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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PS 深入解析》

BEPS 國際動態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張宗銘會計師、周宗慶副總經理

行動計畫 10
交易利潤分割法修訂準則之討論稿

確認待分割利潤之觀點

畫 10 關於交易利潤分割法 (Transactional Profit

通常以收入進行分割，毛利次之，但營業利潤被

OECD 於 2017 年 6 月 22 日 發 布 BEPS 行 動 計
Split Method) 修訂準則之討論稿後，於 2017 年

11 月 6 日就上述議題舉行一場公眾研討會，並就
下列問題再一次進行相關討論。

交易利潤分割法之適用條件

交易利潤分割法之適用，可以下列三項指標加以判
斷：一、關係企業間均對於交易具有特別且有價
值之貢獻；二、關係人間具有高度整合的營運活

動 (Highly Integrated Operations)；三、是否存
在共同承擔重大經濟風險，或單獨承擔密切相關風
險的情形。

交易利潤分割法之應用：聚焦於風險控制但
對於風險解釋仍分歧

OECD 發布之移轉訂價指導原則中，提及當交易存
在多方控制特定風險時，如承擔風險之關係企業根

據指導原則之要求進行風險控制，在其中一個步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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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時僅需考慮企業是否有足夠財務能力應對風險，
而當其他關係企業對同一風險進行控制時，將不會
影響前述企業承擔之風險，亦不須對風險分配進行

考慮。此指導原則又另外提到，如果一方對風險的
控制做出貢獻，但不承擔風險，則其補償以分擔潛
在的收益與損失方式進行，並與其對風險控制之貢

獻相符。上述對於風險的定義明顯有不同之看法，

預期今後此二處互有歧異部分將再有修改。

對於待分割利潤，公眾普遍的觀點為：非關係人
分割的情形相對較少。其可歸因於營業費用較無
法統一控制，例如一方面臨特定地域性風險（如

貨幣或自然災害風險），但相對方不存在該風險，

以及企業於當地對相關功能進行管理等因素。此
外，亦提到在非關係企業分割實際利潤的情況下，
運用預期利潤來確定分割率是常見的作法。

確定利潤分割之因素

此次亦提出關於利潤分割因素之二派觀點如下：其
中一派主張應使用員工、薪資、客戶、用戶及有形
資產等作為利潤分割的因素，原因在於風險、無形

資產、資本等因素易於被人為操縱而不主張使用；

另一派則提出發布確立利潤分割因素之考量指導
原則並不合宜，反之重點應為對交易定義的準確界

定，則利潤分割的因素便能反映雙方間的風險分
配。

最後，有公眾意見提出所得來源國熱衷於分割利
潤，但不願意分割損失，因而提出修改該方法為

「交易利潤 / 損失分割法」之建議。上述所有議題
皆為關鍵，其後續之發展待我們持續觀察。
資料來源 :

【Dbriefs: 2017/11/14 移轉訂價：利潤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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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發布國別報告資訊交換施行之現
況

英國

澳洲

歐洲區

於 2016/12/22 實施

於 2017/5/4 實施，起算日為
2018/1/1 或其後之課稅期間

OECD 於 2017 年 10 月 11 日 發 布 國 別 報 告 施

英國

馬來西亞

英國

新加坡

換之各稅收管轄區，已建立超過 1,000 項自動交

於 2017/7/31 實施，起算日為
2017/1/1 或其後之課稅期間

荷蘭

紐西蘭

於 2017/5/4 實施

行現況，目前承諾於 2018 年中執行國別報告交
換關係，並依關於國別報告資訊交換之多邊主管

機 關 協 定（Multilateral Competent Authority

Agreement on the Exchange of Country-byCountry Reports，CbC MCAA） 啟 動 自 動 稅 務

資 訊 交 換 機 制， 包 括 歐 盟 成 員 國 間 業 依 據 歐 盟

2016/881/EU 指導原則締結資訊交換關係。許多
稅收管轄區亦預計將於近期簽署 CbC MCAA 以執
行國別報告自動交換。

另一方面，因美國傾向不加入 CbC MCAA，其透
過簽署雙邊租稅協定或稅務資訊交換協議，進行與

他國之國別報告交換。目前已有 27 項協定業經簽
訂，另有許多現仍商議中。

交換機制的確立為實施國別報告規範的關鍵，此一

舉措亦代表全球各稅收管轄區對於打擊稅基侵蝕
與利潤移轉之決心。OECD 將持續公布各國資訊交
換狀態之更新，以提供跨國企業與各稅收當局更明
確的全貌。現可透過 OECD 公告檢視已加入自動

資訊交換之稅收管轄區名單 ，以及各稅收管轄區

國內相關修法之動態 ，部分節錄如下表：
主體

相對方

中國

德國

中國

英國

日本

新加坡

日本

比利時

韓國

丹麥

中國

日本

法國

加拿大
比利時

韓國

巴西

澳洲

澳洲
澳洲

芬蘭

德國

墨西哥

CbC MCAA 狀態說明

於 2017/7/31 實施，起算日為
2017/1/1 或其後之課稅期間

於 2017/7/31 實施，起算日為
2017/1/1 或其後之課稅期間
於 2017/7/31 實施，起算日為
2017/1/1 或其後之課稅期間
於 2017/7/31 實施，起算日為
2017/1/1 或其後之課稅期間

冰島

荷蘭

馬來西亞

德國

挪威

德國

墨西哥

法國

澳洲

德國

南非

於 2017/5/4 實施

於 2017/5/4 實施，起算日為
2018/1/1 或其後之課稅期間
於 2017/5/4 實施，起算日為
2016/1/1 或其後之課稅期間
於 2017/5/4 實施
於 2017/5/4 實施

於 2017/5/4 實施

於 2017/7/31 實施，起算日為
2017/1/1 或其後之課稅期間

法國

智利

法國

以色列

比利時

新加坡

比利時

馬來西亞

比利時

挪威

於 2016/12/22 實施，起算日為
2016/1/1 或其後之課稅期間

加拿大

韓國

於 2017/7/31 實施

加拿大

南非

加拿大

丹麥

墨西哥

比利時

墨西哥

葡萄牙

墨西哥

新加坡

於 2017/7/31 實施，起算日為
2017/1/1 或其後之課稅期間
於 2017/7/31 實施，起算日為
2017/1/1 或其後之課稅期間
於 2017/5/4 實施，起算日為
2018/1/1 或其後之課稅期間

美洲區

於 2017/5/4 實施

於 2017/5/4 實施

於 2016/12/22 實施，起算日為
2016/1/1 或其後之課稅期間
於 2017/7/31 實施，起算日為
2016/1/1 或其後之課稅期間
於 2017/7/31 實施，起算日為
2017/1/1 或其後之課稅期間

資料來源 :

【Deloitte TP Alert: BEPS Action 13: OECD
releases CbC reporting implementation status
and exchang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ax
administrations】。

於 2017/7/31 實施，起算日為
2016/1/1 或其後之課稅期間
於 2017/7/31 實施
於 2017/7/31 實施

於 2017/7/31 實施，起算日為
2016/1/1 或其後之課稅期間
於 2017/7/31 實施，起算日為
2017/1/1 或其後之課稅期間
於 2017/5/4 實施

於 2017/5/4 實施，起算日為
2016/1/1 或其後之課稅期間
於 2016/12/22 實施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韓國

亞太區

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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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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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稅務新動向》

印度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陳光宇營運長、洪于婷副總經理

新德里所得稅上訴法院確認外國公司股
權移轉需課徵資本利得稅

印度稅局經查核認定納稅義務人移轉甲公司之股權

Appellate Tribunal）於 2017 年 3 月 9 日作出判決，

務人做出核定，納稅義務人不服核定，並上訴至所

新 德 里 所 得 稅 上 訴 法 院（the Delhi Income Tax

內容支持印度稅局針對外國非居住者公司移轉其價
值完全來自印度資產之境外公司股權課徵資本利得

之稅務核定。印度所得稅法允許對外國公司間接移
轉印度資產課稅，若外國公司股權 50% 以上之價

值來自印度資產，則出售該外國公司股權之資本利
得應課徵資本利得稅（capital gain tax）。此一間
接移轉課稅規定（indirect transfer rules）係始於

2012 年，並可回溯自 1961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早已備受爭議。

案件背景

本案之納稅義務人係一英國公司，於 2006 年透過
一連串複雜之交易，移轉由其 100% 持有子公司（以

下簡稱「甲公司」）之全部股權予其另一家 100%

持有之新設印度子公司（以下簡稱「乙公司」）。

甲公司成立於印度境外，為多家被投資公司之單一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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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甲公司之被投資公司在印度擁有龐大石油資
產及天然氣資產。納稅義務人進行甲公司之股權移
轉後，乙公司股票上市，其股權於印度多個證券交

易市場進行交易。為取得甲公司之股權，乙公司以

部分現金方式（來自於股票上市所募得之資金）及
部分乙公司股票做為對價交付給納稅義務人。

至乙公司之交易，基於甲公司之價值多數來自於其
持有之印度資產，依據間接移轉課稅規定，認定為

出售股權而應課徵資本利得稅。印度稅局對納稅義
得稅上訴法院。

所得稅上訴法院之解釋

所得稅上訴法院之解釋係支持印度稅局之立場，認
為納稅義務人移轉甲公司股權至乙公司所產生資本

利得應於印度課稅。雖然納稅義務人提出多項論點
反駁稅局看法，但所得稅上訴法院不同意納稅義務
人之看法。

納稅義務人提出之論點如下：

• 股權移轉係集團內部組織重整，並非出售股權，

由於交易前後之集團控制權皆由納稅義務人所擁

有，故內部組織重整並未對納稅義務人帶來財富
之增加。

• 納稅義務人將甲公司之股份轉讓給乙公司，實際
上並沒有產生所得（然而所得稅上訴法院在審查
納稅義務人的財務報表後發現，納稅義務人自轉
讓交易賺取相當之利得，但納稅義務人所在之居
住者國並未對該利得課稅）；及

• 印度與納稅義務人居住者國簽訂租稅協定之時點
及納稅義務人為該國之稅務居住者之事實皆於間

接移轉課稅規定頒布前已存在，故此項交易應該

適用在間接轉讓課稅規定頒布之前之印度國內稅
法，因此不應被課徵資本利得稅。

• 由於此交易包含一系列之移轉，理論上集團內早
期股份之移轉也應該課徵資本利得稅。因而，納
稅義務人此次移轉股份之成本基礎應墊高至取得

股份當時之公允價值。因為出售股份之對價等於
取得股份之成本，故納稅義務人並未產生資本利
得（關於此論點，所得稅上訴法院認為印度稅法
並未論及此種情況）。

納稅義務人認為印度稅局不應對於因間接移轉課稅

規定而導致短付 2006 年預付稅（advance tax）

之稅額徵收利息，對於此點，所得稅上訴法院同意
納稅義務人之見解，並認為在法令回溯適用之情況
下，納稅義務人無設想其本身於交易年度需繳納預
付稅之責任，因此，法院認為不應徵收利息。

評論

所得稅上訴法院確認對於間接轉讓印度資產所產生

之資本利得應課徵資本利得稅，並認為透過或來自
轉讓任何印度財產所產生的所得，將被認定為來源

於印度而須課稅。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案例因部分
轉讓對價是用乙公司股票上市所募集之資金來支
付，所得稅上訴法院因此否定納稅義務人主張該交
易係內部組織重組、沒有第三方參與、且並無增加

任何財富之論點，進而確認印度稅局需課徵資本利
得稅之立場。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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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修正案對台灣主體上市與
回台上市之影響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國際 / 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 / 林淑怡會計師、謝淑華經理

稅改方向概述

為符合國際潮流且具競爭力之公平合理所得稅制，

適度減輕薪資所得者、中低所得者、中小型及新創
企業之所得稅負擔，以實現租稅公平、效率、簡化

稅政與降低稅務成本，同時建立符合國際租稅趨勢

且具競爭力之投資所得稅制，財政部於 2017/9/1
正式公佈稅改方向，並於 2017/10/12 由行政院通

過所得稅修正案。本次稅改重點可分公司與個人兩
大層面，在公司面上主要修改的內容有：(1) 營利

事業所得稅率由原先 17% 調高為 20% 。(2) 未分

配盈餘由 10% 調降為 5% 。(3) 取消股東可扣抵稅

額設算扣抵制。 (4) 獨資合夥組織之所得直接改課
個人綜合所得稅；另與個人有關的修改內容有：(1)

調整標準扣除額（原為新台幣 9 萬元調升為新台幣
11 萬元）/ 薪資所得扣除額、身心障礙扣除額（原
為新台幣 12.8 萬元調升為新台幣 18 萬元）及綜合

所得稅稅率級距（刪除 45% 最高級距）。 (2) 股利

所得採合併計稅減除股利抵減稅額（按 8.5% 計算

可抵減稅額，抵減金額以新台幣 8 萬元為限）與單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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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稅率 26% 分開計稅二擇一，另外，現行外資股
東的股利所得扣繳率由 20% 提高為 21%，同時取

消了外資股東抵繳稅額規定。

稅改新制對不同上市主體在公司層面上
之解析

對於以 F 股回台掛牌的企業來說，本次稅改政策在

公司面擬調升營利事業所得稅率與降低未分配盈餘

稅率，這兩大方向的修改似乎是沒有影響 F 股企業
在台應繳的稅款，主因在於當初所得稅法第四十三

條之四 - 實際管理處所 (PEM) 於增修相關子法時，

已明定 F 股企業為配合法令在台所召開的股東會與
董事會等法律遵循行為可不被視為 PEM 條件，此

將說明 PEM 子法已將 F 股納入豁免條款中；另若

是以台灣主體申請掛牌之企業，營利事業所得稅調

升 3% 看似增加公司之整體稅負，但因未分配盈餘
也將同步降低 5%，故企業所承擔之實質稅負並未
增加反而有略為減少之趨勢。

不同上市主體在股利課稅新制下其股東
以不同方式持股之稅負差異
兩稅合一將於本次稅改後正式走入歷史，外國股東
的股利所得扣繳稅率也將提升 1%，同步也取消了

外國股東抵繳稅額規定，加上營利事業所得稅調升
至 20% 與未分配盈餘稅率由原先 10% 降低為 5%，
此一改革方向是否會影響不同上市主體之股東持股

規劃呢？以下我們將探討不同上市主體中股東以不
同方式持股之稅負影響：

一、F 股上市之股東透過不同方式持股說明

1. 境內居住自然人與非境內居住自然人直接持有 F
股公司股權：

依據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三條規定，若是所得

稅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非中華民國境內居

上而有所不同，根據所得稅法四十二條規定：公

居住之自然人在獲配 F 股公司之股利所得時需將

盈餘淨額不計入所得稅額課稅，若國內投資公司

住之個人即不適用最低稅負制，因此僅只有境內
其股利併入綜合所得淨額，再扣除免稅額新台幣

670 萬後課徵 20% 稅率，之後再與一般所得稅額

相比，若一般所得稅額大於基本稅額即按一般所
得稅額納稅，反之即另就差額繳納所得稅。

2. 境內居住自然人透過境外法人或國內投資公司持
有 F 股公司股權：

司組織因投資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或
在獲配股利後即不再分配回到個人股東，在此階

段國內投資公司僅需就未分配盈餘加徵 5% 之所
得稅，在稅額負擔上相較稅改前少 5% 未分配盈
餘稅負；倘若國內投資公司將所獲配之股利所得
全數分配回國內個人股東身上，其稅負效果同個
人直接投資。

大股東為財富規劃考量下，大多會選擇以境外

3. 境內居住自然人透過境外法人持有台灣主體公司

無論在處份上市公司股權或是獲配上市公司股利

相較於透過國內投資公司間接投資之方式，台灣

控股公司持有 F 股公司之股權，主因係境外法人

股權：

時，在個人 CFC 反避稅條款 -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

公司在股利所得匯出於非居住者及無固定營業場

到大股東個人身上尚無需課稅；反之，若未來個

20% 之稅額，稅改後此扣繳率將調升為 21%，在

第十二條尚未開始實施前，只要其所得不分配回

人 CFC 確定實施後，該境外公司若無法符合排除
條款，其當年度盈餘將併入個人股東之基本所得

稅額計算相關稅負。另若股東透過國內投資公司
持股，國內投資公司取得所獲配之股利未來將課

徵 20% 營利事業所得稅，但其未分配盈餘則加徵
5%。

二、台灣主體上市之股東透過不同方式持股
說明
1. 境內居住自然人與非境內居住自然人直接持有台
灣主體公司股權：

本次所得稅法修正案中，在股利課稅新制上確定

將採用草案中的乙案，乙案可選擇合併計稅減除

股利抵減稅額與單一稅率 26% 分開計稅二擇一，
故當國內個人在獲配台灣主體公司股利時，可選

對自身較為有利的課稅方案，其中單一稅率 26%

計稅之方式較適用於所得稅級距較高與股利所得
較多之申報戶，若是一般主要以薪資所得為主的

市井小民則較適用股利合併計稅其股利可按 8.5%

計算可抵減稅額 ( 抵減金額上限為新台幣 8 萬元 )。

另就外國個人股東來看，除了扣繳稅率提升 1%
本次稅改後將提高外國股東實質稅負負擔。

2. 境內居住自然人透過國內投資公司持有台灣主體
公司股權：

此種投資方式之稅負效果還將因國內投資公司所

取得之股利所得是否會再分配回國內個人股東身

個人 CFC 尚未開始實施前，若外國公司在收到股
利所得後即不再進行分配，加上此外國公司係設
立於免稅國家且不適用租稅協定優惠扣繳率時，

此階段所承擔之稅負為 21% 扣繳稅額；倘若個人

CFC 正式實施亦或是外國公司在收到股利所得後
隨即全數分配回到國內個人股東身上，此時將併
入國內個人股東之基本所得稅額計算相關稅負。

結語

綜上分析，本次所得稅修正案對於 F 股回台掛牌的

企業與持有 F 股上市股權之股東而言，因稅改的主
軸在台灣公司與台灣個人上，就已排除 PEM 之適

用的 F 股海外企業來說，大股東除非是透過台灣投
資公司間接持股，否則其稅負大多皆適用基本所得
稅額計算其海外所得，因此不論在公司或是個人層

面來分析，此次稅改對 F 股企業並無直接影響。反
之，若是以台灣主體作為上市個體的企業，不論在
公司或在股東層面上，其所承擔之稅負在稅改前後
都有所不同且影響甚鉅。目前該法案已經行政院通
過，並列為立法院新會期的優先法案，希望力拚年

底前完成修法，建議企業應事先瞭解或諮詢專業人
士有關上述法令通過後所帶來的影響，另大股東也
應定期檢視自身股利所得並於投資前事先評估個人

整體投資情況，搭配不同投資模式綜合考量股利新
制可能帶來的影響，如此才能做到最完整通盤的投
資規劃。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之外，同時也取消了外國股東抵繳稅額規定，故

所之營利事業時，依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應扣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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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非居民企業所得稅扣繳新規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國際 / 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 / 陳文孝執行副總經理、王集忍協理

中國大陸國家稅務總局於 2017 年 10 月底發佈了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非居民企業所得稅源泉扣繳有

關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7 年第 37
號，以下簡稱「37 號公告」），37 號公告歸納了

原有的一些非居民企業稅務扣繳規定，並進一步簡
化了非居民企業與扣繳義務人的申報流程及稅務遵

循負擔，同時明確指出扣繳時點及稅額的計算，對
於企業涉及跨境交易之納稅義務的履行，提升了便
利性與可遵從性。

37 號公告重點內容如下：

放寬扣繳義務時點

一、「股息紅利所得」由利潤分配決定日改
為「實際支付日」

依現行規定，大陸企業只要做出利潤分配的決定，
該大陸企業即需代境外投資方扣繳企業所得稅稅
款，許多企業從決議分配至實際對境外投資方支付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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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中間往往長達數月，甚至在決議當時資金不
足，還需借款方能履行扣繳義務，在原有規定下，

往往會增加企業的資金成本負擔。37 號公告則廢止

前述決議分配即需扣繳之規定，將分配股息之扣繳
義務發生時點延後至實際對境外投資方支付股息當
日，將可大幅減輕企業扣繳義務之資金負擔。

二、採取分期收款方式之「轉讓財產所得」

若非居民企業轉讓大陸境內之股權或其他財產，採
取分期收款方式的，37 號公告允許將分期收取的款

項先視為投資收回，待成本全數收回後，再計算所
得並扣繳稅款。在成交金額較大的跨境股權交易案
件中，預計可以有效減緩股權出讓方的資金壓力。
但是具體的分期收款申報方式，以及在股權交易中
常見的或有支付約定要如何納入徵收管理，在 37

號公告中並無進一步的規範，可能還需等待後續的
補充規定。

明確稅款計算

一、外幣所得匯率換算時點

對外支付的款項若以外幣計價，在原規定下僅要求

按照「扣繳當日」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折合成人民
幣計算應納稅所得額，但所謂的「扣繳當日」並未
明確是扣繳義務發生當日，或是實際扣繳稅款的當
日。37 號公告則明確了下列三種情況下的匯率換算
時點：

• 扣繳義務人扣繳稅款者，以「扣繳義務發生當

日」（即實際支付或到期應支付當日）人民幣
匯率中間價計算；

• 非居民企業自行申報繳納稅款者，以「填開稅

收繳款書前一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計算；

• 其他證據證明已代扣稅款的。

繳納應源泉扣繳稅款的，以「做出限期繳納稅

被視為「應扣未扣」。

• 主管稅務機關責令取得收入的非居民企業限期
款決定前一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計算。

二、修訂「轉讓財產所得」外幣換算規則

轉讓財產涉及外幣計價的（常見的情況是境外轉讓
大陸企業股權），原規定是要求以首次投資時的幣

種計算股權轉讓價款與股權成本；為簡化外匯換算，
37 號公告規定將外幣計價之收入與成本統一折算為
人民幣，再以人民幣為基礎計算財產轉讓所得。

非居民企業自行申報期限放寬 - 取消「7
日限期」

原規定下，扣繳義務人未依法履行扣繳義務時，非

居民企業應在 7 日內到所得發生地之稅務機關申報

除上述情形外，未在規定期限內解繳入庫的，均會
由於「已扣未解繳」與「應扣未扣」的法律責任不
同（前者有滯納金，後者則是罰款），37 號公告明

確區分兩者的適用情形，將有助於釐清扣繳義務人
的責任。

37 號公告對於非居民企業的扣繳管理規定做了相當

幅度的修改，同時廢止了一些常用的重要文件（包
括國稅發 2009 年 3 號文件與大家耳熟能詳的國稅

函 2009 年 698 號文件），台商企業若有大額或頻
繁的跨境支付交易，應深入瞭解並評估 37 號公告

對企業的影響，以充分享受新規定帶來的便利並避
免可能的稅務風險。

納稅，若非居民企業未能在上述時限內及時申報納
稅，則從第 7 日起將產生滯納金。

37 號文放寬並取消了 7 日限期之規定，非居民企

業在主管稅務機關責令限期繳納稅款前自行申報繳

納稅款者，或在主管稅務機關責令限期內申報繳納
者，均視同已按期繳納，不會被加徵滯納金。

減輕扣繳義務人負擔 - 取消「合同備案」
及「稅款清算」

3 號文中規定，扣繳義務人應在合同簽訂日起 30

日內向主管機關辦理合同備案，以及多次付款的合
同，需於履行合同最後一次付款前 15 日內，向主

管機關報送全部付款明細及扣繳完稅憑證等資料，
辦理稅款清算手續。37 號公告取消了前述合同備案

與稅款清算之規定，有助於減輕扣繳義務人負擔，
但由於主管稅務機關仍可要求提供相關合同資料，
故建議扣繳義務人仍需準備合同資料備查。

明確不履行扣（解）繳義務的法律責任 區分「已扣未解繳」及「應扣未扣」

根據 37 號公告，扣繳義務人已實際對外支付，但
定為「已扣未解繳」：

• 扣繳義務人明確告知收款人已代扣稅款的；
• 已在財務會計處理中單獨列示應扣稅款的；

• 已在納稅申報中單獨列示、攤銷扣除應扣稅款的；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未如期解繳應扣稅款的，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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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

中國大陸台商撤資系列三、資產出
售方案相關法令及稅務議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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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淑怡會計師、陳建霖經理

中國大陸台商撤資系列文章，先前已討論減資及股

例》累進稅率表 30% 至 60%，計算應納稅額。而

出售」方案應注意事項並探討相關法令及稅務議

深入探討。

權轉讓等方式，本文為系列最終章，將討論「資產
題。

「資產出售」方案退場的安排涉及資產的處置及人

員的安排，相關稅費是必須考量的重要環節。處置
機器設備及存貨僅須考量增值稅與企業所得稅；若

是涉及處置不動產，尚須考量土地增值稅的問題。
傳統台商可能較無稅務風險意識，目前中國大陸稅

收徵管環境已改變，加上金稅三期全面展開，稅局
因資訊揭露的透明化，已掌握更具體的情況，若要
平安退場，切莫心存僥倖。

一般而言，處置機器設備及存貨最直觀的方式是

「直接出售資產」，並不涉及將法律責任及或有債
務轉讓予受讓方，對於受讓方之盡職調查作業程序

相對單純，但須考量出售資產對企業所得稅與流轉

稅的影響；若係處置不動產，除企業所得稅與流轉
稅影響以外，尚須考量土地增值稅。另外，台商也

可考量以「出售業務相關資產」方案退場，除了應
繳納稅負不同以外，相對應的責任義務也不相同。
以下將分別說明兩種處置資產方案。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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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出售資產

首先說明流轉稅影響。出售機器設備與存貨適用增
值稅稅率為 17%，而處置不動產增值稅稅率適用

11%。土地增值稅部份將出售所得款項扣除應扣除
項目後，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增值稅暫行條

其他稅種亦將涉及印花稅及地方稅捐等，本文暫不
企業所得稅 25% 影響，將視公司本身的盈虧狀況

而定，且於中國大陸境內繳納完上述稅款之後，台
商無法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 24 條，憑「完稅憑證」於台灣境內扣抵營利事
業所得稅，遑論增值稅與土地增值稅，故採「直接
出售資產」方案之稅務負擔最重。

若以程序面的角度說明，「直接出售資產」對受讓
方而言，盡職調查所需確認的程序，僅需針對出售
資產執行即可，例如固定資產是否被設定擔保，或
者不動產的權屬是否清晰，有無任何畸零產權歸某

個關聯方所有。此方案無須考量其餘負債、人事甚

至是歷史經營包袱等等，故「直接出售資產」方案，
主要優點是程序較單純及時程較短。

出售業務相關資產

首先說明稅務影響，「出售業務相關資產」方式轉

讓資產，實際上是「股權轉讓」與「直接出售資產」
的折衷方案。

關於固定資產與存貨部分詳《國家稅務總局關於納
稅人資產重組有關增值稅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
總 局 公 告 [2011] 第 13 號 ）， 原 文 說 明：「 納 稅
人在資產重組過程中，通過合併、分立、出售、置

換等方式，將全部或者部分實物資產以及與其相關

聯的債權、負債和勞動力一併轉讓給其他單位和個

人，不屬於增值稅的徵稅範圍，其中涉及的貨物轉
讓，不徵收增值稅」。

關於不動產部分詳《關於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征增值
稅試點的通知》（財稅 [2016] 第 36 號），原文說

明：「在資產重組過程中，通過合併、分立、出售、
置換等方式，將全部或者部分實物資產以及與其相
關聯的債權、負債和勞動力一併轉讓給其他單位和

個人，其中涉及的不動產、土地使用權轉讓行為」。
所謂與資產相關聯的債權、負債和勞動力，實務上
公司係以「出售業務相關資產」打包出售方式，轉
讓資產才能享受免徵增值稅的優惠。其他如企業所

得稅以及土地增值稅，與「直接出售資產」一樣並
無稅收優惠，企業所得稅於中國繳納的部分，也無
法在台灣抵扣。

而「出售業務相關資產」方案，若可採業務別、部
門別、工廠或產線別等明確區分，相較於「股權出

售」方案，將可減少盡職調查所需耗費的時間及成
本。另於流程方面，除一般出售資產所需流程，增
值稅稅收優惠需要執行備案程序後始能適用。

最後相較於系列一「減資」及系列二「股權出售」
撤資方案，本文所討論的「資產出售」方案，取得

的資金仍停留於中國境內公司，後續仍須透過盈餘

分配、減資或解散清算等其他配套方式，始能將資
金撤出中國，故實務上採「資產出售」方案，係為
配合此資金在中國境內之其他目的進行。

綜上考量台商的各種退場機制，無法直接以稅務負
擔作為方案決策的判斷依據，仍須考量非稅務成本

的各種影響。建議台商在規劃退場機制前，需要仔
細評估及明確瞭解各種方案將產生的稅務負擔與非

稅務成本的影響，量身制定適合的退場機制，以降
低相關風險。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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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Services

稅務
面面觀

廖哲莉

楊俐珊

稅務部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部協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跨國人力調派新知》

新加坡 - 移民規定之更新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廖哲莉會計師、楊俐珊協理

概要

新 加 坡 人 力 部 發 布 了 新 的 工 作 卡（Work
Pass, WP）和新的行動 APP
新加坡人力部發布了附有 QR code 的新版工作卡以

及一個名為 SGWorkPass 的行動 APP，自 2017 年

9 月 15 日起生效。雇主及簽證持有者可直接用智
慧型手機查看核准狀態。

新版的工作卡將分三階段出具：

第一階段：
工作許可（造船及營造業）
自 2017 年 9 月 15 日生效

第二階段：
自 2018 年 1 月生效
第三階段：
自 2018 年 3 月生效

工作許可（除本地產業外之其
他產業）
• 工作許可（國內產業）
• S Pass
• Employment Pass (EP)
• 家屬簽證 / 長期觀光簽證

請注意，現有工作卡於持有人辦理更新前，仍持續
有效。

有了 SGWorkPass 後，相關人員可以掃描新工作卡

上面的 OR code，將更為便利且安全地查看核准狀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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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以及確認相關資訊，包括到期日及職稱。此項措
施實施後，人力部就不再列出如到期日的詳細資訊
於工作卡上。

無智慧型手機的申請人及工作卡持有人可透過人力

部現有的網路服務，如 Work Pass Online (WPOL)
/ Employment Pass Online (EPOL) 或 Check Pass
Status 查看核准資訊。

SGWorkPass 行 動 APP 可 在 蘋 果 的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商 店 免 費 下 載。 需 要 更 多 資 訊 請 至
www.mom.gov.sg/sgworkpass.

有關工作卡持有者附加待遇之變更將於
2018 年 1 月生效
人力部檢視了工作卡持有人享有相關附加待遇的薪

資標準，以確保工作卡持有者能夠維持其家屬在新
加坡的生活水準。
有關改變如下：
附加待遇

現有規定
（生效日至
2018 年 1 月）

自 2018 年 1 月後生效

家屬簽證（配偶 工作卡持有者固
工作卡持有者固定月
及 21 歲 以 下 未 定月薪須達新幣
薪須 達新幣 6,000 元
婚子女）
5,000 元

工作卡持有者固
長期觀光簽證
工作卡持有者固定月
定月薪至少新幣
（父母）
薪至少新幣 12,000 元
10,000 元

於 2018 年 1 月 1 日前申請上述配偶或子女的家屬

簽證或父母的長期觀光簽證，仍依現有規定辦理。
如未改變雇主，欲更新於 2018 年 1 月 1 日前核發

之家屬簽證及長期觀光簽證者，亦依現有規定辦
理。

勤業眾信觀點
行動 APP

鑒於智慧型手機用戶增加，人力部發布新的行動

APP 是除了現有的 WPOL 及 EPOL 外，新的科技

技術。此行動 APP 可讓智慧型手機用戶透過掃描新

版工作卡上的 QR code，更快捷的讀取相關核准資
訊。

薪資檢視

最近一次對工作卡持有人享有相關附加待遇的薪資

標準之調整在 2015 年。隨著新加坡生活成本提高，
人力局認為提高薪資標準是必要的，以確保 WP 簽
證持有者能夠在維持及跟上其家屬在新加坡之生活
水準。

勤業眾信建議

人力部致力於透過行動 APP 提供工作卡持有人及申

請者更簡便取得核准資訊的方法。儘管如此，人力
部在行動 APP 正式實施後，也將持續測試並作必要
的更新。

此外，人力部調整工作卡持有人之薪資標準，使得
雇主對於那些準備攜眷至新加坡定居之外國員工須
配合調整其薪資水準及期望。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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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Championship 2 0 1 7 德 勤 稅 務 精 英 挑 戰 賽

2017 德勤稅務精英挑戰賽

比賽成績揭曉 台灣隊伍成績斐然

台灣代表隊與大會主席蔣穎合影留念。

以「融德焯勤，領航創新」為主題的 2017 德勤稅務精

英挑戰賽於 11 月 5 日在武漢成功落幕。來自大中華區

稅務精英挑戰賽

兩岸四地的 13 支隊伍成員從第一階段中國稅法知識競賽

計學系分別榮獲卓越獎及優異獎殊榮。

中脫穎而出，進入第二階段團隊決賽，並經過輪番激烈
的比拼後，最終上海財經大學代表隊摘得桂冠，華中科
技大學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分獲亞軍和季軍。

活
– 動集錦
勤業眾信通訊

今年台灣共有 70 位學生代表九所大專院校參加第一階

段中國稅法知識線上競賽，最後由成績最高的政治大學
演練個案簡報製作及彙報技巧，最終獲得優異成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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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台灣參賽的國立台灣大學會計學系及國立政治大學會

及台灣大學會計系各四位學生代表台灣前往武漢參加決

賽。同學們經過三個月的準備、研讀中國以及國際稅法、
國立台灣大學會計學系榮獲卓越獎殊榮。

2 0 1 7 德 勤 稅 務 精 英 挑 戰 賽 Tax Championship
業的未來。德勤稅務精英挑戰賽舉辦至今已是第十四個
年頭，我們在堅守人才培養這一初心的同時也不忘與時
俱進，從賽制、資訊發佈與互動管道、賽題設計、實習

安排等層面實踐創新與轉型，希望在資訊化時代的變革
浪潮中助推有洞見、會融合、能創新的明日人才成就不
凡。」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執行副總陳文孝表示，本屆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獲優異獎肯定。

本屆德勤稅務精英挑戰賽在賽制上求新求變，第一階段

賽事配合由中國註冊稅務師協會和中國註冊稅務師同心
服務團組織的 2017 中國稅法知識競賽共同舉辦，兩岸

四地全部線上進行，以期借助互聯網技術和資訊化手段
激發同學了解稅法基本，推進大專院校學生學習稅法知
識的熱潮。

德勤中國副首席執行官、稅務與商務諮詢大中華區主管
合夥人蔣穎女士也在大賽現場與參賽師生、業界、同仁

們暢談了當前人工智慧革命浪潮下，專業服務機構如何

轉型升級、領航創新。她以德勤最近推出的「小勤人」
（德勤財務機器人）為例，介紹了人工智慧、機器人自

動化等顛覆性技術如何替代傳統人工重複性流程化工

作，提升工作效率，在財務領域得以成功應用，並有望
擴展、滲透至更多更廣的領域。

蔣穎表示：「前所未有的變化正在加速湧現，產業漸趨
融合、新商業模式層出不窮、以及不斷顛覆現有認知的
數位化、資訊化技術，無一不對我們現存的服務定位和

人才培養模式提出全新挑戰，也將深刻改變專業服務行

挑戰賽賽題是以目前最熱門的跨境電商交易模式下的稅
務風險和稅務處理，包括 IP 管理、技術研發、現代物流
相關的稅務問題為議題。同時，決賽附加題還要求各團
隊利用目前已經成熟的資訊化技術，結合稅務知識，提
供解決方案，以達到優化業務流程的目的。本屆挑戰賽

決賽賽題對學生綜合知識的涵養、尖端及創新技術的認
知、以及對運用所學知識處理、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提
出了更高要求。此外，今年挑戰賽在資訊發佈與互動管

道中亦積極擁抱互聯網和新技術發展，以多種社交媒介

為平臺，通過微信、視頻直播等新媒體分享、探討稅務
相關話題與稅務諮詢顧問的真實日常工作，與同學積極
互動，進一步擴大稅務知識宣傳及影響。

陳文孝表示：「德勤稅務精英挑戰賽每年均會在暑假期
間舉辦，台灣的學生可利用暑假期間參與此競賽，藉此

競賽期間可以了解中國稅務法規與應用，未來更可以運
用在職場上而成為熟悉兩岸稅務的專家。此外參與的學
生也有機會代表台灣隊至中國決賽，同學可擴大國際視
野並增加未來的就業機會，所以歡迎台灣的學生利用暑

假期間參與此賽事，學以致用，發揮其長，無縫銜接職
場生涯，真正成為能夠助力整個社會和行業成就不凡的
明日人才。」

稅務精英挑戰賽
活
– 動集錦
勤業眾信通訊

2017 德勤稅務精英賽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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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諮詢
服務專欄

陳月秀

資深律師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公司法修正草案要求揭露實質受益
人之因應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 陳月秀資深律師

本次公司法重大修正草案針對股東名簿所記載的

實質受益人目前在洗錢防制相關子法的定義，是具

稱 隱 名 股 東 或 代 持 ）， 是 否 應 揭 露 實 質 受 益 人

之自然人本人，包括對法人或法律協議具最終有效

顯名股東以外之人，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股份（俗
（beneficiary owner）之爭議，歷經新增又刪除後

終於敗部復活，報載在今年 11 月中行政院與工商團

控制權之自然人；法人股東者通常以直接或間接持
股 25％以上為標準。相較下，證券交易法第 25 條

體開會達成數點共識，確定公司需向經濟部設立或

規定公司內部人應進行股權申報之股票，包括以其

報對象範圍將參考證券交易法第 25 條內部人定義，

質受益人之範圍多所重疊外，如何區分「利用他人

委託設立的資訊揭露平台申報實質受益人資料，申

將包括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超過 10％股東。
政府與企業齊心化解實質受益人條款歧異，關鍵在

完善我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AML / CFT）相關法
規修訂，希冀民國 107 年第四季接受亞太洗錢防制

組織（APG）相互評鑑時，擺脫我國際洗錢防制執
行落後的形象。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才是關鍵，

相關配套作業細節尚待主管機關進一步明定，諸如
實質受益人定義、範圍、認定方式、申報範圍、資

訊保密、以及與個人資料保護法或隱私權的緊張關
係，考驗如何在執法效益和法令遵循成本間找到可
行之路。

舉例而言，公司雖有申報實質受益人之義務，但資

料來源仰賴股東自行聲明，則公司要求股東填具實
法律諮詢服務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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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所有權或控制權之自然人，或由他人代理交易

質受益人資料，或檢附身分證明文件之權限或執行
工具為何？其次，公司法適用對象包括公開發行公
司和一般公司，若有買賣、繼承、贈與或其他原因

致股東名簿或實質受益人變更，一般公司得否比照
《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要求特定資料作為

變更要件？若股東拒不提供，建議新法或主管機關

賦予公司拒絕變更或有權命提出之強制力工具，以
免公司受罰。

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除與實

名義持有股票」和「提供或贈與資金或股票」之情
形？得仰賴具體的交易文件和判斷標準，降低公司
違法風險。

另一方面，現行公司法要求股東名簿應備置在公司
或股務代理，並允許股東或公司債權人得申請指定
範圍抄錄影印。常見股東會委託書爭奪中訴請法院
命提股東名簿，以及透過分析歷年來股東名簿變更
資料察覺隱名股東之軌跡者，或在公司積欠債務時，

以揭穿公司面紗原則援引公司法第 154 條第 2 項、
第 369-4 條使股東 / 母公司應對公司債務負擔清償

責任。依相同法理，實質受益人資料應得由股東或

公司債權人申請閱覽抄錄，以便追究實質受益人可
能依公司法所負之個人賠償責任。

不久後一般公司除股東名簿外，亦將備置實質受益
人資料，供主管機關或洗錢防制主管機關隨時調閱。

為力拼 107 年反洗錢評鑑過關，執法力道勢必強化，
以打破陽奉陰違的陋習。建議企業及早準備好一套
完善可行的作業準則，辨識與認定實質受益人，輔

以身分驗證程序，除應確認實質受益人資訊之真實
性與及時性外，亦應確保上傳資料之保密性，以免
無端捲入提供假資料涉嫌偽造文書等爭議。

Risk Advis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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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稽核，你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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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2016 年 Deloitte Global 內部稽核主管（Chief

25 筆、40 筆資料檢視，而抽樣就不免會產生抽樣

需要加強的能力缺口包括：IT 專業、資料分析能力、

大，抽樣風險就愈小。而數據分析是以整個查核

Audit Executive）調查報告顯示，當今內部稽核最
模型風險管理能力、創新和防舞弊，其中 IT 專業

和資料分析能力高居前兩項。自工業 3.0 將生產導
入電子與 IT 產品實際自動化的生產，MRP、ERP、

風險。樣本和抽樣風險成反比，也就是說樣本愈

期間的母體進行分析，已直接將抽樣風險減低為
零，而提高了信賴程度。

POS、電子簽核……等各式系統，是企業提高作業

• 掌握衝擊影響：資料分析具有持續性和重複性，

備相關的系統知識和資訊技能，只能從大量的交易

做為風險評估的依據。例如，若以前年度對客戶

效率、加強管理不可或缺的角色。稽核人員若不具

資料中進行簡單的分析及篩選，也無法辨識及判斷
交易資料中隱含的異常情況及舞弊跡象。而如今已

開始逐步邁向工業 4.0，企業朝著智能製造、智能物
流前進，大數據是其成功的關鍵之一。透過大量結
構化和非結構化的資訊，讓機器設備可以相互「溝
通」、人員能更即時發覺異常、減少生產及服務所

需要時間和成本。而稽核人員面對這資訊爆炸的大
數據時代，若還是運用傳統的抽核方式來執行稽核
作業，龐大的數據量將無從面對，且對稽核結果的

取得有用的資訊，並運用適當的分析手法檢視數據，

「稽核」這個角色，將很難為企業創造出更高的價
值。

究竟掌握數據，能帶來什麼價值呢？運用數據分析
歸類為下列四點：

• 提高信賴程度：過去查核範圍會以抽樣方式，如

付款條件和信用額度授予的控制存有缺失，除了
確認缺失是否已改善外，對客戶延遲付款的情形
就需要持續監控，以隨時掌握可能發生的壞帳風
險。而透過建置儀表板、持續監控和對風險的預
測，即可由現有的數據和趨勢，預測可能的風險
和衝擊，及早發現和因應，降低可能造成的影響
和損害。壞帳風險除了企業自身的交易資料外，
若還能對同業的收款情形以及客戶的還款能力進

行分析評估，客戶在同業間有倒帳情形能及時發
出警訊，立即對該客戶催款並停止出貨，則可有
效降低壞帳的損失。

• 培養洞察能力：稽核人員可將分析項目建構成模
型，提昇執行稽核的效率，同時稽核人員可投入

更多時間思考，哪些不同的測試可能會有新的發
現？哪些資料間可能還有存在關連？透過不斷的

腦力激盪，能更全面及深入的了解企業目前的風
險及控制情況。

勤業眾信通訊

技術於內部稽核作業，可為企業創造的好處可簡單

或是會對企業營運造成的衝擊及影響進行分析，

風險管理諮詢服務

信賴度也會大打折扣。若不懂得如何從各式數據中

稽核人員可針對過往分析結果已知的控制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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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問題根因：有時分析呈現的結果，不見得是

採購單和適當簽核的採購單，其採購的價格是否

讀。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辛普森悖論（Simpson's

評估是否可以接受此風險，以及如何在控制及作

「事實」。這邊並非指數字造假，而是錯誤解

Paradox）。A、B 兩條生產線皆生產甲、乙兩種
產品，上個月 A 生產線生產甲 4,000 件、乙 1,000

件；B 生產線生產甲 1,000 件、乙 4,000 件。兩
條生產線的不良率，A 生產甲、乙分別為 4%、

6%，B 生產甲、乙分別為 3%、5%。單看不良率，
A 生產線生產甲、乙的不良率皆高於 B，整體的不

良率似乎較高，但經過仔細計算，B 生產線的不

良率 4.6% 反而高於 A 生產線的 4.4%（A 的不良率：

(4,000×4%+1,000×6%) / 5,000=4.4%，B 的 不

良率：(1,000×3%+4,000×5%) / 5,000=4.6%）。
這種分別檢視時所得的結論和合併討論時的結論

完全相反的現象，就稱辛普森悖論。而透過數據
分析，有更多的數據來源和更完整詳細的資料，
當發現有已失效的控制，可以透過不同面向，進

行更廣或更深的分析，可了解到問題最根本的原

因，而避免陷入辛普森悖論，提出不正確的結論。

數據分析對內部稽核有如此多的效益，是不是也開
始心動，想追隨數據分析的腳步了？先別急，邁向

成功不是盲目的向前，而是要朝著正確的方向。接
下來，再談談大數據稽核施行的訣竅：

• 充分投資在了解資料全貌：數據會說話。的確，
數據是客觀的資訊，但是若未充分了解完整的資

訊來源、關連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如：資料在何時、
由何單位、在何情況下會產生），反而可能因錯
誤解讀分析結果，而造成錯誤的決策。所以在分
析數據前，首先要了解你的數據，你才能掌握並
運用它。

• 投資在了解端點到端點的資料流：交易是持續不
斷的過程，分析應更著重於整個交易的進行，而
非僅是單一控制。例如，若僅專注查核採購單是

否經過適當的簽核，並不能解釋未簽核的採購單
造成企業多大的損失及影響，若能分析未簽核的
風險管理諮詢服務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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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顯的差異，管理階層才能由這些更多的訊息
業效率中取得平衡。

• 多投入時間在首年度範圍確認及計畫擬定：資料
分析為內部稽核帶來的效益不僅是提高稽核過程

的效率和效果，若於訂定年度計畫及擬定稽核範
圍時，也能妥善運用資料分析，更可協助辨識出
風險所在、提高資源配置效益，讓內部稽核機制
更具影響力。

• 切勿僅從清單或知識庫中挑選分析項目：當擁有
大量的數據時，應該要花費更多的心力從過去的
分析結果，以及思考從不同的數據來源，訂定年

度計畫及擬定稽核範圍，而不是年復一年查核同
樣的內容。例如，當數據顯示今年度的匯率波動

異常的劇烈，查核時對出口產品的價格變化就應
該多注意。

• 針對不完整或品質不良的資料擬定因應計畫：分
析項目若因無直接資料可供使用、缺漏，或散落

在不同來源，而無法分析或需要額外花費人力整
理，可先考慮是否有其他可替代的資訊可使用，
並評估未來要如何記錄及保留這些資訊。

• 視資料分析為中長期專案：資料分析是持續性的，
所以應對大數據如何應用於內部稽核有一中長期

的計畫，包括數據來源、數據採集方式、分析工
具、教育訓練等，都應適當的評估及規劃。沒有
方向的投資工具、訓練，可能造成工具不適合、
無法取得數據、無適當人力等問題產生。

• 鼓勵業務單位承接及採用：分析資料有內部和外
部的資訊來源，而內部的資訊皆是自企業的各項
作業活動所產生的，各負責的業務單位最清楚自
己會產生哪些記錄，及目前有哪些記錄可以再強

化。若由業務單位即開始注重高品質資料的留存，
不但各單位也能透過這些資料進行管理，稽核單
位也有更完整及豐富的資訊可供分析。

• 為資料分析型的稽核報告打造品牌知名度：內部

析模型建置時，應考量重複性及持續性，模型架

而要更進一步提供企業營運管理的建議，才能提

切勿因貪一時方便，卻需要於未來投入更多的人

稽核需要轉型，不再只是提供內部控制的缺失，
昇價值。而數據分析正好提供了這樣的機會，讓

稽核人員不再只是專注於各循環的控制點，而能
以更宏觀的視野，檢視企業營運的已知曝險及潛

在風險，並給予更具影響力的管理建議。此外，
應用視覺化的分析結果，能豐富管理階層對於所
面臨風險的瞭解，並更快速及容易地掌握重點。

如下圖出差分析的儀表版，可從多個面向快速的
檢視出是否有異常。

• 確保分析程式及邏輯的品質良好並加以維持：分

構、分析邏輯，以及註解都要適當的規範及遵守，
力及時間。

透過數據分析強化內部稽核，是各企業已在面對且

需要著手計畫的議題。對於已意識且關注此議題，
卻因沒有方向而裹足不前的企業或稽核人員，期望
本篇文章能引領你們邁開腳步前行；而現在才注意
到此議題的，現在開始動作也不算晚，有了明確的
指引，相信你們也能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Figure 1：出差分析儀表版範例

風險管理諮詢服務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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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 內部管理優化系列 - 料帳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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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帳管理的目的與重要性

企業之營運，倉儲管理在生產工廠是相當重要的一

環，首要就是必須確保擁有正確的存貨資訊，才是
公司落實資產保全的重要證明，亦為企業想要首次

公開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s，IPO）必要管
理基礎。

此外，為使產銷順利，倉儲管理實不容忽視，不少

企業常因倉儲管理不善而造成莫大的損失。常見因
不準確的庫存數字，導致各流程作業異常問題如圖
一所示。

1. 實體管理不良：

• 存貨進出管理不當：開放式倉儲對於存貨進出紀
錄甚難管理，而且易生弊端，應採用封閉式倉儲

進出管制，並由專人負責管理的作業方式並加強
門禁管制；存貨只要有異動皆應提出異動單據憑
證申請，依此申請資訊，供倉儲管理者核對並落
實發料或入庫，透過內部管理制度，明確規範標
準管制程序及帳務核對管制。

• 存貨儲存管理不當：

(1) 存貨識別不清：許多企業未建立明確的存貨

標示機制，實際存貨上未有明顯標籤標示品
名、規格、效期等資訊，需仰賴倉儲管理以

企業推進料帳合一面臨的挑戰

企業為推進料帳合一，可從實體管理與帳務管理兩
個面向著手，將影響存貨料帳不符之分析路徑細部
展開至各流程作業，如圖二所示。

料帳相符的重要性

人工自主判斷，容易造成領錯料或無法有效
掌握物料保存期限之情況。

(2) 儲位規劃不當：若未針對不同特性之存貨確

實規劃倉儲存放區域並明確標示儲位，包括

存貨料帳合一，是企業管理的基石，不準確的系統庫存數字，將
導致以下各作業問題：

風險管理諮詢服務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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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單與銷售管理

請採購管理

存貨與生產管理

財務會計

無法及時回覆
客戶交期

採購無正確庫存
可參考造成多下
單

無法有效管理呆
滯存貨

存貨積壓排擠資
金運用

因錯誤庫存數字
錯誤延誤出貨

無法有效設定
安全庫存

無法依據庫存資
訊進行最佳化排
程

庫齡分析、LCM
等重要帳務報表
無法正確產出

無正確成本數字
做為報價參考

無法透過系統
規劃物料需求

影響生產領、退
、挪料效率

成本資訊不正確
或無法結算

良好存貨管理，達到料帳合一，是企業管理的基石
© 2016 Deloitte & Touche

圖一．影響料帳合一的各作業問題

0

存貨料帳不符分析路徑
存貨料帳不符分析路徑
實體管理
不良

帳務管理
不良

存貨進出
管理不當

存貨儲存
管理不當

存貨無調節與
監控機制

入帳時間
不及時

入帳數量
不正確

系統功能或控
制不完善

未落實見單
收發料

存貨標示
不當

未落實定期盤點

各項出入庫及調
撥未即時登帳

進貨點收
不確實

基本資料不正確

未落實
單隨物走

儲位規畫
不當

未落實盤點差異
原因檢討

未依實物進出日
期確認

工單領、退挪料
未確實核算

不同材料共用同
一料號

進出無標準管制
程序

不同存貨間未明
確區隔

職能分工
不當

生產優先後補單
據頻繁

系統自動扣料與
實際情況不符

系統權限不適當

存貨異動人員未
規範

存貨無適當保護
措施

無日常稽核監控
機制

前端單據不即時
(ex採購單未完
成就進貨)

多餘物料未落實
退料

未進行負庫存
控制

線邊庫存成為管
理漏洞

緊急作業流程
未明確定義

不了解正確入帳
方式

過於彈性，未進
行必要卡控

無專人專責進行
存貨管理

入帳時點未明確
規範

餘料、副產品未
入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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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企業推進料帳合一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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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貨退回、待退存貨、待報廢存貨未與合格

盤點一次，但中高價的存貨則最好實施「永

（例如：待退原物料誤用投入生產、誤將不

認損益的客觀基準。

存貨未明確區分等問題，可能造成存貨誤用

續盤存制」，以保障存貨之安全，並作為確

合格存貨出貨予客戶）及庫存出入庫動線紊

(2) 各職務間的日常稽核監控未啟動，例如：生

庫空間較小無法分太多區域或有大型不易搬

缺領或超領，或已入庫而未領料，未來將影

亂，延宕人員工作效率。因此，即使遇到倉

動的存貨，亦建議倉管人員可配合物品調動

現況及辦運便利性將同性質庫存存放於一區，
並以標示牌或彩色膠帶區隔存放區域。更進

一步，若實體儲位可與系統虛擬倉儲管理功
能整合，利用企業資源計畫（Ent ＥＲＰ rise
Resource Planning，以下簡稱ＥＲＰ）系統

記錄庫存現場存放位置，使管理者能隨時掌
握庫存資訊，提升存量規劃管理的能力。

• 存貨無調節與監控機制：

(1) 存貨盤點：不論存貨管理方式可分為「永續

盤存制」或「定期盤存制」，定期的存貨盤
的重要方法，若未定義良好的盤點機制，盤
點恐流於形式。有效的盤點應從盤點計畫、
初盤、複盤之盤點權責、盤點時各項存貨的
凍結時點都須明確定義，且盤點結果，應確
蹤檢討差異改善可行方案。建議對於採「定
期盤存制」之存貨管理者，宜至少每季全面

入庫量大於期初投入量；採購進料數量異常，

未定義超收比率，收料數量遠大於採購訂購

量。建議應建構日常稽核，並制訂定期監控
周期及檢核條件，可提早發現原有缺失、錯
誤和弊端，進而改善。

2. 帳務管理不良：

• 入帳時間不及時：各項出入庫以及調撥未即時登

錄，造成當期庫存關帳時間延誤；不論銷售、生產、
進料、入庫之異動申請，未依實際進出日期確認
扣帳的原因多樣，例如：當日進貨前採購單尚未
許可，造成無法於ＥＲＰ系統即時入帳；緊急出
貨需求，銷貨預先扣帳，但相關庫存異動申請皆
後補（領料、入庫），造成庫存虛增減。

• 入帳數量不正確：每日庫存進出憑證多，為達即

時入帳常忽略數量準確的重要性，如現場使用單
位別與庫存入帳之庫存單位不同，單位換算比例
精準度低，而造成入帳數量誤差的可能性愈高，

此時應減少人工自行判斷決定入帳數量，增加覆

勤業眾信通訊

實編製盤點報告，將盤點盈虧查明原因並追

響生產材料成本正確性；生產入庫數量異常，

風險管理諮詢服務

點是查證料帳是否相符及找出存貨差異原因

產領料數量異常，未依生產指示領料，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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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機制或以自動計數或地秤等輔助工具，亦可與

細數量，再到ＥＲＰ系統完成出入庫作業。明定庫

精準度。

由雙方簽核，如有調整事項亦經主管審查，杜絕任

系統虛擬倉儲管理功能整合提升庫存進出數量之

• 系統功能或控制不完善：為達到料帳合一，除實

體管理與作業流程的搭配外，透過系統進行控制，
也是重要的一環，常見的ＥＲＰ系統控管缺失有，
(1) 基本資料不正確：一物對應多料號或一料號
對應多物料、庫別未啟動負庫存控管。

(2) 作業流程無必要卡控：為迎合舊有習慣及流

程簡化，系統設計過於彈性省略必要卡控，
如為方便現場入庫，未完成領料程序即有入
庫單。

系統流程的規劃，須以符合內稽內控之管控原則為
標準，並建立完善系統權限，同時符合職能分工，
以互相牽制，防止料帳錯誤的情況發生。

料帳合一關鍵因素

1. 構符合內稽內控原則的ＳＯＰ作業流程

建立標準化流程和程序，是創造穩定一致績效的

最重要關鍵。透過將作業程序標準化的過程，讓

同仁對於作業方式達成共識。「標準作業程序」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ＳＯＰ，以下

簡稱ＳＯＰ），要完善建立含蓋所有相關細項流程，
以利作業人員一目瞭然按表操課，員工可遵循作
業，全員藉此能可以更清楚作業流程，不論新人或

輪調者皆能快速上手，執行作業時不易發生疏失，
而影響庫存的正確性。

2. ＥＲＰ系統控制點結合內稽內控卡控重點

對於企業完善內控可藉ＥＲＰ作業系統之助力，結
合完整的作業流程與控制點組成，將執行作業所有
軌跡皆能緊密串接，從頭到尾確保相關作業皆能依
據系統預設的標準作業流程和控制點作業。由ＥＲ
Ｐ系統層層把關，有效避免人為作業疏失或弊端。

3. 落實依單據執行入 / 出庫作業及日清日結
風險管理諮詢服務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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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系統入出庫作業，務必依單據流程作業，落實
見單行事，具系統單據發料，且在系統上立即執行
過帳，避免料件領走後系統卻未過帳的情況，控管
當日單據當日入帳為最低標準，如此才能確保正確
的即時帳和庫存數量。

4. 清楚職能分工，確實點收入出庫數量

倉庫人員在貨物入出庫時，當責人務必要確實點收

數量，不可只依外箱標示入出庫，必須確實清點詳

存與倉庫的負責人員，嚴格要求庫位進出之紀錄需
何入帳數量錯誤之風險，達成帳帳相符（庫存帳、
應收應付帳、總帳相符）、帳實相符（帳務紀錄符
合實際發生之時間、數量）、帳證相符（入帳憑證
與帳務紀錄相符）。

5. 確實執行倉庫盤點

要確保庫存準確，除了完整的ＳＯＰ作業流程和Ｅ

ＲＰ系統流程，並透過盤點可瞭解真實的庫存狀
況，及時找出料帳不符原因進行改善，同時藉此加
強庫存管理制度與作業流程。

結語

建立良好的倉儲管理機制，是企業邁向 IPO 之路

中，證明自己能妥善保存資產並提供正確財報數字
的基礎管理能力；此外，不論何種產業型態，在營

運持續成長的背後，將面臨品項種類日趨複雜，在
相同倉儲空間、儲位數量的管理條件下，唯有良好
的料帳管理，方能有效管理訂單需求與存貨狀況，

快速且正確的完成顧客的訂貨服務，提升達交效
率，同時，正確的存貨資訊是有效運作銷售預測及
物料計畫、強化存貨水準分析、減化或預防呆滯廢

料發生的基石，因此，透過規劃倉儲實體管理機制、
標準存貨管理ＳＯＰ作業流程建立，搭配定期監控
機制，打造料帳合一的存貨管理基礎，將是企業有
效提高存貨週轉率、降低成本、增強其競爭力的重
要利器。

Risk Advisory

風險諮詢
服務專欄

吳志洋

林冠伭

執行副總經理
勤業眾信

林鼎鈞

經理
勤業眾信

資深顧問
勤業眾信

企業雲端環境之風險管理及因應
對策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 ( 股 ) 公司 / 吳志洋執行副總經理、林冠伭經理、林鼎鈞資深顧問

隨著科技產業軟硬體之進步，雲端運算服務越趨成
熟，眾多公司選擇採取租用的方式，將資料存儲

在公有雲上，再透過 IaaS（基礎設施即服務）、
PaaS（平台即服務）和 SaaS（軟體即服務）等方

式進行程式開發或資料運算處理，確保能使用供應
商提供之最新軟硬體，也能降低自行維護及更新程
式與設備的成本。

資 安 服 務 公 司 UpGuard 於 2017 年 7 月 14 日 揭

露，美國最大電信公司 Verizon 由於外包商 NICE
Systems 在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S3

權限設定不良，造成大量用戶個資外洩，包含姓名、

地址、電話號碼、帳號，以及驗證密碼（PIN）等，
研究人員指出，駭客可以利用 PIN 假冒用戶的身

核，將會是企業選擇供應商時的一個評估要點。
（表一）雲端報告
SOC1

SOC2

SOC3

為商業需求的客
戶提供系統安全
性、 可 用 性 和 機
密性相關的控制
環境評估報告

為商業需求的客
戶提供系統安全
性、 可 用 性 和 機
密性相關的控制
環 境 評 估 報 告，
但不透漏內部資
訊

雲端服務供應商 雲端服務供應商 展現雲端服務供
報 控 制 環 境 的 描 控制環境的描述 應 商 達 到 AICPA
告 述、控制與目標 及 符 合 AICPA 服 服 務 安 全 性、 可
內
務 安 全 性、 可 用 用性和機密性原
容
性和機密性原則 則和條件的公開
和條件的控制
報告
提供給雲端供應
商 客 戶、 稽 核 人
報
員、 簽 證 會 計 師
告
對於內部控制財
用
務報告有效性評
途
估意見

分，來欺騙客服人員修改或刪除用戶的帳號資料。

第二、資料保護

出雲端服務之資訊安全風險不容企業忽視。以下我

加密，增強機密性，因此企業需知道哪些資料要加

然而，這並非 AWS S3 第一起資料外洩問題，顯示
們藉由四個切入點來探討雲端服務之資安問題：

第一、企業邊界改變、風險意識與法規
遵循

雲端環境會因企業將資料中心外包，使用雲端運算

處理大量資料，產生龐大跨國資料傳輸，進而改變
經驗之企業，將對企業環境產生巨大改變。因此，

建議資安人員應注意相關政策、法律、科技及業界
標準，以規劃完整的雲端運算導入計劃。如：雲端

密，以及如何進行加密。選擇雲端服務之供應商時，
其中一個重要的評估項目即為了解業者採取之加密

方式。通常資料保密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將資料
和其加密金鑰存放於不同位置，另一種則是企業將
資料自行加密後再存放至公有雲服務中，此兩種作
法均可有效降低資安風險。而透過大數據分析和數
據流量監控找出隱藏在正常事件下的異常行為，提
前發現系統弱點並及早修補，也為加強資安機制的
一大關鍵。

第三、程式、軟體安全

制環境加以描述，並委由符合 AICPA 信託服務安全

務）和 PaaS（平台即服務）時，大部分應用程式

SOC 2、SOC 3 獨立報告（表一），針對業者之控

性、可用性和機密性原則及條件的外部稽核進行查

當企業使用之雲端運算服務為 IaaS（基礎設施即服

及軟體安全由企業自行負責，並依照 SDL（安全開

勤業眾信通訊

服務供應商是否能提供經第三方檢驗的 SOC 1、

風險管理諮詢服務

企業邊界之定義。尤其是以前無跨國交易之機會及

在雲端服務中，需要確保機敏資料的安全，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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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流程）執行。若採用 SaaS（軟體即服務），廠

商需提供 SDL 執行之證明文件，或第三方定期執
行檢驗程式碼及程式資安測試等安全檢查的結果文

件，並確定發生資安事件後之責任歸屬為何。另一
方面，企業也需確保舊有程式無安全漏洞，否則移
轉到雲端後將面臨更多攻擊模式，大幅增加被攻擊
的風險。

第四、事件應變

企業導入雲端運算服務，將資料放入公有雲後，當
發生資安事件而需要處理應變時，將會需要雲端運

算服務供應商提供人力配合搜查。因此，企業必須
有相關的事件應變計畫，將計畫之要求明詳於採購

合約中，以確保服務供應商能確實配合執行。此外，
因雲端運算服務透過資源共享來達到壓低成本及價

格的目標，一台設備上有多個虛擬主機及多個客戶

是很常見的情形，因此，當某一個客戶之資料發生
異常而影響到同設備上其他客戶時，將有高風險引
發資安問題，因此企業和供應商需討論及擬定妥善
的處理方式和範圍。

雲端運算服務為一快速發展中的創新觀念，伺服器

資源共用，將會對資訊安全造成巨大挑戰，也會對
企業經營模式帶來改變。因此，在規劃採用雲端服

務的同時，必須一併考量其潛在的資安風險，與服
務供應商研討應對計畫並確實執行，企業才能無後
顧之憂的享受公有雲所帶來的方便及效率。

風險管理諮詢服務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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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lting

管理顧問
服務專欄

李威陞

協理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 (股) 公司

徐國英

經理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 (股) 公司

漫步雲端，引領企業變革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 ( 股 ) 公司 / 李威陞協理、徐國英經理

雲端科技越臻成熟，許多企業，也開始思考運用雲

推波助瀾下，扮演基礎平台的雲端科技隨著技術架

真正付諸規畫與執行時，許多企業內部必然或多或

會相關的系統。即使雲端服務已是大勢所趨，但上

論，也造成推動上的可能裹足不前。

其所帶來的機會與影響，才能真正發揮預期效益。

端科技對於企業數位化改造之可能機會。然而，再
少的會對於所謂的效益，有許多的疑惑甚至是爭
回到雲端科技的基本定義，雲泛指網際網路，雲端
科技的意涵即為藉由網際綱路以取得各式資訊服

務，而這服務是以資源共享的模式提供軟體與硬
體，並受到完善的監控管理，就如同水電等公共服
務一樣。

雲端服務已普及進入到生活中，從勤業眾信 2016
年對北美高階主管所做的研究調查報告可知，將近

80% 的公司已採用雲端服務，如同現在最常見的三
種雲端服務型式：

•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應用軟體即服務 )：
使用者透過網路即可存取與使用軟體應用功能，

如：Google Gmail 網 路 電 子 郵 件、Salesforce.
com 客戶關係管理平台。

• PaaS (Platform as a Service，開發平台即服務 )：

企業無需自建軟體開發環境，即可進行程式開
發 或 軟 體 功 能 客 製 化， 如：Microsoft Azure、
Google App Engine。

• IaaS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資訊基礎設施
可擁有眾多系統資源，如：Amazon EC2。

雲端服務為主流的部署模式，早期企業採用雲端服

務主要在銷售、行銷和人資領域，在數位化浪潮的

議題一：雲端服務真的能省成本？

節省成本常是企業採用雲端服務的首要考量，由於

係採用訂閱付費的模式，由服務供應商提供客戶所
需的服務，以「用多少，付多少」的概念於訂閱期

間計價。前期無需投入軟硬體成本，後期之系統維
運成本亦可連帶降低，此外亦包含其他面向的成本
精省：

1. 簡化資訊採購程序：金額較高的資本支出預算，
通常需經層層的簽核流程，採購程序較為冗長耗

時，而雲端服務則係以分期租用支付的概念，較
能快速核決，縮短採購流程周期。

2. 投資效益顯著：投資成本的降低以及導入時程縮
短等因素，讓客戶能及早看到正面的投資報酬回

饋，另外，後續系統的日常維護、更新與升級的
投入的減少亦有利於公司資源規劃。

3. 降低一次性決策風險：雲端服務隨選即用的特性，
反之亦可隨選即退，可避免決策性錯誤所帶來的
一次性的資本投資損失風險以及連帶維運成本。

雲端服務有其成本上的競爭力，若能考量既有資訊
系統的生命周期規劃、預期的軟硬體使用年限、以

及其他衍生成本（如資料整合、客製修改等）等因
素，評估及規劃佈署的方式及時程，更能符合成本
精省的期望。下表列示訂閱單一雲端服務 (Cloud)

勤業眾信通訊

由此可知雲端已無所不在，國際調研機構 Gartner

更預測在 2025 年前 60% 以上的財會管理系統將以

雲端前，很多基本觀念和想法須先釐清，以利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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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服務 )：企業無需自建機房與購買機器設備，即

構漸趨成熟，也整體性的擴展至核心的 ERP 或是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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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就地部署系統 (On-Premise) 所付出成本結構
比較，提供公司評估參考 :

議題二：資料放上雲端安全嗎？

理、緊急應變與事件處理措施等，準備好相關配套

全就是經常讓企業裹足不前的拉力，因為對於安控

議題三：雲端服務存在資料整合的問題

成本精省若是企業朝向雲端發展的推力，而資訊安
機制與資料管理之主控權不在客戶手上，而是由雲
端服務供應商全權控管，可能會衝擊到許多企業的
資安政策並造成管理上的不安全感。

因此為消弭客戶的疑慮，許多雲端供應商皆會取得
國際資安機構的認證，如：ISO/IEC 27001、雲端
安全聯盟 (CSA) STAR 等以符合相關資訊安全規範，

其所要求的資安等級甚至可能高於許多企業內部的

要求。此外並由獨立的國際稽核機構定期進行稽
核，客戶亦能要求符合國際稽核機構的稽核報告，
管理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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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美國會計師協會 (AICPA) SOC 等，以進一步檢
驗服務供應商的管理品質。

然而符合外部資安的認證及稽核要求，實為佈署雲

端的最基礎要求，客戶更應思考本身因應雲端部
署，對於整體資訊架構與資安管理機制上的改變，
相應的管理機制與作業程序，包括資料治理之組織

職責及定期稽核、應用系統之身分認證及授權管

措施，才能不帶有資安疑慮，安心上雲端。

資料整合是企業經常必然發生的需求，在規劃雲端
佈署時，更為大部份企業評估與強調，係由於目前
雲端服務對於資料整合的技術發展：

1. 各雲端服務供應商技術發展不一：雲端服務的資

料儲存在服務供應商，介接方式須依照服務供應
商支援的解決方案，目前常見的包括文字檔的匯

出匯入、Web Services、個別廠商發展的資料介
接工具等。

2. 跨供應商之間的技術相容性不一：雲端與就地部

署系統 (On-Premise) 之間，以及跨不同雲端供

應商之間存在資料整合之需求必然存在，但所支
援的技術尚未完整。

雲端服務目前資料整合技術上仍持續發展，選擇性

的確不若 On-Premise 高，在此過渡階段，除了需

評估雲端服務供應商的技術支援完整度外更需留心

更新升級等工作，重心從支援營運的輔助者，轉移

合要求之間取得平衡點，才能真正評估採用雲端解

整合師與供應商關係管理者等角色。特別對於資源

其未來發展藍圖，並在商業需求以及與公司資料整
決方案的效益，也才能整體規劃相關配套措施，包
含傳輸安全性、介接方式、以及資源的投入。

議題四：雲端應用軟體 (SaaS) 無法功能
客製化？

很多客戶常認為雲端服務只能用標準化功能，較無

成為公司的策略夥伴及科技創新者、資訊架構規劃
有限的中小型與新創企業，將公司的資訊系統交由

可信賴的雲端服務供應商管理，IT 人力可更從資訊

的角度，投入於企業發展的協助，例如經營管理及
業務溝通等效率及正確性的提升。

上述相關議題的釐清，即為實現雲端佈署的基礎，

如下圖「Deloitte 雲端導入方法論」所示。另提出

法依企業特殊需求進行軟體功能 / 程式之客製化，

企業走入雲端的實行步驟與重點所在，經由綜合考

的原始訴求是提供標準化功能，透過商業邏輯、系

服務產品，並規劃資訊架構與管理框架，為客戶快

此應先回歸上述雲端服務的定義，SaaS 雲端服務
統設定 (Configuration) 的方式將客戶需求設定進

系統，以達到快速導入並提升維運效率的目的，故
並非無法客製化，而是期望先尋求流程或使用上的

量企業現況，協助制定雲端策略、評估可行的雲端
速且確實完成雲端系統設計與導入，此解決方案可
作為上雲端規劃與準備的參考，詳細說明如下：

共識，避免以客製化為主的解決手段。待客戶學習

標準化的功能應用後，再依使用情境評估是否需客
製化，一旦需客製化，則可採用 PaaS ( 開發平台即

服務 ) 等配套措施，仍能達到一定程度的客製化功
能。

因此雲端解決方案較過往更需全面檢視公司流程及

需求，以標準化為先決條件，客製化為例外處理。

客製與否的評估，除了因應在地化需求的通用功能
客製之外（如：ERP 開立電子發票功能），亦可就

是否能創造企業競爭優勢的角度思考，如：供應鏈
系統與不同供應商之間整合連結，若有助於市場的

回應速度，資料介面的客製化當實屬必要。回歸基
本面，分析既有流程瓶頸與程序自動化的機會，並
能同時檢視標準化的可能性，避免將冗長無效率的

作業流程；然而並非所有流程皆能完全標準化，可
採取異中求同的策略，標準化共通且重要的部分，
差異之處保留線外彈性處理。

議題五：雲端服務讓 IT 角色邊緣化？

企業過往需要投入一定程度的 IT 資源進行資訊系統

的維運，而在未來的雲端服務中，將慢慢轉變委由
廠商提供代管與維運的服務模式，IT 部門的人力將

使用者可自主服務的特性，亦將減少對於資訊人員
的依賴。

雲端服務帶來的是顛覆式創新，將為企業帶來重大
影響，需要高階主管與各單位對雲端服務的定義與
利弊瞭解清楚後，共同制定出適合自身的雲端發展

策略與短、中、長期目標。建議可從營運流程標準
化、人員工作職務調整以及整體資訊架構評估開始

思考著手，分析其成本效益與衝擊程度，以確認企
業何時適合轉換上雲端。

以評估整體資訊架構為例，需根據現行資訊架構與

商業需求，整體擘劃出結合雲端服務的資訊架構，
漸次展開公司應用系統組合進行概念性討論，可根
據營運 / IT 需求（如：流程標準化程度）、資料特

性（如：機密性）、與其他系統關聯度（如：介接

變的契機，它不會讓企業 IT 消失，反而讓 IT 從日

可行性、可能採行方式。例如相較於 ERP 等核心財

然，如同過往的 IT 人力委外，是為企業創造一個改
常維護的工作負擔中釋放，例如：管理機房、備份、

頻率）等面向，思考並規劃各系統上雲端之必要性、
務系統，像預算編製系統、合併報表系統等，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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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認為這讓 IT 角色的重要性大為降低，實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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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不若過去的密集投入。另外許多雲端服務強調

1. 雲端策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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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標準化程度高、非交易性資料，且介接複雜度不

發展藍圖是否與公司的雲端策略方向一致，並就資

2. 雲端服務產品評估

問題反映機制是否完備等面向予以分析。下圖為德

高，經常為許多公司的優先規劃事項。

整體資訊架構一旦確立，再來便是雲端服務產品的
分析與選擇。市場上雲端服務供應商眾多且其個別
成熟度與服務優勢不一，首要確認廠商的雲端產品

3. 雲端方案實行與導入

畢竟雲端導入對管理機制將帶來一定程度的衝擊，
建議根據資訊架構與雲端服務產品，先行規劃雲端

治理規範、管理方式與配套措施等，並且逐一與資
訊維運相關人員實際檢視與討論轉換至雲端後，需

更新或改變的相關部署、人員技能、可能出現的問
題以及因應之道，以避免實際導入過程出現重工、
資訊洩露等問題。

雲端方案的導入規劃，建議可先選定非核心且人員
需求掌握度高的領域進行小範圍試行或概念性驗證

(Proof of Concept)，並分階段規劃建置，逐步從
管理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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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核心系統推動到核心系統導入，從過程中建立信
心與累積經驗。

下列面向若於導入時同步考量，不僅專案導入時程
可望大幅減少，有有助於未來長遠使用與維運：
(1) 需求釐清並配合流程調整

畢竟雲端產品對一些需求無法以客製化達成，因此
需結合雲端產品功能與特性，並透過快速展示系統

訊安全、產品完整度與擴充性、系統整合複雜度、

勤全球發展的雲端服務評估方式，不論是 SaaS、

PaaS 或 IaaS，可依客戶需求與系統特性，幫助客
戶找出適合的雲端服務產品。

雛型 (Prototyping)、Workshop 等手法引發與釐清

需求，針對非標準化功能可滿足的需求，此時作業
流程的配搭改變更為重要，亦提供了流程優化的機
會點。

(2) 非功能性系統測試之比重增加

雲端導入專案除了需進行功能性系統測試，以確認
符合商業需求之外，因雲端軟硬體環境的主控權不

在客戶手上，更需著重非功能性系統測試，測試重

點包含安全性、效能、相容性、災難復原與升級等，
例如：因公眾網路可能會出現非預期的延遲或受到
企業內網防火牆或代理伺服器設定之影響，可規畫
尖峰期與離峰期的網路測試，以確認網路速度與回
應時間是否符合服務水準協議 (SLA) 之要求。
(3) 維運方式改變

雲端系統上線後進入維運階段，相較於就地部署系
統 (On-Premise) 由客戶負責系統維護作業，角色

將轉變為需求提出者，由雲端服務供應商評估需求

後決定執行時程，或者是由廠商定期自動執行，就
像安裝修補檔與系統升級，客戶需隨時注意相關通

知訊息，以及系統改變後的因應之道，如：應建立

升級後的系統測試機制，以確認未影響既有使用並
驗證新功能等。

雲端科技歷經多年發展，許多產業將銷售、客戶管
理等流程成功送上雲端後，從中已然建立信任感，
使眼光開始投向過往更多商業領域，然而，企業應
務實考量本文所提及的議題，上雲端不只是節省成

本、系統由廠商維運等，更重要的是企業亦須配合
調整流程、資訊架構與管理方式，改變不會是一蹴
可幾，而是需要持續的過程，這需要人員配合與充
分規劃，循序漸進推動改變，讓上雲端的企業因為
與時俱進，因為專注在有價值的事情上，而更具備
競爭優勢。

管理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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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lting

管理顧問
服務專欄

鄭興

總經理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 (股) 公司

胥傳沛

副總經理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 (股) 公司

從雙 11 看台灣物流鏈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 ( 股 ) 公司 / 鄭興總經理、胥傳沛副總經理

回想 2009 年，市場還普遍懷疑阿里巴巴能否成功

擺脫仿冒色彩，其試圖將 11/11 這個平凡的日期轉

中的關鍵性因素，便是成熟技術職工的老齡化。在

不到十年之後，這個節日已創下多項紀錄：10 分鐘

上的困擾之一，即倉庫或是運輸工作人員的招募困

變為購物節日，亦像是一個較大型的實驗，孰知在

內成交金額超過人民幣 200 億元、九小時交易突破

人民幣 1,000 億元、全天共產生超過 8 億筆物流訂

單。

美好的銷售數字背後其實是鋪天蓋地的物流工作
量，以及如何用效率、正確性、準時等結果數據進

行評估，從工作流程及標準操作守則中，逐步實現
完整的物流任務。

物流能力實則包括倉儲管理、存貨管理、運輸管理
等各部分整合。在輔導各種供應鏈專案經驗中，我
們持續探討：物流活動在企業的業務中，究竟扮演
什麼角色？是配合支持的力量，還是策略性創造差
異的核心能力？過去，倉儲物流僅被視為保障商品
能夠送達客戶手上的一個「功能」或「職能」，不

是一個舉足輕重的「能力」，只有極少數的企業將
其視為策略性的差異競爭力。

當我們看到雙 11 對於零售業、物聯網及行動商務

的衝擊，後勤體系就有了不同的策略意義。一個具
有高度彈性、靈活反應、準確高效的倉儲物流運輸
管理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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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業 4.0 與智慧製造談到人機結合發展背景，其

系統，可以積極帶動前端量能，或是創造差異化的
邊際成本結構，成為市場致勝的關鍵要素。

反觀台灣，物流能力是強的，拜連鎖便利店的無處
不在，以及服務能力的多樣化，台灣零售業所具備
的，是一種「精耕細作」的物流能力，但是在精耕

細作之餘，仍須思考量能放大的彈性是否可同時存
在。

輔導一個物流運輸企業專案時觀察到，客戶在營運

難。在須同時考量土地租金成本，選擇倉儲建立地
點的情況下，人員，尤其是成熟技術工作人員的招
募與維護，成了一個頭痛的問題。

台灣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老齡化，以及年輕就業
人力的產業選擇偏好，確實成為零售業後勤支援的
一個瓶頸與困擾。

那麼，在 O2O（線上線下模式）的工作定義上，是
否已如製造業一般，開始從「人機結合」方面，做
更多的自動化、智慧化運用了呢？其發展速度，又

是否足夠面對未來的商業競爭環境？這是值得許多
企業思考的重要議題。

另外，大數據應用已經是多數企業耳熟能詳的趨
勢，以現階段台灣的狀況而言，除了部分發展領先
的企業，大多數的企業，還在為底層的數據搜集與
記錄努力建立體系；或是面對已經辛苦建立的數據
庫，苦苦思考如何進行運用。這個部分，同樣也是

面對未來競爭中，台灣業者必須迎頭趕上的關鍵環
節。

雙 11 購物節是否能被快速的推廣，成為一個全球

性的市場銷售事件，尚有待觀察，但是其影響力已
經毋庸置疑。那麼，對於其引發的新科技新技術應
用，或是策略觀點的突破，業者就不該有任何的遲
疑。畢竟，面對未來的競爭，停滯不前，就代表著
加速落後。

（本文已刊登於 2017-11-24 經濟日報 A19 經營管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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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負責人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2018 全球高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趨勢大解析！

智慧手機至上 使用者需求成發展關鍵
引領創新應用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 高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負責人陳明煇會計師

勤 業 眾 信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於 12 月 13 日 發 布

「2018 全球高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趨勢預測」
報告，內容指出 2018 年將聚焦五大關鍵趨勢，包

括智慧型手機的角色將愈加吃重、擴增實境的應用

增加、線上串流直播使用率上升、數位內容訂閱數
成長、企業將強化機器學習能力使用。報告同時指
出，2018 年底前，預計將有約 8 億支智慧型手機

具備專門支援擴增實境 (AR) 的作業系統；於 2023
年智慧型手機在已開發國家成人市場的滲透率將超
過 90%，手機年度銷售量也將突破 18.5 億支。

勤業眾信高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負責人陳明煇會
計師表示，2018 年對高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來

說依舊是充滿亮點的一年，許多里程碑將陸續實
現，某些突破與創新將以飛快的速度進展，我們的
生活和工作方式也將因此產生轉變。未來幾年內的

關鍵發展將奠基於「使用者需求」。隨著智慧型手
機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創新應用亦將
以智慧型手機為核心發展，而機器學習雖為人工智
現階段機器學習尚無法取代人力。

達到每年 18.5 億支，等同於每天賣出 5 百萬支，
相較於 2018 年成長 19%，屆時人們也將更依賴手

機的使用，每日與手機互動的平均次數也將達到 65
次，相較於 2018 年上升 20%。然而，隨著智慧型

手機在人們生活中扮演日趨重要的角色，手機平均
售價也將水漲船高。

即使未來五年間，手機外觀並不會有太大變化，但
由於人們利用智慧型手機處理的事務漸增，且結合

物聯網使用，預期手機使用族群將繼續擴大，特別
是高齡族群使用率的成長，因此手機連結數位服務
的關鍵地位仍難以被撼動。此外，在 2023 年前，
多數已開發市場應已採用 5G 網路，手機的傳輸量

與連線速度也將為之大幅提升，且隨著軟硬體效能
提升、處理器效率提升、耗電量降低等發展，皆會
致使手機價格上漲。

關鍵趨勢二：擴增實境的應用增加

勤業眾信報告指出，現有的擴增實境內容多用於拍

照 app 的臉部濾鏡，且近九成五皆屬卡通風格，但

到了 2018 年，真實影像的比例將攀升至五成，且

年底預計將有 8 億台智慧型手機具備專門支援擴增
實境的作業系統。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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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趨勢

勤業眾信報告預測， 2023 年的智慧手機銷售量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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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擴增實境的應用主要仍透過手機鏡頭建立的內

也有自製劇集《植劇場》系列上架；HBO 也正針對

未來，隨著更多內建深度感測器的智慧型手機上

劇《Gosta》、西班牙影集《Patria》和台灣的《通

容為主，這也將是擴增實境的主要產值來源，但在
市，影像的品質將大幅提升。此外，軟體的升級也

將提升特徵偵測的準確性，甚至可超越人臉偵測範
圍，進而偵測諸如車輛、建築物等各種物體，並與
之互動。

在訴求使用者體驗的時代，更進階的擴增實境技術
將被預期使用在購物及娛樂等生活面向上，例如，

虛擬的居家裝飾應用程式，對於消費者而言，擴增
實境為容易取得且無須額外支出的方式，但對於企
業而言，在何種狀況下導入擴增實境的使用可輔助
消費體驗，尤為關鍵。

關鍵趨勢三：線上串流直播使用率上升

勤業眾信報告指出，2018 年的線上串流直播收入
將達 74 億美元，較 2017 年增加 47%；中國也將

繼續維持全球直播影音市場的霸主地位，預計收入
為 44 億美元，相較於 2017 年成長 32%，其總瀏

覽人數將達 4.56 億，預期帶來驚人的商業價值。

在線上串流直播內容中，目前仍以電子競技賽事為
主要收看內容及活動營收來源，日前甫獲得勤業眾

信「2017 高科技高成長 500 強評選結果」榜首的
中國網路企業「武漢鬥魚網」便是以電競賽事直播
起家。隨著電競市場的版圖逐漸擴大，電競與傳統
賽事結合也形成趨勢，例如，電競將成 2022 年中

國杭州亞運競賽項目之一，台灣政府日前也已三讀
通過，將電競業納入運動產業，因此未來數年間電

競與相關產業的發展將持續看好，可見透過科技的
助力，進而鼓勵了使用者便利地、即時地、共同地
參與現場活動。

關鍵趨勢四： 數位內容訂閱數成長

勤業眾信報告指出，串流影片、音樂、新聞及線上

遊戲等數位內容將蔚為主流，在 2018 年底，已開

發國家中將有半數的成年人，每人至少會訂閱 2 個
數位內容，相較於前一年成長 20%，而在 2020 年
前，全球數位內容將會超過 6.8 億訂閱數，並有約

產業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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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億名訂閱者，且以中期趨勢來看，用戶數將繼
續成長。

以線上影音串流 (Over The Top, OTT) 服務內容為
例，報告預測將會出現更多當地語言內容，以拓展
OTT 服務族群。例如，Netflix 已經在墨西哥、印

度、巴西和德國等多國以當地語言製作節目，台灣

不同市場委製當地語言的節目內容，例如，瑞典喜
靈少女》。

主要原因可分別從「供應面」與「需求面」解釋。

首先，提供線上媒體訂閱服務的公司數量穩定增
加，內容資料庫也朝分眾化發展；另一方面，由於

使用者可自行決定對何者線上服務付費使用，因此

未來的數位內容將更偏向客製化，僅需針對自己
有興趣的服務內容付費，相較於目前傳統的訂閱方
案，反而更加彈性。

關鍵趨勢五： 企業將強化機器學習能力使用

勤業眾信報告指出，機器學習未來將朝著數據科學
自動化、訓練數據減量、加速訓練、可解釋結果、

在地化部屬等五大方向發展，同時，由於新型晶片
的問世，將使得機器學習更容易、便宜且快速，越
來越多中型與大型企業將因此強化對於機器學習能

力的使用，在企業導入及試驗機器學習技術的專案
數量將會是 2017 年的兩倍，同時，預期在 2020
年再次翻倍成長。

到 了 2018 年 底， 資 料 中 心 伺 服 器 內 用 於 加 速 機
器 學 習 的 晶 片， 除 了 現 有 的 標 準 圖 形 處 理 晶 片

(GPU) 及中央處理器晶片 (CPU)，亦將有超過 25%

的 晶 片 屬 於 現 場 可 程 式 化 閘 陣 列 (FPGAs,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s) 及特定應用積體電路

(ASICs, 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s)。
這些新的晶片種類將使機器學習的應用範圍大幅增

加，並在應用程式減少耗能之餘，提升反應速度、

調整彈性及運作性能，連帶使得現有的機器學習晶
片成本降低，幫助企業在資源有限且缺乏人才的狀

況下，更適切地應用這項科技，藉以緩解企業問題。

台灣高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的挑戰與
契機
陳明煇分析，軟體的發展需藉重硬體的實力，因此

硬體業表現對於台灣企業而言，是為穩固的立基
點，未來因應智慧型手機的高度普及與擴增實境的
發展，預期也將提升市場對於軟體的需求，這也呼
應「2017 高科技高成長 500 強評選」中，軟體業

成長仍為高科技業成長關鍵之結果，因此台灣企業
應思考是否能在供應鏈中扮演組裝與生產之外更多
元的角色。

此外，在行動娛樂當道的世代，網紅經濟發酵，勤

業眾信報告也指出，傳統的媒體生態受到挑戰，相
形之下新媒體的角色極為吃重，日前台灣線上影視
產業協會成立，陳明煇說，以短期發展看來，線上

影音的模式與內容將持續穩定成長，而透過協會的

角色，更希望結盟官產學之力，由此注入台灣影視
產業鏈的發展能量，拓展台灣的影視版圖。

更 多 關 於 2018 全 球 高 科 技、 媒 體 及 電 信 產 業
趨 勢 預 測 內 容， 請 參 閱 完 整 全 文：http://deloi.
tt/2AyyXq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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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美艷

審計部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張芷翎

審計部協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07 年新挑戰 - 客戶合約收入 (IFRS
15) 上路，您準備好了嗎？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部 / 江美艷會計師、張芷翎協理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於民國 103 年發布

雖現行收入準則亦規定合約可單獨辨認之組成部分

考模式，改以單一模式規範所有收入認列交易。有

認之組成部分。IFRS 15 明確規定，若客戶能從商

IFRS 15「客戶合約之收入」，改變收入認列之思
鑑於準則規定發生重大改變，證期局於 103 年要求

上市櫃、興櫃及公開發行公司針對適用 IFRS 15 之
影響進行試算評估，並於 106 年 7 月發函認可 1 ，

正式宣布我國將於 107 年 1 月 1 日開始適用 IFRS

15。這號大型準則之適用影響範圍涵蓋許多資產負
債表項目及綜合損益表最主要之項目，對於 107 年

財務報告影響之重大不言而喻。以下就 IFRS 15 之

重大規定及實務應用上可能造成之變化，分別說
明。

IFRS 15 簡介

無論工程建造、商品銷售或勞務提供，IFRS 15 將

以單一原則規範所有客戶合約之收入認列。針對符
合客戶合約條件之合約，企業依合約約定檢視所承

諾之所有商品或勞務，據以辨認合約之履約義務，
接著將合約約定或估計之交易價格，依照相對單獨
售價分攤至各項履約義務，於各項履約義務被滿足
時分別認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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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個別處理，惟並無明確規定應如何決定可單獨辨
品或勞務本身獲益，或能從該商品或勞務連同其他
輕易可得之資源獲益，只要企業移轉該商品或勞務
之承諾能與合約中其他承諾單獨辨認，該商品或勞
務即符合「可區分」（即可單獨辨認）之條件，可

區分之單一商品或勞務通常即為一履約義務，惟若
一系列幾乎相同之可區分之商品或勞務，其移轉予
客戶之型態相同，則該系列商品或勞務應視為一履

約義務。決定商品或勞務是否可區分時，對企業最
大挑戰在於判斷該商品或勞務移轉承諾是否與其他

承諾可單獨辨認。企業必須審慎思考其承諾之性質
係移轉個別商品或勞務，或係承諾移轉一個組合產

出。若企業於履行合約之過程中提供一項重大服
務，將合約所承諾之商品或勞務整合成一項組合產
出；又或合約承諾之一項商品或勞務若將另一項商
品或勞務進行客製化；又或承諾之商品或勞務若彼
此高度相互依存或相互關聯，則合約承諾之商品或
勞務彼此係不可區分。

交易價格之決定受到對價的形式影響，企業須考量

變動對價、重大財務組成部分、非現金對價及付給

時，該資產即由客戶控制（例如，在建設公司控制

退貨權、獎勵金、延遲交貨罰款等，都是企業應考

行加工），則企業應隨時間經過認列收入。最後，

客戶之對價。對於變動對價之考量，舉凡銷售折扣、
量之範圍，只要變動對價之變動不確定性消除時，
高度很有可能不會造成收入認列產生重大迴轉，該

部分變動對價應納入交易價格。另外應注意的是，
決定變動對價時僅考量合約中已承諾移轉之商品或

勞務所產生之變動對價，若金額之變動係取決於客

戶未來購買之決策，則並非變動對價之範圍。舉例
來說，若合約約定銷售一台濾水器，並約定未來一
年內，客戶得以低於單獨售價之價格購買濾心。即
使基於經濟強迫力之考量，合理預期客戶會向企業

購買濾心，就該合約而言，客戶並無購買濾心之義
務，故企業預期客戶將購買之濾心價格不應視為變
動對價納入該合約之交易價格。此外，一年以上之

重大財務組成部分，除了應考量賒銷交易所產生之
影響外，預收貨款之交易模式亦應考量其所產生之
重大財務組成部分影響。而決定交易之財務組成部

分是否重大，企業係以整體合約為考量基礎，舉例
來說，若合約約定銷售兩項產品，其中產品 A 於移

轉控制時收款，產品 B 則採賒銷，若產品 A 價值

遠大於產品 B，就整體合約而言，產品 B 產生之財

務組成部分可能過小而認定為不重大。再者，在考
量付給客戶之對價是否作為收入之減項時，應考量
企業是否取得客戶之可區分之商品或勞務，舉例來
說，廠商付給通路商之上架費，就廠商而言，上架

服務之效益來自於商品於該通路順利銷售，而廠商
僅能由購買商品之通路商取得上架服務效益，顯示
通路商所提供之上架服務與其購買之商品彼此無法

單獨區分，因此該上架服務並非可區分之服務，廠
商支付之上架費則應視為商品銷售收入之減項。

由於現行準則未明確規定分攤方式，企業可能選擇
採用剩餘價值法分攤合約對價，因而使分攤至部分

產品之對價金額低於商品成本，而產生銷售毛損，
IFRS 15 規定交易價格應依各履約義務單獨售價分

攤，雖可能增加單獨售價估計之挑戰，分攤之交易
價格預計將較能反映應歸屬於各履約義務應有之收
入及合理之利潤。

據以認列收入，IFRS 15 規定應「隨時間經過」認
列收入之條件，若隨著企業履約，客戶同時取得並
得電信公司之行動數據服務），則企業應隨時間經

過認列收入。此外，若企業在創造或強化資產之同

途」，且企業對迄今已履約之部分具有「可執行之
收款權利」，則企業應隨時間經過認列收入。在評
估可執行之收款權利時，除了應注意各地區之法律
效力（包含法律及相關判例），該收款權利必須包

含已發生之成本加計合理利潤，雖說該合理利潤不
一定等於原合約利潤，其仍應能反映企業於類似合
約所應產生之利潤。若客戶合約之約定不符合前述

任何一種條件，企業應於某一時點（即商品或勞務
之控制移轉予客戶時）認列收入。

IFRS 15 實務議題探討

一、IFRS 15 控制模式與現行作法究竟有沒
有差異？

現行準則規定收入認列與否著重於「重大風險與報

酬」移轉之判斷，而 IFRS 15 強調係以商品或勞務
之「控制」移轉時點認列收入。由風險報酬模式轉
換為控制模式，實務上是否會造成差異？

IFRS 15 規定，對資產之控制係指主導該資產之使
用並取得該資產之幾乎所有剩餘效益之能力。控制
包括有能力防止其他企業主導資產之使用以及防止

其他企業取得資產之效益。在判斷控制何時移轉
時，應以客戶之立場評估控制。此外，IFRS 15 提

供五項指標（對款項之現時權利、對資產之法定所
有權、實體持有、重大風險及報酬及客戶是否已接
受資產）判斷商品或勞務於何時移轉控制，於結論
基礎中並說明該等指標並非企業在作出已將商品或

勞務之控制移轉之結論前須符合之條件清單，因
此，雖然商品或勞務之重大風險及報酬可能並未移
轉，企業可能因為符合其他指標而判斷商品或勞務
之控制已移轉予客戶，因而認列收入。

參考美國上市公司之收入新準則 2 適用說明，現行

依照風險報酬模式之判斷下，企業對經銷商之銷售
通常於經銷商將商品售予最終消費者時認列收入，
主係因考量商品能否銷售予最終消費者之風險，或
考量銷售價格可能因經銷商售予最終消費者之售價

而調整，故判斷尚未移轉商品之重大風險及報酬。
若由控制考量，商品於移轉予經銷商時，經銷商已
有能力主導該商品之銷售並掌握其效益，且能防止
其他人使用商品及取得商品之效益，依前述說明，

經銷商已取得商品之控制。此外，價格之調整係屬

勤業眾信通訊

耗用企業履約之效益（例如，用戶在上網同時已取

若企業履約所創造之資產對企業而言「不具其他用

專家觀點

企業於移轉各履約義務之控制時滿足履約義務，並

之土地上提供建造服務，或於客戶控制之產品上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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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對價之考量，其將影響交易價格之估計，但不

理人與代理人之考量亦有類似之影響，IFRS 15 規

經銷商之交易將提前認列收入。

企業應先辨認將提供予客戶之「特定商品或勞務」

應影響控制之判斷，因此適用收入新準則時，銷售
再以另一釋例說明風險報酬模式與控制模式在判斷

上可能之差異，假設企業與客戶約定起運點交貨，
惟在商品運送過程若有損害或滅失，依照過去交易

實務，企業通常會負責再提供商品。若僅考量起運
點交貨之約定，企業於起運點已將商品所有權、商
品損害滅失風險及商品實體移轉予客戶，無論從風
險報酬移轉或控制移轉之判斷，企業皆可主張於起
運點已移轉商品之重大風險與報酬及控制。惟若考
量過去交易實務，企業實際上仍承擔貨物運送中之

損害滅失風險，依風險報酬之判斷，實質上企業在
起運點尚未將商品之重大風險與報酬移轉，因而無

法認列收入。若以商品控制之考量，雖然企業額外
承擔運送途中之損害滅失風險，客戶於起運點已取
得商品之法定所有權及實體控制，客戶有能力決定
該批商品如何使用，包含自用、再銷售或用於質抵

押等，實質上客戶於起運點已取得商品之控制。至
於企業於商品運送過程所承擔之風險，企業應考量
是否辨認為另一項履約義務（可區分之服務類型履
約義務）而應單獨認列相關收入。

在一般情況下判斷控制何時移轉，無論從賣方角度
或由買方角度判斷，通常答案會一致，但在特定情
況下，對於商品之控制在賣方或買方，可能有不同

答案，IFRS 15 結論基礎說明，企業應以客戶之立
場評估控制。舉例來說，企業取得電影公司授權生
產電影 DVD，企業於 DVD 製作完畢時銷售至零售

商，惟電影公司規定零售商須待電影下檔後才能銷
售 DVD。企業將 DVD 交付予零售商時，該產品之

重大風險與報酬已移轉予零售商，因此於交付時即
認列收入。就控制之判斷而言，企業已經 DVD 實

體及法定所有權移轉予零售商，可能亦已取得收款
權利，惟對零售商而言，在電影下檔前，DVD 仍

受電影公司規定之銷售限制，依照 IFRS 15 規定須
以客戶之立場評估控制，則企業於交付 DVD 時，

零售商尚無能力主導 DVD 之使用，因此企業不宜

於此時點認列收入，應延至銷售限制解除時認列收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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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二、適用 IFRS 15 會讓收入由總額認列變成
淨額認列？

由於收入之認列由風險報酬模式轉為控制模式，主

定，若「另一方」參與企業提供商品或勞務予客戶，
為何，接著再評估企業於移轉該特定商品或勞務予
客戶前，對其是否具有控制。判斷是否具控制時，

應參考前述控制之規定，亦即，企業應判斷是否有

能力主導該特定商品或勞務之使用並取得效益，及
防止他人使用予取得該特定商品或勞務之效益。倘
若依照前述控制之規定仍無法判斷企業對特定商品

或勞務是否具有控制，則可參考 IFRS 15 所提供之

指標，包含企業對完成提供特定商品或勞務之承諾
是否負有主要責任、特定商品或勞務移轉予客戶前
後是否承擔存貨風險、對特定商品或勞務是否具有
訂定價格之裁量權。該等指標係用於輔助控制之判
斷，不得用於推翻前述控制之判斷。此外，在使用

前述指標評估控制時，在不同合約條款及條件下，
各指標之攸關程度可能不同。

參考美國上市公司之收入新準則適用說明，部分企
業主張，由於收入認列與否將由風險報酬模式改為
控制模式，特定供應鏈及運送業務將改採主理人之

會計處理3。此外，亦有部分企業主張於採用新準則

時將改採代理人之會計處理，例如 Uber 之共乘業
務 4 及部分旅行社業務 5。足見在收入認列之判斷方

式改變時，主理人與代理人之判斷間接可能受到影
響。

此外，現行 IAS 18 提供若干指標來判斷企業是否具

有重大風險及報酬（為主理人），其中關於承擔客
戶信用風險、賺取固定費用或固定百分比之指標並

未納入 IFRS 15，原因係該等指標對於判斷是否為
主理人（亦即判斷是否具控制）並不攸關。現行可
能有部分企業使用該等指標作為強化主理人判斷之

論點，於適用 IFRS 15 須依照控制原則重新判斷，

亦可能造成若干企業之會計處理變動。

首次適用 IFRS 15 之挑戰

首次適用 IFRS 15 時，相關過渡規定相當多元。企

業得選擇採用全面追溯法或修正式追溯法，規定內
容彙整如下：

全面追溯法

影響數調整比較期間之期
追溯適用
初保留盈餘（或其他適當
影響數
之權益項目）。

修正式追溯法

影響數調整初次適
用日6 之期初保留
盈餘（或其他適當
之權益項目）。

全面追溯法

修正式追溯法

IFRS 15 提供下列事項之實
• 企業得選擇對所
務權宜作法，包括：
有合約追溯適用
• 部分已完成之合約得不
IFRS 15， 或 僅
追溯適用 IFRS 15。
對 107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之合
可選擇之 • 已完成合約之比較期間
約追溯適用 IFRS
變動對價估計。
作法
15。
• 比較期間開始日前之合
• 僅提供合約修改
約修改。
之實務權宜作
• 部分比較期間揭露之豁
法。
免。

107 年採用修正式追溯法之企業，在編製 107 年財

務報告時，比較期間（106 年）資訊將依現行準則

（IAS 11 或 IAS 18） 編 製 收 入 揭 露，107 年 則 依

IFRS 15 之規定揭露。反觀採用全面追溯法之企業，

在編製 107 年財務報告時，原則上將依 IFRS 15 之
規定提供比較期間（106 年）之揭露資訊，惟若選

擇對部分已完成之合約繼續依原準則（IAS 11 或

IAS 18）處理，該部分交易則須繼續依原準則揭露。
企業若選擇採用修正式追溯法或選擇全面追溯法但

部分交易不追溯適用 IFRS 15，編製 107 年財務報
告應特別注意，須同時包含依 IAS 11 或 IAS 18 及

IFRS 15 之會計項目、會計政策及相關揭露內容。

結語

IFRS 15 不僅改變認列與衡量之規定，對於表達與
揭露更是有大幅度之改變。過去收入之揭露規定有
限，IFRS 15 則以 20 條規定要求各種與收入相關

之揭露，就連期中財報都規定應揭露收入之細分資
訊。

國際間適用 IFRSs 之企業將同時在 107 年開始適用

收入新準則，部分企業之期中財務報告亦陸續說明
新準則對企業之衝擊，包含因採用控制移轉決定收

入認列時點，導致提前認列收入、主理人與代理人
會計處理之改變及由某一時點認列收入改為隨時間

經過認列收入等，這些會計處理之轉變也可能發生

在我國企業。在面臨 IFRS 15 徹底扭轉交易分析邏
輯之情況下，無論是企業或各界閱報表者，都應以
新準則之精神重新檢視對企業之交易是否有尚未考
慮周全之影響，以期順利接軌至新準則。

（本文轉載自 106 年 11 月 16 日出刊之「證券暨期貨月刊」
《第三十五卷》第十一期）

財務報告使用者亦應詳細閱讀首次適用 IFRS 15 之

說明，透過首次適用之影響說明了解新準則對企業
之影響。

註：

1. 金管會106年7月14日金管證審字第1060025773號函

3. 參考來源：Form 10-Q for the quarterly period ended June 30, 2017, United Parcel Service, Inc
4. 參考來源：Uber, Amazon and Microsoft braced for accounting shake-up, by Financial Times
5. 參考來源：2015 annual report, Wilderness

勤業眾信通訊

6. 初次適用日為107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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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S GAAP下，Revenue from Contracts with Customers (Topic 606)亦規定於商品或勞務之控制移轉時認列收
入，適用Topic 606前，US GAAP係依重大風險與報酬之移轉時點認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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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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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美艷

審計部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陳欣怡

審計部協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07 年新挑戰 - 金融工具 (IFRS 9) 上
路，您準備好了嗎？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部 / 江美艷會計師、陳欣怡協理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於民國 103 年發布

簡稱 IAS 39）及各業別財務報表編製準則）相較，

衡量與減損方式。有鑑於準則規定發生重大改變，

個面向上將帶來重大變動。

IFRS 9「金融工具」，IFRS 9 重新金融資產之分類、
證期局於 105 年要求上市櫃、興櫃及公開發行公司

針對適用 IFRS 9 之影響進行試算評估，並於 106
年 7 月發函認可 1，正式宣布我國將於 107 年 1 月

1 日開始適用 IFRS 9。這號大型準則之適用影響範

圍涵蓋許多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之重要項目，
對於 107 年財務報告影響之重大不言而喻。以下就

IFRS 9 之重大規定及實務應用上可能造成之變化，
分別說明。

IFRS 9 在金融資產之分類與衡量及金融資產減損兩
在金融資產之分類與衡量方面，IFRS 9 規定企業應

同時考量兩項測試：(1)「合約現金流量測試」- 評

估金融資產產生的合約現金流量是否完全為支付本

金及流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及 (2)「企業經營模
式測試」- 評估企業管理金融資產之經營模式，以

決定適當之金融資產衡量方式。企業若投資僅會產
生本金與利息現金流量之純債務工具，應按其投資
目的（即管理之經營模式）決定採公允價值（公允
價值變動認列於損益或其他綜合損益）或攤銷後成

IFRS 9 簡介

IFRS 9 的規範內容涵蓋了金融工具的一生，從企業

「取得」金融工具時的認列與分類，「持有期間」
的衡量、減損評估與避險操作，以及「最終」處分

時的除列。與現行處理（包括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2013 年版藍本，

本衡量；對於其他非純債務工具投資（如股票、可

轉換公司債），則全面採公允價值衡量並將公允價
值變動認列為損益，僅非持有供交易之權益工具投
資（如普通股）可選擇指定公允價值變動認列為其
他綜合損益。IFRS 9 之金融資產分類與衡量種類彙
整如圖一所示。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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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IFRS 9 金融資產分類與衡量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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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資產減損評估方面，IFRS 9 不再要求股票投

片。然而，在現行 IAS 39 的「已發生損失模式」下，

帳款、應收租賃款）與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

債務人宣布財務困難重整，在此例中就是蘋果碰觸

資需評估減損，但要求以攤銷後成本衡量（如應收
值衡量之純債務工具投資（如政府公債或普通公司
債）、依 IFRS 15 認列之合約資產、以及未入帳的

不可撤銷放款承諾與財務保證合約，必須按「預期
信用損失模式」評估減損。

在此先以一個簡單的比喻說明「預期信用損失模
式」的概念。想像你手中握著一顆蘋果，站在一個
高速轉動的大型風扇前，然後舉起手，用力地將蘋

果往風扇的方向丟過去。不難想像，只要再過幾秒
的時間，蘋果就會碰到風扇然後被切割成無數個碎

卻要求等到「減損客觀證據」出現的那一刻（例如
到風扇的那一瞬間）才認列減損損失，即使蘋果的

未來早已被預料到。很明顯地，IAS 39「已發生損

失模式」下認列減損損失的時點太遲。為了改善此
項缺點，IFRS 9「預期信用損失模式」改為要求在

考量預期未來債權回收的情況（包括對未來產業或
總體經濟發展之預期）下，認列反映未來可能無法

回收金額之減損損失。IFRS 9「預期信用損失模式」
分為圖二的三個階段。

圖二：IFRS 9 預期信用損失模式

當企業剛購入金融資產時屬於第一階段（除非購入

的是已經發生信用減損的金融資產）。在第一階段，
企業只需要認列可能在未來 12 個月內發生違約而

導致在整個存續期間中無法收回之金額，對於未來
12 個月之後可能的違約暫無須考量。只是，後續一

IFRS 9 實務議題探討

一、IAS 39 與 IFRS 9 的金融資產分類只是
改了名字，直接沿用就可以？
常有公司會問：「IFRS 9 跟 IAS 39 的金融資產一樣

旦發現金融資產的信用風險顯著增加（例如公司債

有攤銷後成本衡量、公允價值衡量變動入損益、及

天未還款），為了將增加的風險反映於財務報表中，

根本不用重新判斷，直接用 IAS 39 的分類改個名字

發行人的外部信用評等大幅下降或逾還款期限 30
企業需改為認列金融資產存續期間內的所有預期信

用損失。以 5 年期普通公司債為例來說，當企業剛
買入時應認列之預期信用損失僅需考量此公司債在

第 1 年就違約的機率，假設在第 2 年末信用風險顯

前的剩餘 3 年期間內違約的機率。此外，如果金融

資產的狀況進一步惡化至實際產生信用減損（例如
列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外，認列利息收入時也要
特別排除預期信用損失相關的金額。

錯誤百出的財務報告呢！

雖然 IFRS 9 與 IAS 39 下金融資產各分類最終衡量

方式類似，但是最源頭的分類原則可是截然不同。

IFRS 9 採用的是比 IAS 39 更為嚴謹的分類原則，像
是在債務工具的認定上，IFRS 9 要求合約現金流量

必須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
不像 IAS 39 僅要求於合約協議中明定付款予持有

人之金額即視為債務工具，而在權益工具的認定上

IFRS 9 亦嚴格要求採用 IAS 32 之定義。實務上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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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人逾還款期限 90 天未還款），除了要持續認

不就好了？」若公司真的這樣做，恐怕會產出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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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價值衡量變動入其他綜合損益三種衡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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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因IFRS 9 之適用而變更分類之金融資產說明如下2。

• 基金

即使是非金融產業之公司，帳上投資個一兩筆基
金的情況亦十分常見。在現行 IAS 39 下，絕大

多數的基金投資分類為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後續
按公允價值衡量並將公允價值變動認列於其他綜

合損益，等到基金出售時再重分類至損益。但依
IFRS 9，基金投資恐自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分類中絕跡！

以最常見的開放型共同基金來說，不論是股票

型、債券型或貨幣市場型基金，其投資報酬均取
決於基金實際投資績效，無法符合 IFRS 9「合約

現金流量測試」。而投資人可任意賣回之特性，

導致基金並非權益工具投資，因此僅能分類為透
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另外像是 ETF 基金或私募基金，除因投資報酬不

確定而無法符合 IFRS 9「合約現金流量測試」外，
這些基金經常訂有不符合權益工具特性之條款，

例如投資人可要求發行人以實物買回、年度有盈
餘強制分配予投資人或 N 年後強制清算，也導致

這些基金通常僅能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

• 理財商品

除了基金之外，各式理財商品也是公司經常利用
的投資工具。理財商品大多含有類似衍生工具之
特性，常見之架構有下列兩種：(1) 依標的資產
實際投資績效決定報酬率之保本或非保本型商

品，目前依 IAS 39 多分類為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2) 依與特定市場指數（如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
利率 SHIBOR 或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比價結果決

定報酬率之保本或非保本型商品，目前依 IAS 39

需判斷此類商品所嵌入之衍生工具是否與主債務

合約緊密關聯。若判斷為緊密關聯多分類為無活
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若判斷為非緊密關聯則

之變異性高於市場利率，例如當市場利率上升或
下跌 1% 時，商品報酬率同步上升或下跌 2%），

導致其不符合利息之經濟特性。而這些理財商品
亦不具有權益工具之性質，因此僅能分類為透過
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二、預期信用損失影響的不只是財報數字，
而是整個公司的風險管理方式？

新會計準則之導入通常由公司財會部門主導，但在
IFRS 9「預期信用損失模式」的導入上，公司風險
管理部門才是真正的男女主角。

預期信用損失的估計，涉及從一開始的投資決策、
風險評估到後續風險監控及最後財報認列減損的一
連串流程。或許有人會說，「只要財會部門根據

IFRS 9 規定調整財報認列減損的方式就好」，但這

在實務上卻是難以執行的。原因除了預期信用損失
需要企業所評估之信用風險資訊外，還有一個很重

要的理由是 IFRS 9 進一步要求企業需在財務報表

中揭露詳細的信用風險管理資訊（條文規範於 IFRS
7）。

IFRS 7 所要求之揭露資訊包括：(1) 企業信用風險

管理實務及該等實務如何與預期信用損失之衡量連

結，(2) 依預期信用損失模式階段一、階段二及階段

三認列之預期信用損失當期變動金額及其原因，(3)
依企業內部管理所採用之信用風險評等等級分別揭

露階段一、階段二及階段三之金融資產暴險金額等
等。從這套揭露要求中，可看出 IFRS 7 所要求揭露
的是公司實際採用之信用風險管理方式與 IFRS 9 預

期信用損失模式整合後的資訊。因此，公司若只是

由財會部門負責預期信用損失的估計，在編製前述
揭露資訊上將會遭遇不少困難。實務上較為可行的
方式，應是將 IFRS 9「預期信用損失模式」的概念

納入公司既有信用風險管理策略中，讓風險管理部
門在日常運作中即可符合預期信用損失之衡量與揭
露要求，方能收一石二鳥之效。

非緊密關聯之嵌入式衍生工具認列為透過損益按

三、非上市櫃股票可以繼續用成本或公司淨
值衡量？

之債務工具投資。

嗎？」「如果用被投資公司的淨值衡量是否符合

會整體指定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或分別將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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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但此類商品含有之槓桿特性（即商品報酬率

公允價值衡量，主債務合約則認列為無活絡市場
依 IFRS 9，上述理財商品多無法符合「合約現金

流量測試」。即使是與利率指數連結之保本型商
品，雖然依 IAS 39 判斷屬於緊密關聯而整體分

類為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按攤銷後成本衡

「公司投資的非上市櫃股票可以繼續用成本列帳
IFRS 9 規定？」這是我們在輔導客戶過程中時常被
問到的問題。

現行 IAS 39 下可以按成本衡量對無活絡市場報價

且其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例如

未上市櫃公司之普通股），未來依 IFRS 9 必須全面

間（106 年）資訊，直接將所有追溯調整的差異數

成本可能為公允價值之適當估計，但當原始取得日

期初帳面金額即可。另外，企業亦可選擇自願重編

改為以公允價值衡量。IFRS 9 雖提及在有限情況下

之後被投資公司之情況已出現變動，或有其他外部
交易價格可供佐證時，則不宜主張成本代表公允價
值，這也代表著能主張成本代表公允價值的情況在

實務上應不多見。因此，公允價值衡量是未來的唯
一選項，不論是成本或公司淨值都不是符合 IFRS 9
要求的衡量方式。

衡量未上市櫃公司之股票公允價值，可能採用市場
法及收益法兩種評價方法。市場法是使用涉及相同
或可比（即類似）資產、負債或資產負債群組（諸
如業務）之市場交易所產生之價格及其他攸關資訊

之評價技術，例如參考從事相同或類似業務之企
業，其股票於活絡市場交易之成交價格，並作適當
調整。收益法是將未來金額（例如現金流量或收益
及費損）轉換為單一現時（即折現）金額之評價技
術，例如以評價標的所創造之未來利益流量為評估
基礎，透過資本化或折現過程，將未來利益流量轉

調整於首次適用 IFRS 9 之日（107 年 1 月 1 日）之
106 年度資訊，但需注意不得採用後見之明。

一樣都要追溯適用，比較期間重編與否究竟有什麼

差異呢？如果企業選擇重編 106 年度資訊，必須逐
一衡量 106 年 1 月 1 日及 106 年 3 月 31 日等期中

報導日之 IFRS 9 金融資產公允價值及預期信用損失

等資訊，才能產出年度及期中綜合損益資訊。相較

之下，如果企業選擇不重編 106 年度資訊，僅需衡
量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最終應有的 IFRS 9 財報數

字，即可完成追溯。由於不重編比較期間可大幅度
減少 IFRS 9 之適用作業，因此預期多數企業會選擇

此項作法。不過，選擇不重編比較期間代表的是在
107 年的財報中，將會看到 106 年採用 IAS 39 之
資訊與 107 年採用 IFRS 9 之資訊並列的特殊景象，

企業編製成本勢必提高。而對閱報表者來說，如何
解讀這樣的財報資訊也不是一個簡單的課題。

換為評價標的之價值 3。

結語

公司在衡量未上市櫃公司之股票公允價值時仍是困

露更是有大幅度之改變，特別增強在企業風險管理

雖然實務上已有成熟的評價方法可供運用，但多數
難重重，主要原因有二：

1. 公司內部沒有具備評價專業能力之人員，因此可
能需增加聘僱具備評價專業之員工或是委由外部
專業評價師執行。

2. 無論是市場法或收益法，都需要對被投資公司之
營運情況有相當程度的瞭解，甚至取得其財務報
表或財務預測，才能透過評價方法評估被投資公

司股票的公允價值。即使具備股東身分，未必即
能取得上述資訊。

雖有前述困難，公允價值衡量仍是我們不得不前進

的一條路。要克服這些困難，公司勢必需付出額外
的成本，而這也就是未來投資未上市櫃公司股票所

承擔的必要成本，應於公司投資規劃時即納入考
量。

在首次適用時，IFRS 9 要求需「追溯適用」金融資

假設自始認列金融資產時就採用 IFRS 9 進行分類、

衡量與減損下所應有的結果。由於此項追溯對企業
影響極大，IFRS 9 也特別給予企業較多的彈性，允

許企業可選擇在追溯適用時的處理下不重編比較期

求的資訊更是鉅細靡遺。

國際間適用 IFRSs 之企業將同時在 107 年開始適用

金融工具新準則，部分企業之期中財務報告亦陸續
說明新準則對企業之衝擊，包含金融資產分類衡量
改變及增提預期信用損失等，這些會計處理之轉變
也可能發生在我國企業。在面臨 IFRS 9 徹底扭轉金

融資產分類原則之情況下，無論是企業或各界閱報

表者，都應以新準則之精神重新檢視對企業之交易
是否有尚未考慮周全之影響，以期順利接軌至新準
則。

（本文轉載自 106 年 11 月 16 日出刊之「證券暨期貨月刊」
《第三十五卷》第十一期）

註：

1. 金管會106年7月14日金管證審字第
1060025773號函

2. 關於金融資產之分類判斷，可參考證交所IFRSs專區
網站(http://www.twse.com.tw/IFRS/)之IFRS 9各項
實務指引。
3. 關於未上市櫃股票之公允價值評價，可參考證交所
IFRSs專區網站(http://www.twse.com.tw/IFRS/)之
IFRS 9實務指引-未上市櫃公司及創投之股權評價釋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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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的分類、衡量及減損，意即企業需將財報調整為

方面的揭露要求，尤其是在信用風險管理方面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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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適用 IFRS 9 之挑戰

IFRS 9 不僅改變認列與衡量之規定，對於表達與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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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仁法律專欄
ExpertOpinion

刑事訴訟法修正 - 三年以下輕罪、
侵占、詐欺、背信等罪將有條件開
放上訴至第三審

理仁法律事務所 / 謝文倩律師、梁育瑋律師

阿強是資訊公司技術人員，因
離職時就其所帶走之筆記型電
腦究竟是否屬公司財產與公司

發生爭議，而被公司控告業務
侵占，該案一審法院認為罪證
不足而判決阿強無罪，但案件
上訴至二審法院後，二審法院

卻撤銷原判決改判阿強有罪。此時，阿強若想再上
訴第三審，由於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規定，阿強所

涉案件為業務侵占罪，屬於不得上訴第三審案件類
型，因此阿強將無法再提起上訴。不過，這樣的情
況在今年大法官解釋及修法後，將有不同的發展。

本文以下將介紹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原本對於上訴
第三審案件類型之限制、此限制所造成之問題以及
大法官、立法者與最高法院針對問題之回應為何。

一、刑事訴訟法對得上訴至第三審之案件類
型限制及所生疑問

我國刑事訴訟制度原則上採取三級三審制，並以此
三級三審制作為對人民訴訟權之保障。

但基於訴訟經濟考量，並顧及司法資源有限以及法

院負擔過重情形，為了使法院能將人力、資源投入
較為複雜、重要的案件中，因此並非所有案件類型
皆能上訴到第三審。

對上訴第三審案件類型之限制，規定於刑事訴訟法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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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6 條「下列各罪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不
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一、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
金之罪。

二、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三百二十一條之竊盜
罪。

三、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
之侵占罪。

四、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百四十一條之詐欺
罪。

五、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之背信罪。
六、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之恐嚇罪。

七、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一項之贓物罪。」

由此可知，最重本刑三年以下之輕罪以及竊盜罪、
侵占罪、詐欺罪、背信罪、恐嚇罪及贓物罪，皆不

得上訴至第三審。而這些受限制之案件類型中，侵
占、詐欺、背信等財產法益犯罪案件，實為一般職

場中及審判實務上相當常見之案件類型，與廣大民
眾之訴訟權保障息息相關。

因此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對得上訴第三審案件之限
制，便產生了僅以節省司法資源做為限制人民訴訟
權利之理由是否合理之疑問，且訴訟權乃憲法第 16

條所保障之人民基本權利，以此規定限制人民訴訟
權，更產生了是否違憲之疑慮。

二、實務界對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之挑戰

民國 106 年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兩則判決出爐，

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就特定類型案件不得上訴第三
審之規定，開始受到挑戰。

首先，在 106 年 2 月 24 日，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

度上易字第 1156 號刑事判決就一起妨害風化案件
認為「本件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第一款之
罪，原不得上訴，惟因第一審判決無罪，本院改判

有罪，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五
項：『經判定犯罪者，有權聲請上級法院依法覆判

其有罪判決及所科刑罰』之規定，應屬例外得上訴
第三審請求覆判之案件。」

隨後，在 106 年 3 月 14 日，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

度上易字第 2624 號刑事判決就一起傷害案件認為
「依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規定，本件甲〇〇所犯
傷害罪原不得上訴第三審。但因為第一審判決她無

罪，本院改判有罪，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 14 條第 5 項：『經判定犯罪者，有權聲請上級

法院依法覆判其有罪判決及所科刑罰』規定，她應

有上訴請求覆判的權利。為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 2 條
規定的意旨，應例外准許甲〇〇得上訴第三審。」

由上開二則高院判決可知，在實務界已有法官認為

雖然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對於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
類型設有限制是有問題的，因為基於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就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若被告一審

獲判無罪，二審卻遭改判有罪，仍應給予其上訴第
三審之權利。不過在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之限制仍

然存在情況下，此二則判決雖有所突破，但仍舊僅
屬個案上之例外情況，仍未釐清前面所提到限制之
合理性以及是否有違憲疑慮之問題。

三、大法官釋字第 752 號解釋之正面回應

對於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之限制是否合理，甚至是

否有違憲疑慮之問題仍持續延燒，最後司法院大法

官會議於 106 年 7 月 28 日做成釋字第 752 號解釋，

在解釋文中認為「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下列各罪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

圍內，也就是只有在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款及

第 2 款類型案件，發生了一審無罪，二審卻改判有

罪時，才能享有再一次救濟之機會；若屬第 376 條

規定之其餘五款案件類型，則仍然無法上訴至第三
審。

且除了上面提到大法官解釋效力範圍之限制外，本

號解釋也留下了幾個尚待解決的疑問。首先，解釋
文只有提到無罪變有罪的情況，應該給予上訴第三
審機會，那第一審如果是免訴、不受理，經檢察官

提起上訴，第二審改判有罪，是否讓被告可以上訴
第三審？

四、立法者在大法官解釋後之修法回應

由於釋字第 752 號解釋對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做出了違憲的宣告，因此立法院也隨即
就該條規定提出修法草案，並於 106 年 11 月 7 日
三讀通過。

經立法院通過之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內容為「下列

各罪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
法院。但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

轄錯誤之判決，經第二審法院撤銷並諭知有罪之判
決者，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提起上訴：

一、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
金之罪。

二、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三百二十一條之竊盜
罪。

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一、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

三、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

條、第 321 條之竊盜罪。』就經第一審判決有罪，

四、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百四十一條之詐欺

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二、刑法第 320
而第二審駁回上訴或撤銷原審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

者，規定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部分，屬立法形成
範圍，與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尚無

違背。惟就第二審撤銷原審無罪判決並自為有罪判
決者，被告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部分，未能提供
至少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與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

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
由此可知，大法官肯認於一審無罪，二審卻遭改判
不過由於大法官解釋效力範圍之問題，本號解釋之
聲請案件因為僅涉及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款

及第 2 款情形，本號解釋之效力也因而受限於此範

五、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之背信罪。
六、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之恐嚇罪。

七、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一項之贓物罪。

依前項但書規定上訴，經第三審法院撤銷並發回原
審法院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五、結論

由上面介紹之釋字第 752 號解釋及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修正可知，日後我國在刑事訴訟上對於該條
第 1 項規定最重本刑三年以下輕罪及特定類型案

勤業眾信通訊

有罪情況，仍應再給予被告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

罪。

專家觀點

效力。」

之侵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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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若有一審受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判

決，二審卻遭撤銷改判有罪，此時應允許被告上訴
至第三審。因此，本文前言舉例中提到的阿強，就

可依此次的新法上訴第三審。在新法施行前，阿強
之上訴若已在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應暫不處理，待
新法實施後，再依新法處理；阿強之上訴若遭二審
法院駁回，則二審法院應將案件逕送最高法院，最
高法院亦應受理。

不過，阿強依新法規定上訴第三審後，第三審若將
案件發回二審法院，阿強於發回二審後仍遭判決有
罪，此時已經不是大法官第 752 號解釋理由書所謂

的「人民初次受有罪判決」情形，阿強將不得再次
上訴第三審。

由本次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修法以觀，除保障了憲

法第 16 條所賦予人民之訴訟權，也更符合公民與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障人權之意旨，同時更化解刑
事訴訟法第 376 條違憲之問題。

本文之智慧財產權屬於理仁法律事務所所有，未經同意請勿
轉載、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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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x：+886(6)405-5699

Fax：+886(2)4051-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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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886(3)578-0899

Fax：+886(3)405-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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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886(4)2328-0055

Fax：+886(4)4055-9888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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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886(7)530-1888

Fax：+886(7)405-5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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