點參照 )。此外，公平法並規定，事

業不得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載有虛偽不實或引
人錯誤表示之商品 ( 公平法第 21 條第 3 項 )，以上

之規定，皆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 公平法第 21 條
第 4 項 )。

處以新臺幣 ( 下同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 二 ) 廣告商之責任 ( 參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
第 4 項至第 5 項 )：

遭處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之高額罰鍰，如

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與廣告主負連帶損

實，否則不僅沒有達到宣傳目的，還可能遭公平會
甚至倘若未按公平會之指示限期改正，還可能按次
此一來，豈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本文謹就「廣告

不實」在公平交易法上可能遭罰之態樣，簡要爬梳
整理如下。

一、何謂公平交易法上之廣告不實及相
關法律責任：

( 一 ) 事業之責任 ( 參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至 3 項 )：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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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

依照公平交易法 ( 下稱公平法 ) 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
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
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至於

何種屬「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
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

1、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情形下，仍製作
害賠償責任。

2、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傳播或刊載
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仍予傳播或刊載，亦
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3、廣告薦證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從事之薦證有
引人錯誤之虞，而仍為薦證者，與廣告主負連

帶損害賠償責任。但廣告薦證者非屬知名公眾
人物、專業人士或機構，僅於受廣告主報酬十
倍之範圍內，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至於廣告薦證者，指廣告主以外，於廣告中反
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
體驗結果之人或機構。

4、至於網路廣告要如何區分「廣告主」與「廣告

商」，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
理原則係揭示：「事業為銷售商品或服務，於
網際網路刊播網路廣告者，為廣告主」、「由

供貨商與網站經營者共同合作之購物網站廣告，
其提供商品或服務資訊之供貨商，及以自身名
義對外刊播並從事銷售之網站經營者，均為該
網路廣告之廣告主。」甚至更進一步規定將與

廣告主故意共同實施之薦證者或社群網站用戶

( 含部落客 )，主管機關得依廣告主所涉違反條
文併同處罰。(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
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3、4、10 點 )

( 三 ) 違反之法律效果：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

類型廣告中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類型
化，以下將分述並舉例說明之：

( 一 ) 促銷廣告不實之類型：

促銷廣告係指企業、商家於商品 ( 服務 ) 之廣告，
以特價、減價、折扣、分期、免費或買一送一等價

格或數量優惠，限時或限量交易或提供贈品或贈
獎，用以促進對消費者之招徠效果，屬企業常用之
廣告方式，茲就促銷廣告不實之類型3列舉之：

1、廣告所示商品 ( 服務 ) 價格或數量優惠與實際提
供情形不符，包括事業實際並未提供銷售、提

供數量顯較廣告所示數量為少，或未有限量表
示，而實際提供銷售之商品 ( 服務 ) 顯未達合理
可預期之需求數量。

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 5

2、廣告所示商品 ( 服務 ) 之價格、數量或其他優惠，

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

或刊登之版面排版、位置及字體大小顯不成比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

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

實際附有條件、負擔或期間等限制而未予明示，
例者。

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公平法第 42 條

3、廣告所示商品 ( 服務 ) 之圖片、型號等表示或表

( 四 ) 小結：

4、廣告就贈品贈獎之內容、數量、價值、參加辦

參照 )

公平法所規範之對象不僅止於廣告主 ( 即事業 )，還

有擴及到廣告商，惟廣告主若有不實廣告之情形，
則可能遭公平會裁處 5 萬至 2,500 萬元之罰鍰，至

於廣告商原則上應無罰鍰責任，惟須與廣告主負連

帶賠償責任，惟公平會於「網路廣告」之部分似乎
進一步加重了薦證者之責任，要求與廣告主故意共

同實施不實廣告者與廣告主負同等責任。綜上，不
論是廣告主或是廣告商皆應注意何種情形會構成公
平法中不實廣告之情形，以下將簡單整理介紹之。

二、公平法上不實廣告之類型：

公平法禁止事業、廣告商對於商品或是服務有虛偽

不實或是引人錯誤之情形，而虛偽不實係指「表示
或表徵與事實不符，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
接受，而有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 參公

5 點 )，而引人錯誤是指「係指表示或表徵不論是否
與事實相符，而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重錯誤之認知

法 ( 資格、期間、方式等 )、抽獎日期等所為表
示或表徵與實際不符。

5、廣告所示贈品贈獎實際附有條件、負擔或期間
等限制而未予明示，或刊登之版面排版、位置
及字體大小顯不成比例者。

6、廣告就商品 ( 服務 ) 價格為業界最低或類似表示，
實際並無銷售或銷售價格並非最低。

7、廣告內容僅於特定門市、分店或交易場所適用
而未予明示。

8、廣告強調商品 ( 服務 ) 數量之稀少或限量，而為
不實之銷售。

9、廣告為虛偽不實之限時表示。
10、廣告宣稱價格優惠，但所示商品 ( 服務 ) 之「原

價」、「市價」等基準價格屬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

11、廣告表示消費一定數額得獲嗣後交易優惠之抵

員會對於促銷廣告之處理原則」 等規定，以將不同

式、期間、範圍等限制未予明示，致消費者就

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公平交易委
2

用券、折價券等，就抵用券、折價券等使用方
其價值產生錯誤認知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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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促銷廣告不實案例：

悠遊卡公司於網站公告將在 104 年 9 月 1 日凌晨起

開放電話預購 15,000 套之波多野結衣之悠遊卡，

然實際上僅販售 12,000 套，差異高達 3,000 套，

引起軒然大波，最後遭公平會裁處 50 萬元4，此即
屬上開第 1 種「廣告所示商品 ( 服務 ) 價格或數量

優惠與實際提供情形不符之情形。

又，家樂福曾於 98 年消費券發放期間於電視、網

路、報紙、電內海報等刊登「到家樂福用消費券每

滿 3600 元送 7200 元滿額折價券」活動廣告，該
廣告內刊載「滿額折券使用注意事項」、「商品任
您買 ( 菸類除外 )」等與「滿額折價券」等內容，該

廣告予人印象係購買任何商品除了家樂福提貨券與

菸類產品以外，消費滿一定金額後皆可使用「滿額
折價券」折抵。惟實際上，消費者因使用消費券所

他事業較優項目，致整體印象上造成不公平之
比較結果。

7、就比較商品之效果表示，並無科學學理或實驗
依據。

8、其他就重要交易事實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比較行為。

( 四 ) 比較廣告不實之案例：

中華電信之某營業處於 95 年間透過郵寄帳單夾帶
宣傳信予其市話用戶，信函除載有「行動電話聽多
撥少，選擇中華 88/ 超值 128 最划算！」、「中華

網內撥打最經濟，減價、深夜時段讓您省最多！」、
「中華行動電話撥打市內電話、費用最低！」等文

字說明，另隨函夾帶「各家 2G 行動費率比較表」。

取得之「滿額折價券」背面「使用注意事項」第 3

就廣告內容觀之，中華電信雖宣稱「中華行動電話

商品提貨券、菸類、啤酒、烈酒 ( 威士忌、白蘭地、

方案而言，中華電信之每秒費用並未比其他電信公

點載明：「此滿額折價券不適用於購買家樂福量販

XO、高粱酒 )，及折抵運費安裝、家電延長保固專
案等費用」，與系爭廣告上除家樂福提貨券及菸品
外皆可購買之限制不符，廣告上也沒有記載上開限
制，故應屬於上開第 11 類「就抵用券、折價券等

使用方式、期間、範圍等限制未予明示，致消費者

就其價值產生錯誤認知之虞」之情形，最後遭公平
會重罰 300 萬元5。

( 三 ) 比較廣告不實之類型：

企業或商家常以和其他競爭者一較高下之方式以吸

引消費者之目光，然而，縱使未指明被比較之事業，
事業如為比較廣告則應注意避免就自身與他事業商
品之比較項目，為下列之行為6：

1、就自身或他事業商品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或表徵。

2、以新舊或不同等級之商品相互比較。

3、對相同商品之比較採不同基準或條件。

4、引為比較之資料來源，不具客觀性、欠缺公認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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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比較項目僅彰顯自身較優項目，而故意忽略

比較基準，或就引用資料，為不妥適之簡述或
詮釋。

5、未經證實或查證之比較項目以懷疑、臆測、主
觀陳述為比較。

6、就某一部分之優越而主張全盤優越之比較，或

撥打市內電話、費用最低！」，惟就月租費相近之

司低，因此，中華電信宣稱「中華行動電話撥打市

內電話、費用最低！」，與事實並不相符，核屬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業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3 項準用同條第 1 項規定，而遭公平會裁
處 100 萬元。7

三、結語：

企業或商家為了吸引消費者目光，常常會以「促銷
廣告」、「比較廣告」等方式為之，然而企業或是

商家應善盡真實表示義務以確保促銷、比較之內容
與實際情形相符，並於廣告上清楚記載相關限制、
條件以及比較基礎、資料來源，否則倘遭公平會認
定為廣告不實，不僅沒有達成吸引消費者之目的，
還可能遭處罰鍰，最糟的是還賠上了苦心建立的商
譽，因此，企業或商家在構思廣告時，不僅須要思

考如何吸引消費者、增加交易機會，更要注意切勿
違反公平法之相關規定，否則賠了夫人又折兵，得
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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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1.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1 年 4 月 15 日公處字第 091063 號處分書。

2 . 除上開規定外，公平交易委員會另有針對不同產業訂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案件處理原則」、「公平交
易委員會對於瘦身美容案件之處理原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瓦斯安全器材銷售案件之處理原則」、「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針對『酒類標示不實』處分案例之違法類型表」等規定，將該等產業中之廣告不實態樣類型化，惟本文限於
篇幅，則不另針對上述規定整理廣告不實之類型。又，「促銷廣告」之廣告不實類型與「網路廣告」多屬相似，故將「公
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8 點、第 9 點列舉如下，不另舉例說明：
「( 一 ) 廣告所示價格、數量、品質、內容及其他相關交易資訊等與事實不符。( 二 ) 廣告內容及交易條件發生變動或錯
誤須更正時，未充分且即時揭露，而僅使用詳見店面公告或電話洽詢等方式替代。( 三 ) 廣告就相關優惠內容或贈品贈
獎之提供附有條件，但未給予消費者成就該條件之機會或方式。( 四 ) 廣告就重要交易資訊及相關限制條件，未予明示
或雖有登載，但因編排不當，致引人錯誤。( 五 ) 廣告宣稱線上付款服務具保密機制，但與實際情形不符。( 六 ) 廣告就
網路抽獎活動之時間、採用方式、型態等限制，未予以明示。( 七 ) 廣告內容提供他網站超連結，致消費者就其商品或
服務之品質、內容或來源等產生錯誤之認知或決定。( 八 ) 廣告提供網路禮券、買一送一、下載折價優惠券等優惠活動，
但未明示相關使用條件、負擔或期間等。」、「網路廣告以他人薦證或社群網站用戶 ( 含部落客 ) 撰文之方式推廣商品
或服務者，廣告主應確保其內容與事實相符，不得有前點所列之行為。」

3. 參照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促銷廣告之處理原則第 7 點。

4. 公平交易委員會 105 年 2 月 24 日公處字第 105014 號處分書。
5.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判字第 2266 號判決。

6.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

7. 公平交易委員會 96 年 4 月 30 日公處字第 096083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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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達法律專欄
Expert Opinion

你不能不知道的投保中心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 / 許琇媛律師

近期投資市場最受矚目的案件

章雜誌或訪談等文章，讓大眾更了解其業務範圍，

好的公開收購案件，轉眼間卻

保中心就是保障證券投資人權利終極機關的誤解。

非樂陞案莫屬，原本是各界看
變成人人喊打的詐欺交易，要
求政府協助求償的聲音也隨之

而來，外界紛紛將矛頭指向金
融主管機關，認為監督不周，

各單位都承受莫大壓力，其中最甚者，恐怕就是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即一般人所

知悉的「投保中心」了。據報載，投保中心告了

公開收購人百尺竿頭等人還不夠，在立法院、行

政院接連要求投保中心將承辦本件公開收購股款
交割事宜的中介機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 下稱中信
銀 )，也列為求償對象的壓力下，其母公司中國信

託金融控股公司 ( 下稱中信金 ) 近期與投保中心達
成協議，提供前所未聞的「道義賠償」金新臺幣 ( 下

同 )5 億元 ! 從上開事件發展可以看出，投保中心
雖非如金管會此等中央行政機關，具有相當之行

政裁處權限，然其對於公司、銀行，甚或金融控

股公司的影響力卻是相當大，對於企業而言，不
能不多了解投保中心的功能。

投保中心成立於民國 92 年，成立目的確實是為了

保障證券投資人的權益。依據投保中心成立之法

源依據「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投

保中心幾項主要職責包括處理投資人的諮詢及申
訴、發現公司董監事有重大損害公司行為時，得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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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公司對董監事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或訴請法院裁
判解任公司董監事，以及最廣為人知的團體訴訟，
即代表證券投資人對造成投資人損失事件，提起
損害賠償訴訟，如本次樂陞案。

投保中心成立至今已超過十年，基本上所有業務

均已成熟，加上投保中心自身也不遺餘力透過報

在此同時，可能也多少造成一般社會大眾有著投
事實上，我國對於上市及上櫃公司之規範不一而

足，金管會、證期局、證交所等機構，在功能劃分
上或是職權上，乃控管上市上櫃公司監理事項的

第一線主管機關，至於投保中心主要則係立於「事
後」透過求償方式對投資者進行權益保障之角色，

此從前述投保中心的主要權限為公司或投資人受
有損害後，投保中心始代表公司或投資人提起訴

訟得以窺見。此外，投保中心多半會等到刑事偵

查機關起訴或經刑事判決確認公司董監事有責任
後，才會進行民事求償，亦可看出投保中心職權

發動之分際晚於金管會之事前監理以及事發後之
行政調查以及檢調機關的刑事偵查。

但這樣的分際在這次樂陞案中卻被打破，投保中心
在刑事偵辦尚未結束前，即對百尺竿頭等公司提
起民事求償訴訟，甚且規劃對中介機構中信銀也

提起訴訟。姑不論投保中心向中信銀請求損害賠
償的法律依據為何，從最後中信金不願意與投保

中心於司法上正面對決進行訴訟，且同意提供「道
義賠償金」此點觀之，投保中心現已採取更積極、

更強勢的作為，且不一定透過團體訴訟、代表訴
訟等司法裁判方式來解決相關投資人爭議。

但投保中心日益強大的效果，對一般上市櫃公司之
經營亦帶來不少壓力，例如以前投資人只會狀告

金管會、證期局，指稱公司有黑帳、人謀不臧等，
要求機關徹查辦理，現在投保中心也是股戶申冤
的對象之一；也有公司董監事不斷收到國稅局調
查通知，經了解才知道原來是投保中心函請國稅

局了解董監酬勞；抑或在經營權爭奪戰，投保中

心也變成雙方角力的戰場，甚至連公司辦理私募、
有沒有發放股利，都會有投保中心以各種不同形
式介入了解，顯見投保中心行使職權的範圍幾乎

無所不包，對公司經營階層來說，除了接受主管
機關，例如金管會對公司行為適法性之調查外，
還要處理投保中心不時的「函詢」，在台灣當前
的社會氛圍下，投資人權益保障意識高漲，公司

經營階層可能還是需要仔細了解投保中心的職能，
並與專業律師擬定應對策略，才能加強公司治理
之成效。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事務所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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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Reports 焦 點 報 導

透析反避稅趨勢、跨境電商課稅原則與企併法最新態樣

勤業眾信：掌握稅務新制 制定企業
營運策略最佳方針

（左起）勤業眾信稅務部會計師袁金蘭、會計師陳惠明、會計師陳建宏、勤業眾信稅務部營運長陳光宇；財政部賦稅署專門委員賴基
福、專門委員李志忠；勤業眾信稅務部會計師林宜信與勤業眾信電子商務服務負責人李惠先。

【2016 ／ 11 ／ 01，台北訊】為確保台灣稅源不流失，

應多方評估新制對企業投資架構，以及營運模式等各層

文，接軌國際反避稅潮流，並克服跨境電商銷售勞務的

競爭力。

今年七月立法院通過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3 及 4 增訂條
課稅權爭議，完成反避稅制度的最後拼圖；財政部也參

考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

（BEPS）建議，要求藉由網路銷售勞務給國內個人的跨

CFC VS. PEM，您不可不知的反避稅趨勢新
思維

後的企業併購法，雖簡化了併購程序、增加併購彈性及

3，是建立受控國外公司（CFC）「投資收益課稅制度」，

境電商，需在台辦理稅籍登記報繳營業稅；而大幅翻修
對價選擇多元性，但租稅成本也將影響併購效益，不可
焦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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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可能產生的影響，以期即早擬定因應策略，保持企業

輕忽。有鑑於上述新法令對企業營運產生重大影響，勤

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今（1）舉辦「勤業眾信稅務論
壇－透析稅務新制時代，創造企業致勝關鍵」。

勤業眾信稅務部營運長陳光宇表示，租稅成本為企業經
營應妥善管理的重要成本，隨著稅務新制的實施，企業

勤業眾信稅務部會計師陳建宏指出，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以避免台灣母公司將國外轉投資公司的獲利，保留於國
外低稅負地區的公司，藉此不分配回台灣母公司並延緩
課稅。

目前，企業最關心的莫過於「投資收益認列方式」。陳
建宏表示，據了解，財政部將可能提出兩種方案：第一

焦 點 報 導 Focus Reports
部頒布相關子法規後，企業將可更清楚未來相關申報規

定。不過，陳建宏提醒，面對國內外來勢洶洶的反避稅
潮流，如何在各國反避稅條款的架構包夾下，避免重複
課稅及罰款，是企業應審慎思考的關鍵。

潛力無窮的跨境電商 稅務趨勢停看聽

勤業眾信電子商務服務負責人李惠先表示，電子商務雖
然是現今最夯的商業模式，但由於跨境電商較不仰賴在
顧客或供應商所在地設立據點，產生了各國營業稅與所
得稅課稅困難與稅收流失等問題。

李惠先指出，在目前稅制下，如果跨境電商在台灣境內
沒有固定營業場所，則不需要辦理營業登記、繳納營業

稅，而是由買受人負責繳納營業稅，且交易金額 3,000
勤業眾信稅務部營運長陳光宇。

種方案，是直接採用財務會計權益法，而不調整認列投
資收益金額；第二種方案，則是以財務會計權益法認列

的投資收益金額為原則，但其中屬於 CFC 公司的部分，
則依據權益法認列的「轉投資收益」進行計算。舉例來
說，屬於非低稅負國家或地區的轉投資事業者（即有實
際業務營運的公司），將依據該轉投資事業股東同意，
或股東會決議的分配數進行計算。

陳建宏分析，由於方案二已將實質營運公司、而尚未分

配至 CFC 公司者，納入考量排除課稅，因此較符合立法
目的。不過，由於仍須調整財務會計認列的投資收益金
額，再予以課徵，因此預估將增加徵納雙方的申報及稽
徵作業成本。

元以下免稅；但在買受人為台灣自然人買家的情況下，
通常每筆交易金額小但交易筆數多，反向稽徵失效；因
此，不僅造成營業稅稅基減少的狀況，也產生跨境電商

相較於我國電商，反而不需負擔 5% 營業稅的不公平競

爭問題。

為此，歐盟自 2015 年起，要求跨境電商應於「消費者
所在國」，辦理登記並繳納營業稅；而瑞士、挪威、南

非、韓國、日本、紐西蘭、澳洲等國，也採取類似概念

課徵營業稅或消費稅。財政部也提出營業稅法修正草案，
明定跨境銷售電子勞務給台灣自然人買家，跨境電商業

者應在台辦理稅籍登記，並報繳營業稅。不過，有關電

子勞務的定義、是否須開立發票與扣抵進項稅額等事項，
尚待訂立於子法規中，業者應密切關注修法進度及子法
規動態。

至於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4 的部分，則是以建立「實際

管理處所」（簡稱 PEM），來認定外國營利事業，是否
應視同台灣營利事業的課稅制度。陳建宏表示，本制度

將消除 PEM 在台灣的外國營利事業未依法在台登記，而
不需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等的不公平現象。未來，若稅

務機關認定外國公司的 PEM 在台灣，將被視同為台灣公
司且須辦理登記，並且須依法申報繳納所得稅、未分配

盈餘稅及基本所得稅；分配股利給股東，也要依法開立

股利憑單或扣繳；而給付中華民國來源所得等各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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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依法辦理扣繳。

行政院將綜合考量國內經濟發展等各項因素，決定 CFC
公告開始施行年度適用，並不會溯及既往，未來待財政

勤業眾信稅務部會計師陳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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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但稽徵機關卻總以組織重組為理由，認為該

筆損失實質尚未實現、而不能認列；但若是有「所得」，
稽徵機關卻又要求先行課稅，使參與併購的公司及股東
無所適從。新企併法上路後，增加了更多併購的態樣及

併購對價的給付方式，如何維持併購的租稅中立完整配
套措施，是應持續研議的課題，否則將造成企業併購成
本的不確定性。

陳惠明表示，之前企併法未能配合所得稅法第 39 條修正
規定，將虧損扣除年限，從 5 年拉長為 10 年，直到本

次企併法修法才完成銜接。如果稽徵機關真要依實質課
稅原則，應基於維持租稅中立及企併法立法精神，准予

納稅義務人 10 年虧損扣除年限，按企業併購法所規範之
比例予以抵扣。不過，稽徵機關卻以特別法應優於普通
勤業眾信電子商務服務負責人李惠先。

台灣繼跨境電商營業稅修法後，下一步是否會研擬課徵

外國電商的所得稅？相當值得關注。李惠先建議，若要
開創跨境電商事業，務必要了解進入市場的直接與間接
稅法規及其可能變動、各項稅務遵循義務及成本，以利

評估投資架構、因應營業稅之訂價、利潤配置等，達到
兼顧稅負效率與稅務風險控管，兩者平衡的營運規劃。

另外，李惠先也提醒業者，如果有透過平台業者的電子

平台，銷售服務給消費者時，應留意並審慎評估，誰是
對消費者銷售之「主體」；由於實務上，上架業者與平

台業者，對於「誰是銷售主體」的認知與看法未必一致，
台灣稅務機關的認定結果也可能與業者不同，導致稅務
的不確定性與爭議。因此，相關業者若有透過電子平台
銷售勞務，應考量採取必要的方法釐清疑義，以減少可

法為由，仍限縮併購企業虧損扣除年限之適用。對此，
陳惠明表示，許多擁有超過 5 年以上虧損扣除的公司，
在併購過程中面臨難以抉擇的窘境，也因此影響了這幾
年併購案件的進行。

由於新法對於企業併購取得無形資產，或產生的商譽認

列未有特別修正。陳惠明指出，企併法過往雖明文規定，
商譽可於 15 年內平均攤提，但實務上，目前徵納雙方多

採用「協商方式」進行，鮮少遇到足額認列的狀況。此
外，企業透由併購所取得的品牌價值或客戶關係等無形
資產，均為併購成本的一環，現行企併法卻未給予攤提

的規定，也因此增加企業併購的成本。因此，陳惠明提
醒，企業善用併購之利器，選擇適合的併購類型，固然
是靈活配置資產、擴大市場規模的策略，但也不可輕忽

稽徵實務及稅務爭議；而租稅風險也應合理反映於併購
交易價格與條款之中。

能的稅務風險；而台灣稅務機關在建全跨境電商稅制之
際，也可考量是否參考英國等其他國家的做法，針對何
種情況下，電子平台應被視為對消費者銷售之「主體」
而負擔營業稅，訂立相關原則，以供業者判斷並遵循。

新企併法上路 借鏡稅務爭議實務為上策

企業併購法自 2002 年立法施行以來，便利許多企業透

由併購來增加營業規模，但不同的併購模式，可能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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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併購公司及股東的最終租稅負擔不同，不過稽徵機
關常以「實質課稅原則」來核課稅捐，也因此產生諸多
稅務爭議訴訟。勤業眾信稅務部會計師陳惠明指出，過

去按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規定，營利事業以「股票」
作價出資的金額，低於原始取得成本的部分，可以列為

勤業眾信稅務部會計師陳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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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動新南向引擎 首重稅務規劃、永續策略與人才戰

勤業眾信攜手新北市政府 透析東協佈
局與永續經營心法

（左起）勤業眾信新南向政策服務負責人陳俊宏、櫃買中心副理李淑暖、新北市經發局副局長黃正誠、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參事張
俊福、勤業眾信客戶、產業與市場負責人洪國田、凱薩衛浴董事長蕭俊祥、勤業眾信稅務部會計師廖哲莉。東南亞商機與稅務要點」
研討會。

【2016 ／ 11 ／ 15，台北訊】在人口紅利與龐大內需

勤業眾信客戶、產業與市場負責人洪國田致詞時指出，

業亦不落人後。然而，儘管東協投資熱潮興起，吸引台

川普當選下任美國總統後，TPP 是否會繼續，產業發展

市場加持下，東協已成為全球企業競逐的場域，台灣企

勤業眾信在東南亞有很多經驗，世局的變化很快，例如

境。新北市政府與勤業眾信合辦「佈局東南亞－策略與

的經驗，以及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參事張俊福，說明

合作夥伴，南向前必須了解東協的產業概況及投資環
稅務實務」研討會，由稅務變革、營運實戰經驗與資本
市場優勢等面向，全方位剖析東協佈局的經營心法。

請凱撒衛浴董事長蕭俊祥，分享凱撒衛浴在東南亞投資
政府的政策，希望與會的業者都有滿滿收穫。

勤業眾信通訊

與海外布局的策略面隨時都在變化；今天的研討會特地

焦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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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經發局副局長黃正誠表示，東協經濟共同體雖能
強化與台灣產業供應鏈的合作、拓展服務市場，但東協

有助企業維護成本；第三，估算建廠成本與土地取得成

提早思考規劃資金來源、併購轉型策略及品牌佈局管

成長至現今 6.68%，因此，了解市場發展潛力為投資必

有幣值變化大、借款利率與財務成本高等問題，企業應
理，並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善用台灣資本市場良好環
境與體質，取得更大優勢，以達永續經營的目標。

南向停看聽！四項戰略新思維

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參事張俊福指出，蔡英文總統宣
示，新南向政策有三大重點，分別是增進相互了解，穩
固拓展雙向交流，強化全面夥伴關係；希望透過官方互

動、企業投資與民間合作，推動與東協、南亞及紐澳等

18 個國家的密切關係。他指出，新南向政策將透過各
部會和企業團體的力量，實踐四項工作重點。首要任務
是「經貿合作」，應藉由強化產業價值鏈及連結內需市
場，改變過去單向交流與以東協為生產地的代工型態，

將東協做為內需市場的延伸；第二要務是「人才交流」，

本；最後，越南經濟維持穩定成長，已由 2013 年 5.42%
要條件。

蕭俊祥表示，凱薩衛浴當初看好位於東協的越南，擁有

人口紅利優勢，加上地理位置佳，挾最長的海岸線成為

湄公河之星，且越南在自由貿易協定和跨太平洋夥伴關
係（TPP）中，佔有重要地位。綜合評估之下，決定大

膽選擇越南投資設廠。凱撒衛浴打破衛浴產業長期由少
數廠商壟斷的局面，發展成台灣第三大、越南第二大的

衛浴品牌，並於 2014 年 10 月掛牌上市。不過，蕭俊
祥也提醒，佈局東協曾面臨越南排華暴動、歐美日大品
牌夾擊等挑戰，也遭遇人才管理不易、營運成本高漲的

挑戰，看準合適市場、即早投資之前，應規劃好長期經
營的策略及做好完善準備。

未來應強化教育並結合產業人才、新住民及第二代的力

借力台灣資本市場優勢 企業轉型升級事半功倍

至於「資源共享」的部分，張俊福認為，由於台灣與東

金、強化財務結構及健全企業體質等目標，成為許多企

量，提升台灣與東協人才資源的互補。

協無邦交，必須發揮醫療、文化、觀光、科技與農業等
軟實力，作為開展夥伴關係的利基，爭取雙邊或多邊合

作機會；最後為「區域鏈結」，與東協推動雙邊或多邊
制度合作，提升雙方協商對話位階，並強化投資保障及
風險管控，逐步深化新南向政策的實質成果。

凱薩衛浴教戰 聰明投資東協之道

凱撒衛浴董事長蕭俊祥表示，政府沒有辦法引導或強迫
任何一個廠商到哪裡去，每個企業都因應自己的需求到
海外布局，過去百分之九十的台商都到中國，目前中國

已有一百多萬的台灣菁英，在越南的台灣人卻只有四萬

資本市場可透過發行有價證券，達到便捷籌措中長期資
業邁向永續經營之道。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副理李淑暖指
出，台灣法制環境完善、櫃買市場架構完整，因此，能

徹底發揮高本益比與高週轉率、產業多元化等優勢，
外 資 參 與 比 重 也 由 2012 年 15.51%， 增 加 為 2016 年
21.69% 。為協助更多企業邁向資本市場，櫃買中心積

極建立創意集資、創櫃版、興櫃及上櫃等「多層次市
場」，至今，已輔導超過兩千家公開發行公司進入。

李淑暖表示，除了扶植國內企業外，自 2008 年開放外
國企業來台掛牌後，也成功締造外國企業來台上櫃 33
家、興櫃 10 家的成績。其中，中國大陸地區上（興）

櫃家數 15 家、佔比最高；來自泰國、新加坡及馬來西

人，兩者相差甚遠；但東南亞絕對是台商未來的重要方

亞等東協地區的櫃買家族，則有綠河 -KY、jpp-KY、泰

變化很快，本來他也對 TPP 寄予厚望，因為現在越南產

櫃買家族中，東協地區約佔三成，比例雖不高，但也成

南產品銷到台灣是零關稅；但現在幾乎不必討論 TPP 了，

泰國木料加工產製商，以使用淘汰橡膠木製成產品，擁

協就有 20 億人口，本身即是個很大的市場。

今，市值增加了 165.41%，稅前淨利與每股盈餘也穩定

向，因為中國的開發程度已經太高了。他說，世界局勢

品銷往台灣的關稅是 7.5%，台灣若加入 TPP，未來越
即使如此，東協國家之間零關稅，包括中國在內，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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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197 元，低於泰國的 391 美元和中國的 613 美元，

蕭俊祥指出，企業進行海外投資，首要任務有四點。首
先，必須先評估當地市場是否容易取得生產原物料，以

及原物料品質及成本為何？第二，應徹底調查當地市場

平均工資範圍。以 2015 年為例，越南平均月工資為美

昇 -KY 與楷捷 -KY 等 10 家上櫃、2 家興櫃公司。目前

功募得總計 37.55 億元的資金。以綠河 -KY 為例，其為

有綠色、環保、平價等價值；2015 年來台掛牌上櫃至
成長，有效連結台灣與東協市場，也實踐了企業轉型升
級之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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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改革 助投資東協一臂之力

勤業眾信稅務部會計師廖哲莉表示，近年來東協各國紛
紛祭出租稅優惠，不斷調整差異化大的租稅制度，以強
化投資誘因，同時積極與多國交換國際稅務資訊，進行

關稅減讓，使投資環境更便捷與自由。其中，汶萊、印

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及泰國，為最早達成
零關稅協定的國家；柬埔寨、寮國、緬甸及越南也已

於 2015 年底達成共識，全面實踐東協十國貨物流通全
面零關稅。此外，目前東協已與中國、日本、韓國、紐
西 蘭、 澳 洲 及 印度，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其他國家也正積極協商中。

廖哲莉指出，東協是台灣第二大貿易夥伴及第二大出口
市場。東協經濟共同體的形成，可能帶動區域內投資與

貿易的成長，對台灣造成貿易及投資移轉效果。不過，

台灣與東協並非經濟合作夥伴、也未加入 TPP，南進雖

為台灣投資貿易新趨勢，但東協區域內供應鏈崛起等因
素，也可能使台灣面臨競爭優勢被邊緣化的隱憂，不可
輕忽。

此外，廖哲莉提醒，東協雖試圖創造單一市場，但東協

各國發展現況、市場規模及基礎建設等差異不小，因此，
企業南進前應進一步了解各國產業發展、投資環境及經
濟前景，也應將法律制度不足、外匯管制、合資限制、

貸款投資與土地取得廠房保障等問題，列入策略評估考
量之中，以免因不諳法令而補稅或受罰。

焦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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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Up ！五大新南向金鑰 助金融業進軍東協

勤業眾信：導入新經營思維 強化法遵
與風險控管為上策

（右起）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所長陳錦稷、勤業眾信客戶、產業與市場負責人洪國田、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委龔明鑫、總統府資
政吳榮義、前財政部部長顏慶章、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副董事長陳國世、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校長施光訓與勤業眾信金融產業負責人陳麗
琦。

【2016 ／ 11 ／ 22，台北訊】根據銀行局統計，台灣

勤業眾信客戶、產業與市場負責人洪國田表示，政府透

台灣銀行業亞洲據點已由 184 個，增加為 193 個。顯見，

授信總額，協助企業參與東協國家重大基礎建設，更亦

銀行業配合政府亞洲盃政策，成效逐漸彰顯，近一年，

金管會正積極籌打亞洲盃，鼓勵金融機構透過併購及設
立子行佈局海外，以紓解台灣銀行業規模偏小、國際化

不足及市場集中度過低的惡性循環，達到”Value up”
焦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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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產業附加價值的成效。為協助台灣金融業強化新南
向競爭力，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與中信金融管理
學院共同舉辦「金融趨勢系列論壇」，第二場活動「金

融 2.0 －海外金融併購與新南向政策」於今（22）隆重
登場。

過亞洲盃政策為金融業注入強心針，藉由放寬銀行海外
有利台灣金融業擴大商機，轉化角色助攻製造業、服務

業、電子商務等其他產業，進軍東南亞。不過，洪國田
提醒，開拓東協國家市場儼然是世界趨勢，但由於東協

各國金融法規差異化高且繁雜程度不一，建議金融業應
挹注資源積極瞭解各國法令，並強化法遵、風管與內控

制度。此外，新南向不是只為了降低成本，更希望對台
灣經濟產生外部支撐效果，因此，定期關注海外各分行
的經營狀況，整頓資源以即時掌控各項風險因素，這才
是新南向政策的最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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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資政吳榮義致詞時指出，新南向政策議題範圍甚

不過，顏慶章也提醒，在南進的同時，台灣政府也應權

著東協國家政經體制的情勢變遷，目前，東協國家經濟

吸引力與穩固經濟發展的優勢，應著重思考如何根留台

廣，在政府支持下以協助企業拓展東協市場為目標。隨

成長起飛，金融商機蓬勃發展。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副主委龔明鑫表示，東協是全球貿易的重要樞紐，也是

台灣第二大的貿易夥伴，亞洲盃鼓勵金融業者佈局亞太
市場，新南向政策也推波助瀾金融業拓展版圖至東協國
家。龔明鑫指出，新南向的精隨，就是將在台灣所從事

對台灣有助益的活動，複製成功經驗到東協國家繼續發
揮，秉持著將心比心的理念，創造雙贏局面。同時，國

發會亦備有併購基金和創新轉型基金等資源，歡迎南向
需要支持者善用之。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校長施光訓則指出，過去金融產業多
提供實體的經濟服務，隨著創新科技的發展，帶動區塊

鏈、互聯網、大數據趨勢的興起，金融科技成為幅員遼
闊東協市場的重要需求。然而，新南向政策以「人才」
為本，善用東協國家豐富資源與勞動力，在金融服務虛

實整合之際，藉由人才鞏固產業，是為台灣銀行業開創
新局、跨境跨業行銷至東協國家的關鍵。

金融業 開啟各產業南向金鑰

前財政部部長顏慶章表示，金融業扮演國家經濟發展重
要樞紐，當各產業輸出至其他國家從事生產工作，伴隨

而來的，是金融業於海外服務的新機會。因此，新南向
政策的重要內涵，在於提供跨業跨境合作。據統計，台

灣銀行業於海外共計有 451 家分支機構，亞太地區佔八

成比重，達 362 家；其中，在東協國家就設有 175 家

分支機構，達三成佔比，成為台灣銀行業成長驅動引擎。
此外，顏慶章指出新南向政策投入 40 億台幣，建立與

東協、南亞及紐澳等 18 國的「經濟共同體意識」，推

動投資貿易、文化教育、醫療、科技等「雙向」互利合
作模式，朝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

四路並進，爭取與各國洽簽經濟合作協議（ECA），並
積極更新雙邊投資保障及租稅協定。

顏慶章指出，東協國家的崛起吸引了電子電機、紡織、
製鞋、農業等勞力密集產業前往投資布局。台灣金融業
也配合政體產業動向，湧現赴東協投資的熱潮，提供後
策白皮書」，從應用、管理、資源及基礎四大面向，提

出 11 項施政目標，加速金融業的數位轉型，同時深化
生態系統，使金融業者掌握內需市場的同時，也汲取廣
大外資。

經濟資源走向中國大陸後，所產生的製造業空洞化等隱
憂。同時，順應整併風潮，也應提供金融業合理的併購
成長環境，為台灣金融業帶來轉型升級的動能。

投資大不易！新南向迷思與新經營思維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副董事長陳國世表示，東協市場規模
大且成長快速。受惠於區域內產業升級需求，金融業擁
有許多潛藏待開發的龐大商機。陳國世舉例，農業轉型

可能需政策性貸款與信用保證機制；科技業升級需透過
資本市場，籌資管道進行融資；而隨著消費崛起，也帶
動信用卡業務及金融科技等。然而，東協市場雖為金融
產業帶來許多機會，但亦伴隨各項迷思和挑戰。

陳國世指出，外界認為 2015 年後東協 10 國無國界，
勞力、資金自由移動，但事實上東協各國間關稅大多已
降至零，但非關稅障礙卻不會在短期內消失，加上東協
各國經濟發展階段差異大，各國間的互防心態，短期間
內恐難以磨滅。同時，由於多數東協國家仍因基礎建設

落後、繁複的法規與勞工技能等，存在相當高的間接生
產成本。而各國政治體制造成的政策差異，以極複雜的
非關稅障礙等，皆需要時間及誠意談判加以解決。

因此，陳國世總結，東協所代表的是更具競爭力的「國

際生產基地」（2nd Factory of the World)，即便東協
市場規模既大且成長快速， 2015 年台灣對東協投資約
20.51 億美元，受到不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政治風險等許
多天然屏障影響，使企業營運面臨高度不確定性。

五大加值措施 成為金融業新南向後盾

台灣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邱俊榮表示，金管會日前放寬銀
行海外授信總額，凡有外國中央政府保證者，對同一公

司授信限額，可從淨值 5% 提高至 15%，估計全體銀行

的授信能量將增加 3,200 億元，以利企業參與東協國家
重大基礎建設，擴展台資銀行對外佈局的機遇。為協助
台商企業拓展東協市場，邱俊榮指出，行政院相關部會
研擬五項金融措施，作為台商強而有力的資金後盾。

邱俊榮說明，行政院推動新南向五大措施，首先將「擴

大基金」，現行海外保信規模僅 10 多億元，初步規劃
由國發會基金挹注 20 億元，以承保倍數 20 倍計算，承

保能量將可擴增 400 億元，若以保證成數約八成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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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與資訊產業的跨業合作，期許打造完善的金融科技

灣、創造就業機會與建置產業生產基地，以避免多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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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跨國金融服務。金管會於今年發布「金融科技發展政

衡國內產業發展。舉例來說，製造業擁有增加外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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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可提供台商 500 億元的融資需求；第二，研訂「獎勵

方案」，新南向放款獎勵方案，比照中小企業放款等方

法，藉由國內申設、遷移據點等獎勵方式，鼓勵對東協
目標 18 國辦理放款業務。

至於，第三項「設點」，因應金融服務需求，將協助銀
行至東協地區設點，並由金管會設定相關績效指標，初

步規劃一年至少增設三處據點；第四，「整廠輸出」強
化聯貸平台，若國內工程或電廠等整廠輸出時，資金需

求大且輸銀承貸能量有限，可透過與銀行合組的聯貸平
台以提供資金；最後，「邁向 IPO 進程」輔導當地具規
模的台商回台上市櫃，或到債市籌資，以助資本市場發
展。

焦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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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企業永續發展論壇

SDGs 將是國內外企業永續領域的溝通
用語並逐漸融入企業永續運作系統

（右起）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公司執行副總經理陳嘉祥、勤業眾信永續發展服務全球負責人 Eric Dugelay、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
公司資深副總經理曾韵、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簡又新、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績優廠商代表孫讀文經理與 TCSA 台灣企業
永續獎秘書長暨馬偕醫學院全人教育中心副教授申永順秘書長。

【2016 ／ 11 ／ 24，台北訊】為協助台灣企業與國際

重要議題之一，TCFD（Task Force on Climate related

產品與服務，找出企業在 SDGs 下的企業經營新思維，

務揭露，發展了一套清楚的架構，預計 12 月 14 日發

永續市場鏈結，將全球關注的永續趨勢結合自身營運、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與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
究基金會，今（24）共同舉辦「勤業眾信企業永續發展
維」。

Dugelay，以「全球永續發展新視野─趨勢與影響」發
表專題演講。他表示，正視氣候變遷是企業永續治理的

企業規劃完善資訊揭露的框架，建議企業密切注意並跟
進 TCFD 的腳步。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公司執行副總經理陳嘉祥指出，
2015 年「聯合國發展高峰會」發佈了《2030 年永續發
展目標》，規畫出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涵蓋了所有議
題，包括低度發展國家的貧窮問題，已發展國家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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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特地邀請勤業眾信永續發展服務全球負責人 Eric

表，進行公眾諮詢，明年 7 月正式發佈。這是一套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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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贏』向永續新世紀－ SDGs 下的企業經營新思

financial disclosure）針對企業自願性提出氣候相關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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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碳相關資產分佈狀況，以及氣候變遷帶來的財務曝
險程度。他強調，氣候相關財務揭露的四大核心元素，
將是治理、策略、風險管理、績效與指標。

針對 SDGs，Eric Dugelay 說明 Deloitte 如何在教育、

全球衛生、反人口販運、水資源、韌性城市、衝突礦
產 揭 露 等 諸 多 面 向 上， 以 具 體 行 動 支 持 SDGs， 強 調
Deloitte 的永續發展服務，是結合政府、企業、非營利
機構，一起解決全球面臨的複雜挑戰，為全球社會帶來
更好的影響。

台灣企業永續獎秘書長暨馬偕醫學院全人教育中心副教
授申永順指出，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將企
業永續與全球永續發展議題對接，引導企業高層、決策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公司執行副總經理陳嘉祥。

轉型、永續發展，及因應氣候變遷等問題；台灣雖不是

聯合國會員，但在推展 SDGs 上不遺餘力，期待企業擕
手合作，落實永續發展目標，為 SDGs 做出貢獻。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簡又新致詞時表示，23

日舉行的一年一度台灣企業永續獎頒獎典禮，可以看出
台灣企業在永續發展的進步狀況，參加比賽的企業加起

來的營業額，占台灣 GDP 的 88%，可見不論是大公司、

者提升思考經營戰略的布局高度，同時激發產品或服務
的設計，朝低碳與永續方向驅動。他說，SDGs 內容所
涵蓋的範圍廣泛，且與企業永續發展的關聯性高，可引

導企業高層與永續長（CSO）以更廣泛多元的面向，思
考及鑑別重大性（materiality）議題；也可讓企業永續

報告（或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更具體地回應全球性的
永續發展議題，展現企業對永續發展之重視，進而擘劃

前瞻性的願景，亦可藉由聯結 SDGs 與 CSR 之 GRI 永

續指標架構，增加報告書的豐富度與可看性。

申永順表示，在可預見的未來，SDGs 及其 17 項永續發

中小企業都積極投入永續發展領域。他說，台灣企業的

展目標將會是國內外企業永續領域中各利害關係人間的

表現很傑出；但世界正在變化，2015 年公布的 SDGs，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公司專案協理陸孝立表示，現行

CSR 揭露是亞洲第一名，超越日本、新加坡、香港等，

代表從現在起的 15 年之間，都要重視 SDGs 這個方向，

聯合國認為，永續發展能否成功，關鍵在企業，因為企
業掌握大部分的資源，例如一家蘋果公司的年產值，就

共同溝通用語，並逐漸融入企業永續運作系統。

國內政策，已朝永續發展精神推進，行政院國家永續發

高過全球很多國家的產值，所以要達成 SDGs 這些目標，

需要企業一起來做。

Eric Dugelay 演講時指出，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巨大影
響，全球已建立如碳揭露計畫（CDP）、永續性報告指
南（GRI）等整合性架構，也全力推廣企業在環保、社

會及公司治理面向的揭露（ESG），雖然達到初步成效，
但仍面臨揭露資訊片斷、不完整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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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Dugelay 指出，為解決這些問題，在 G20 推動下，
金融穩定理事會（FSB,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成
立了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 TCFD，希望發展一套

讓企業自願性提出氣候相關財務揭露的框架，讓投資
方、貸方、保險公司等，對提出財務揭露的公司做投資
決策時，能獲得更多資訊；同時讓利害關係人更了解企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簡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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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永續發展服務全球負責人 Eric Dugelay。

展委員會正在研訂我國永續發展目標，明確將與國際接
軌，未來我國政策走向勢必往 SDGs 靠攏，企業遵約責
任將更加明顯，應盡早準備。至於企業如何推動永續發
展時程，陸孝立提出，第一步是了解企業自身永續實踐
成熟度，第二步是了解利害關係人需要，設定永續發展
目標與願景，第三步是建立有系統的永續實踐機制，最
後則是結合企業特色及產品服務的永續規劃實踐藍圖。

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績優廠商代表孫讀文指出，台積
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是誠信正直、強化環保、關
懷弱勢，包括節約用水和用電、減少垃圾掩埋量等績效

名列前茅，推動全方位綠色製造。他說，台積公司對氣
候變遷風險的認知是：氣候變遷是實質風險，也是法規
責任，減碳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主要面向之一，法人投資

人對企業永續評比（DJSI、CDP）越來越重視。因此台

積公司成立碳管理平台，以具體行動執行法規面與節能
減碳，因此溫室氣體減量績效明顯，從 2000 年到 2015

年，全氟碳化物之單位排放量降低超過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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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國內外科技跨域聯盟 再現台灣經濟巔峰

勤業眾信：借力產業創新方案 創造產
業新浪潮

（左起）台灣大學教授吳瑞北、勤業眾信總郭政弘、NVIDIA 台灣區業務行銷副總裁暨台灣區總經理邱麗孟、鈺創科技董事長盧超群、
行政院政務委員吳政忠、台灣玉山科技協會理事長王伯元、首席電子商務公司董事長何薇玲、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公司董事長陳清
祥。

【2016 ／ 11 ／ 25，台北訊】科技創新應用正衝擊著產

行政院政務委員吳政忠致詞時表示，過去，台灣仰賴極

創新，為人們帶來嶄新生活與消費型態。行政院已打造

來三十年效率將不足以支撐產業動能，應接續過去成功

業更迭，物聯網、金融科技（Fintech）等跨領域破壞式

「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方案，提出「五加二」產業創
新方案，藉由亞洲矽谷、生技醫療、綠能科技、智慧機

械、國防航太、新農業及循環經濟，將推動重心由硬體
轉移至軟體及應用面。然而，台灣在雄厚的科技實力優
焦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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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下，如何借力使力再創科技經濟奇蹟，備受關注。有
鑑於此，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與玉山科技協會，

今（25）共同舉辦「玉山．勤業眾信科技論壇－台灣經
濟再起：國內外科技產業跨域聯盟」，縱向剖析台灣重

要科技產業發展，亦探討各產業如何橫向聯盟帶動產業
新浪潮。

佳的「效率經濟」，獨步全球創造經濟奇蹟。然而，未

經驗，再加上創新思維。吳政忠說，未來，台灣不能只

靠硬體，也要加入應用驅動元素等軟實力。首先，迎向

數位經濟時代，目前法規配套是否完善是首要思考面向，
數位傳播法、公司法等應要做適時的修正。第二，由於
軟體與數位應用愈趨複雜，優質人才與培育策略，是政

府和企業應攜手合作的課題。最後，隨著數位科技發展，
如何仰賴前瞻技術，攜手電子、數位軟體等科技打造跨
聯盟，以保持世界優勢，更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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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走出國際、被世界看見，「創新，絕對是最重要

的核心因子」。盧超群說，未來，政府應持續鏈結國內
外產業合作，打造創造雙贏的產業聯盟。同時，由於世
界正快速進步中，應以「五加二」產業創新方案為關鍵

基底，扶植產業學習各類創新技術，逐步擴大到各領域

的應用，並提供擁有 Idea 卻無資源得以創新的企業，得

到破斧重生的機會。

整合跨域聯盟 落實工業 4.0 革命

上銀科技公司董事長卓永財，以「精密機械攜手半導體

產業─邁向工業 4.0 新時代」發表演講。他強調重塑製

造業的重要，因為若沒有製造業，沒有所得，就沒有消
費，製造業創造的就業機會是最多的，因此美國總統當

選人川普宣示要重新發展製造業，找回美國人的就業機
會。其次，現在產業最重要的就是工業 4.0，工業 4.0 四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總裁郭政弘。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總裁郭政弘指出，勤業眾信

所服務的產業範疇多元，其中，與電子相關之製造產業，
佔七成以上比重。其中，半導體產業在台灣扮演舉足輕

重的角色，在全球半導體產值衰退的同時，台灣仍引領

全球，維持高於 7% 的成長率，產值約佔全球 25%，亦

在台灣 GDP 佔極大關鍵。郭政弘表示，相信未來「製造

服務業化」是驅動台灣產業發展的重要因子，應持續打
造跨產業整合，以趨動經濟發展成長。

玉山科技協會理事長王伯元致詞時表示，過去台灣累積

很厚實的科技實力，2015 年半導體產值是 2.2 兆，約占

台灣 GDP 的 15%，全世界的產值僅次於美國，但中國

大陸近幾年強力追趕，2015 年的產值已近 2 兆，且希望

每年以 20% 速度成長，台灣應該警惕；希望政府對半導
體產業多多支持，因為半導體產業是一切產業的基礎。

首席電子商務董事長何薇玲表示，這次論壇的跨領域合

作有個中心點，就是從 VR 著手，為何是 VR，因為不管
是機器人、風險操控或是未來學校的教育，一定要有動

力將產業往前推，這個動力就是 VR；但與 VR 連結的商

機未來是在台灣嗎？有很多東西要突破，不但是技術，
鈺創科技董事長盧超群表示，現今台灣逐步打造出優良

性傳動的第二大製造廠，世界種類最齊全的機器人專業
製造廠，是全世界最大半導體設備座標機器人製造者。

他強調，台灣產業要往前走，一定要跨領域結合，強攻
工業 4.0；不是由前瞻來創造，而是實質的行動，台灣未
來充滿了機會。

善用人工智慧利器 邁入智慧城市新境界

然而，如何透過深度學習加速人工智慧革命，NVIDIA 台

灣區業務行銷副總裁暨總經理邱麗孟，為此分享其經驗

談。邱麗孟認為，工業 4.0、IoT 與雲端技術，都脫離不

了「人工智慧」（AI）。目前，全球有超過 1,500 家的
AI 新創事業，台灣許多產業都透過運算演練發展，AI 技

術問世至今超過 20 年，它改變了工業、改變了社會，爾
後，圖形處理器（GPU）將能加速 AI 發展。

邱麗孟表示，GPU 可處理大量圖形與影像檔案，在「深

度學習」技術的研發運用下，GPU 辨識每個字的速度更
快、錯誤度降至僅 6.3%，這不但是革命性產業創新，更

能優化職能。未來的軟體工程師，將不再以寫程式為主，
而是加強發揮相關應用，以處理更大量資訊，達到更深

層、更棒的準確度。邱麗孟說，發展 AI 已是全球不可逆
的趨勢，透過建置汽車感知環境，煥新運輸與社會便利
性，打造出智慧城市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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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業環境，可謂是得來不易，為了讓台灣傑出的產業

卓永財也介紹上銀科技領先世界的技術，例如是世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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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心態，今天的論壇就是做一個開放性的動腦。

大主題是智慧製造、機器人、物聯網（IoT）與綠色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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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超群說，現今的半導體產業，好似是一個製造業、一
個硬體產業，所以各界想積極發展軟體面。然而，台灣
半導體產業得以逆勢突圍，連年正向成長，除了需要半

導體業共同持續推動外，政府與全民應繼續維護與支持。
未來，在愈加劇烈的競爭態勢下，半導體產業將以類摩
爾定律，延伸利用現有優勢，尋找出下一波產業成長動
能。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公司董事長陳清祥。

跨領域整合的新風險及挑戰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公司董事長陳清祥，以「跨領域
整合的新風險及挑戰」為題發表演講。他指出，全球數

位化的趨勢，是以數據、互聯網、自動感知科技為主體
的數位化革命持續在各產業變化，將深刻影響未來數年
的產業發展；跨領域整合商業模式的經營，將以生態系
發展，客戶是主軸，新興科技將是重要的關鍵因素。

陳清祥提出運用新興科技的跨領域整合案例，就是風
起 雲 湧 的 FinTech 潮 流， 但 跨 領 域 整 合 的 風 險 與 挑

戰， 來 自 於 新 興 科 技 所 面 臨 的 Cybersecurity 問 題，

Cybersecurity 風險與安全已經是國家安全議題。他強
調，法令不管怎麼規定都是法令，重點是我們現在是跟

風險共存的時代，如何與風險為伍、如何管理它，因應
這個變革，關鍵問題在速度，Cybersecurity 是公司治理
議題，董事會將是關鍵的角色。

跨界革命又一村 創新科技新局

鈺創科技董事長盧超群指出，科技創新加速了產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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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成功的領導者，將兼具創新與應用兩大層面發展。

他以「半導體如何跨界多元建設又一村」為題，洞悉半
導體產業的未來，點出工業革命奠基後，人類如何創新

科技革命，例如 20 世紀飛機載客、21 世紀火箭載人，
到現在正積極研究如何利用電腦診斷癌症等疾病。

證券管理法規

◢ 證交所說明編製並申報 105 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事宜 (105.10.27 臺證治理字第 1052201230
號)

◢ 證 期 局 發 布 自 106.1.1 至 107.12.31 止， 證 交 所、 櫃 買 中 心、 期 交 所 暫 時 停 止 提 撥 保 護 基 金
(105.10.31 金管證交字第 1050042059 號 )
◢ 105 年第 3 季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期限及注意事項 (105.11.01 證交所新聞稿 )

◢ 證期局修正「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及「公開收購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
(105.11.18 金管證交字第 1050045020 號 )

◢ 證期局修正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及「公開收購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公
開收購申報書件格式 (105.11.21 金管證交字第 10500450201 號 )
◢ 證期局修正「會計師懲戒委員會與懲戒覆審委員會組織及審議規則」(105.11.18 金管證審字第
1050044889 號 )
◢ 證期局公告有關財務顧問及會計師出具履約能力確認書應採行之合理程序及不得有利害關係而足以
影響獨立性範圍 (105.11.21 金管證交字第 10500450202 號 )

◢ 證期局預告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105.11.07 金管證發字第 1050044062
號)

◢ 證期局釋示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10 條但書之規定 (105.11.11 金管證發字第
1050044504 號 )

◢ 證期局發布放寬上市（櫃）投資控股公司獨立董事得兼任公開發行子公司家數限制 (105.11.9 金管
證發字第 1050040683 號 )

◢ 櫃買中心配合其他法規修正，將資訊申報辦法中，經營權異動且營業範圍尚未有重大變更時，自結
營業項目變動資訊期間由 1 年變更為 2 年 (105.10.31 證櫃監字第 10500305511 號 )
◢ 櫃買中心修正「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 10 條第 1 項各款不宜上櫃規定之具體認
定標準」等規定及相關附件 (105.10.28 證櫃審字第 10500312271 號 )
◢ 櫃買中心修正「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105.11.18 證櫃債字第 10500323691 號 )

◢ 證期局預告修正「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部分條文 (105.10.21 金管證審字第 1050043356
號)

【證券、期貨、投信、投顧】

◢ 證期局公告有關期貨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2 條第 2 項規定本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
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之令 (105.11.1 金管證期字第 1050042844 號 )

◢ 櫃買中心修正證券商推介客戶認購有價證券留存紀錄為 2 年及相關研究報告為 5 年 (105.10.24 證
櫃新字第 10500307701 號 )

◢ 證交所新增「證券商基於非避險目的從事國內外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額度申報」項目 (105.10.21
臺證輔字第 1050504311 號；105.11.04 臺證輔字第 1050504524 號 )
◢ 證交所新增放寬得為有價證券借貸交易標的得為當日沖銷交易標的，並自 105 年 11 月 21 日起實
施 (105.11.15 臺證交字第 1050022163 號 )

如需連結法規之相關網頁，請至勤業眾信首頁 www.deloitte.com.tw 下載全彩完整電子版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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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買中心配合開放期貨商受託買賣執行業務員得轉介客戶與自家槓桿交易商，從事槓桿保證
金契約交易，修正槓桿交易商內部控制標準規範作業程序及稽核重點 (105.10.31 證櫃輔字第
10500310731 號 )

法規輯要

◢ 證期局修正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鼓勵措施 (105.10.26 金管證投字第 1050041389 號；105.10.26 鼓
勵投信躍進計畫問答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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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買中心修正「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並增訂「證券商受理線上開戶委託人身
分認證及額度分級管理標準」(105.10.28 證櫃交字第 10500314181 號 )

◢ 櫃買中心「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賣辦法」、「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辦理申購暨買
回作業要點」及「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流動量提供者作業要點」(105.11.15 證櫃交字第
10500318751 號 )

◢ 櫃買中心「富櫃五十指數」成分股異動 (105.11.14 證櫃交字第 10503011321 號 )

◢ 櫃買中心修正「投資人查詢櫃檯買賣市場證券帳戶或交易資料作業程序」及「查詢被繼承人櫃檯買
賣市場證券帳戶或交易資料作業程序」(105.11.14 證櫃交字第 10503010651 號；105.11.15 證櫃
交字第 10503011391 號 )
◢ 證期局公告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之「印度 Nifty50 股價指數期貨契約」，為期貨商得
受託從事期貨交易之契約 (105.10.25 金管證期字第 10500428171 號 )

◢ 證交所增列已上市之「國泰臺指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臺灣加權指數單日正向 2 倍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及「國泰臺指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臺灣加權指數單日反向 1 倍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等 2 種指數股票型基金為上市認購（售）權證標的證券 (105.11.3 臺證上二字第 1051704484 號 )
◢ 為開放國內成分證券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得採現金申購買回，證交所修正
「受益憑證買賣辦法」及「受益憑證辦理申購買回作業要點」部分條文 (105.11.8 臺證交字第
1050021465 號 )

◢ 證期局公告期貨商得受託從事期貨交易之契約 (105.10.31 金管證期字第 10500441061 號 )

◢ 證期局開放投信基金得委託集團企業行使投票表決權或委託專業機構提供股東會議案分析及輔助投
票服務 (105.11.17 金管證投字第 1050036108 號 )

◢ 證期局放寬借券標的得日沖銷交易發布證券商管理規則之令 (105.11.14 金管證交字第 1050044060
號)
◢ 證期局預告修正「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及「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105.11.7 金管證期字第
1050044915 號 )

◢ 證期局預告修正「期貨顧問事業設置標準」及「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105.11.7 金管證期字第
105004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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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預告修正「金融控股公司之創業投資事業子公司參與投資金融事業以外非上市或上櫃公司一定限額
及應遵行事項辦法」 (105.11.7 金管銀控字第 10560004310 號 )

◢ 預告修正「資訊服務業及金融科技業為經主管機關認定之金融相關事業規定」(105.11.7 金管銀控
字第 10560004620 號 )
◢ 預告訂定「銀行淨穩定資金比率實施標準」草案 (105.11.11 金管銀法字第 10510004850 號 )

◢ 預告訂定「淨穩定資金比率之計算方法說明及表格」草案 (105.11.11 銀行局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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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告修正「商業銀行投資有價證券之種類及限額規定」(105.11.11 金管銀法字第 10510004840 號 )
◢ 預告修正「信託資金集合管理運用管理辦法」第 9 條 (105.11.21 金管銀票字第 10540002100 號 )

（以下函令之資料來源摘錄自：

保險局 http://www.ib.gov.tw/ch/home.jsp?id=37&parentpath=0,3）

◢ 修正「保險業各種準備金提存辦法」第 4 條之解釋令 (105.11.15 金管保財字第 10502504701 號 )

稅務法規
◢

個人以非現金財產捐贈列報扣除金額之計算及認定標準（105.11.16.）

一百零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十七條之四規定，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以非現
金財產捐贈政府、國防、勞軍、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者，納稅義務人依同法第十七條第

一項第二款第二目之一規定列報捐贈列舉扣除金額之計算，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實際取得成本為準；
其未能提出取得成本之確實憑證，或該非現金財產係受贈或繼承取得，或因折舊、損耗、市場行情或其
他客觀因素，致其捐贈時之價值與取得成本有顯著差異者，由稽徵機關依財政部訂定標準核定之，並授
權財政部參照捐贈年度實際市場交易情形訂定標準，俾符合租稅法律主義，並防止租稅套利行為，維護
租稅公平。為利徵納雙方對非現金財產捐贈列報扣除金額之計算及認定，有一致遵循標準，爰依所得稅
法第十七條之四第二項授權規定訂定本計算及認定標準。
第一條

本標準依所得稅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七條之四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以非現金財產捐贈政府、國防、勞軍、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
團體（以下簡稱政府機關或團體），該非現金財產係出價取得者，納稅義務人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二款第二目之一規定列報捐贈列舉扣除金額，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實際取得成本為準。但納稅義務
人未提出實際取得成本之確實憑證者，依下列規定計算：

一、土地：依捐贈時公告土地現值按捐贈時政府已發布最近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至土地取得
年度之價值計算之。但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及經政府闢為公眾通行道路之土地，依
捐贈時公告土地現值百分之十六計算之。

二、房屋：依捐贈時房屋評定標準價格按捐贈時政府已發布最近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至房屋
取得年度之價值計算之。

三、大樓工程：依受贈政府機關或團體出具含有捐贈時時價之捐贈證明，並經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屬實之
金額計算之。

四、綠美化工程：依受贈政府機關或團體出具含有捐贈時時價之捐贈證明，並經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屬實
之金額計算之。

五、符合殯葬管理條例設置之骨灰（骸）存放設施：依受贈政府機關或團體出具含有捐贈時時價之捐贈
證明，並經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屬實之金額計算之。

六、救護車、復康巴士等救災救護設備：依受贈政府機關或團體出具含有捐贈時時價之捐贈證明，並經
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屬實之金額計算之。

七、課桌椅、教學軟體、書籍：依受贈政府機關或團體出具含有捐贈時時價之捐贈證明，並經主管稽徵
機關查核屬實之金額計算之。

或團體出具含有捐贈時時價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有案之捐贈證明所載金額計算之。
後第一個有交易價格日之收盤價或加權平均成交價格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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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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未上市（櫃）股票：以捐贈日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前一年內無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者，以捐贈日公司資產淨值核算之每股淨值計算之。

十一、其他非現金財產：以受贈政府機關或團體出具含有捐贈時時價之捐贈證明，並經主管稽徵機
關查核屬實之金額計算之。

前項第一款但書依捐贈時公告土地現值百分之十六計算之基準，自一百零六年度起由財政部各地區國稅
局參照捐贈年度實際市場交易情形調整擬訂，報請財政部公告之。
第三條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以非現金財產捐贈政府機關或團體，該非現金財產係因繼承、遺贈或受
贈取得者，納稅義務人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之一規定列報捐贈列舉扣除金額，除法律另
有規定外，應以繼承、遺贈或受贈取得時，據以課徵遺產稅或贈與稅之價值計算之。

前項非現金財產捐贈，由納稅義務人提出該財產取得時，稽徵機關核發之遺產稅或贈與稅稅款繳清證明
書或核定免稅證明書供稽徵機關查核認定，納稅義務人未能提出上開證明文件者，其捐贈列舉扣除金額
之計算，準用前條各款規定。
第四條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以非現金財產捐贈政府機關或團體，該非現金財產因折舊、損耗、市場
行情或其他客觀因素，致其捐贈時之價值與依第二條第一項本文、同條項第一款本文、同條項第二款及
前條規定計算之金額有顯著差異者，其捐贈列舉扣除金額，由稽徵機關參照捐贈年度實際市場交易情形
查核認定之金額計算之。
第五條

納稅義務人以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一款規定之其他非現金財產捐贈者，得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定捐贈之
金額，該管稽徵機關受理後，應予核定。
第六條

本標準發布施行前，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已以非現金財產捐贈，而納稅義務人個人綜合所得
稅尚未核課或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其捐贈列舉扣除金額之計算，適用第二條至第四條規定。
第七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

廢止 97 至 100 年度「個人捐贈土地列報綜合所得稅捐贈列舉扣除金額之認定標準」( 財政部 1051116
台財稅字第 10504665861 號令 )

廢止本部 98 年 1 月 20 日台財稅字第 09804502010 號令、99 年 1 月 27 日台財稅字第 09904900430

號令、100 年 1 月 12 日台財稅字第 10004900020 號令及 101 年 2 月 21 日台財稅字第 10104513530
號令。

◢

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第九條、第十七條修正 (105.11.11)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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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同一課稅年度所從事研究發展之支出，得選擇以下列方式之一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並以不
超過該公司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三十為限：

一、於支出金額百分之十五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二、於支出金額百分之十限度內，自當年度起三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前項抵減方式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擇定，在當年度結算申報期間屆滿後不得變更。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三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三
年十二月十九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日施行；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修正之條文，自
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發
布日施行。
◢

預告訂定「受控外國企業適用辦法」及「實際管理處所適用辦法」草案 ( 財政部 105.11.9 台財稅字第
10500631360 號 )
一、訂定機關：財政部。

二、訂定依據：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三第五項、第四十三條之四第四項及第八十條第五項。

三、本部於本（105）年 8 月就旨揭辦法草案在北、中、南舉辦 5 場座談會，邀集各界進行討論，充分

說明規劃方向，且辦法草案已參採相關建議，為儘速完成後續作業，俾利落實宣導及徵納雙方遵循，
本案預告期間自本公告刊登公報之隔日起算 30 日。

四、「受控外國企業適用辦法」及「實際管理處所適用辦法」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如附件。草案內

容另詳載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網址：http://law-out.mof.gov.tw）「草案預告論壇」項下網頁。
◢

修正關稅法第三條、第八條至第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六條至第二十八條之一、第
三十六條之一、第三十九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第七十五條、第七十八條、第
八十二條、第八十四條至第八十七條、第八十八條至第九十二條及第九十五條條文（105.11.9）
第三條

關稅之徵收及進出口貨物稅則之分類，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依海關進口稅則之規定。海關進口稅則，
另經立法程序制定公布之。

財政部為研議海關進口稅則之修正及特別關稅之課徵等事項，得邀集有關機關及學者專家審議之。
第八條

納稅義務人為法人、合夥或非法人團體者，解散清算時，清算人於分配賸餘財產前，應依法分別按關稅、
滯納金、滯報費、利息、罰鍰及應追繳之貨價應受清償之順序繳清。
清算人違反前項規定者，應就未清償之款項負繳納義務。
第九條

依本法規定應徵之關稅、滯納金、滯報費、利息、罰鍰或應追繳之貨價，自確定之翌日起，五年內未經
徵起者，不再徵收。但於五年期間屆滿前，已移送執行，或已依強制執行法規定聲明參與分配，或已依
破產法規定申報債權尚未結案者，不在此限。

前項期間之計算，於應徵之款項確定後，經准予分期或延期繳納者，自各該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

滿之翌日起，五年內未經執行者，不再執行；其於五年期間屆滿前已開始執行，仍得繼續執行，但自五
年期間屆滿之日起已逾五年尚未執行終結者，不得再執行。
項規定辦理。

前四項規定，於依本法規定應徵之費用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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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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依本法應辦理之事項、應提出之報單及其他相關文件，採與海關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辦理，並
經海關電腦記錄有案者，視為已依本法規定辦理或提出。

海關得依貨物通關自動化實施情形，要求經營報關、運輸、承攬、倉儲、貨櫃集散站及其他與通關有關
業務之業者，以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處理業務。

前二項辦理連線或傳輸之登記、申請程序、管理、通關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海關所為各項核定、處分、通知或決定之送達，得以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行之，並於電腦記錄。
經營與海關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通關資料業務之通關網路業者，應經財政部許可；其許可與廢止之
條件、最低資本額、營運項目、收費基準、營業時間之審核、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
定之。

第二十一條

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得於貨物進口前，向海關申請預先審核進口貨物之稅則號別，海關應以書面答
復之。

海關對於前項預先審核之稅則號別有所變更時，應敘明理由，以書面通知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經納
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舉證證明其已訂定契約並據以進行交易，且將導致損失者，得申請延長海關預先審
核稅則號別之適用，並以延長九十日為限。但變更後之稅則號別，涉及貨物輸入規定者，應依貨物進口
時之相關輸入規定辦理。

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不服海關預先審核之稅則號別者，得於貨物進口前，向財政部關務署申請覆審，
財政部關務署除有正當理由外，應為適當之處理。

第一項申請預先審核之程序、所需文件、海關答復之期限及前項覆審處理之實施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二十二條

貨物應辦之報關、納稅等手續，得委託報關業者辦理；其向海關遞送之報單，應經專責報關人員審核簽證。
前項報關業者，應經海關許可，始得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並應於登記後，檢附相關文件向海關申請核
發報關業務證照。

報關業者之最低資本額、負責人、經理人與專責報關人員應具備之資格、條件、職責、許可之申請程序、
登記與變更、證照之申請、換發、廢止、辦理報關業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二十六條

未完成海關放行手續之進出口貨物，得經海關核准，暫時儲存於貨棧或貨櫃集散站。

前項貨棧或貨櫃集散站業者，應向所在地海關申請登記及繳納保證金；其應具備之資格、條件、保證金
數額與種類、申請程序、登記與變更、證照之申請、換發、廢止、貨櫃與貨物之存放、移動、通關、管
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二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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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速通關，快遞貨物、郵包物品得於特定場所辦理通關。

前項辦理快遞貨物通關場所之設置條件、地點、快遞貨物之種類、業者資格、貨物態樣、貨物識別、貨
物申報、理貨、通關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一項郵包物品之通關場所、應辦理報關之金額、條件、申領、驗放、通關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財政部定之。

第二十八條

海關對進口貨物原產地之認定，應依原產地認定標準辦理，必要時，得請納稅義務人提供產地證明文件。
在認定過程中如有爭議，納稅義務人得請求貨物主管機關或專業機構協助認定，其所需費用統由納稅義
務人負擔。

前項原產地之認定標準，由財政部會同經濟部定之。

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得於貨物進口前，向海關申請預先審核進口貨物之原產地，海關應以書面答復之。
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不服海關預先審核之原產地者，得於貨物進口前向海關申請覆審。

第三項申請預先審核之程序、所需文件、海關答復之期限及前項覆審處理之實施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二十八條之一

海關為確保貨物安全，對於保稅運貨工具與經海關核准之運貨工具及卸存碼頭之海運貨櫃，得加封封條。
下列業者經申請海關許可，得於所定運貨工具或海運貨櫃加封自備封條：

一、經海關登記且運輸工具為船舶之運輸業、承攬業，就其所載之海運貨櫃。

二、經海關核准實施自主管理且位於機場管制區外之航空貨物集散站業，就其自有之保稅運貨工具。

三、經海關核准實施自主管理之物流中心業，就運出該物流中心之海運貨櫃、保稅運貨工具或經海關核
准之運貨工具。

四、經海關登記之內陸貨櫃集散站業，就進儲該集散站或自該集散站轉運出站之海運轉口貨櫃。
前二項所稱封條，指以單一識別碼標記，可供海關查證並確保貨物安全之裝置。

第二項業者申請海關許可使用自備封條應具備之資格、條件、程序、自備封條之類別、驗證基準、使用
範圍、校正、管理、許可之廢止與重新申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三十六條之一

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得於貨物進口前，向財政部關務署申請預先審核進口貨物之實付或應付價格有無
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或其他應計入完稅價格之費用，審核之答復應以書面為之。

財政部關務署對於前項預先審核結果有所變更時，應敘明理由，以書面通知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納
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於收到書面通知後，得提出證據證明其已訂定契約並據以進行交易，適用變更後之
審核結果將導致損失，申請延長原預先審核結果之適用，延長以收到書面通知之翌日起九十日為限。
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不服第一項預先審核之結果者，得於貨物進口前，向財政部關務署申請覆審。
第一項申請預先審核之程序、所需文件、答復之期限及前項覆審處理之實施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三十九條

從價課徵關稅之進口貨物，其外幣價格應折算為新臺幣；外幣折算之匯率，由財政部關務署參考外匯市
場即期匯率，定期公告之。

關稅之繳納，自稅款繳納證送達之翌日起十四日內為之。

處理貨物變賣或銷毀貨物應繳之費用，應自通知書送達之翌日起十四日內繳納。
第四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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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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義務人或受處分人欠繳應繳關稅、滯納金、滯報費、利息、罰鍰或應追繳之貨價者，海關得就納稅

義務人或受處分人相當於應繳金額之財產，通知有關機關不得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其為營利事業者，
並得通知主管機關限制其減資之登記。

納稅義務人或受處分人未經扣押貨物或提供適當擔保者，海關為防止其隱匿或移轉財產以逃避執行，得
於稅款繳納證或處分書送達後，就納稅義務人或受處分人相當於應繳金額部分，聲請法院就其財產實施
假扣押或其他保全措施，並免提供擔保。但納稅義務人或受處分人已提供相當擔保者，不在此限。
前項實施假扣押或其他保全措施之裁量基準及作業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民法第二百四十二條至第二百四十四條規定，於關稅之徵收準用之。

納稅義務人或受處分人已確定之應納關稅、依本法與海關緝私條例所處罰鍰及由海關代徵之應納稅捐，
屆法定繳納期限而未繳納者，其所欠金額單計或合計，個人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法人、合夥組織、
獨資商號或非法人團體在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者；在行政救濟程序確定前，個人在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
以上，法人、合夥組織、獨資商號或非法人團體在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得由財政部函請內政部移民署
限制該納稅義務人或受處分人或其負責人、代表人、管理人出國。

財政部函請內政部移民署限制出國時，應同時以書面敘明理由並附記救濟程序通知當事人，依法送達。
海關未執行第一項前段或第二項規定者，財政部不得依第五項規定函請內政部移民署限制出國。但經查
納稅義務人或受處分人無財產可供執行者，不在此限。

限制出國之期間，自內政部移民署限制出國之日起，不得逾五年。

納稅義務人、受處分人或其負責人、代表人、管理人經限制出國後，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財政部
應函請內政部移民署解除其出國限制：
一、限制出國已逾前項所定期間。

二、已繳清限制出國時之欠稅及罰鍰，或向海關提供欠稅及罰鍰之相當擔保。
三、經行政救濟程序終結，確定之欠稅及罰鍰合計未達第五項所定之金額。
四、依本法限制出國時之欠稅及罰鍰，已逾法定徵收期間。

五、欠繳之公司組織已依法解散清算，且無賸餘財產可資抵繳欠稅及罰鍰。
六、欠繳人就其所欠稅款已依破產法規定之和解或破產程序分配完結。
第四十九條

下列各款進口貨物，免稅：

一、總統、副總統應用物品。

二、駐在中華民國之各國使領館外交官、領事官與其他享有外交待遇之機關及人員，進口之公用或自用
物品。但以各該國對中華民國給予同樣待遇者為限。

三、外交機關進口之外交郵袋、政府派駐國外機構人員任滿調回攜帶自用物品。

四、軍事機關、部隊進口之軍用武器、裝備、車輛、艦艇、航空器與其附屬品，及專供軍用之物資。
五、辦理救濟事業之政府機構、公益、慈善團體進口或受贈之救濟物資。

六、公私立各級學校、教育或研究機關，依其設立性質，進口用於教育、研究或實驗之必需品與參加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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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比賽之體育團體訓練及比賽用之必需體育器材。但以成品為限。

七、外國政府或機關、團體贈送之勳章、徽章及其類似之獎品。
八、公私文件及其類似物品。

九、廣告品及貨樣，無商業價值或其價值在限額以下者。

十、中華民國漁船在海外捕獲之水產品；或經政府核准由中華民國人民前往國外投資國外公司，以其所
屬原為中華民國漁船在海外捕獲之水產品運回數量合於財政部規定者。
十一、經撈獲之沉沒船舶、航空器及其器材。

十二、經營貿易屆滿二年之中華民國船舶，因逾齡或其他原因，核准解體者。但不屬船身固定設備之各
種船用物品、工具、備用之外貨、存煤、存油等，不包括在內。

十三、經營國際貿易之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專用之燃料、物料。但外國籍者，以各該國對中華
民國給予同樣待遇者為限。

十四、旅客攜帶之自用行李、物品。

十五、進口之郵包物品數量零星在限額以下者。

十六、政府機關自行進口或受贈防疫用之藥品或醫療器材。

十七、政府機關為緊急救難自行進口或受贈之器材與物品及外國救難隊人員為緊急救難攜帶進口之裝備、
器材、救難動物與用品。

十八、中華民國籍船員在國內設有戶籍者，自國外回航或調岸攜帶之自用行李物品。

前項貨物以外之進口貨物，其同批完稅價格合併計算在財政部公告之限額以下者，免稅。但進口
次數頻繁或經財政部公告之特定貨物，不適用之。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六款、第九款、第十四款、第十五款及第十八款所定之免稅範圍、品目、數量、限額、
通關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前項但書進口次數頻繁之認定，由財政部定之。
第七十五條

海關依第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四十二條規定進行調查時，被調查人規避、妨礙或拒絕提供資料、到場備詢
或配合調查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七十八條

違反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將保稅工廠之產品、免徵關稅之原料出廠，或將未依第五十九條第三項但
書規定補繳關稅之自用機器、設備輸往課稅區者，以私運貨物進口論，依海關緝私條例有關規定處罰。
第八十二條

經營與海關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通關資料業務之通關網路業者，違反第十條第五項所定辦法中有關
營運項目、收費基準、營業時間或管理之規定者，財政部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傳輸通關資料業務或廢止
其許可。

第八十四條

報關業者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申請、換發或辦理報關業務之規定者，
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
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之報關業務或廢止報關業務證照。

專責報關人員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專責報關人員職責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
月以下之報關審核簽證業務或廢止其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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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五條

保稅運貨工具所有人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之申請、換發或保稅運貨工
具使用管理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裝運貨物或廢止其登記。
第八十六條

貨棧或貨櫃集散站業者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之申請、換發、貨櫃及貨
物之存放、移動、通關或管理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進儲貨櫃及貨物或
廢止其登記。
第八十七條

經營快遞業務之業者辦理快遞貨物通關，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業者資格、貨物態樣、
貨物識別、貨物申報、理貨或通關程序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快遞貨物通關之業務。
第八十八條

保稅倉庫業者違反第五十八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之申請、換發、保稅倉庫之設備建
置、貨物之存儲或管理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進儲保稅貨物、按月彙報或廢止其登記。
第八十九條

保稅工廠業者違反第五十九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之申請、換發、保稅工廠之設備建
置、保稅物品之加工、管理、通關或產品內銷應辦補稅程序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
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保稅
工廠業務之一部或全部、按月彙報或廢止其登記。
第九十條

物流中心業者違反第六十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之申請、換發、貨物之管理或通關之
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
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貨物進儲、按月彙報或廢止其登記。
第九十一條

免稅商店業者違反第六十一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之申請、換發、貨物之管理、通關
或銷售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免稅商店業務之經營或廢止其登記。
第九十二條

辦理外銷品沖退稅之廠商，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五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沖退原料關稅計算或記帳沖銷之規定
者，海關得停止廠商六個月以下之記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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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五條

依本法應繳或應補繳之下列款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經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一、關稅、滯納金、滯報費、利息。

二、依本法所處之罰鍰及追繳之貨價。

三、處理變賣或銷毀貨物所需費用，而無變賣價款可供扣除或扣除不足者。但以在處理前通知納稅義務
人者為限。

納稅義務人對前項繳納有異議時，準用第四十五條至第四十七條之規定。

第一項應繳或應補繳之款項，納稅義務人已依第四十五條規定申請復查者，得提供相當擔保，申請暫緩
移送強制執行。但已依第四十五條規定提供相當擔保，申請將貨物放行者，免再提供擔保。
第一項應繳或應補繳之關稅，應較普通債權優先清繳。
◢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歐元兌美元匯率期貨契約」及「美元兌日圓匯率期貨契約」之期貨
交易稅徵收率為百萬分之一，自 105 年 11 月 7 日生效 ( 財政部 1051104 台財稅字第 10504670480 號令 )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歐元兌美元匯率期貨契約」及「美元兌日圓匯率期貨契約」之期貨
交易稅徵收率為百萬分之一，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七日生效。
◢

以日圓為計價單位之期貨交易稅稅額計算 ( 財政部 1051103 台財稅字第 10504669210 號令 )

在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以日圓為計價單位之期貨交易，期貨交易稅代徵人依本部 104 年 7

月 20 日台財稅字第 10404027050 號令規定計算之外國貨幣應納稅額，按個別期貨交易契約彙整交易當
日之日圓應納稅額，四捨五入計算至整數。

◢

105 年 版 貨 物 稅 菸 酒 稅 法 令 彙 編 發 行 後 相 關 釋 示 函 令 之 適 用 原 則 ( 財 政 部 1051102 台 財 稅 字 第
10504669790 號令 )
一、本部及各權責機關在 105 年 9 月 20 日以前發布之貨物稅、菸酒稅釋示函令，凡未編入 105 年版「貨

物稅菸酒稅法令彙編」者，除屬當然或個案核示、解釋者外，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非經本部重行核定，

一律不再援引適用。

二、凡經收錄於上開 105 年版貨物稅菸酒稅彙編而屬前臺灣省政府財政廳及前臺灣省稅務局發布之釋示
函令，可繼續援引適用。
◢

105 年版土地稅法令彙編發行後相關釋示函令之適用原則 ( 財政部 1051026 台財稅字第 10504038380
號令 )
一、本部及各權責機關在 105 年 9 月 13 日以前發布之土地稅釋示函令，凡未編入 105 年版「土地稅法

令彙編」者，除屬當然或個案核示、解釋者外，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非經本部重行核定，一律不

再援引適用。

二、凡經收錄於上開 105 年版彙編而屬前臺灣省政府財政廳及前臺灣省稅務局發布之釋示函令，可繼續
援引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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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管理法規

◢

公司法解釋令

相關法規條文：公司法第 267 條

函釋字號 : 經商字第一０五０二一一九九四０號
發布日期 :105 年 10 月 25 日

△公司於第 1 次董事會決議發行新股後，公司董事會復依同一程序召開第 2 次董事會變更原發行新股之
決議，尚屬可行。但若原股東如有爭執，宜循司法途徑解決。

按公司發行新股依公司法第 266 條之規定，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同意之決議行之。公司於第 1 次董事會決議發行新股後，公司董事會復依同一程序召開第 2 次董事會變

更原發行新股之決議，倘因公司董事會再次決議降低該次發行新股之總數致侵害原有股東之認股權或繳
納股款準備期間等利益，原股東如有爭執，宜循司法途徑解決。至於公司與銀行原簽訂代收股款合約應
如何處理，事屬私權契約問題，尚與公司法規範無涉。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令：核釋「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4 條，有關上市（櫃）
投資控股公司之獨立董事兼任該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公開發行子公司獨立董事者相關規定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9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50040683 號

上市（櫃）投資控股公司之獨立董事兼任該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公開發行子公司獨立董事者，視同為一

家，其兼任不計入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四條規定之兼任其他公開發行公司獨
立董事之家數，惟以兼任一家為限，若兼任超過一家者，其超過之家數，仍需計入兼任家數之計算。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令：訂定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10 條但書規定，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得免適用「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10 條，有關應先
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及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20％或新臺幣
3 億元以上者，應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之規定符合之情形，自即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50044504 號

一、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十條但書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符

合下列規定情事者，得免適用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十條，有關應先取具標的公司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及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之規定：

( 一 ) 依公司法發起設立或募集設立而以現金出資取得有價證券，且取得有價證券所表彰之權利與出資比
例相當。

( 二 ) 參與認購標的公司依相關法令辦理現金增資而按面額發行之有價證券。
( 三 ) 參與認購轉投資百分之百之被投資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之有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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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上市、上櫃及興櫃有價證券。
( 五 ) 屬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 六 ) 境內外公募基金。

( 七 ) 依證券交易所或櫃買中心之上市（櫃）證券標購辦法或拍賣辦法取得或處分上市（櫃）公司股票。

( 八 ) 參與公開發行公司現金增資認股或於國內認購公司債（含金融債券），且取得之有價證券非屬私募
有價證券。

( 九 ) 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於基金成立前申購國內私募基金者，或申購、買回之
國內私募基金，信託契約中已載明投資策略除證券信用交易及所持未沖銷證券相關商品部位外，餘
與公募基金之投資範圍相同。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十九日金管證一字第○九六○○○一四六三一號令，
自即日廢止。

◢

修正就業服務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三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136341 號
令修正公布第 52 條條文
第 52 條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及第十一款規定之工作，許可期間最長為
三年，期滿有繼續聘僱之需要者，雇主得申請展延。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之工作，許可期間最長為三年。有重大特殊情形

者，雇主得申請展延，其情形及期間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但屬重大工程者，其展延期間，最長以六個
月為限。

前項每年得引進總人數，依外籍勞工聘僱警戒指標，由中央主管機關邀集相關機關、勞工、雇主、學者
代表協商之。

受聘僱之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期間無違反法令規定情事而因聘僱關係終止、聘僱許可期間屆滿出國或因健
康檢查不合格經返國治療再檢查合格者，得再入國工作。但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
工作之外國人，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期間，累計不得逾十二年，且不適用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

前項但書所定之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期間，得請假返國，雇主應予同意；其請假方式、日數、程序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家庭看護工作之外國人，且經專業訓練或自力學習，而有特殊表現，
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資格、條件者，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期間累計不得逾十四年。

前項資格、條件、認定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

經濟部、財政部令：修正「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零 五 年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經 濟 部 經 工 字 第 10504605350 號 令、 財 政 部 台 財 稅 字 第

10504674430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9、17 條條文；並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9條

公司同一課稅年度所從事研究發展之支出，得選擇以下列方式之一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額，並以不超過該公司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三十為限：

一、於支出金額百分之十五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二、於支出金額百分之十限度內，自當年度起三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第 17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施行。

年十二月十九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日施行；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修正之條文，自
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發
布日施行。

如需連結法規之相關網頁，請至勤業眾信首頁 www.deloitte.com.tw 下載全彩完整電子版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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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稅法
◢

關於新增中國服務外包示範城市適用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所得稅政策的通知
文號：財稅 2016 年 108 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6-11-15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9414&class1=2&class2=7&class3=20&class4=50

◢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高檔化妝品消費稅徵收管理事項的公告
文號：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6 年 66 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6-10-27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9398&class1=2&class2=6&class3=18&class4=47

◢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在境外提供建築服務等有關問題的公告
文號：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6 年 69 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6-11-15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9416&class1=2&class2=6&class3=17&class4=45

◢

關於繼續執行研發機構採購設備增值稅政策的通知
文號：財稅 2016 年 121 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6-11-23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9417&class1=2&class2=6&class3=17&class4=45

◢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營改增後土地增值稅若干徵管規定的公告
文號：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6 年 70 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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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日期：2016-11-24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9420&class1=2&class2=6&class3=17&class4=45
中國稅法完整內容請參考勤業眾信躍馬中原 Go China 網站
http://www.gochina.com.tw/e-paper.php

會計審計資訊
◎

最新發布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問答集 ( 資料來源 : 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網站 http://www.ardf.org.
tw/eas5.html；詳細內容請至基金會網站查詢 )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主旨

105/11/18 (105) 基秘字第 289 號

符合無形資產認列條件之發展階段支出是否得按各專案別認列為無形
資產之疑義

105/11/18 (105) 基秘字第 290 號 首次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時交易是否涉及租賃之疑義

105/11/18 (105) 基秘字第 291 號 股份基礎給付交易之揭露疑義

105/11/18 (105) 基秘字第 292 號 取得關聯企業交易產生之商譽之會計處理疑義

105/11/18 (105) 基秘字第 293 號 共同控制下企業合併之會計處理疑義
105/11/18 (105) 基秘字第 294 號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按公允價值再衡量之會計處理
疑義

105/11/18 (105) 基秘字第 295 號 商譽及非確定耐用年限無形資產後續衡量方法變動之疑義

105/11/18 (105) 基秘字第 296 號 對投資性不動產選擇成本模式之企業之公允價值揭露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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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證管工作行事曆
( 國內上市公司適用 )

日

星
期

項
次
1

5

一
2

1

10

六

2
3
4
1

15

20

四

二

2

1

2
1
2
31

六

3
4

證管工作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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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國內上櫃公司適用 )

日

星
期

項
次

5

一

1

申

報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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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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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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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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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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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 10 日前申報上月份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明細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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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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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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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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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報經董事會通過之次年度內部稽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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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資料。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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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結損益資訊（自願性申報）。按月自願公告者應持續公告至當年度結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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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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5

星
期
一

項
次
2
1
2

10

六

3

4

1
15

四
2

20

二

1
1

2
31

六
3
4

( 國內興櫃公司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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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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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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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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公司債應申報上月份異動情形。每月 1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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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31 日輸入之申報年月為 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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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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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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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資料申報作業。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資料。

發行國內外各類公司債（含金融債券及私募債券）公司定期申報之財務資訊。
公司債財務資訊－
於公司債到期日或債權人得要求贖回日前 1 年內之存續期間，另應於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
自結數資料 ( 例在 105/11/ 30 日輸入之申報年月為 10510，其內容為 105 年 10 月底之自
結財務數據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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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報經董事會通過之次年度內部稽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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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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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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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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業眾信通訊

發行國內公司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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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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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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債支應償債款項資訊－
發行公司債者應於距公司債到期日前或債權人得要求賣回日前 6 個月內之存續期間，於每
月 10 日前申報依公司法第 248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申報償還公司債之籌集計劃及保管方
式之支應償還款項來源及其具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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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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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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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自
結數資料。

( 國內公開發行公司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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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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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公開發行公司發行海外股票、海外存託憑證、海外公司債者，應於發行後每月終了 5 日內
將流通餘額報表等輸入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並向中央銀行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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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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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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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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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發行公司發行海外股票、海外存託憑證、海外公司債者，應於發行後每月 20 日及終了
5 日內將流通餘額報表等輸入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並向中央銀行申報。
申報次年度內部稽核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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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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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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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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上市 ( 櫃 ) 及外國興櫃公司每月 5 日前上網申報所發行之有價證券 ( 含國內（海外）轉
換公司債、特別股、債券換股權利證書、員工認股權憑證等）之前月異動情形。

每月 10 日前申報上月營運情形：
(1) 第一上市 ( 櫃 )、外國興櫃公司應申報上月背書保證金額、資金貸放金額、衍生性商品
交易情形及上月份合併營業收入額。
(2) 第一上市 ( 櫃 )、外國興櫃公司有「重要子公司」者尚應代其「重要子公司」申報上述
營收、背書保證、資金貸放資訊。
(3) 第一上市 ( 櫃 )、外國興櫃公司申報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限額及明細表。
(4) 第一上市 ( 櫃 )、外國興櫃公司應代所有「未於國內公開發行之子公司（含國內及海外
子公司）」申報其衍生性商品交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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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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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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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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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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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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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上市 ( 櫃 )、第二上市 ( 櫃 )、外國興櫃公司有發行海外股票、存託憑證、公司債者，應
於每月 20 日前申報截至當月 15 日止之流通及兌回情形流通餘額報表等，並應向中央銀行
申報其流通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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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上市 ( 櫃 ) 公司財務資料。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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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上市 ( 櫃 ) 及外國興櫃公司申報經董事會通過之次年度內部稽核計畫。

勤業眾信通訊

1. 上市有價證券發行人應辦業務事項一覽表 105.10.11
2. 上櫃公司應辦事項一覽表 105.07.15
3. 興櫃公司應辦事項一覽表 105.10.13
4. 公開發行公司應公告或向本會申報事項一覽表 102.08.20
5. 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應公告及向本會申報事項一覽表 102.03.06
6.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
辦法 105.0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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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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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7.13

證管工作行事曆

註：請參考下列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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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稅務工作行事曆

◢

應辦事項

1.11 月份娛樂稅總繳 10 日截止。

2.11 月份各類所得扣繳稅款之報繳 10 日截止。

3. 零稅率廠商 11 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 15 日截止。
4. 營利事業預先訂價協議之申請，應於本月底前提出申請。

稅務工作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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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個月內應辦稅務事項提要

1.11 月份娛樂稅總繳本日開始。
2.11 月份各類所得扣繳稅款之報繳本日開始。
3. 零稅率廠商 11 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本日開始。

1.11 月份娛樂稅總繳本日截止。（遇假日順延至 12 月 12 日）
2.11 月份各類所得扣繳稅款之報繳本日截止。（遇假日順延至 12 月 12 日）
1. 零稅率廠商 11 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本日截止。

1. 申請預先訂價協議之營利事業，應於申請預先訂價協議之交易總額達新台幣五億
元以上或年度交易金額達新台幣二億元以上之交易所涵蓋之第一個會計年度終了前辦
理。（遇假日順延至 1 月 2 日）

Seminars & Publications

勤業眾信105年12月-105年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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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106 年 01 月份專題講座

~本公司榮獲「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國家級評鑑)銅牌獎，授課品質最有保證~
代號

日期

時間

時數/

課 程 名 稱

講師

透過整帳作業創造企業財報經營價值

李 進 成

6/8

4,800

VIP 扣點

費用

OCT02

12/13(二) 09:00-16:00

DEC04

12/13(二) 13:30-17:30

統一發票開立及申報扣抵實務精解

詹 老 師

4 / 6.5

4,000

DEC11

12/13(二) 09:00-16:00

H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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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01

12/14(三) 09:00-16:00

NEW~「IFRS 9 金融工具」最新解析

吳 美 慧

6 / 10

6,000

OCT04

12/14(三) 09:00-16:00

NEW~房地合一新制實務解析與運用

鍾 老 師

6/8

4,800

周 志 盛

6/8

4,800

彭 浩 忠

6/8

4,800

黃 美 玲

6/8

4,800

黃 美 玲

6/8

4,800

HC03-3

12/14(三) 09:30-16:30

FA02-1

12/15(四) 09:00-16:00

OCT03

12/15(四) 09:30-16:30

第三期 人資管理法令暨爭議處理實務班—
薪資管理的法令認知與實務爭議
第二期 企業財會從業人員實務技能加強班—
強化財會實務作業正確觀念之處理技能
活用損益兩平分析提升經營績效
第七期 企業主辦會計實務研習班—

CH07-3

12/16(五) 09:30-16:30

DEC15

12/16(五) 13:30-16:30

NEW~勞動法令之遵循計畫設計與執行

張 憲 瑋

3/5

3,000

OCT01

12/19(一) 09:00-16:00

NEW~內部人股權交易之法律責任與注意事項

施 汎 泉

6/8

4,800

DEC05

12/19(一) 09:00-16:00

NEW~企業產品訂價決策與移轉計價會計處理

蔡 俊 明

6/8

4,800

OCT09

12/19(一) 13:30-16:30

林 信 佑

3/5

3,000

DEC06

12/20(二) 13:30-16:30

HOT~所得稅扣繳實務

黃 純 華

3/5

3,000

DEC12

12/20(二) 13:30-16:30

加開場~反避稅新制：台灣 CFC 及 PEM、大陸 42 號公

林 世 澤

告最新發展實務解析

闕 月 玲

3/5

3,000

DEC14

12/20(二) 13:30-16:30

NEW~企業併購及經營權爭奪實例分析

劉 又 銓

3/5

3,000

黃 美 玲

6/8

4,800

董

磊

6/8

4,800

周 志 盛

6/8

4,800

詹 老 師

4 / 6.5

4,000

黃 美 玲

6/8

4,800

彭 浩 忠

6/8

4,800

財務報表解讀與分析實務

NEW~瞬息萬變-台商如何因應中國全面增值稅時代的
來臨

DEC07

12/21(三) 09:30-16:30

NEW~會計人員必備之核心職能與專業技巧

OCT12

12/21(三) 09:00-16:00

NEW~如何有效降低公司採購成本暨增加獲利

HC03-4

12/21(三) 09:30-16:30

DEC08

12/22(四) 13:30-17:30

第三期 人資管理法令暨爭議處理實務班—
職業災害的法令認知與實務爭議
營業稅重要解釋函令實務解析
第七期 企業主辦會計實務研習班—

CH07-4

12/22(四) 09:30-16:30

FA02-2

12/22(四) 09:00-16:00

DEC02

12/23(五) 13:30-16:30

NEW~機密保護之法令遵循計畫

張 憲 瑋

3/5

3,000

DEC09

12/23(五) 09:00-16:00

NEW~成本分析與削減成本具體方案運用

李 進 成

6/8

4,800

OCT10

12/23(五) 09:00-16:00

NEW~大陸業務主管應具備的法律實務技能

陳 彥 文

6/8

4,800

DEC13

12/26(一) 13:30-16:30

HOT~大陸稅務總體檢－重大新規與涉稅排查

林 信 佑

3/5

3,000

DEC03

12/27(二) 13:30-17:30

HOT~董事會及股東會之規劃與運作實務

陳 錦 旋

4 / 6.5

4,000

NOV11

12/27(二) 13:30-17:30

NEW~營業稅違章行政救濟之爭議與規定解析

第二期 企業財會從業人員實務技能加強班—
財報解析、融資策略與資本支出評估

詹 老 師

4 / 6.5

4,000

1/9(一)

13:30-16:30 NEW~線上與線下(O2O)交易面面觀-營運流程稅務評估

林 信 佑

3/5

3,000
4,800

1/9(一)

09:00-16:00

NEW~「一例一休」勞基法修正案實務解析

周 志 盛

6/8

1/10(二)

09:00-16:00

經營團隊靈活運用數據測試風險及掌握利潤

李 進 成

6第/ 18 頁，共 44,800
頁

JAN01

1/10(二)

09:00-16:00

HOT~財務指標判讀及經營風險預防

侯 秉 忠

6/8

4,800

JAN02

1/10(二)

13:30-17:30

HOT~兼營營業人稅額調整規定及申報實務解析

詹 老 師

4 / 6.5

4,000

3/5

3,000

12/30(五)前報名繳費者，獨享早鳥好康價~

JAN03

1/11(三)

09:00-12:00

NEW~新式「財務報表查核報告」暨新版「公司治理評
鑑指標」重點剖析
●好康 1：單堂優惠價 2,500 元/VIP 扣 4 點
●好康 2：合報 JAN03+JAN04 者，再享 2 堂組合優惠價
4,000 元/VIP 扣 7 點

巫

鑫

出版 勤業眾信通訊
•

JAN17
NOV13

講座

JAN13

管理會計與決策分析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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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105年12月-105年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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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一例一休」勞基法修正案實務解析
105 年 06～07 月份專題講座
周 志 盛

JAN17

1/9(一)

09:00-16:00

6/8

4,800

NOV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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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二)
09:00-16:00
經營團隊靈活運用數據測試風險及掌握利潤
李 進 成
6/8

4,800

JAN01
代號
JAN02

1/10(二)
日期
1/10(二)

09:00-16:00
時間
13:30-17:30

JUN03

6/13(一)

JUN04

6/13(一)

APR12
JAN03
JUN05

6/13(一)
1/11(三)
6/14(二)

12/30(五)前報名繳費者，獨享早鳥好康價~
NEW~企業關鍵績效指標在管理會計的整合運用實務
13:30-17:30 NEW~新式「財務報表查核報告」暨新版「公司治理評
HOT~財會人員常犯營業稅錯誤類型實務解析
鑑指標」重點剖析
13:30-16:30
HOT~知己知彼－跨境電子商務稅務新挑戰
09:00-12:00
●好康 1：單堂優惠價 2,500 元/VIP 扣 4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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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01

6/14(二)

09:00-16:00

JUN13

6/14(二)

09:00-16:00

侯 秉 忠
講師
詹 老 師

4 /扣點
6.5
VIP

4,800
費用
4,000

彭 浩 忠

6/8

4,800

詹 老 師

4 / 6.5

4,000

林
巫 信 佑
鑫
鄭 佩 琪

33 // 55
6/8

3,000
3,000
4,800

NEW~「IFRS 9 金融工具」最新解析

吳 美 慧

6 / 10

6,000

HOT~違反境外公司與 OBU 操作規定之風險與防制

張 淵 智

6/8

4,800

6/8

4,800

3/5
6/8

3,000
4,800

09:00-16:00

●好康 2：合報 JAN03+JAN04 者，再享 2 堂組合優惠價
4,000 元/VIP 扣 7 點

12/30(五)前報名繳費者，獨享早鳥好康價~

第一期 企業財會從業人員實務技能加強班－
09:00-16:00 NEW~大陸反避稅 42 號公告解析暨 IFRSs 下我國新增反 彭 浩 忠
帳務處理、財務報表、內控規範與責任會計
避稅措施之所得稅會計處理
巫
鑫
13:00-16:00
第一期 企業採購管理實務研習班－
●好康 1：單堂優惠價
2,500 元/VIP 扣 4 點
09:00-16:00
吳 淑 惠
有效掌控交期與存貨管理
●好康 2：合報 JAN03+JAN04
者，再享 2 堂組合優惠價

6/8
時數/

FA01-1

6/15(三)

JAN04
PM01-3

1/11(三)
6/15(三)

JUN06

6/16(四)

09:00-16:00

財務報表的動態價值與如何運用十大方案
4,000 元/VIP 扣 7 點

李 進 成

6/8

4,800

JUN07
NOV15

6/16(四)
1/11(三)

13:30-16:30

HOT~如何降低支付國外支出之扣繳稅款
HOT~退休三寶：勞退新制、勞保年金、國民年金

王
葉 昭
崇 悌
琦

3/5

3,000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07 以上版本)
第七期 企業主辦會計實務研習班－
第一期
合併財務報表編製實務班—
如何建全會計制度及應用會計管理技術

黃 美 玲
陳 政 琦

6/8
12 / 16

4,800
9,600

CH07-1 6/16(四)&
1/11(三) 09:30-16:30
CF01-3
09:00-16:00
6/17(五)

講座
出版 勤業眾信通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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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財務指標判讀及經營風險預防
課 程 名 稱
HOT~兼營營業人稅額調整規定及申報實務解析

FA02-3
JUN08

1/12(四)
6/17(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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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期 合併報表自動化工作底稿設計
企業財會從業人員實務技能加強班－
IFRS 四大財務報表解讀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成本分析與預算編製攸關技能

彭 浩 忠
蔡 俊 明

6/8
6/8

4,800
4,800

JUN09
JAN05
APR09

6/17(五)
1/12(四)
6/2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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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用財報分析暨洞悉財報窗飾與舞弊
NEW~如何活用財報分析創造競爭優勢
NEW~企業併購法規暨跨國併購實務運作
**主要以中文授課

黃 美 玲
林
雋

6/8
6/8

4,800
4,800

JAN16
JUN01

1/13(五)
6/2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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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國際採購英文契約訂定實務解析
13:30-16:30
Keys to Business Contract reviewing
13:30-16:30
NEW~大陸稅務總體檢－重大新規與涉稅排查

姜 汎
正 泉
偉
施

36 / 58

4,800
3,000

3/5

3,000

6/8
3/5

4,800
3,000

APR13

6/20(一)

JUN10
JAN06

6/21(二)
1/16(一)

NOV17

1/16(一)

林 信 佑
09:30-16:30 NEW~全球政經環境及金融市場動盪下，對總體經濟之
NEW~活用損益兩平分析提升經營績效
黃 美 玲
13:30-16:30
李 宏 達
影響與企業因應對策
第一期 EAS
企業會計準則實務精修班－
13:30-16:30
HOT~績效管理與目標設定
戴 師 勇
系列課程簡介/商會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簡介

JAN07
EA01-1
JAN08

1/17(二)
6/21(二)
1/17(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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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企業成本管理與產品訂價實務
EAS high level 介紹
如何降低支付國外支出之扣繳稅款
EAS 1 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

黃 美 玲
江 美 艷
王 昭 悌

3/5

3,000

6/8
3 / 5.5
3/5

4,800
3,000
3,000
【無折扣】

JAN09

1/18(三)

EAS 2 財務報表之表達
13:30-16:30 NEW~B2B 業務致勝銷售技巧—知彼知此，跟採購學銷售
董

磊

3/5

3,000

DEC10

1/18(三)

09:00-16:00

EAS 4 會計政策、估計與錯誤
HOT~如何解讀四大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蔡 俊 明

6/8

4,800

JUN14
FA02-4

6/21(二)
1/19(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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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大陸業務主管應具備的法律實務技能
第二期
企業財會從業人員實務技能加強班－

陳 彥 文
彭 浩 忠

6/8
6/8

4,800
4,800

PM01-4
JAN14

6/21(二)
1/19(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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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與供應風險策略分析實務
HOT~兩岸三地台籍人員個人稅務管理實務

吳 淑 惠
陳 欣 旋

6/8
3/5

4,800
3,000

NOV09
JUN11

1/20(五)
6/22(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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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T~職工福利委員會所得稅結算申報實務
NEW~電子發票實務應用解析

黃 老
純 師
華
詹

5
43//6.5

3,000
4,000

APR07
JAN15

6/22(三)
1/20(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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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台灣反避稅法令與共同回報準則(CRS)機制對
IFRS 時代如何編製現金流量表暨診斷經營績效

蔡 俊 明
張 淵 智

6/8
6/8

4,800
4,800

APR15
JAN10

6/22(三)
1/23(一)

劉 又 銓
李 宏 達

3/5
6/8

3,000
4,800

第一期 企業採購管理實務研習班－
管理會計應有技能與在公司經營管理的運用

OBU 影響與解析
NEW~企業員工調動及移轉之合法性暨併購後員工整合
13:30-16:30
09:00-16:00 HOT~外匯市場現況、匯率風險來源與企業之避險策略
注意事項

JUN12
JAN18

6/22(三)
1/23(一)

09:00-16:00

各類稅務調節表編製重點實務解析
NEW~集體勞動法令認知與實務爭議

柯
游 佳
正 慧
曄

6/8

4,800

APR08
JAN11

6/23(四)
1/2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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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非財會人員如何進行利潤分析與成本管理
HOT~多角貿易營業稅外銷適用零稅率實務解析

李
詹 進
老 成
師

8
46//6.5

4,800
4,000

企業資金規劃與長短期調度實務
HOT~兩岸租稅協議對台商重大影響與因應策略

林
李 淑
進 怡
成

6/8
3/5

4,800
3,000

JAN12
JUN15

1/24(二)
6/23(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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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欣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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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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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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傳真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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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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每點費用

講座

¾
¾
¾
¾

□

總費用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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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保有開課與否、課程內容、時間地點、講師更動之權利。
2.請以收到上課通知為繳費依據，未達基本開班人數，將延期或取消該課程。
3.開課標準將於上課前 3~5 天寄發電子通知信，告知課程是否開課成功及繳費注意事項。
4.為尊重講師之智慧財產權益，恕不提供講義電子檔，上課時間不得錄音、錄影。
5.報名全修課程者，若因個人因素無法出席，將視同放棄相關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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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Seminars &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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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編製之原理，活學活用，體會「悅」讀財

書名：公司治理評鑑架構下－

務報告之樂趣，是無論企業經理人、股市投

我國董監事制度與公司治理運

資人、在校學生或會計專業人士，均能迅速

作實務 (上、中、下三冊)

入門，並且值得收藏的好書。

出版日：201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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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

單
統一編號：
發票格式：三聯

電話：( )

分機:

二聯(個人)

傳真：( )

e‐mail：
書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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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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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冊
郵資
40

1400

80

30
250
300

40
40
40

總 計：

數量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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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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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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