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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公司法修法變革之影響與因應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莊瑜敏會計師、藍聰金副總經理

歷經兩年多的公司法修正案，終於在 107 年 7 月 6

日立法院臨時會三讀通過。本次公司法修法對原有
法規的管制調整放寬鬆綁、擴大企業經營利基及國
內商業環境的改善及產業發展，均有莫大助益。主

要修正內容包括有利新創事業的籌資、企業優秀人
才留任、健全董事會股東會運作機制、多元化盈餘

分派等企業經營之重大變革。全國 70 萬家以上公司

未來依據新修法令規定進行董事會股東會召開、員
工獎酬機制運用及股利發放政策擬訂等程序遵循，
均應予適當安排，以為因應。本文謹就本次公司法
修法精神、意旨及相關重點表述解析提供參考。

便利新創事業籌資與經營權之穩固

一、允許新創事業於設立時即得採行以公司章程訂

定選擇發行無票面金額股，避免受原公司法規
定非公開發行公司不得低於票面金額發行股份

之限制，實際解決其新創事業期間籌措資金之
困難，且已設立之一般非公開發行公司亦得以
修正公司章程，將原訂票面金額股變更為無票
面金額股。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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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放寬非公開發行公司得發行複數表決權或特定

事項表決權，及當選董事一定名額權利之特別
股，不會因為企業引進新資金而造成股權稀
釋，甚至經營權旁落等問題，有助於股東間股

權結構的規劃安排，新創業者並得藉由取得多
數的董事席次，進而掌控公司的經營權。

強化公司治理，健全董事會運作及管理
機制
一、為解決實務上發生董事長不作為、消極不召集

董事會，導致不利公司正常運作等情事，本次
修法明定過半董事得召開董事會允屬法定職

權。但本項召集權責仍宜謹慎為之，避免因此

造成經營權爭訟糾紛問題，反而讓公司經營陷
入困境。

二、董事會召集期限縮短為三天前通知，有利提升

董事會運作之效率，但如證券交易法未配合修
正調整，則公開發行公司仍應依證交法現行規
定七天前通知。

三、經全體董事同意，就當次董事會議案得以書面

方式行使表決權，不實際集會，但公開發行公
司不適用。因此，非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如擬

以書面行使表決權者，應修正公司章程明訂
後，始得為之。

四、得不設董事會，置董事一人或二人，董事二人
者，準用有關董事會之規定。另唯一法人股東

之公司得不設監察人，股東二人以上之公司仍
應設置監察人，即股東二人以上之公司至少得
設一董一監，惟公開行公司董監人數仍應依證
券交易法規定選任。至非公開發行公司如擬變
更董監人數者，應依公司經營政策需要，適時

修正公司章程予以調整董監人數，如一人法人
股東之公司，修正章程後得以解任方式，僅留

任董事一人或重新指派一人擔任董事，股東二

從屬公司員工。本項規定有關控制與從屬公司之認

董一監或重新改選，本次修法有助企業樽節成

有人事、業務、財務等實質控制權者亦可適用。因

人以上之公司，現任董監得以解任方式留任一
本及增加經營彈性。

落實股東權益保障及股東權行使

一、本次修法增訂股東會召開，如涉及減資彌補虧

損或退還股款，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股票、董事

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或資本公積轉增資等議
案，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之召集事由列舉，並
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以免

影響或損及股東權益；如該等議案未列入召集
事由，而以臨時動議提出者，股東得以股東會

召集程序違反法令規定，訴請法院撤銷其決
議，恐有造成股東會決議效力不確定之虞。

二、放寬非公開發行公司得以視訊會議方式召開股

東會，且股東得以書面契約約定共同行使表決

權或以信託契約約定由受託人行使表決權，但
公開發行公司並不適用本項股東會召開及股東
權行使方式。

三、增訂非公開發行公司得於章程訂明採用董監候

選人提名制度，並廢除原規定股東提名之董監

候選人應經董事會審查機制，以解決實務上發
生董事會刻意以技術性干擾排除其他股東提名

之候選人，而不列入候選人名單，致影響及損
害股東固有權益的問題。

四、允許繼續三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數總數過半

數股份之股東，毋庸先請求董事會召集或經主
管機關許可，即得自行召開股東臨時會。本項

修法增訂，係認為當股東持有公司已發行股數
總數過半數股份時，其對公司之經營及股東會
已有關鍵性之影響，倘其持有又達一定期間，

賦予其有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之權利，應屬合
理。且另明定該項股東持股期間及持股數之計
算，應以依法停止過戶期間之持股為準，以利
適用。

為鼓勵企業留任優秀人才，本次修法增訂非公開發
行公司得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且就各項員工獎
酬工具，如員工庫藏股、員工認股權憑證、員工酬

勞、現金認購新股及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等，均得於
公司章程訂定給付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

此，企業得以運用該項新制規定，依實際需要適時

修正章程明訂，並調整公司已發行或擬發行之各項
獎酬工具，以留任優秀員工。例如：生產事業母公

司發行給研發公司子公司員工或研發公司子公司發

行給生產事業母公司員工。投控母公司發行給各生
產事業、行銷事業子公司員工或各生產事業、行銷
事業子公司發行給投控母公司員工。另外，應特別
注意的是本項員工獎酬工具給付對象如涉及外籍員

工或陸籍員工時，依現行外國人投資條例或陸資來
台投資許可辦法規定，均應事前向相關主管機關申
請辦理，以符法制。

放寬並鬆綁盈餘分派次數

為讓企業之股利政策更有彈性，本次修法予以放寬
鬆綁年度盈餘分派次數，即增訂公司得於每季或每
半會計年度為盈餘分派，惟盈餘分派涉及應於公司
章程載明事項，又章程之修訂係屬股東會職權，因
此，何時召開股東會修正章程，將影響企業新股利

發放政策啟動運作。非公開發行公司得於本次公司
法修法發布施行後，隨即召開股東臨時會修正公司
章程之盈餘分派規定據以執行，而上市櫃公司恐得

等到明 (108) 年股東常會召開時始得為之，除非為因
應公司股利政策需要，提前召開股東臨時會，先行

完成公司章程修正後以為適用。這項修法變革將有
助於吸引外資投資長期獲利穩定之公司，促使資本
市場更顯活絡。

公開發行與非公開發行公司不同處罰規
定
鑑於公開發行公司股權分散，保護少數股東權益更
有政策上之需要，同時也考慮公開發行公司與非公
開發行公司之規模不同，應為不同之規範，因此，

本次修法增訂部分特定條款，對公開發行公司與非
公開發行公司為違反公司法相關規定者，處以不同
罰鍰之處罰規定。例如違反股東會召集程序、受理
股東會提案權、董監事候選人提名、備置提供股東

名簿等規定，非公開發行公司仍由公司登記主管機
關處公司負責人新台幣一萬元至五萬元之罰鍰，公
開發行公司則由證券主管機關處公司負責人新台幣
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因此，
企業應特別注意相關新制之規定，以免不慎受罰。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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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除了直接或間接股權過半之控制外，兩公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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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國際洗錢防制規範

為配合洗錢防制政策，協助建置完善洗錢防制體制，
強化洗錢防制作為，增加法人 ( 公司 ) 之透明度，本

次公司法修法除了廢除原公司得發行無記名股票之

規定外，並增訂公司應每年定期申報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

之十之股東資料，該項資料有變動者，應於變動後
十五日內即時申報；未申報或申報不實未改正者，

得連續處罰至改正為止，情節重大者，得廢止公司
登記。本項新增規定，將影響現有幾十萬家公司應

配合遵行相關申報程序。不適用之對象以主管機關
公告為準，因此，國營事業及已依證交法規定定期

申報之公開發行公司，主管機關可能公告為不適用
該項申報規定之對象。
公司法修法重點整理
修法重點

協助董事、監察人忠實執行業務及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最後因考量本項規定恐將大幅增加企業
法遵成本，決定本條文不予增訂。但上市櫃公司仍

應留意金管會目前發布新版公司治理藍圖，要求金
融業及資本額達新台幣一百億元之上櫃公司 ( 估約

120 家 ) 自明 (108) 年起需設置公司治理人員，藉以
協助董事會充分發揮職能。因此。符合強制設置門

檻之公司，應注意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適用辦法規
定並配合辦理。

綜上，面對本次公司法大幅修訂，企業對於新修規

定之遵循，均應提早因應，並以符合法制規範為要，

避免影響公司業務運作或股東權益受損等情事發生，
造成企業不必要的困擾。

修法前

無面額股

1. 僅得採面額股
2. 公開發行公司每股面額 10 元

特別股特性

1. 無表決權或與普通股相同一股一權
2. 不得限制得被選為董事監察人
3. 轉讓不得限制

盈餘分派

1. 每年一次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
2. 盈餘分派以現金或股票發放均應經股東會決議

企業籌資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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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公司法修正原擬增訂公司得設置公司治理人員，

修法後

1. 得擇一採行面額股或無面額股
2. 已發行之票面金額股得轉換為無票面金額股，惟
公開發行公司不適用

1. 複數表決權或特定事項否決權
2. 被選為董事監察人之禁止、限制或當選一定名額
董事之權利
3. 每股特別股得轉換多股普通股
4. 限制轉讓
5. 公開發行公司不適用

1. 於每半會計年度或每季為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
2. 以現金分派者，經董事會決議即可；以發行新股
方式為之時，應經股東會決議

1. 發行公司債總額，不得逾公司現有全部資產減去
1. 公開發行公司發行公司債總額排除須減除無形資
全部負債及無形資產後之餘額
產之限制，非公開發行公司完全排除不受限
2. 非公開發行公司不得發行可轉債或附認股權公司
2. 允許非公開發行公司得發行可轉債或附認股權公
債
司債
3. 公司非將股份總數全數發行後，不得修正章程增
3. 刪除增資發行股份之條件
加資本

1. 非公開發行公司亦適用實質董事之規定
2. 過半董事得於請求董事長召開董事會，董事長不
召開時，即可自行召集董事會
1. 公開發行公司始適用實質董事之規定
3. 每屆第 1 次董事會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
2.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
未於期限內召開，得逕由過半數董事自行召集
3. 每屆第 1 次董事會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 4. 非公開發行公司得經全體董事同意，就當次董事
未於期限內召集，得由 1/5 以上當選之董事經許
會議案得以書面方式行使表決權，不實際集會
可自行召集
5. 非公開發行公司章程得訂明不設董事會，置董事
董監職權及董事會
4. 董事會無得以書面行使表決權之規定
1 人或 2 人，置董事 2 人者，準用有關董事會之
5. 公司應設置至少董事 3 人，監察人 1 人
規定；唯一法人股東之公司得不設監察人，股東
6. 未明訂公司應依召集股東會之召集權人請求提供
2 人以上之公司仍應設置監察人。公開發行公司
股東名簿之規定
董監人數依證交法規定
7. 董事會應於 7 日前通知各董事監察人
6. 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時，得請求公司或股務代理
機構提供股東名簿
7. 除章程另有規定外，董事會應於 3 日前通知，惟
公開發行公司依證券主管機關規定

修法重點

修法前

1. 選 ( 解 ) 任董監、變更章程、解散、合併等議案，
不得以臨時動議提之
2. 公開發行公司始適用董監候選人提名制，又董監
股東權益及股東會
候選人提名應經董事會審查
3. 除閉鎖性公司外，股東會應實際集會，又少數股
東應經主管機關許可始得召集股東會
4. 股東應親自出席或委託代理出席股東會行使表決權
員工獎酬工具
財務報表簽證
數位電子化
國際化之環境

洗錢防制規範

修法後

1. 增訂減資、撤銷公發、董事競業許可、盈轉、資
轉等議案亦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2. 增訂非公開發行公司得適用董監候選人提名制，另
廢除股東提名之董監候選人應經董事會審查機制
3. 放寬非公發公司股東會得以視訊會議方式召開。
繼續 3 個月以上持股過半之股東得不經許可自行
召集股東臨時會
4. 非公發公司股東會，股東得以書面契約約定共同
行使或以信託契約約定受託人行使表決權

1. 放寬非公發公司亦得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1. 公發公司得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2. 員工酬勞給付對象得包括從屬公司員工，至員工庫 2. 放寬並擴大員工庫藏股、員工認股權憑證、員工
藏股、員工認股權憑證、員工承購現金增資新股及
酬勞、員工承購現金增資新股、限制員工權利新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給付對象僅限本公司員工，但公
股給付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
發公司依證交法規定得包括從屬公司員工
員工
1. 公司資本額達一定數額以上者，其財務報表應經 1. 增訂未達一定數額而達一定規模之公司，其財務
會計師查核簽證
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2. 現行一定數額為實收資本額 3,000 萬元
2. 數額及規模由主管機關另訂。
1. 公發公司發行之股票得免印製
2. 僅限書面受理股東提案
3. 公文書以書面送達

1. 非公發公司發行之股票亦得免印製
2. 新增得以電子方式受理股東提案
3. 公文書得以電子方式送達

1. 公司無須備置實質受益人之資料
2. 公司得發行無記名股票

1. 公司應每年將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或出資額
超過 10% 之股東資料以電子方式申報至資訊平
台，若有變動時須於變動後 15 日內申報
2. 未依規定申報或申報不實，予以處罰，情節重大
者，得廢止公司登記
3. 符合一定條件之公司不適用 ( 主管機關另行公告 )
4. 廢除公司得發行無記名股票之規定

1. 外國公司辦理分公司設立登記應經認許

1. 廢除外國公司認許制度
2. 逕予申請在台分公司登記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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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宗銘

稅務部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周宗慶

稅務部副總經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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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開曼群島發布國別報告指導原則

開曼群島於 2018 年 3 月 29 日發布國別報告指導原

則，包含針對提交國別報告通知之期限、內容及提
交國別報告門檻如下：

提交國別報告通知期限

跨國集團之開曼群島成員實體其國別報告通知之提

交期限，係依提交主體 ( 即最終母公司：UPE 或代

理母公司送交成員：SPE) 是否係開曼群島稅務居民
而有所分別：

1. 針對提交主體係開曼群島稅務居民且集團會計年

度為自 2016 年 1 月 1 日或其後開始，於 2017

年 5 月 15 日或其前截止者，提交國別報告通知
期限為 2018 年 5 月 15 日；

2. 針對提交主體係非開曼群島稅務居民且集團會
計 年 度 為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 或 其 後 開 始， 於

2018 年 9 月 30 日或其前截止者，提交國別報告

通知期限為 2018 年 9 月 30 日。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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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報告通知之內容

開曼群島國別報告通知內容係包含：
1. 集團簡介及授權書

提交主體須指派主要、次要聯絡人代表其開曼稅

務居民之成員實體提交國別報告通知 ( 主要聯絡

人無需是開曼稅務居民而可為提交主體之代理
商；次要聯絡人則須為提交主體之受託人或管理

階層 )。該通知中須揭露跨國集團名稱、UPE 或

SPE( 如適用 )、主要、次要聯絡人相關資訊，並以

PDF 檔上傳提交主體指派聯絡人之授權書予開曼
群島稅局。經核定後稅局將提供主要聯絡人國別
報告識別碼作為該跨國集團上傳國別報告之必須
欄位。

2. 集團成員實體檔案

主要聯絡人須以 CSV 檔提交具開曼群島稅務居民
身分之集團成員實體檔案，內容包含各集團成員

實體之名稱、地址以及公司註冊號碼等，尚需留
意無需將非屬開曼群島稅務居民之成員實體資訊

一併提交。提交主體須自行留存相關文件，另開
曼稅局已接受之檔案提交主體將無法閱覽。

編製國別報告門檻

該指導原則規範若 UPE 或 SPE 為開曼群島稅務居民，
且達到編製國別報告門檻者，應提交國別報告。該

門檻係為前一年度合併收入達美金 8 億 5000 萬 ( 約

合歐元 7.5 億 )。

符合上述條件之提交主體其集團會計年度為自 2016
年 1 月 1 日或其後開始，於 2017 年 5 月 31 日或其
前截止者，須於 2018 年 5 月 31 日前提交 2016 年

度國別報告；若其集團會計年度為 2017 年 6 月 30

日截止者，則延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提交。
資料來源：

【Cayman Islands Country-by-Country Reporting
Guidance】。

行動計畫 8-10：
針對金融交易提出之討論稿

在 BEPS 第 8-10 項行動計畫 ( 確保移轉訂價結果與

創造之價值一致 ) 規範下，第六號工作小組 (Working
Party No.6, WP6) 針對金融交易提出一討論稿。

第一部分討論稿對於移轉訂價指南 (Transfer Pricing
Guidelines, TP Guidelines) 第一章 D.1 段中針對金

融交易之應用提供指導原則。特別的是，該討論稿
B.1 段對 TP Guidelines 第一章中有關如何應用精確

劃定分析於跨國企業集團內部資金結構上提供具體

說明。B.2 段則概述促使財務交易之期間與條件分析
可行之相關經濟特性。另討論稿亦指出，該段僅作

為指導原則，各國亦可於其國內法架構下發布資金
結構和利息扣除之相關施行辦法。

第二部分 ( 包含 C、D、E 段 ) 則係針對金融交易移

轉訂價之特殊議題提出討論，如資金功能 (treasury

function)： 集 團 內 部 融 資 (intra-group loans)、 現

金 池 (cash pooling) 及 避 險 (hedging)、 背 書 保 證

(guarantees) 與專屬保險 (captive insurance) 等。

該討論稿亦包含來自利害關係人提出之一系列疑問，
WP6 將於 2018 年 9 月 7 日前回收相關意見，並準
備後續討論稿之提出。
資料來源：

【OECD Public Discussion Draft on BEPS Actions
8-10: Financial Transactions】。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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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宇

稅務部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洪于婷

稅務部副總經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跨國稅務新動向》

歐盟 / 印度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陳光宇會計師、洪于婷副總經理

歐盟 進口瑕疵品之關稅退稅機會

歐盟法院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於
2017 年 10 月 12 日公布 X 公司 (X BV v Staatssecretaris

van Financiёn) 汽車瑕疵品乙案之判決結果。受影響之

企業可望藉由此判決申請退還溢付關稅。

本案 X 公司向日本汽車製造商購買汽車並進口至歐

盟地區，由 X 公司支付進口關稅。X 公司隨後將汽
車售予當地經銷商，再由當地經銷商售予消費者。

該汽車於進口後被發現有潛在之產品瑕疵，當地經
銷商於境內完成修復後，由 X 公司補貼經銷商因修
復該瑕疵所產生之支出，而 X 公司亦取得汽車製造
商之補貼。X 公司因此主張汽車製造商支付之補貼款

為產品進口價格之調整，進而得調整進口關稅。

歐盟法院判決中說明即便商品進口時僅懷疑其可
能 具 有 瑕 疵， 仍 得 視 同 符 合 歐 盟 海 關 法 (Union
Customs Code) 所訂關稅退稅之條件。歐盟法院亦

認為退稅時限規定應適用自事實發生日起 3 年內得

請求關稅退稅之一般規定，而非採用歐盟海關法規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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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須於進口日起 12 個月時限內申請進口價格調整。

從本案判決可得到兩個重要結論，有助於企業評估
未來退稅機會：

1. 歐盟法院認為申請退稅者毋須舉證產品於進口時

已存在實際瑕疵，僅須證明該產品存在與製造相
關之風險，而可能導致產品在使用過程中損壞。

2. 歐盟統一施行規定第 145(3) 條 ( 現行歐盟海關法
施行法第 132 條 ) 須於 12 個月內申請進行價格
調整之規定在此類案件中不適用，該時限應為 3
年。

歐盟關稅法 (Community Customs Code) 第 238(4)

條 ( 現行歐盟海關法第 121(b) 條 ) 所訂 1 年內應申
請調整關稅之期限並不適用於此類案例，該 1 年申

請期限僅適用於進口人拒絕產品進口之情形 ( 例如：

因進口時已知產品有瑕疵或與該進口產品與契約約
定有異 )。

對那些進口具保固期產品、而嗣後該產品被認定有
瑕疵或有潛在瑕疵 / 生產相關之風險之企業而言 ( 例
如：汽車或電子產品 )，此項判決相當重要，若企業
於過去 3 年內有產品因保固原因而召回，則建議企
業可評估是否該情形得做為主張關稅退稅之基礎。

印度 釐清實際管理處所之規定

印 度 直 接 稅 中 央 委 員 會 (Central Board of Direct

Taxes) 於 2017 年 10 月 23 日 釐 清 先 前 公 布 有 關
實際管理處所之規範指引，該指引內容在說明外國

公司若於印度設有跨國集團區域總部時，該外國公
司是否被認定在印度具有實際管理處所 (place of
effective management)，而被認為印度稅務居民。

背景

實際管理處所之觀念首次於 1961 年納入印度所得
稅法，而於 2017-2018 稅務年度開始執行，用以

行其母公司全球政策之跨國企業而言，此項公告將
有助於釐清實際管理處所規定對其之適用性。

決定一外國公司是否為印度稅務居民。實際管理處
所 係 指 核 心 管 理 (key management) 及 商 業 決 策

(commercial decisions) 等公司實質上營運必要行為
發生之地點。過去的看法僅有營運之控制及管理，
完全於印度執行時，才會被視為印度稅務居民。

直接稅中央委員會於 2017 年 1 月 24 日公布最終版
之實際管理處所指引，並且於 2017 年 2 月 23 日發

出另一項公告進行相關釐清。後者提出實際管理處
所之規定並不適用於當年度營業額 (turnover) 或總

收益 (gross receipts) 未達印度盧比 5 億元之公司。

2017 年 1 月 發 布 之 公 告 說 明， 若 外 國 公 司 之 董

事 會 實 際 上 並 未 執 行 其 管 理 之 權 力 (powers of
management)，而此一管理之權力係由位於印度之

控股公司或其他印度自然人稅務居民所執行時，則
該外國公司將被視為於印度具有實際管理處所。

直接稅中央委員會被要求針對跨國企業是否僅因其

於印度設有區域總部，以執行對非特定外國公司、

子公司或集團企業之經常性活動，而被認定為在印
度具有實際管理處所之議題做出釐清。

直接稅中央委員會之釐清

針對 2017 年 1 月公告所指之特殊情形，直接稅中央

委員會於 2017 年 10 月之公告中已釐清區域總部之

活動其本身並不構成於印度具有實際管理處所之要
件，但前提為：

• 該區域總部為子公司或集團企業所執行之活動與

集團最終母公司所訂定之一般政策一致 ( 例如：
薪酬及人力資源功能、會計、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及網路平台、供應鏈功能及例行性金融業務程序 )；
且

• 其所執行之活動並非針對任何特定子公司或集團
企業。

若濫用稅務法規或基於積極稅務規劃之目的，而運
度反避稅規定 (general anti-avoidance rules) 之規

範。

評論

對在印度成立區域總部但其一般例行性活動僅為執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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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怡

稅務部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闕月玲

稅務部經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

中國個人所得稅新改革 綜合所得稅制來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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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闕月玲經理

中國個人所得稅在中國是僅次於增值稅、企業所得

是否滿一年調整為境內居住是否滿 183 天：一是在

告中提出，改革個人所得稅，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徵

中國境內居住滿 183 天的個人，為居民個人，其從

稅的第三大稅種，李克強總理在 2018 年政府工作報
點，增加子女教育、大病醫療等專項費用扣除，目

的在於合理減少稅負，鼓勵人民通過勞動增加收入、

邁向富裕。因此於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
議中提請審議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 ( 草案 )，並安排

於 2018 年 7 月 28 日之前完成徵求意見，以下將針

對四大修改重點進行說明。

一、納稅居民身分判斷標準

本次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 ( 草案 ) 則將其判定標準由
表一：個所稅現行法規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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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境內有住所，或者無住所而一個納稅年度內在
中國境內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規定繳納個
人所得稅；二是在中國境內無住所又不居住，或者

無住所而一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內居住不滿 183
天的個人，為非居民個人，其從中國境內取得的所
得，依照本法規定繳納個人所得稅。此調整將影響

在中國工作之外籍人士須重新審視其居民身分，其

在中國境內居住滿 183 天將會被判定為中國稅務居

民，由下列表格之比較發現現行個所稅實施條例針
對居住滿 5 年的部分可能會因為修正案而調整規範
標準，後續是需要持續觀察的。

表二：個所稅修正案

二、實行綜合徵稅

(1) 修改現行 11 類分類徵稅之項目：將工資、薪金

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以及特許權使
用費納入綜合徵稅範圍，適用統一的超額累進

稅率，居民個人按年合併計算個人所得稅，非
居民個人按月或者按次分項計算個人所得稅。

(2) 簡化應稅所得分類：將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
所得調整為「經營所得」，不再保留對企事業
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該項所得分
別併入綜合所得或者經營所得。

三、調整稅率級距、提高綜合所得基本
減除費用標準
(1) 綜合所得稅率 ( 稅率比較表如下表所示 )：

• 按月計算應納所得稅額調整為按年計算，居
民個人年度終了後需要補稅或者退稅的，按
照規定辦理匯算清繳；

• 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
得，以每次收入額為應納稅所得額；

• 提高綜合所得的基本減除費用標準為人民幣

5,000 元 / 月 (6 萬元 / 年 )；

• 取消在中國境內無住所而在中國境內取得工
資、薪金所得及在中國境內有住所而在境外
取得工資、薪金所得的納稅人的附加減除費
用人民幣 1,300 元 / 月；

• 設立專項附加扣除：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繼
續教育支出、大病醫療支出、住房貸款利息

和住房租金等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專項附
加扣除。

(2) 經營所得稅率：以現行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
所得和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

得稅率為基礎，保持 5% 至 35% 的 5 級稅率不

變，適當調整各稅率的級距，其中最高稅率級

距下限從人民幣 10 萬元提高至人民幣 50 萬元。

四、增加反避稅條款

參考企業所得稅法中有關反避稅規定，針對個人未
依獨立交易原則轉讓財產、在境外第三地避稅、實

施不合理商業安排獲取不當稅收利益等避稅行為，
規定稅務機關可作出納稅調整，進行補徵稅款並依
法加收利息。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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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一旦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通過，將從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而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將開始受到影響，納稅人的工資、薪

金所得，先行以每月收入額減除費用人民幣 5,000
元後的餘額為應納稅所得額。此外 183 天的稅務居
民身分判定規則以及新增的反避稅條款即表示對中

國在執行 CRS 的力度是增加的，故納稅人應適時檢
視境內外居住之天數、資產配置及投資架構的情況，

分析其商業安排以及利潤歸屬合理性，進而評估其
潛在稅務風險。

而對於在中國工作之台籍幹部而言，其在中國居住

之天數基本上一定會大於 183 天被認定中國境內所

得者相較現行法令趨於嚴格，在新稅制改革中並未
針對後續居住滿 5 年之納稅規定有所著墨，惟若標

準一併調整，則台籍幹部未來除了須衡量境外支領
薪水須在中國申報繳稅的風險稅額外，境外其他所
得是否要在中國境內繳稅也是重要議題。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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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Services

稅務
面面觀

林淑怡

稅務部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陳建霖

稅務部協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

CRS 稅務專題 -

海外台商既有實體金融帳戶稅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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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霖協理

財政部 2017 年 11 月 16 日公布「金融機構執行共

同申報及盡職審查作業辦法」( 以下簡稱「作業辦
法」) 以來，目前已對台商之海外投資及營運活動造

成重大影響，主係因過往歷史因素及法規背景，大

多數台商對海外之投資，例如中國大陸或東南亞地
區，成因早期法令限制或因稅務及資金靈活操作考
量，故使用境外免稅地區公司 ( 以下簡稱「境外公

司」) 進行投資、貿易活動或資金調度。常見的境外

或其他資訊，確認對該消極非金融機構實體具控
制權之人。

3. 依消極非金融機構實體或對其具控制權之人提供

載明該具控制權之人居住之國家或地區之自我證

明文件。但既有實體帳戶總餘額或價值未逾 100

萬美元者，得依防制洗錢或認識客戶程序所蒐集
及保存之資訊確認。

公司金融帳戶所在地為香港、新加坡及台灣等地區。

4. 依前項規定確認既有實體帳戶持有人為消極非

運營活動，相關境外公司於台灣持有之既有實體金

制權之人屬應申報國居住者，該帳戶屬應申報帳

本文將探討台商間接透過境外公司進行海外投資或

融帳戶情況，即將面臨之盡職審查程序及未來可能
衍生的稅務風險。

台灣相關法令規定

依據作業辦法第 41 條規定，境外公司既有實體帳戶

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或其後任一曆年度之末日帳
戶總餘額或價值逾 25 萬美元者，應依規定程序進行
審查。而第 43 條規定申報金融機構應依下列規定審

查既有實體帳戶持有人為消極非金融機構實體，及
對該消極非金融機構實體具控制權之人居住之國家
1. 取得帳戶持有人之自我證明文件，確認帳戶持有
人為消極非金融機構實體。但依其持有或公開可
得資訊足資認定該帳戶持有人非屬消極非金融機
構實體，不在此限。

2. 依防制洗錢或認識客戶程序所蒐集及保存之資訊

戶。

而依據作業辦法第 50 條規定，盡職審查程序認定為

應申報帳戶者，申報金融機構應申報該帳戶所屬年
度之下列資訊：

1. 帳戶持有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居住國家或地
區及稅籍編號。如屬個人，應包括出生日期及出
生之國家或地區及城市；如屬消極非金融機構實
體，應包括對其具控制權之人為應申報國居住者
之姓名、地址、居住國家或地區、稅籍編號、出
生日期及出生之國家或地區及城市。

2. 帳號或具類似功能資訊。

3. 申報金融機構名稱及統一編號。

4. 帳戶餘額或價值，如帳戶於年度中終止，應予註
明。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或地區：

金融機構實體，且對該消極非金融機構實體具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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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 44 條申報金融機構應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

完成既有實體帳戶審查程序。既有實體帳戶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帳戶總餘額或價值未逾 25 萬美元，

而於其後任一曆年度之末日逾 25 萬美元者，申報金

融機構應於該年度之次年內依規定完成審查。申報
金融機構明知或可得而知自我證明文件或其他與該
帳戶相關文件因帳戶狀態變動失其正確性及合理性
時，應依規定重為審查。

稅務環境的改變

過往，台灣稅局對於台商境外投資與營運，並未掌

握太多有效的稽徵方式，主係因無法取得境外公司
既有實體金融帳戶資訊，而未來台商使用之境外公
司金融帳戶的所在國金融機構，可能將依照該所在

國 CRS 標準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共同申
報準則 )，蒐集相關金融帳戶資訊並透過 AEOI 機制

(Automati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自動交換資
訊 )，與台灣稅局進行定期自動資訊交換，而若台商

使用之境外公司持有既有實體金融帳戶，其最終控
制權人為台灣稅務居民情況，假設繼續使用該帳戶
進行避稅交易，無法清楚交代資金來源者，可預期

的是稅務資訊透明度將大為增加，在台灣稅局可掌
握的稅務資訊增加情況下，亦間接提高海外台商投
資及運營活動之稅務風險。

檢視風險因應挑戰

綜上相關台灣作業辦法規範，若未來台灣反避稅法
令開始實施，例如於 2016 年間新修訂之所得稅法第
43-3 條及第 43-4 條受控外國子公司及實際管理處所

條款，未來台商常使用境外公司之既有實體金融帳
戶稅務資訊，可預期將成為台灣稅局稽查的重點。

建議海外台商在 2018 年底前，宜盡快評估目前的營

運流程及投資架構，在未來稅務資訊透明的情況下，

是否增加相關稅務風險，而考量稅務合規重組方案
前，建議先辨認試算可能的稅務風險及評估分析相
關方案可行性後，再進一步實際執行選定重組方案，
以因應未來的稅務風險挑戰。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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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諮詢
服務專欄

張憲瑋

資深律師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GDPR 對個資國際傳輸限制與
因應之道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 張憲瑋資深律師

據報載，國發會已在 2018 年 6 月初向歐盟表達取得

contractual clause)，亦即個資控制者與控制者間，

得我國與歐盟資料即可依法傳輸。而在此之前，個

約定跨境傳輸時彼此之權利義務與個資保護措施。

GDPR ( 一般資料保護規則 ) 適足性認定的意願，使
別企業必須透過與歐盟往來企業簽署契約才能讓資

料傳輸如常的運行。其實相關規範係依 GDPR 第 44
條以下之要求，自歐盟境內移轉個資至第三國或國
際組織，須符合特定條件方能為之，包括從第三國

或國際組織所為之進一步移轉。過往 1995 年歐盟指

令亦有類似的規範架構，但 GDPR 擴大了現有機制，

且違反者仍屬 GDPR 第 83 條所規定者，最高得處以

或控制者與處理者間，透過標準個資保護契約條款，
而個資接受方必須採取與歐盟法令相當的保護水準，
包括採取適當的技術和組織措施，以保護個資免遭
意外或非法破壞或意外遺失、修改，未經授權的揭

露或存取，並提供適合於所代表的風險和性質的安
全級別。而個資傳輸方應證明已經做出合理的努力
來確定個資接受方是否能夠履行這些條款規定的法

律義務。因 GDPR 大幅提高違反的罰鍰，可以想見，

2,000 萬歐元或其年度總營收 4% 之罰鍰。從而有進

歐盟個資傳輸方將大力強化對個資接受方對個資保

子公司、母公司或其他關係企業，抑或受委託處理

法原則上係適用歐盟法令的情況下，有簽署標準個

行歐盟跨境傳輸之業者，包括傳輸給非歐盟境內的

歐盟業者之個人資料，包括物流業者、資訊廠商等，
都可能受到國際傳輸限制的影響。

所謂的適足性並非要求法規必須全然地模仿歐盟法，
而是應「實質等同」於歐盟法之保護相關權利、義
務設計必須得執行，而確實被運用在實務，執行機

護的稽核或評鑑，且標準個資保護契約條款的準據
資保護契約條款的台灣公司就必須考量遵循 GDPR
的必要性，並且評估取得個資保護國際認證標準的
效益。

關於除標準個資保護契約條款外，尚有拘束性企業

規則 (Binding Corporate Rules)、行為守則 (Codes

制之效率是評斷項目之一，日本與韓國等鄰近國家

of conduct) 可作為 GDPR 個資境外傳輸的依據，本

驗成立獨立監管機關、基礎法規修正、發佈相關指

擬採取的解決途徑，鑑於目前我國尚未取得適足性

也在積極爭取獲得歐盟適足性認定，參考日本的經
個資予第三人，或企業取得第三人之個資，均需留
存提供紀錄，並遵守相關程序規範，另對於再轉輸
至第三國時，亦設有應遵循之程序規範。

力與時間，在適足性認定取得之前，企業一般較

可能會採取的是標準個資保護契約條款 (Standard

企業宜注意 GDPR 及個資保護的法令遵循風險。

勤業眾信通訊

但是由國家層面取得適足性認定，仍需要相當之努

認定，故對於標準個資保護契約條款之簽訂，台灣

法律諮詢服務專欄

令及仰賴與歐盟執委會間多次對話。其中企業提供

文介紹的主要是目前我國主管機關及跨國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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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Advisory

風險諮詢
服務專欄

吳志洋

執行副總經理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 (股) 公司

薛如倩

協理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 (股) 公司

聚焦於前方攀升的道路：
第三方治理與風險管理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 ( 股 ) 公司 / 吳志洋執行副總經理、薛如倩協理

企業生態圈 (Business Ecosystem) 是企業的新形態，

程度上提高許多，然而，組織自我評估之整體 EERM

甚至是更外層的其他企業體，也使得企業與第三方

• 有 42% 的受訪者回應，組織對第三方的倚賴程度

它使一個組織的實體與非實體界線延伸至第三方，
組織共同創造與分享價值成為掌握競爭優勢的關鍵

策略之一。現今，處於領導地位的企業均紛紛投資
於延伸性企業風險管理 (Extended Enterprise Risk

之成熟度，卻仍以緩慢的速度在進步。

有「些許」的增加，而 11% 的受訪者則表示有「顯

著」的增加。

Management，簡稱 EERM)，並採用有效的風險管
理工具 – 「風險智能」(Risk Intelligent)，積極控制

有關品牌與聲譽之風險，強化成長及創新的力道，
以提升企業之整體表現，特別是對於某些需面臨第
三方組織之不法行為或懲罰性罰款違法行為的企業
而言，延伸性企業風險管理之重要性將更為顯著。

Deloitte 全球於 2018 年所發布之「延伸性企業風險
管理 (EERM) 全球調查」反映了來自美洲、歐洲中東

與非洲區、亞太地區 15 個國家各類產業之企業組織

內資深領導者的觀點。此項調查之受訪者大多負責

組織之延伸性企業治理與風險管理，包括財務長、
採購或廠商管理長、風管長、內部稽核長，以及其

他領導法律遵循與資訊科技風險的管理者。今年度

的受訪者將近千人，比起去年度之調查參與人數，
幾乎增加了兩倍；且從今年度參與者的調查記錄可

以得知，EERM 在企業組織中之地位以及投資之資

源，遠比以往都增強許多。然而此調查亦發現也反
風險諮詢服務專欄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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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企業開始意識到：執行有效的 EERM 計畫，確
實具有其複雜度與挑戰性。

今年度之「延伸性企業風險管理 (EERM) 全球調查」

列出了各企業組織目前針對 EERM 聚焦之六大關鍵
項目：

一、固有風險與成熟度

約有七成的受訪者相信 EERM 的固有風險，在某種

• 有 55% 的受訪者認知到延伸性企業風險的固有風
險有「些許」的增加，而 11% 的受訪者則表示有
「顯著」的增加。

• 固有風險增加之首要因素為法規變動所帶來的
影響 (49%)，而次要因素則為更嚴格的法規審查
(45%)。

值得一提的是，某些受訪者，特別是來自北美地區
且為金融服務與能源資源產業者，在 2018 調查時降

低了它們先前對於 EERM 成熟度之自我評估結果，
這似乎反映了這些企業對於管理現況有更了深層的

認知，也顯示了他們對於與第三方組織相關的議題

有了更完整的了解。值得我們留意的是，隨著更新
的優良典範 (Better Practice) 不斷出現，組織管理的

標竿也不斷在往前推進著，那些仍駐足原點的企業
組織在成熟度曲線上的位置，實質上卻反而退後了。

53% 的受訪者認為，所處現況要達成 EERM 成熟度

的理想狀態，大約需要兩到三年的時間，或甚至更
久，這相較於往年的調查結果，受訪者樂觀認為六
個月至一年的時間可以達成，可以發現企業現在對
於 EERM 之困難度認知已越趨實際。

二、商業個案與投資

從調查中發現，企業為了發展 EERM 到理想的成熟

度，平均每年約需投資五十萬至一百五十萬美金於
全職員工或是攸關的專案。在大多數具有整合性或

最佳化 EERM 的企業中，中央化營運的成本平均約

達三百萬美金，且需約五十位全職員工負責此管理
工作。另外，當企業擁有超過五萬個第三方組織，

甚至需投入高達五百萬美金的中央營運成本，以及
約一百位全職員工投入管理；即便是涉及第三方組
也需每年投資約十萬至五十萬美金。根據 2018 年之

調查顯示：

• 有 48% 的受訪者認為降低成本是投資於 EERM 的

主要目的，因為他們認為，藉由運用第三方組織

• 有 26% 的受訪者認為藉由做好 EERM，他們可以

獲取更大程度的彈性來適應市場的不確定性；而

入。

三、集中化 (Centralized) 控管

2018 年的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有愈來愈多的組織

漸開始採行較集中化的監督方式，舉凡像工作職責
或組織架構或甚至是科技的運用。如：Centers of
Excellence (CoEs) 或共享服務模式 ( 無論是完全由內

部團隊來營運或是與外包服務供應商有部分合作 )。

僅有４% 的組織使用外部建置，將 EERM 完全置於
外包管理服務的環境中。

• 目前有 55% 的組織使用相對較分散化的管理方式
( 相較於去年的 62%，已經有所下降 )，此項結果
顯示，目前組織已開始從分散化的管理模式朝集
中化管理模式邁進。

• 另外，有 44% 的受訪者表示已投資於組織內的集
中化 CoE，而 30% 則使用委外服務機構。

四、科技平台

在 2018 年 的 調 查 中 Deloitte 全 球 提 出 一 參 考

趨 勢： 三 層 科 技 架 構 (Three-tiered Technology
Architecture) 會快速形成組織管理延伸性企業風險

的普遍設置，此科技架構包含 (1) ERP 系統與其他採

購使用之骨幹應用程式 (Backbone Applications)；
(2) 通用之 GRC 軟體，或有針對 EERM 客製化過的
風險管理套裝軟體，以及 (3) 專門為 EERM 流程設計
或專門用於特定風險領域之其他套裝軟體。此三層
科技架構含括新興科技的應用，以人們平常使用的

語言 (natural language) 處理資料，以及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來蒐集並分析來源多樣化的資
料 ( 包含網際網路的資源 )，且在沒有人工密集監督

或協助處理的情況下，其分析的準確度已超越過去

所能想像的程度。調查結果與此趨勢相符，在質量
調查中受訪者指出，組織已不再熱衷於建構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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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避免支付不必要的款項能為組織帶來效率。

收的機會，例如，發現某些被不實短報的營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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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較少但卻想積極提升 EERM 成熟度的企業，多數

21% 的受訪者則認為投資於 EERM 能帶來創造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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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RM 客製系統；相較於去年 20% 的受訪者仍使用

六、組織的勢在必行與責任

能為企業帶來敏捷式營運的雲端科技則是現在最

的最高管理階層。調查結果中有 78% 的受訪者提出

客製化系統，今年之比例已大幅下降至 10%。

受歡迎的新興科技平台，而將 EERM 相關之例行

公事進行自動化處理的機器人流程自動化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RPA) 則名列第二。調查發現，
有 46% 的受訪者正計畫要使用標準雲端科技來管
理延伸性企業風險，且有 31% 考慮採用 RPA 處理

EERM 相關之例行公事，甚至推行於全公司。

論及 EERM 之責任所在，通常會建議應歸責於組織

EERM 之最終負責人應是執行長、財務長、採購長、

風管長，或是董事會成員。33% 的受訪者則認為執
行長與財務長為 EERM 的負責人。然而有相當比例

的受訪者認為，高階主管 (C-Suite) 對於 EERM 計畫
的了解與參與度，仍有進步的空間。

在某些案例中，有少部分的組織在董事會或執行長

之監督下，將 EERM 的最終責任從採購長、供應商
管理主管轉移到風險長和財務長的職責中。從調查
回覆中，組織中由採購長管擔任 EERM 負責人的比
例，已從去年 17% 下降至 13%；同時，這份責任由
財務長與風管長承擔的比例也分別提升 3%。

另一方面，Deloitte 的調查結果也顯示，有 38% 的
董事會成員以及 39% 的風險控管主導單位，對於

EERM 計畫僅有些微程度的參與。另一方面，也僅

五、分包商風險

組織雖然持續投資並更新 EERM 的管理焦點，但這
些受訪組織卻缺乏對於第三方所雇用分包商之適當

有 22% 的受訪組織之董事會會整合組織策略與風險
趨避程度針對 EERM 進行季度或半年度審核，大多

數的組織 (78%) 則僅針對 EERM 進行年度審核或更
少次數的定期審核。

了解，這樣的限制使得組織難以訂定策略來管理分

包商，並執行適當的約束機制。近年的法規如英國
的反奴役法 (Modern Slavery Act) 與歐洲的一般資
料保護規則 (GDPR)，皆要求組織必須管理其第四或

第五方組織，使得分包商管理開始成為令人注目的

議題。其他國際法規組織如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
美國財政部貨幣監理署以及香港金融管理局等，也
都提出了組織應深入了解這塊領域的需求。

Deloitte 的研究調查顯示，57% 的受訪者認為他們
的組織並沒有對其第三方所雇用之分包商有適當且

足夠的認識，顯示分包商應有之能見度過低。21%
的受訪者則表示他們並不確定組織對於分包商了解

的程度。僅有 2% 的受訪組織表示他們會定期追蹤

風險諮詢服務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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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監控分包商 ( 第四或第五方組織 )，10% 則僅針對

公司攸關重要的分包商進行追蹤與監控。

總結以上研究調查之分析，我們相信，企業組織
於過去幾年內針對 EERM 之投資將會在 2018 年或

2019 年得到報酬。如同各受訪組織所認同的，大約

兩至三年時間的努力，將使組織的 EERM 邁向整合

及成熟。另外，科技的運用將會持續成為提升管理

效率的重要角色，然而這並不代表組織需要大費周

章建設內部專用之科技設備，取而代之的，應該是

更有效地運用市面上所提供之科技平台服務。最後，

組織對於 EERM 之重視程度提升，也可能帶來市場
對於 EERM 之人才需求。我們期望，即使是以緩慢

的速度在改變，企業組織仍能逐漸提升投資意願，

以致力於第三方治理與風險管理，善用延伸性企業
來強化公司競爭力，並做出有利之企業差異化，一
同聚焦於前方邁向攀升的道路。

風險諮詢服務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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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益紳

執行副總經理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 (股) 公司

韓世偉

經理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 (股) 公司

你需要自動化的不止是工廠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 ( 股 ) 公司 / 張益紳執行副總經理、韓世偉經理

近幾年在智慧化的浪潮下，相信企業對於工業 4.0、

工業 3.5、以及自動化等名詞接觸的頻率都非常高，
我們也看到很多企業已經展開動作，實際我們看到
很多企業工廠自動化的程度確實都有改善，或是正
在購置新型的機器，整體看來在產業上是呈現一個
正向的發展，但自動化的根本目的應該是增強企業
的競爭力以及獲利，目前企業面臨的問題是否為換
機器或硬體規劃所能改善的，是大家需要思考的根
本問題。

生產自動化 = 賺錢？

我們在製造業看到很普遍的一個狀況，企業比較容
易接受投資生產線的改善或更新可以直接連結到賺

錢的想法，經常可以看到現代化的生產現場搭配人
力密集的後勤，或者是大量的紙張記錄與紙本傳遞，

整體現場管理雖然在產品製造流程相當自動化，但

相關支援配套都是人工作業的，也因此在整體作業
循環的效率及成本無法整體的達成顯著的效益。

實務的企業運作上，從客戶下單訂購到生產以至最
終實際收款過程中需經過很多作業流程，其中有大
量的時間與人力都不是投入在直接生產上，而且任

一個程序若發生問題皆有可能會降低企業的競爭力，
風險諮詢服務專欄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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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的問題，由此來看，整體性的自動化配套改善實
為必要。

除了生產線，企業流程也要自動化

通常一個企業流程完整運行的過程中，有可能會運
用到數個資訊系統或工具，並且可能關聯到內部及
外部的系統，要進行完整的自動化著實不易，但隨

著流程機器人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等工

具日趨普遍及成熟，軟體已經可以模擬使用者的操

作行為，後續配合人工智慧 (AI) 應用愈來愈普及相

關應用已成熟可行，下述提供一個改善循環的簡單
步驟供大家參考。

(1) 設定改善目標

依據企業經營成果配合策略評估實際需改善的方向，
並內部共識改善的目標，總的來說實際能推動改善
的還是員工，而非工具或流程。

(2) 挖掘無法達到目標的原因及瓶頸

按照改善目標探討無法達成的原因，並依據結果來
評估可用自動化來改善的工作項目，重新探討相關
的作業流程、作業規範及管理制度等的配套。

個人過去的經驗，曾經有看過訂單交期估算及達成

(3) 改善方案推動

過生產排程耗時，被迫以模糊的計算方式以及備存

需特別著重在效益的評量與收集。

不佳而造成客戶滿意降低影響營收的狀況，也有看
貨因應，結果非但生產效率不佳，而存貨也是愈堆

愈多的情形，這些問題都不是單單經由生產現場的
改善可以解決的，也因此，很多企業發現生產線雖

然自動化了，但是否能改善獲利似乎要碰運氣；從
另外的角度來看，自動化增加了生產規模後，相關

後勤配套規模也需要增加，否則就會產生其他的經

由上層支持推動改善方案，持續監控問題即時調整，

(4) 持續推動改善

若作業上的瓶頸確實已被改善，則新的瓶頸將會出
現，改善的動作並不是一個單點，需持之以恆的持
續系統化進行。

結語

企業的經營常常是牽一髮而動全身，任何單點的改
善動作都很難獲致最終的成效，需以整體性的思維
來進行規劃，配合持續改善的機制經年累月的推行
才能獲致最終的成功。

風險諮詢服務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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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益紳

洪弘林

邱鈺珊

執行副總經理
勤業眾信

副理
勤業眾信

經理
勤業眾信

CRM 系列 企業該如何選擇 CRM 系統？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 ( 股 ) 公司 / 張益紳執行副總經理、邱鈺珊經理、洪弘林副理

現今企業大多知道可以透過客戶關係管理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以 下 簡 稱

CRM)，以客戶 360 全視角提供更優質的客戶服務，

強化與客戶間之黏著度，進而增加營收成長之契
機，但在眾多系統廠商中，如何挑選一套適合自己

的 CRM 系統仍困擾著許多企業。由於 CRM 系統類

型多元且應用目的各有不同，企業應先對自身情況
進行診斷並確認關鍵用戶的系統需求，再結合經營
策略及客戶管理方針辨識系統需求之重要性，才能
挑選出較適合的系統，本篇文章將以 CRM 演變歷程
開始逐步探討企業需要考量哪些因素來選擇適合的
CRM 系統。

念所設計出來的 CRM 平台讓客戶於不同渠道或不同

單位之資訊增加整合的困難度，且溝通方式往往是
單向溝通，造成企業難以掌握客戶資訊全貌。

現今 CRM 以客戶為中心，以客戶之角度整合不同系
統資料，使企業可以瞭解客戶和企業互動的全貌，
強化企業對內的銷售管理及對外的個人化訊息之應

用。隨著科技演進在短短幾年內，客戶溝通方式由

電話、電郵、簡訊，增加為社群網站、手機 App、
通訊軟體等媒介平台進化成不同的渠道，CRM 平台

應該以提供無縫式溝通及管理方式為建置基礎，並
透過分析收集之客戶訊息，包含客訴案件、訂單紀
錄、B2C 的企業也可透過購物車清單、商品瀏覽紀

錄等資訊，設計更精準有效的行銷活動或依據數據

數位化 CRM 時代的來臨

傳統 CRM 以企業為中心，專注於企業與客戶之間的
溝通，主要的應用大多在於自動化的支援企業營運
活動，例如：客戶銷售管理、客服中心、售後服務

分析及結合公司自行定義的指標，找出具潛力之客
戶、提高客戶滿意度或減少客戶流失率，創造企業
與客戶達到雙贏的結果。

等應用皆是獨立處理客戶不同的需求，然而以此概

Traditional CRM

Digital CRM

SMS/MMS
風險諮詢服務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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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企業 CRM 成熟度為第一步

衡量自身資源來規劃整體 CRM 藍圖

好的使用者體驗，CRM 系統演進也變得比以往更

到的目標後，企業應盤點現行資源並根據各改善項

項，企業應該避免在未釐清自身於 CRM 各項成熟

劃藍圖，於 CRM 規劃藍圖可清楚知道各階段期間，

為了達到客戶 360 度分析並協助企業提供給客戶更

複雜且分類也更專門，市面上不同系統廠商各有強
度之前，貿然選擇一套 CRM 系統最終卻因系統功

能侷限性而使 CRM 建置完成後仍無法達到原本的

當企業評估自身 CRM 成熟度現況及列出未來期望達

目其導入時程、成本及優先順序而展出整體 CRM 規

企業應執行的項目並以該項目為階段目標，展開相
關工作細則。其中，執行 CRM 系統建置之項目進行

期望。透過 CRM 成熟度模型辨識企業在客戶關係

CRM 系統選擇時，可清楚瞭解該系統所要達成目的

Vision)、 以 客 戶 為 中 心 的 組 織 (Customer Centric

真正核心需求。

管 理 願 景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客 戶 互 動 流 程 (Customer

Interaction Processes)、 有 效 的 工 具 (Effective

Tools)、 客 戶 知 識 與 理 解 (Customer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以 客 戶 為 中 心 服 務 的 創 新
(Customer Centric Innovation of Services)、客戶至

上的文化和技能 (Customer-first Culture and Skills)
及績效管理 (Performance Management) 等層面找
出作業瓶頸與可改善的項目。

第一步可先由診斷企業於 CRM 各面向能力以及未來

期望作為起始點，進一步制定各面向達到期望水準
的行動方針，其方法可能涉及組職調整及工作重新
劃分、流程優化以及引進新系統支援等，並蒐集關

鍵客戶對系統之需求，可作為挑選 CRM 系統的指標

之一。

而不會因一兩項廠商展示較突出功能後即忽略自身

CRM 系統挑選考量

企業在選擇系統時，無非是考量「系統功能符合需

求的程度」、「系統延展的彈性度」及「預算」，

所以瞭解各單位對系統的需求為首重，之後再來評
估各系統的彈性度及費用。其中，費用若超過當期
預算，可與系統廠商討論分階段導入，切忌務必避
免因「費用」的關係，選擇了一套不適合企業的系
統，因為選擇了一套不適合企業的系統，後續帶給
企業的傷害不僅僅是「費用」的損失，所投入的資
源成本是難以估計。

除了上述三點重要的考量點外，還可考量到以下系
統功能及整合面，才能讓系統時其發揮的功能及目
的：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maturity model
1. Customer
Relationship
1.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Management
Vision Vision
4

8. Performance
Management

2. CustomerCentric
Organization

3
2

0

6. CustomerCentric
Innovation of
Services

4. Effective Tools

Desired state

Current state

圖二：CRM 成熟度模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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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真正客戶 360 度檢視的架構

達到客戶 360 度檢視的目的往往需要與許多異質系
統整合，例如：由 ERP 系統取得客戶歷史訂單紀錄

及信用額度、由 POS 系統取得消費者之消費資料、
由案件管理系統取得客戶歷史客訴資料等，CRM 系

統應具備妥善的功能方便於系統整合及資料交換。
現今與使用者溝通渠道越來越多樣，若企業會透過
不同渠道與客戶進行溝通或進行行銷活動，是否能

收集並分析經由電郵、簡訊、Line、社群網站、App

推播等發送給客戶後，客戶是否打開或點擊特定訊

恐造成企業無法挽回的損失，且廠商是否能證明其
資安環境優於企業自行管理。CRM 系統也再細分不

同目的之系統，若不牽涉客戶機敏資料的系統功能，

企業評估是雲端系統高度符合企業需求，則混合式
架構也是可參考模式，例如：以 On-Premise 系統

架構，來管理客戶機敏資料且作為客戶 360 資料分
析的平台，並整合其他支援行銷或客服的雲端系統，

達到無個資問題之疑慮下，採用雲端系統的解決方
案。

息的行為類資訊，也可幫助企業更深入了解客戶需

5. 系統廠商研發能力

2. 提供無縫的客戶體驗及全渠道溝通方式

一平台，隨著新技術不斷推陳出新，CRM 廠商研發

求。

CRM 系統不只提供客戶資料管理，也可以幫助企業
使用單一平台與客戶使用電郵、簡訊、社群網站、

App、通訊軟體等的全渠道溝通。因此企業在挑選

CRM 系統時，應事先分析主要客戶特性，如在亞洲

通訊軟體較為有效、歐美國家仍以電郵為主，再根

據企業主要客戶使用習慣，著重挑選在該方式功能
齊全的系統，進而在整體客戶溝通管理上更為全面，
並提高整體客戶滿意度。

3. 系統功能是否滿足企業管理客戶需求

套裝系統鮮少能夠完全符合企業現行流程，客製開
發幾乎是無法避免的選項之一，因此挑選 CRM 系統
時，標準功能符合的程度，將大幅影響後續調整至

符合企業使用需求的成本要素，甚至部分由於系統
底層設計原則而無法調整，若沒有先釐清這些事項，
往往造成事後需要花費額外人力或成本來修正這些

問題。而一套系統也會被使用許多年，CRM 系統主
要支援銷售相關行為，其所需要的彈性也更高，因

此也更容易有許多系統調整需求，一般 CRM 系統也

會有提供使用者自行調整的部分，因此事先瞭解可
讓企業有充分時間讓人員就位或準備足夠之教育訓
練。
風險諮詢服務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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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保護認證，而企業須自行評估，若不慎資訊洩漏，

4. 雲端系統或者 On-Premise 系統

雲端系統由原廠商管理所有軟硬體設施，且核心程
式也由原廠商統一進行版本更新及修正，使企業可
以總是使用最新及最穩定的版本，可讓企業省下許
多系統維運上的工作，如：硬體維護、系統備份、
版本更新等。但是基於客戶資料保護，企業對於雲

端系統的資訊安全疑慮總是首要問題，因此挑選雲
端廠商時需多加注意廠商是否有通過相關資安及資

CRM 系統發展至今甚至可做為與客戶之間溝通的單
能力應做為考量之一，當新技術或溝通方式出現時，

原廠商應該能夠及時應變，在短時間內推出新版本

供企業使用，使企業能夠高效率地管理客戶資料並
與客戶溝通。

結語

隨著技術不斷演變及客戶體驗的重視，現在企業與
客戶互動方式受到了劇烈地衝擊。數位化 CRM 以客

戶為中心，塑造一個無死角檢視客戶資料並提供具
一致性服務的平台，其最終目的希望能滿足每一位
客戶特殊需求及偏好，而朝這目的演變的同時，未

來 CRM 系統於 B2B 及 B2C 產業應用的界線將淡化，

企業能夠在整條價值鏈上提供給其客戶無縫且高效

率的體驗，將是企業在未來站穩腳步一項重要要素。

Industries

產業
觀點

謝明忠

消費產業負責人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消費品產業的三大趨勢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 消費產業負責人謝明忠會計師

能夠快速適應市場趨勢變化、持續創新、與競爭對

企業可調整營運思維，試著在更短時間內，快速將

未來消費品產業須注意三大趨勢變化：永續及健康

是否具有潛力，即時進行產品調整與反覆測試。

手差異化，對消費品企業的經營與成長至關重要。
飲食消費、創投或群眾外包等新興創新策略、數位
科技應用。

永續食物與健康飲食消費趨勢：消費者追求更健
康營養的食物選擇，已是全球皆然的趨勢。根據
Nielsen 調查，多數消費者會選擇全天然成分的零
食，亦趨向減少對高熱量、高糖或高鹽食物的消費；
含有人造成分、賀爾蒙或抗生素、基因改造作物的
食品，將愈來愈不受消費者歡迎。

此外，消費者關注食物生產鏈的透明與食材成分簡

化，講求低人工添加物的「潔淨飲食」，以及從種植、
生產過程即確保對環境友善，並對人體無害的「永
續食物」，皆漸成全球食品產業風潮。

台灣市場經過往年多起食安問題，消費者對於食品
成分與溯源管理更加重視，近年來小農、產地直送
類型商品漸受消費者歡迎，包括街邊攤販與餐廳，

皆可看到愈來愈多業者標榜使用此類食材。而大型
食品與餐飲業者亦可透過建立內部食安研究室，從
上到下落實食品安全控管及食材原料品質確認。

來成長活力，消費品企業應透過更新的方式進行品
牌或產品創新，包括投資於創投式育成中心，或透

習」方法亦可提供消費品企業借鏡。相較於過去花
費長時間與高金錢成本的結構化測試方式，這種方
法以更敏捷的方法開發、測試創新概念。

本速度較快的「改造式創新」，此種創新方式透過

將過去成功的產品重新改造，以符合最新消費者口
味及潮流，可利用既有產品已建立的鋪貨網絡及品
牌識別度。

數位化帶來更高效率與創意：獲益於數位科技，消
費品企業將可更即時且直接地和消費者互動。

現今的消費品企業可透過觀測網路社群，掌握到最
即時的消費者意見與消費偏好趨勢變化，擅於操作
網路溝通手法的企業將可自與網路社群的互動中獲

利，甚而自社群媒體挖掘消費者洞察，獲得更貼近
消費者需求的創新策略。

電商不應只是實體以外的另一條銷售通路，而是掌
握客戶資料的實驗場。消費者透過線上通路進行的
所有瀏覽、消費步驟都會被記錄下來，成為可供分
析、掌握行為模式的數據資料，讓業者得以研擬後

續交叉銷售 (cross-selling) 及升級銷售 (up-selling)

策略。

而隨著食品安全管理及零售通路邁向全通路銷售，
物流供應鏈合作對消費品企業將愈來愈重要。應用
區塊鏈的資訊透明、多方同步、可稽核等特性，將
可大幅提升供應鏈業者的合作效率。

預期運用科技、配合在地化或健康飲食消費趨勢、

勤業眾信通訊

過群眾外包。軟體產業常用的「快速失敗、快速學

台灣食品等消費品企業亦可採用投資成本較低、回

產業觀點

採行更大膽的創新轉型策略：創新將持續為企業帶

產品導入特定市場，透過初步市場反應判斷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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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網路社群等消費者意見，在商品或經營模式上
創新，將是未來消費品企業成功關鍵。建議台灣業
者在思考未來營運方向時，可聚焦於此。

（本文已刊登於 2018-07-06 經濟日報 B5 經營管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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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通訊
30

Expert Opinion

專家
觀點

吳佳翰

總經理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 (股) 公司

林彥良

副總經理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 (股) 公司

物聯網拚資安 要內外兼容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 ( 股 ) 公司 / 吳佳翰總經理、林彥良副總經理

隨著行動裝置與無線基礎設施的普及與發展，以及

近幾年來，許多國際大廠所出產的路由器等通訊設

結合下，讓萬物互聯的概念成為真實。

聯邦貿易委員會 (FTC) 開出鉅額裁罰，因此建議資訊

感測技術、無線通訊、雲端運算和數據分析等科技

物聯網帶來了資訊溝通的概念，不僅人跟人之間可
透過網路相互聯繫，人和物件、物件與物件之間也
可以透過網路進行溝通。

惟享受物聯網所帶來連網便利性的同時，也悄悄的
開啟了駭客攻擊的大門，藉此入侵企業及家庭網路
竊取敏感性資料、操控設備來發動大規模的分散式
阻斷服務攻擊，使物聯網設備不知不覺成為資安犯
罪的幫兇，是企業未來必須重視的關鍵議題。

物聯網技術經過多年研究與發展，已從概念走向實
際落地，卻也產生層出不窮的資安事件。

2016 年某美國資安公司指出，在調查珠寶商網站遭
DDoS 阻斷服務攻擊時發現，攻擊來自駭客掌握的
2.5 萬個監控攝影機組成的殭屍網路大軍，其中 24%
來自台灣。

2017 年有南韓研究人員發現某知名品牌路由器韌
體，存在多個潛在洩漏隱私的漏洞，駭客可藉此進
行攻擊。

通傳會及經濟部致力推動物聯網資安產業標準，建
立我國物聯網設備之資安防護能量，促進國內產業
聯網設備的資訊安全。

要的物聯網設備資訊安全檢測作業。

為了確保檢測的品質及報告的公信力，建議應洽詢

具備國際 ISO 17025 的資安檢測實驗機構進行送檢。
物聯網設備遍布在我們生活周遭環境與應用，面對
萬物皆可駭的時代，無論是企業或一般使用者，都

應及早做好準備，才能及時因應或避免資安事件發
生；而設備製造商也更應該重視設備元件等資安議

題所帶來之嚴重性，於產品研發過程中能將資訊安
全觀念有效進行結合，以達到始於安全之設計理念

(Security by design)，並讓設備製造商，系統服務商
與系統整合商在設備採用方面均有一安全標準，以
持續強化整體產業之資訊安全。

同時物聯網與過往資訊服務架構有顯著性差異，在

此環境下既有的資安控管機制已不適用。企業於規
劃物聯網智慧化應用時，首要之道是需「縱向」追
溯並建立平台與基礎建設的安全框架；其次，也應

「橫向」管理跨領域整合資訊服務所產生的風險，
藉以打造「內外兼容」的全方位物聯網數位安全策
略。

（本文已刊登於 2018-07-20 經濟日報 B5 經營管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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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優質化並提升產品競爭力，確保消費者使用物

設備製造商應該在物聯網設備研發階段，就實施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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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全球物聯網資安事件頻傳，有鑑於此，國內

備，因為被揭露存在嚴重安全性漏洞，而遭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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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瑞彬

主持律師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大法庭制 將統一見解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 林瑞彬主持律師

為確保法律適用的一致性、促進法律續造作用，並
於審判權內建立統一見解機制，司法院將增修《法
院組織法》與《行政法院組織法》草案，於最高法

院和最高行政法院的終審法院，設置 9 或 11 人「大

法庭」，近日草案將送立法院審議，宣告判例和決
議等現制將走入歷史。

我國最高行政法院自 2009 年以來，已未增列稅務行

政訴訟案判例，但 2000 年最高行政法院成立後，法

官會於聯席會議提出稅務訴訟爭議。

判例與聯席會議和大法庭制度的最大差別，在有無
經當事人實質辯論過程。

稅務行政救濟案件的特性在於稽徵機關會通案核定，
因此，常發生當事人同時進行相同事實及爭點的案

件，法院終審判決結果不一；或相同事實尚未訴訟，
法院聯席會議決議已與當事人見解不同等現象，因
此大法庭制上路能否帶來變革，當為觀察重點。

大法庭草案修正重點主要如下：一、將對提案所涉
法律問題以「中間判決模式裁定，大法庭判決後尚

須另為終審判決。二、廢除現行判例與決議制度。
修正後已依法選編之判例，若判決全文尚留存，也

僅具有一般確定判決的效力。三、組織架構：設置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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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大法庭合議審理，為最高行政法院之功能性任
務編制。由提案庭指定一庭員及七票選法官，每庭
至少一庭員。

四、案件經大法庭受理即應行言詞辯論，稅務案件

應委任律師或會計師為代理人，必要時亦可徵詢專
家意見。

五、大法庭庭員若意見不同，可撰述不同意見書，
並與裁定一併公布。

大法庭如何受理提案：一、歧異提案與徵詢程序：
如各審判庭受理案件評議後，就採裁判基礎的法律
見解與最高行政法院先前裁判不一致，若徵詢其他

各庭、確定見解歧異，審判庭「應提案給大法庭」。

裁判見解歧異有兩種態樣，一為「積極歧異」，先
前裁判已有複數紛歧；另一則為「潛在歧異」，各
審判庭擬與未紛歧的先前裁判，擁不同見解。

二、原則重要性提案：最高行政法院認為裁判基礎

的法律見解具有原則重要性時，得敘明理由提案予

大法庭。本次修訂亦清楚定義「原則重要性」，即
為「具促使法律續造之價值，或因屬新興、重大且
普遍性之法律問題，有即時、預為統一見解之必要
性者」。

另外，由於當事人為程序主體，為保障其程序參與

權，修正條文賦予當事人得聲請受理本案之行政法

庭向大法庭提案，即「當事人聲請提案」。亦即當
事人如發現有足以影響裁判結果之法律見解，且最
高法院先前裁判已紛歧，當事人得促請各審判庭行
使歧異提案權。

我國順利引進大法庭制後，採強制代理與言詞辯論，
過去對最高行政法院有拘束力的決議、判例制度，

未能參酌訴訟代理人意見，未來應能藉由當事人與

訴訟代理人之參與，直接於大法庭進行實質意見交
流。過去最高行政法院常在受理多件類似的稅務案
件時，召開聯席會議以統一見解，因此除非最高行

政法院判決間已產生歧異，否則符合要件的當事人

聲請案將有限。

未來，若欲透過大法庭制解決案件爭議，除了真正

發現歧異案件外，尚可向最高行政法院主張事實爭
點有原則重要性，或先前類似判決、判例與決議明
顯違法，促請法院為「潛在歧異」或原則重要性進
行提案。

（本文已刊登於 2018-07-09 經濟日報 A15 稅務法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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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仁法律專欄
Expert Opinion

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 (SOGO 條款 )
之修法評析
理仁法律事務所 / 謝文倩律師、孫碩駿律師

壹、前言

公司法修正草案歷經多年討論，
終於在民國 107 年 7 月 6 日經

立法院臨時會通過。本次修法主

要有三大核心：彈性化、電子與
國際化、強化公司治理。因本次

修正近 150 條條文，本文將聚焦於本次公司法修正
條文中有極大爭議之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亦即俗

稱之 SOGO 條款，雖然本次最後修正通過之法條並
未溯及既往適用，但其修正原因仍值得討論。

貳、我國公司登記制度

一、公司登記之效力分為「登記生效主義」及「登
記對抗主義」，依我國公司法之規定，公司設

立登記係「登記生效主義」，至於公司設立後
其他事項之登記即屬「登記對抗主義」。

二、我國藉由主管機關監督權之行使，使任何人皆

變造文書，經裁判確定後，由檢察機關通知中

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係因公司
登記事項若有偽造或變造文書等情事，將使大
眾不信任公司登記資料之真實性，危害公示之
目的，因此有必要針對特別嚴重之不法行為態

樣加以制裁。然探究立法者制定條文之意旨，

應認條文中之「偽造文書」、「變造文書」係
指只要涉犯偽造文書印文罪章之行為，且經法

院裁判確定者，不限文義上之該二項行為，即

足以構成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之要件，應依該
條規定撤銷或廢止相關之公司登記。

二、然法院實務對於該條文之解釋卻非如此，例如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258 號行政

判決理由即稱：「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條文義

既僅載明『有偽造、變造文書，經裁判確定』
字樣，尚非記載『犯刑法第 15 章之偽造文書印

文罪，經裁判確定』，則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

可透過經濟部商業司之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

條之『偽造、變造文書』，即不得擴大解釋為

明確揭露公司資訊、易於查證及維護交易安全

實、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業務登載不實』及第

本，然將公司之實收資本額、董監及其所持股

216 條規定：『行使第二百十條至第二百十五

網站查詢公司申請登載應行公示之事項，具有
等優點。雖公司登記制度對公司產生相當之成

份數、營業項目等重要事項，登載公示於主管
機關隨時查閱，除可增加商業交易之透明度，
亦可協助交易當事人明確判斷交易風險，以降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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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公司之設立或其他登記事項有偽造、

低交易成本、進而提高交易效率，故有其存在
之必要性。

參、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之修法說明與
評析
一、本次修法所引發爭議之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原

包含刑法第 213 條至 215 條之『公務員登載不

216 條之『行使罪』之部分。」、「按刑法第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
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其就『偽
造、變造文書』、『登載不實事項』、『使登

載不實事項』，於字面上已加以區分，亦即『偽
造、變造文書』字樣不包括『登載不實事項』、

『使登載不實事項』，否則刑法第 216 條字面

規定『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

『偽造、變造文書』之規定處斷』即為已足，

可證明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之『偽造、變造文

書』不包括『登載不實事項』、『使登載不實

事項』。」此見解並經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

印文罪章之行為既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中央

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既然字面上僅有「偽造文

再經檢察機關不具強制力之觀念通知，遂將「檢

判字第 270 號行政判決維持，故法院見解認為
書」或「變造文書」之字樣，除非公司於設立

或其他登記事項涉犯刑法第 210 條至第 212 條
之「偽造文書」或「變造文書」情事並經裁判
確定後，始能由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撤
銷或廢止相關公司登記之外，若法院判決係此
二者以外之態樣，主管機關應不得撤銷或廢止
相關公司登記。

三、立法院為免法院繼續限縮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

之適用範圍，遂將法條修正為：「公司之負責人、
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以犯刑法偽造
文書印文罪章之罪辦理設立或其他登記，經法
院判決有罪確定後，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職權或

依利害關係人之申請撤銷或廢止其登記。」，

於修正理由並指出：「現行第四項『公司之設
立或其他登記事項有偽造、變造文書』，立法

原意係指犯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所規範之罪，
即除偽造、變造文書罪外，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業務上登載不實罪、行
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偽造盜用印

章印文罪等，亦包括在內。惟個案上，有法院
在認定上採狹義見解，認為不含業務上登載不

主管機關即得依職權撤銷或廢止其登記，無需
察機關通知」之文字刪除。

肆、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無溯及既往適
用
一、本次修法尚有一值得住意的問題，亦即公司法

第 9 條第 4 項修法後，是否得以溯及既往適用
先前經判決確定之個案？

二、由法治國原則觀之，法治國家不能期待人民於
行為時遵守未來才制訂之法令，人民僅得按其
行為時之法律所創設之秩序規範而為其行為。

依此，法律僅能於制訂後向未來生效，不得溯
及既往對已完結之事實發生規範效力，原則上
亦不容許國家經由立法對於既已完結之事實，
重新給予法律評價。人民行為時所信賴之法秩

序，如事後因立法者之政策考量予以調整，原

則上不得追溯變動先前法秩序下所保障之權益，
否則即與法治國之「信賴保護原則」相牴觸。
故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乃法治國原則下，基於
法律安定性及信賴保護之要求，而為憲法上拘
束立法、行政及司法機關之基本原則。

實罪。」，可知立法者之立法原意係將刑法偽

三、因此，固然本次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之修法理

而非法院所解釋僅包含字面上所示刑法第 210

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之全部罪名在內，但因修

造文書印文罪章全部包含在本條之規範範圍，

條至第 212 條「偽造文書」或「變造文書」之
狹義見解，法院堅守「字面意義」而非探究「立
法者之本意」，並作出違反立法者本意之見解，
實屬適用法規錯誤，並使立法院不得不將刑法

第 15 章偽造文書印文罪全章皆明文規定於本條

由指出修正前之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原即包含
正條文並無明文可溯及既往適用，未來仍將無

法以此為由，認定先前法院限縮解釋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之判決有適用法律錯誤之情形，故亦
不得溯及既往適用先前經判決確定之個案。

中，以避免法院未來繼續限縮適用範圍。

伍、結語

行政判決理由有段值得注意之內容：「經濟部

將影響人民對公示資料之信賴，雖然有時候修法的

四、此外，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270 號
仍應為實質之認定，如逕依高檢署之來函，復
未深究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及上開規定之真

義，遽行撤銷原變更登記，即有裁量怠惰之違

公司登記制度有其公益性質，若內容屬虛偽不實者，

契機可能係為因應社會變化，亦有可能係來自於個
案所生之漏洞填補。但無論如何，如能藉由公司法

第 9 條第 4 項之修訂，一方面使該項所欲規範之目

的不致形同具文，另一方面，也得以嚇阻公司以不

並非直接依檢察機關之通知，就將公司登記事

之透明度，使人民更能信賴公示登記資料，不致因

判決所涉及之登記事項為何等情具裁量餘地，
之通知應僅屬觀念通知，主管機關尚應審酌刑
事判決結果是否與該公司登記事項有關，進而
裁量是否撤銷或廢止該登記，否則即屬裁量怠

惰。故本次修法時即認為，該犯刑法偽造文書

不實之登記資料而受到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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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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予以撤銷或廢止，檢察機關對中央主管機關

實之文件為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將增加公司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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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nars

2018年8月份專題講座
代號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AUG06
AUG01

8/10( 五 )
8/14( 二 )

13:30~16:30
14:00~17:00

AUG02

8/14( 二 )

13:30~16:30

AUG03
AUG04
AUG05
JUN03

8/14( 二 )
8/15( 三 )
8/15( 三 )
8/16(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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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公司法修正重點與實務探討
外匯市場現況、匯率風險來源與企業之避險策略
兩岸三地個人所得稅暨最新大陸 CRS 法令介紹
出納作業與金融往來實務
洗錢防制對於企業經營的影響
** 上課須帶電腦 (Excel 2007 以上版本 )

AUG07

8/17( 五 )

09:00~16:00

~ EXCEL 上機實作課程 ~
採購循環數據稽核 - 高風險及舞弊交易資料分析
存貨、應收款、固定資產盤點與管理實務
企業營運持續管理實務
2018 新版公司治理藍圖及法令遵循重點解析
** 上課須帶電腦 (Excel 2007 以上版本 )

AUG08
AUG09
AUG10

8/17( 五 )
8/21( 二 )
8/21( 二 )

09:00~16:00
13:30~16:30
14:00~17:00

AUG11

8/21( 二 )

09:00-17:00

AUG12

8/22( 三 )

13:30~16:30

AUG13

8/23( 四 )

13:30~16:30

AUG14
AUG15

8/24( 五 )
8/24( 五 )

09:30~16:30
13:30~16:30

IFRS16 租賃
商務契約陷阱規避與企業因應實務
面對新法變革企業因應之道 --

Excel 函數與樞紐分析在帳務處理與財報編製的運用
企業併購稅務議題探討
~CRS 專題 ~
全球共同申報準則衝擊下之台商稅務議題
年度預算編製與控管實務
企業如何運用創新及數位科技提升競爭優勢

• 課程如有異動，主辦單位將以 E-Mail 通知，並請以網站公告為主
• 詳細課程及報名資訊請至：www.dttus.com.tw
• 勤業眾信課程洽詢電話：(02)2725-9988 分機 3980 杜小姐
勤業眾信講座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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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us

連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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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11073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 號 20 樓
Tel：+886(2)2725-9988

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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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886(6)213-9988

Fax：+886(6)405-5699

Fax：+886(2)4051-6888
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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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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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