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 行 人：賴冠仲

編輯顧問 ：洪國田
林宜信
吳佳翰
鄭 興
范有偉
林鴻鵬
劉水恩
洪惠玲
何瑞軒
江美艷
許晉銘
曾棟鋆
郭麗園
法律顧問 ：林瑞彬
總 編 輯：虞成全

責任編輯 ：黃之千
吳品儀
朱家齊
何品萱
美

編：呂冠漢
張綺凌

編 輯 組：黃詩穎
范麗君
郭怡秀
陳萱凌
杜嘉珮
李佳蓉
祁靜芬

勤業眾信通訊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為提供更新更即時的國際議題、

產業趨勢、財會稅務及相關法令予各界參閱。每月底出刊，
版權所有，非經同意不得轉載。

歡迎各界投稿

勤業眾信通訊歡迎各界專家學者投稿，與讀者分享會計、稅

務、法務、財務與企業管理等相關內容；投稿文章字數限 5,000

字以內，並在每月 10 號截稿前將文章回傳至勤業眾信編輯組。
編輯組保留是否刊登之決定權。

編輯聯絡人

吳品儀小姐
(02)2725-9988#2691, elawu@deloitte.com.tw

朱家齊小姐
(02)2725-9988#2678, echu@deloitte.com.tw

一手掌握最新財會、稅
務、產業消息，歡迎加
入 勤 業 眾 信 LINE 好 友
(@deloittetw)

3

Cover Story

封面
故事

2019高科技、 媒體及電
信產業趨勢大解析！

CRM對化工集團帶來的
改變與轉型

Deloitte
Monthly

4

Contents

目錄

稅務面面觀

BEPS 深入解析

24

落實接班人制度

跨國稅務新動向

26

違反證交法薪酬委員會規定之效力
- 簡評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280
號民事判決

06

BEPS 國際動態

07

荷蘭

08

大陸台商企業進行台灣主體架構重組為海
外主體架構應關注議題解析 ( 下 )

10

中國大陸新個人稅法下，相關優惠政策的
銜接與適用

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

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

法律諮詢服務專欄

12

專家觀點

28

理仁法律專欄

眾達法律專欄

銀行法背信罪 - 授信與背信的一線之隔

勤業眾信講座訊息

29

2019 年 2 月份專題講座

公司治理人員如何協助董事會遵循法令

風險諮詢服務專欄

13

2019 金融服務業 - 打造稽核新方法

產業觀點

18
20

2019 全球高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趨勢預測

迎戰 5G 時代 人工智慧強勢登場

客戶關係管理（CRM）對台灣化工集團
帶來的改變與轉型

立即免費訂閱

填寫資料並選擇主題
『訂閱勤業眾信通訊
電子月刊』

5

Tax Services

稅務
面面觀

張宗銘

稅務部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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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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發布移轉訂價及財務規劃指導原則

斷以供納稅人參考，其中又以情境三所提供的訊息

2018 年 10 月底發布了 2018 年租稅決議草案第 6

在情境三中，ATO 描述了一筆受控交易，澳洲母公

澳 洲 稅 務 局 (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 ATO) 於

案 (TD2018 / D6)，內容旨在釐清該國之移轉訂價
法規與所得稅評估法 (Income Tax Assessment Act,
ITAA) 974 號法案中的債務 / 權益規則之適用問題。

司以無息的方式借款予其海外關係企業，依照 974
號法案，其孳息本為債務利息的零息貸款，在本草

案下被認定為權益利息 ( 股利 ) 的情況。根據該案例
所述，由於不存在移轉訂價之利益，815-13 號法案

背景簡介

不適用，則該孳息被視為母公司之利息所得的情況

工具收益在稅務上的認列方式究竟應屬債務利息或

調度的能源業尤其重要。

澳洲所得稅評估法中的債務 / 權益規則旨在規範金融
權益利息 ( 即股利 )，而這種分類方式有可能造成企

業實際獲利情形與企業依照常規交易原則下之結果
產生差異。

草案內容

在本次草案中，ATO 聲明移轉訂價法規的效力將優
先於債務 / 權益規則，主要是因為該國移轉訂價法

規之法源 815-B 號法案中強調，任何所得稅法相關
條例皆不得限制移轉訂價規則的運作，換言之，依
974 號法案債務 / 權益規則認列之歸類方式不見得是
最終結論。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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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期待。

然而上述狀況也非一體適用，在某些情況下也會出
現即使與常規交易原則下之結果相異，卻仍遵照實
際情形認列的案例。

為了避免納稅人在稅務遵循上產生疑慮，ATO 列舉

了三種情境並且說明官方是基於何種依據而做出判

不受影響。此消息對於需要經常性地進行跨境資金
然而，本次草案當中仍舊留下了一些尚待釐清的內
容，舉例而言，在該草案某個釋例中，ATO 針對一

起國外企業貸款予澳洲公司，澳洲公司須支付利息
的案例中，聲明稅捐機關將可行使其裁量權以適度
調整澳洲公司可認列之利息費用，但卻並未提及具
體的作法。

觀察與解析

本次草案實施後，納稅人可藉此重新審視、規畫自

身境內外之資金安排以了解相關稅務風險，對於經

常同時涉及債務以及權益性質的資金安排之納稅人，
此舉尤為重要。
資料來源：

【Deloitte：Global Transfer Pricing Alert 2018-031
- Australia issues guidance on transfer pricing and
financing arrangements】。

Tax Services

稅務
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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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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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低稅率國家名單

為遵循 OECD 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行動計畫，打擊國際稅務避稅行
動，荷蘭政府於 2018 年 12 月 28 日公布低稅率國

家名單，共有 21 個國家及地區。荷蘭政府新聞稿說
明此名單之公布證明政府打擊避稅行動之承諾及決

稅款。此舉將有助於防止資金借道荷蘭流至租稅
天堂。

3. 對交易涉及集團總部位於低稅率國家名單之公
司，荷蘭稅局及關稅局將不再針對此類交易發布
解釋令。

心。值得注意的是，荷蘭此份名單比歐盟公布之稅
務不合作名單涵蓋範圍更廣。

該名單包含美屬薩摩亞、安圭拉、巴哈馬、巴林、

貝里斯、百慕達、維京群島、開曼群島、關島、根
西島、馬恩島、澤西島、科威特、卡達、薩摩亞、

沙烏地阿拉伯、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千里達及托
巴哥共和國、瓦努阿圖共和國、美屬維京群島、及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國家及地區。這些國家及地區

共同特點在於免納公司所得稅、公司所得稅率低於
9% 或本身列於歐盟稅務不合作國家名單。低稅率國
家名單未來將每年更新。

低稅率國家名單將適用於以下三項打擊避稅措施中：

1. 2019 年 1 月 1 日施行之受控外國公司法規，立
以規避稅負。

2. 引入符合條件之利息及權利金所得扣繳規定。新

制擬於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如果註冊
於低稅率國家名單之國家或地區，則給付自荷蘭

之利息及權利金所得，將須被扣繳 20.5% 之扣繳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法意旨在於避免公司藉由移轉動產至低稅率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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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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家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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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台商企業進行台灣主體架構重組
為海外主體架構應關注議題解析 ( 下 )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國際 / 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 / 林淑怡會計師、廖家琪協理

延續上期提及台灣母公司如何轉換為海外集團下之

股權退予股東，惟此方案需考量較多議題，如：(1)

下之轉投資標的重組方式說明如下：

外財產退還股款及同意該財產價值，若遇失聯股東

子公司後，另外還需一併考量原本在台灣母公司項

海外集團總公司收購海外轉投資事業個體

台灣母公司得選擇以買賣或減資退實物資產方式處

理海外轉投資事業，茲將得執行方式及可能稅負影
響分別說明如下：

一、以資金買賣

程序相對簡便，股東需評估資金來源或融資可行性，

惟台灣公司獲取轉讓價金後若欲返還予股東，則需
另行評估執行方式及可能衍生之股東稅負成本，否
則，該筆轉讓價金將視為股東需另行籌資於集團使
用，增加股東額外資金投入成本及事前需與小股東
溝通之困擾；另外，所有海外集團總公司背後之台

籍股東將全數向投審會提出收購大陸公司申請程序。

二、減資退長投

依台灣公司法第 168 條規定：「公司非依股東會決
議減少資本，不得銷除其股份；減少資本，應依股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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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所持股份比例減少之。但本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規
定者，不在此限。公司減少資本，得以現金以外財

產退還股款；其退還之財產及抵充之數額，應經股
東會決議，並經該收受財產股東之同意。前項財產
之價值及抵充之數額，董事會應於股東會前，送交
會計師查核簽證」。故若不欲採籌措資金方式，台
灣母公司得經股東會同意辦理減資以其轉投資事業

需由所有股東簽立切結書同意台灣母公司以現金以

將無法取得其切結書僅能採現金減資方式 ( 先由法院
提存，未來較易產生爭議 )，因此台灣母公司仍將持

有少部分轉投資事業股權，需有其他股東另出資金

買回股權始能完成 100% 收購；(2) 需檢附台灣母公
司及境外公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報，且財報需具

合理性；(3) 減資退長投只能退予原股東，故若原台
灣母公司股東為個人或台灣投資公司欲改為海外投

資架構須另行調整，增加作業複雜度且可能衍生股
東稅負成本，且最終需以海外集團總公司以股作價
再取得股東持有之海外轉投資事業股權，程序相對

複雜；(4) 台灣母公司股東因間接受讓大陸公司股權，
台籍股東需全數向投審會提出收購大陸公司申請程

序，且以減資方式受讓大陸股權案例較少，可能較

難掌握取得許可時間，另台籍法人申報需達投審會
要求之財務比率 ( 如：流動比率 > 100% / 速動比率

> 80% / 負債比率 < 50%)，因投資公司通常較難符
合上述比率條件，需先行確認或評估改善財務比率
計畫可行性，將增加整體股東全數取得核准之不確
定性。

三、稅負影響

1. 間接移轉大陸股權所得稅：

若轉讓價金超過原始取得成本者將納入台灣母公司

之營利事業所得課徵 20%，另外，中國大陸亦將依
據國家稅務總局 2015 年第 7 號公告「關於非居民

企業間接轉讓財產企業所得稅若干問題的公告」規

台商企業欲進行前述投資架構重組作業前，應整體

徵 10% 資本利得稅，且該稅款無法於台灣母公司進

法令遵循之申報方式及是否需備妥資金進行股權移

定，若判斷無合理商業目的之間接股權移轉可能課
行抵扣，將產生雙重課稅問題。
2. 減資股東稅負：

股東因轉投資之台灣母公司進行減資獲取之資產價

值超過原始投資成本者將視為股東之股利所得，台
灣法人股東獲配盈餘可依所得稅法第 42 條規定暫免

課稅，惟台籍個人股東獲配股利將適用今年度起生
效之股利所得新制課稅方式 (28% 分離課稅或併計綜

合所得以股利所得 8.5%、上限 8 萬元之抵減稅額方

式二擇一 )

3. 調整股權股東稅負：

若採減資退長投方式因僅能退予原股東，若欲改為
海外投資架構須另行調整，將產生台籍個人股東海
外所得及台灣投資公司營所稅議題。

評量各階段重組程序及時程、衍生稅務風險及成本、
轉等層面議題，例如：上述兩大階段重組作業之先

後執行順序影響層面、重組前需與所有股東溝通是
否同意轉換至海外架構及因應方式、若合資對象為
陸資需留意是否達到「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
辦法」規定之陸資條件及台灣公司是否為核准之正

面表列經營項目、若重組前原大股東欲先進行股權
結構精簡或調整程序，可能額外產生股東所得稅議
題等。綜上所述，因股權調整方案無論是否以資金
進行，皆會涉及兩岸所得稅議題，若欲採不執行資
金流程方式需評估是否符合法令規範條件及可能增

加執行程序複雜度，且不同方案於各層面皆有其優
缺點，尤其台灣個人及法人稅負規定或稅務減免優
惠不盡相同，不同決策方案將影響個人股東及公司
甚廣，建議企業需事前作全面性評估後才能做最完
整通盤之規劃。

案例公司投資架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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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集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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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新個人稅法下，相關優惠政
策的銜接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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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集忍協理

中國大陸自 2018 年下半年起，陸續發佈了新個人所
得稅法暨其實施條例，以及相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

其中外籍人員最關注的坐月子條款，在新發佈的實
施條例中除了明確保留外，還進一步將全球課稅的

認定年限由五年延長為六年，對長期派駐大陸工作
的外籍人員是一大利多；接下來大家所關注的，將

會是在原個人所得稅法下可享受的優惠措施，是否
在新稅法下繼續保留，財稅 2018 年第 164 號文件

的發佈，明確了部分優惠的銜接與適用問題。

全年一次性獎金的稅務處理

員工取得全年一次性獎金 ( 例如年終獎金、分紅、

績效獎金…等 )，為避免當月所得畸高而增加稅務負

擔，舊稅法規定可將一次性獎金單獨作為一個月的
工資所得計算納稅，具體作法是先將員工當月內取
得的全年一次性獎金除以 12 個月，依其商數即可適

用較低的個人所得稅稅率。

新稅法的精神是依個人的年度綜合所得合併計稅，
理論上納稅人從 2019 年起取得的全年一次性獎金，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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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併入當年綜合所得一併計稅。

個人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取得的全年一次性獎金，
則只能併入當年綜合所得合併計稅。

在三年過渡期內，納稅人可以按自身薪資結構選擇
有利的申報方式，一般來說，固定月薪較低，但一

次性績效獎金較高的個人，可能選擇將一次性獎金
併入年度綜合所得較為有利。

外籍個人的津貼與補貼

新稅法規定，納稅人發生符合規定的子女教育、繼

續教育、大病醫療、住房貸款利息 ( 或者住房租金 )
及贍養老人等支出，可以作為專項附加扣除，在計
算應納稅所得額從收入中減除。而在舊稅法下，外

籍個人 ( 含台港澳 ) 從企業取得符合規定的住房補貼、
語言訓練費、子女教育費等津補貼，可享個人所得
稅免稅優惠。

上述新舊稅法規定的專項附加扣除 ( 或津補貼 ) 有部

分重疊，在新稅法實施後該如何適用？ 164 號文件

即應納入年度綜合所得合併計稅，但為確保新舊政

允許納稅人在 2019 至 2021 三年的過渡期內，可以

2021 三年的過渡期內，可選擇下列兩種方式之一申

享受住房補貼、語言訓練費、子女教育費等津補貼

策的穩定過渡，164 號文件允許納稅人在 2019 至

報納稅：

• 全年一次性獎金不併入當年綜合所得，而將該獎

金收入除以 12 個月，依其商數確定適用稅率和速
算扣除數，單獨計算納稅。

選擇享受新稅法規定的專項附加扣除，也可以選擇
免稅優惠政策，但不得同時享受。外籍個人一經選

擇，在一個納稅年度內不得變更。並且，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外籍個人將不再享受住房補貼、語言
訓練費、子女教育費津補貼免稅優惠政策，應按新
稅法規定採用專項附加扣除。

目前有部分台資企業分兩地支付台幹薪資，是否也
因新的稅法規定利用了兩岸的扣除項目進而減少應

納稅所得額？在此需要提醒的是，當申報的所得扣

除專項附加扣除後明顯低於一般水準者，將會是未
來稅局關注的焦點，再則個人反避稅之規定與 CRS
的實施，都將是稅局稽查的手段與管道，是以運用
扣除額還是需要注意其合理性。

其他優惠政策的銜接與適用

針對大陸上市公司的股權激勵所得 ( 例如股票期權、

股票增值權 )，164 號文規定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前，不併入當年綜合所得，全額單獨適用綜合所得
稅率表，計算納稅。

個人解除勞動關係，從企業取得一次性補償收入，
164 號文仍保留現行 3 倍數額內的免稅規定 ( 在當地
上年職工平均工資 3 倍數額以內的部分，免徵個人
所得稅 )；超過 3 倍數額的部分，不併入當年綜合所
得，單獨適用綜合所得稅率表，計算納稅。

其他如個人到達法定退休年齡領取的年金所得、提
前退休取得的補貼收入、或是企業向員工低價售房
的價差所得，164 號文均有相關規範。

企業應抓緊時間，及時因應

自 2018 年底以來，中國大陸主管機關發佈了一系列
新個人所得稅法的配套規定，站在企業立場，應特

別關注員工個人薪資 ( 含獎金、津補貼、獎酬…等 )

結構的合理性與履行扣繳義務的合規性。164 號文

在一次性獎金、外籍個人的津補貼及股權激勵所得
方面，給了納稅人三年的過渡期可以做彈性選擇，

企業宜儘早進行稅負試算，評估大陸企業薪資結構、

獎酬政策及津補貼政策的合理性，並把握在此過渡

期內進行必要調整，以協助員工爭取享受相關個人
稅的優惠待遇。

此外，在新稅法下，大陸企業所有員工發生教育、

醫療、住房及贍養老人等支出，將會提出相關支出
訊息要求企業在扣繳薪資所得稅款時辦理專項附加

地處理大量的扣除資訊，則應思考是否需導入專業
的個人稅資訊系統，以確保企業端的扣繳義務，以
及個人端的納稅義務均能合規履行。

稅務面面觀 勤業眾信通訊

扣除，若企業評估本身的資訊系統無法正確且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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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Services

法律諮詢
服務專欄

張憲瑋

資深律師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公司治理人員如何協助董事會遵循法令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 張憲瑋資深律師

依照臺灣證券交易所在民國 ( 下同 )107 年 12 月 27

董事會時無需重複會計師已進行過的審計程序，而

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之第 20 條

有觸動預警指標時，公司治理人員即應進行相關調

日發布之「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第 3 項規定，上市公司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壹佰億

元以上及金融保險業依主管機關規定者，應設置公
司治理主管，本次新增規定的最大挑戰在於公司治
理人員之職務內容包括協助董事、監察人遵循法令，

該如何執行此一任務，將是公司治理主管必須加以
思考的一大議題。

以董事會遵循法令的角度而言，大體可分為兩大類，

第一大類是公司各單位提交董事會的議案，包括財
務報表的通過及各項投資案、交易案件的審查，或

是議案在程序上的實質審查，例如公司法第 206 條

新增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
從屬關係之公司有利害關係時，該董事不得加入董
事會討論或表決，若違反該董事為之決議將無效，

故董事會是否須考量如何有效地確認利害關係人。
第二大類是，除送交董事會的議案之審查外，如發
現公司經營階層有貪腐情事時，為避免瓜田李下，
已不宜由總經理進行監督，站在董事會的高度，自

宜對公司反貪腐管理之法遵計畫加以控管，這就是
法律諮詢服務專欄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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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董事會在遵循法令上主動積極的一面。

以財務報表而言，董事個人直接就財務報表的主要
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負擔推定過失責任，而

非屬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在董事會決議違反法令時

才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所以董事如何證明已詳

細審查財務報表，實屬一個實務上不易處理重要議
題。但因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係以抽查方式進行審
計，本來就是在有限的時間內進行查核，本文認為

宜參考過往財務報表不實案例，建立審查指標，當
查程序，釐清是否具有財報風險的疑慮。

至於投資或交易案件，除宜建立警示案件指標外，

在人力時間的負荷許可下，亦宜參考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金上訴字第 2 號刑事判決所揭示的商業判斷

法則可以免除董事個人承擔公司損失的責任，故啟
動商業判斷法則的審查機制即可協助董事會有效遵

循法令。本文建議，公司治理人員宜協助建立商業
判斷法則的審查流程，包括利害關係的審查、交易
對手的審查、交易標的之審查、交易合理性的審查

及交易目的之審查等等，如屬風險較高的案件，宜
徵詢主管機關、外部專業人士的意見。

公司治理主管既負擔協助董事遵循法令的職務，本
文建議今年度應設置公司治理主管之上市公司，可
考慮先著手建立董事會議案審查程序，至少包括財
務報表之審查程序與投資交易案之審查程序，以求
落實公司治理人員設置之法令意旨與提升董事會效
能之公司治理藍圖所設定之目標。

Risk Advisory

風險諮詢
服務專欄

張益紳

執行副總經理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股)公司

徐潔茹

協理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股)公司

2019 金融服務業 - 打造稽核新方法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 ( 股 ) 公司 / 張益紳執行副總經理、徐潔茹協理

走過 2018 年，整個金融服務產業發生了些變化，利

率持續維持在低檔，公司策略仍聚焦在降低成本，
而英國脫歐及中美貿易戰依舊是全球政治上的重要
議題。

儘管如此，金融服務業的內部稽核部門仍如同其他
單位不停追求創新及優化，藉由引進新概念、新方
法、新科技、新人才以更符合利害關係人的期望，

以更有效率的方式進行確信作業，為企業提供更高
的價值。

我們特別提出了一些金融服務業的稽核新方法，希

望有助於內部稽核進行年度稽核計畫時，能與主要
的利害關係人與團隊成員，進行更有意義的風險議
題探討，並思考如何協助內部稽核部門的數位轉型。

內部稽核如何應用敏捷式概念？

敏捷式內部稽核是一套經過驗證的執行框架，聚焦
團隊價值與影響力。透過敏捷式技巧的應用，內部
稽核團隊可提供更好、更快的工作成果，並使成員
的工作過程更加愉快：

1. 透過與利害關係人更好的互動，有助於內部稽核
創造更多價值與影響力；

2. 使問題更快浮出水面，迫使團隊成員能正視、改
善及促進稽核作業品質；

3. 關注團隊整體表現、生產力提升、創造穩定的工

作模式，及透過對團隊成員的賦權以建立信任感；

4. 減少投入資源並最小化為提供確信所需的稽核工
作時間；

敏捷式內部稽核 (Agile Internal Audit)

5. 透過迭代與協同的方法，使內部稽核作業能快速

敏捷式 (Agile) 方法是當前正逐步興起的熱門議題。

6. 創造團隊當責文化，賦權團隊成員進行決策、成

敏捷式內部稽核的重要性？

在整個金融服務產業中，內部稽核部門引進敏捷式
的概念，並應用其價值與原則於內部稽核實務中的
企業數量有顯著的提升。敏捷式內部稽核是一個心
態的轉變，它能協助塑造一個合作的環境，透過迭
共同解決稽核問題。

然而敏捷式內部稽核不一定適用於每一個金融機構，
在決定是否採取該方法前必須審慎考量成本效益。
因此許多內部稽核部門在正式採取行動前會先舉辦

的投資。一旦企業釐清內部稽核的願景及敏捷式內
部稽核的發展藍圖，下一步則是啟動先導計畫。

潛在挑戰？

敏捷式內部稽核可能面臨的挑戰：

1. 高層的態度：敏捷式內部稽核不是方法論，而是
一種心態的轉變及藉由技巧及流程所構建的執行

框架。採行敏捷式方法需要管理階層行為模式的
轉變。

2. 指導：要確實做到團隊成員的心態轉變，需要管
理高層帶頭落實變革，以及整個組織對敏捷式方

法的支持。成功採行敏捷式方法的那些組織，便
是透過管理高層作為敏捷式教練，協助團隊改變
他們的行為。

勤業眾信通訊

工作坊或啟動先導案，以評估是否該進行更進一步

員相互學習並感覺受到肯定。

風險諮詢服務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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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因應企業需求而進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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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才 (Talent)

品質保證 (Quality Assurance, QA)

內部稽核成員角色及其職權愈來愈被強調，審計委

內部稽核利害關係人及管理者愈來愈關注稽核的職

因此，聘僱非傳統稽核背景人員 ( 如會計師 ) 以及特

帶來的價值、成果以及影響進行評估。

為什麼重要？

員會期望內部稽核可提供更多更複雜的確信型態。
定專業領域人才 ( 如精算師、風險管理專家、資料科
學專家 ) 就愈顯重要。加入多元專業人才將有助於內
部稽核回應當下以及未來的挑戰。

稽核如何發揮專才的優勢？

越來越多的內部稽核部門培養建立自家的資料分析、
資訊安全、及精算能力，但許多組織卻未能吸引這

些專才。以下幾點建議將有助於那些以傳統稽核資
源為主的組織迎向可能面臨的挑戰：

1. 辨識團隊內的技術缺口：內部稽核部門應針對潛
在的技術缺口進行初步評估，並與審計委員會成
員及呈報主管進行討論，以利於找出必須優先解
決的技術缺口。

2. 善用協同稽核資源：許多外部服務廠商可配合企

業需求，提供特定專業技能，當預算有限或某項
專業領域技術僅有一次性的需要時，可考慮聘請
外部人員進行單次的稽核作業。

3. 靈活運用現有的企業內部專業人才：以暫時調任

或借用企業內部既有的專業人才，如資訊、資料
分析、及其他團隊人力以彌補技術缺口，在短期
是較符合成本效益的做法。

潛在挑戰？

雖然在蓬勃發展的金融服務市場中，延攬各種不同
領域的專才儼然成為一種趨勢，但仍存在以下幾項
潛在挑戰：

1. 預算：聘任專業人才的成本高昂。尤其在內部稽
核預算長期固定的情況下，招聘專業人才的支出
將更顯昂貴。

風險諮詢服務專欄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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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費時：找出合適的人才以在適當的時機發揮專業
將需要花費不少時間。

3. 訓練：專業人才轉任至內部稽核部門將會需要
一段培訓期以學習內部稽核的工作模式及專業術
語。

為什麼 QA 重要？

權範圍及方法程序，他們期待針對內部稽核為組織
不同規模的內部稽核部門都在嘗試改善品質保證的

創新方法，以兼顧各方面的稽核品質。內部稽核品
質保證的範圍包括了：方法論的遵循、稽核風險、

持續改善機會、稽核價值創造、學習發展以及文化。
許多內部稽核部門採行的品質保證尚包含了品質指

導 (Quality Coaching)，此方法可協助保質保證但又
不失獨立性及客觀性。

其他企業則持續採行更政策導向的方法，重視方法
論的遵行及確保內部稽核人員能維持獨立性。

內部稽核如何充分發揮品質保證？

越來越多的內部稽核部門利用不同類型的品質保證，
並在稽核作業的各個階段加以設計以納入品質保證，
其目標還包括了協助持續發展及改善內部稽核團隊。
一些具體的例子包括：

1. 動態覆核 (In flight reviews)：透過高度涉入參與
並即時提供回饋予稽核團隊，以針對稽核循環中
的關鍵點進行影子覆核 (Review Shadowing)。

2. 主題式覆核：針對高風險或高影響領域的稽核報
告進行事後抽樣覆核。

3. 持續性監控：針對內部稽核部門追蹤與品質保證
有關的關鍵績效指標、辨識目前興起趨勢或重大
議題、以及部門內的資訊透明度

4. 數據分析：針對一些較大的內部稽核部門可透過

資料分析，以即時發現重大品質議題 ( 如查核時
間、稽核檔案中保存的文件數量、及稽核報告歸

檔時效 )。透過持續性監控能力將有助於建立前
瞻性預見能力、主動積極的角色以驅動提升稽核
品質水準。

5. 報告：在規模較大的內部稽核部門中，建立起稽
核品質保證與內部稽核負責人例行會議，將有助
於負責人的管理職能的發揮。

潛在挑戰？

稽核部門採取修正後的保質保證方法將可能會遭遇
到以下挑戰：

1. 資源：要採納新的品質保證方法將需要更多資源、
技術能力或專業知識，有些情況下，內部稽核部
門會考量將品質保證委外進行。

2. 溝通：新方法的引進將帶來部門改變的需要，任
何改變都需要預先管理及與部門成員清楚溝通。

3. 途逕：內部稽核部門如有良好發展與清楚說明的
品質保證方法，將會提升內部稽核團隊的自信心
並帶來抗拒減緩的監理紅利，進而可採取入侵性
較低的推動方法。

4. 回應性：當稽核部門導入了敏捷式內部稽核後，
內部稽核團隊將需要思考如何發展一個同樣具有

回應性的品質保證方法，以反映敏捷式內稽的價
值與原則。

以 網 路 為 基 礎 的 風 險 感 應 機 制 (WebBased Risk Sensing, WBRS)
為什麼重要？

隨著資料的價值愈來愈受重視，更多有效率、目標

導向評估及分析資訊的方法也隨之出現。危機感應
機制即是利用分析開放式資料，進而發掘正在發生
的風險。企業可以用來處理以下挑戰：

1. 監督與追蹤監管環境，包括辨識全球性監管體制
的變化；

2. 辨識商業風險，並連結不同領域的風險節點；

3. 透過資料分析，洞察並建立可執行的資安情報予
決策者；

4. 了解企業的數位化歷程與發展。

內部稽核如何發揮風險感應機制的優勢？

風險感應機制是一項新興科技，能提供可執行的資
安情報予內部稽核部門，同時可應用在年度稽核計
畫及稽核生命週期，說明如下：

1. 風險評估與年度計畫：內部稽核部門可以利用風
還能提供審計委員會潛在隱藏風險的概況；

2. 查核範圍：風險感應機制也可以被利用在稽核計
劃進行的過程中，找出關鍵優先項目以及界定查

3. 實地查核與報告：風險感應機制可以藉由資料分

析，在稽核的實地查核與報告上，提供額外的商
業洞察資訊。

特、臉書等社群媒體的監測。相對於來自企業內
部的資訊，若將這些外部感知資訊應用在內部稽

核上，相對於內部產生的管理資訊，其精準度及
正確性可能較低。

2. 進入門檻：對內部稽核部門來說，要應用風險感
應機制這項新興技術存在著進入門檻的障礙。風
險感應機制通常是一項由市場上許多廠商所提供

的一種管理服務，若能與風險感應機制廠商進行
進一步溝通，可以讓內部稽核部門更了解風險感
應機制對稽核工作可帶來的助益。

行為分析 (Behavioural Analytics)
為什麼重要？

企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法規監管 - 包括行為風險及辨

識與監控對消費者不當反饋風險的能力。行為分析
方法可以幫助企業：

1. 超越傳統的監控方法，聚焦在更資料導向、自動
化監測以評估整個組織內部的風險。

2. 利用過去的行為指標作為基礎，評估固定一段時
間內的全面性行為風險，發掘異常行為態樣以進
一步調查。

3. 從過去側重時間與資源密集的覆核程序，轉導為
更有效率的方法論；

4. 辨識金融犯罪、防範舞弊以及洗錢，確保法令
遵循以及監測其他高風險領域，如交易與經紀業
務。

稽核如何運用行為分析？

行為分析代表著科技創新的前緣，可同步應用在商

業與內部稽核領域以改良過往的作業流程。內部稽
核部門可參考以下兩點：

1. 作為第一道及第二道防線的防禦機制，內部稽
核需要對科技工具的使用是否適當進行確信。最
具效率的方法即是了解演算法在支援商業運作之

餘，是否會產生偏差或錯誤。除此之外，內部稽
核亦須針對產出結果加以審視，如產出是否公平
正當。

2. 在挖掘潛在風險方面，比起傳統的抽樣查核方
法，行為分析可以挖掘出更多資訊，並擴大分析

勤業眾信通訊

核範圍；

1. 影響：風險感應機制依賴開放式資料，包括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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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涵蓋範圍，透過覆核過程中的互動，可提供較
傳統方法查核時無法獲取的資訊。

潛在挑戰

1. 成本與效益：使用行為分析工具，需要在人力投
入、導入實施、與維護成本和其所能帶來的利益
之間取得平衡。

2. 可執行的產出：確立由資料分析驅動的洞察方法，

企業擁有成千上萬小時的通話資料得以被內部稽核

用來進行語音監控分析，藉以取得更多在客戶服務
方面的新發現。然而，使用通話監測工具仍存有以
下數項挑戰：

1. 整合：與原有的一般或專案查核計畫加以整合？
這將取決於事先決定的稽核計畫範圍。

以確保相關產出能有助於商業決策，且明確可執

2. 樣本量：選定適切的、具代表性的樣本量將有助

3. 例外情況：因風險與議題的界線模糊或範圍常不

3. 可取得性：內部稽核的查核作業是否能順利進

行。

易界定，因此也提高了例外情況定義的困難度。

4. 安全考量：使用行為分析工具需要蒐集資料，內
部稽核部門必須確保蒐集及使用的資料皆符合相
關法規且避免濫用。

於內部稽核將工具的效用發揮到最大。

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資料的可取得性，若無資
料，則無法進行進一步的工作。其他考量包含如

何使用資料、如何確保過程遵守相關規範，如
GDPR。

5. 資料品質：能即時取得品質良好的資料，仍是內

風險評估 (Risk Assessments)

語音監控科技 (Call Monitoring Technology)

某些內部稽核部門指出，傳統的稽核計畫模式在風

部稽核團隊的一大挑戰。

為什麼重要？

金融行為監理機關在行為風險議程上愈來愈重視企

業提供給消費者的服務是否能達成正向結果。目前
的反饋機制皆採資源密集模式，需要大量團隊去監
控與消費者的互動。

若能使用資訊科技，將可檢視商業流程並強化管控
機制。語音分析平台便是使用認知科技與風險演算
法，藉由語音的語調、行為、情緒變化以進行監控。

稽核如何發揮語音監控科技的優勢？

相較於傳統抽樣查核方法，語音監控科技可帶來數
項優勢，並已設計納入許多使用案例以提供協助。

1. 增加語音監控的覆蓋範圍，取代傳統的抽樣查核
方法；

風險諮詢服務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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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挑戰

2. 減少人力投入與成本，讓資源得以轉移至更高風
險的互動領域；

3. 透過預應式主動發掘具高風險的語音通話，及提
升與消費者互動過程中的可視程度，以改善消費
者服務的成果。

4. 可與現有的基礎架構進行小範圍的整合，以快速
展現出語音監控科技能帶來的效益實現；

5. 利用語音監控科以技評估員工是否有遵守企業規
範的準確度更高。

風險評估的重要性？

險評估的過程缺乏透明度，許多重要的風險未被納

入稽核循環中。傳統計畫模式在過程中產生的其他
影響，諸如稽核實體規模的不一致，某種程度上將
導致以下結果：

1. 無法建立常態的稽核領域；
2. 對個別稽核實體缺乏關注；

3. 針對某風險事項是否進行評估，在不同實體之間
產生的論述並不一致。

因此，為了增加透明度以及一致性，許多內部稽核

組織重新修正了它們評估與辨識風險的計畫模型，
並以個別稽核為單位進行追蹤。

稽核如何發揮風險評估的優勢？

稽核部門應藉此機會重新檢視他們的風險評估流程

與稽核領域，以期釐清稽核計畫形成的過程及與利
害關係人、審計委員會溝通風險事項時，如何更能
增加透明度。當進行風險評估時，稽核須考慮到其
他確信提供者，並針對風險分類與報告進行校準。

從重新檢視與建立稽核計畫和稽核領域的原則做為

起點，思考內部稽核究竟要達成什麼目的？首要目

標應著眼於強化初始風險評估原則，以及個別稽核
計畫與執行風險涵蓋範圍之間的連結。

其他的優勢如：使稽核領域的組成要素與完備程度

更令人放心，僅需聚焦在主要的關鍵風險上以增加
效率，促進內部稽核部門中針對個別風險或可稽核
實體的角色與職權變得更加明確。

潛在挑戰

稽核可能會面對以下挑戰：

1. 針對現存的風險評估與計畫方法論進行修正必須

花上不少時間，尤其是對那些規模較大，以及深
度涉入、或已引進相關工具來評估風險及進行計
畫的組織而言。

2. 在稽核領域中建立稽核實體的等級 / 規模是非常
重要的，規模必須夠大，大到足以包含重大風險
及產出有意義的稽核結果，但也必須是夠精細，

足以針對關鍵風險促進細部執行計畫之形成 ( 以
及將特定領域納入聚焦範圍，如關聯企業 )。

3. 從先前的模式轉變到新的稽核模式需要一段轉換
期，才能將中間的落差調整彌補起來。

結語

前述提及的稽核新方法可供金融服務業內部稽核進

行年度稽核計畫時的參考，並可提供與利害關係人
與內部稽核團隊相關的泂察建議及值得討論的重要

議題，希望透過本文，可協助內部稽核部門進行數
位稽核的創新及轉型。

風險諮詢服務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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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觀點

陳明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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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全球高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趨勢預測

迎戰 5G 時代 人工智慧強勢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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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 年，將正式迎接 5G 行動通訊時代的來臨，

的改變。

• 2019 年，將有七成使用 AI 的公司透過雲端取得

測報告特別收錄了中國半導體產業與市場需求的研

約有 50 家電信運營商於 2020 年提供 5G 服務
此技術

• 2019 年底，智慧音箱安裝數預計將超過 2.5 億台

• 2019 年，中國製造的半導體產品營收將成長 25%
至 1,100 億美元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 2018 年 12 月 13 日

發布「2019 全球高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趨勢預測」
報告，內容指出 2019 年將聚焦產業四大趨勢，包括

: 5G 新網路時代來臨、人工智慧 (AI) 的滲透率與技

術擴展、智慧音箱成為成長最快的物聯網裝置，以

及中國半導體與電信新商業模式崛起。勤業眾信報
告指出，第五代行動通訊 (5G) 將達到規模化，為電

信業者創造新的商業模式，並為企業和使用者提供
更快速的連接。此外，雲端人工智慧軟體和服務將

令企業加速導入人工智慧，並讓不同規模企業從中

受益。勤業眾信亦預測，2019 年智慧音箱的價值將
較去年成長 63%，達到 70 億美元，成為歷史上成長

最快的物聯網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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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在大數據、雲端運算、演算法能

力進步等加乘作用下，我們見證了人工智慧與各種
產業觀點
勤業眾信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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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技術的大躍進。展望 2019 年，企業將透過雲端

平台加速人工智慧的應用，創新的技術亦將逐漸普

及於工作與生活中；而新興產業的崛起正在模糊傳
統產業間的界線，影響各產業企業組織的運作。為

迎接 5G 網路時代及人工智慧的快速擴張，企業勢必
更加聰明且有效率地深入探討新興科技對組織帶來

此外，今年的全球高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趨勢預
究。報告指出中國半導體 2019 年營收將因為人工智
慧逐漸商業化而成長 25%，可見中國的高科技發展
來勢洶洶，成為各國發展產業的關注重點之一。然
而，陳明煇指出，中國半導體業者透過政府補助支

援營運並積極自多國企業挖角產業人才，因此美國
政府已開始限制其國內企業出口半導體生產設備與

技術到中國，若中國未能成功取得核心生產設備，

貿易戰也許會損害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總體來說，

中國晶片製造產業尚未成熟，目前中國半導體產業
的成長對於台灣、日本、韓國等半導體重鎮影響還
不明朗。

2018 全球高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四大
關鍵趨勢
關鍵趨勢一：5G 新網路時代來臨

勤業眾信報告預測，2019 年將會是 5G 網路擴展的

一年。2018 年共有 72 家電信運營商測試 5G 無線
網路，其中 25 家將在 2019 年底於部分城市或地區

推出 5G 無線網路服務，2020 年預計將提升至 50
家的規模。此外，勤業眾信預估，2019 年約有 20

家廠商推出 5G 手機，並於年底出貨約 100 萬台；

2020 年底 5G 手機銷售量將有望達到 2,000 萬台；

實際銷售起飛點將在 2021 年，達成首年出售超過
一億台之目標。對於首批 5G 網路用戶而言，網速快
於 4G 無線網路技術將成為最顯著之優勢。勤業眾

信分析，5G 無線網路將改變消費者的生活互動與體

驗，提供更加快速與低延遲性服務，以滿足涵跨從
娛樂到醫療等智慧城市之生活機能。陳明煇表示，

台灣智慧型手機供應鏈已開始瞄準 2020 年起的 5G
換機潮並積極投入 5G 技術的研發。

關鍵趨勢二：人工智慧的高滲透率與技術擴
展

勤業眾信報告預測，企業將於 2019 年起加速使用雲
端人工智慧軟體和服務。其中，約有七成之企業藉

由雲端軟體獲得人工智慧技術；65% 的企業將使用

雲端開發服務創建人工智慧應用程式。勤業眾信也

認為，2020 年時使用人工智慧軟體的企業，內建人

工智慧軟體和雲端人工智慧平台企業軟體的滲透率，

眾信更進一步預測，中國晶片代工廠將在 2019 年開

始生產支援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ML) 任務專用之半導體。

近來，中國的半導體需求在國內和最終出口的加總
下，每年皆超過 50%，中國成為半導體領域主要消
費國的同時，也推動了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勤

業眾信報告也指出目前中國自行生產製造半導體僅

滿足約 30% 的國內需求，正積極擴展 14 奈米製程

之產能，然而台灣目前的技術已達到 7 奈米。相較

於台灣和其他全球大廠，中國晶圓代工技術目前仍
然落後兩到三代。

還是限制於擁有強大的財務資源、IT 基礎和專業化

2019 高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預測涵蓋
項目

動更多全面化的人工智慧功能，為企業導入更進步

到的三大挑戰與發展契機，包括 : 中國物聯網逐漸全

將分別達到 87% 及 83%。截至目前，人工智慧技術
人力資本之大型企業。而未來透過雲端技術，將推
的人工智慧，使此技術民主化，擴展至更多企業。

陳明煇建議，台灣企業應盡早評估自身的資訊聯網
程度與人工智慧需求，並透過雲端服務把握此波人
工智慧轉型優勢。

關鍵趨勢三：智慧音箱成為成長最快的物聯
網裝置

勤業眾信預測，結合物聯網與語音助理的智慧音箱，
將於 2019 年創造約 70 億美元價值。未來，智慧音

箱將以一年 63% 的成長率，成為 2019 年全球成長
最快的物聯網裝置，並於 2019 年底前達到安裝超過

2.5 億台的紀錄。以 2017 年為例，智慧音箱銷售地
點主要為英語系國家，然而，非英語系國家之市場
擴張將始於 2019 年初。除了支援多國語言，智慧音

勤業眾信更進一步預測，2019 年高科技產業將會遇

方位攻佔市場與人類生活；而 3D 列印技術藉由創
新材料之使用，已達前所未有的快速產品設計；至

2023 年時，量子運算技術將為生活帶來更加快速和
智慧的網路便利性。

中國互聯網創造新的數位商業模式

勤業眾信預測，中國將於 2019 年擁有全世界領先的
電信網路。這項網路系統設施將強化「行動支付、

電子商務、自行車共享」三項重要新興產業，並預

期每個產業將於 2023 年時，創下百億美元的生產收
入。

突破性的 3D 列印新技術

勤業眾信預測，2019 年時企業 3D 列印設備、材料

箱之語音辨識準確率也因人工智慧技術而不斷進步，

與服務的銷售額，將有望超過 27 億美元，並以每年

年內由 8.5% 降到 4.9%。勤業眾信亦預估，長期來

30 億美元。過去 5 年當中，適用於 3D 列印之材料

例如在 2017 年 Google 英文語音辨識的錯誤率於一

看供工作場所用途之智慧音箱數量可能超過家庭使

12.5% 之成長比例逐年攀升，預計至 2020 年可突破

已增加一倍之多，3D 列印技術的突破將持續為製造

用；對於視障人士而言，智慧音箱更是有利於其電

業帶來改變。

關鍵趨勢四：中國人工智慧晶片與半導體產
業之崛起

勤業眾信預估，量子運算技術將成為未來產業最大

腦的操作。

2019 年 中 國 製 半 導 體 產 品 營 收 將 成 長 25%， 從
2018 年的 850 億美元提升至 1,100 億美元，以滿足

健的半導體供應能力為國家的重要發展計畫，未來
將更積極地投入及培養在地廠商的製造能力。勤業

定之必要性與不可取代性。勤業眾信表示，在 2023
年之市場上，量子電腦將有機會以每年平均 50 億美
元的價值媲美超級電腦。

更多關於 2019 高科技、媒體及電信產業報告預測，請參見
https://deloi.tt/2EdVc5U

勤業眾信通訊

中國日益增加的半導體需求。中國政府表明，更強

的營收項目之一。即便如此，傳統電腦仍保有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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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運算堪稱未來 10 年的最大創新技術

19

Industries

產業
觀點

張益紳

執行副總經理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股)公司

舒世明

石油、燃氣與化學產業負責人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客戶關係管理 (CRM) 對台灣化工集團
帶來的改變與轉型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 ( 股 ) 公司 / 張益紳執行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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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於 1965 年成立了化工公司，在台灣北部及南

怕花了錢買系統，系統建置好了，卻沒有人使用，

短短 12 年期間將公司推上上市上櫃公司規模，原先

甚至影響主管們進行決策參考，我相信這是一般企

部成立了多家化工廠，展開了化工事業的第一步，

以台灣市場為主，漸漸於 1995 年布局於海外，並在

中國大陸成立多家工廠，同時也將海外事業版圖拓
展至美國及世界各地；2016 年跨足光電讓整個集團
的產品朝向多角化經營方式，從事化工、塑膠、橡

膠、電子化學品、銅箔、太陽能等領域。即使將集
團推至國際化，當時企業董事長，卻已經在思考未
來幾年，除了在生產、研發投入更多的資金外，在

業在評估系統建置時，造成猶豫不決的主因。

該化工集團董事長有著與其他高階主管不同的思維，
難道企業要做 CRM，就是從系統下手嗎？系統建置

好了，CRM 就是做起來了？ CRM 做起來了，代表

企業就是轉型成功？

因為化工集團董事長對於企業 CRM 執行方向的疑

客戶及業務人員在銷售管理上是否可以更加效率化

慮，勤業眾信在一開始接觸客戶時，分享了許多

團邁入另一高峰。

戶關係管理進行作業上或服務上的優化，提升整體

及服務差異化，對集團進行整體效能提升，帶領集
在 勤 業 眾 信 還 未 接 觸 化 工 集 團 之 前， 就 得 知 該

集 團 為 了 客 戶 關 係 管 理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以下簡稱 CRM) 系統建置籌畫了幾
年，但始終僅於籌畫階段，集團董事長期望可以在

單一平台上查看到客戶相關資訊，且不會因為業務
人員的離職，而失去對這個客戶相關訊息，並擔憂

投資 CRM 系統建置是否可以達到預期效益，而在進
行多方評估與考量，畢竟系統建置的投資，企業最

產業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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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系統上的資訊可靠性低，無法達到預期效益，

CRM 系統建置的案例，說明國外集團企業無不朝客
業務團隊的能量，以因應市場變化及面對競爭者帶
來的挑戰；另外，同時分享勤業眾信對於 CRM 成熟

度分析之方法論 ( 圖 1：客戶全週期管理 )，說明如
何從策略面、作業流程面、系統管理面，讓企業了

解到在進行 CRM 推行時，應從不同的構面檢視，才

能知道企業該從哪個構面強化不足之處，進行全面
改善後，才能將 CRM 的效益在企業裡體現。

圖 1：客戶全週期管理

勤業眾信依據客戶全週期管理相關構面，逐一與企

的記錄與規劃，有些業務人員則信任自己的記憶能

將這些瓶頸與困境，依據勤業眾信最佳實務經驗，

自己的一套方式在管理。雖然對有些企業而言，僅

業進行現況作業檢視，找出作業上瓶頸與困境，並
給予改善方向與建議。在此次委任案中，分析六大

事業單位 CRM 作業流程現況，找出 57 項可改善的
項目，並針對 57 的改善項目，制定出 CRM 實施藍

圖計畫，分別為短期階段 31 項、中期階段 13 項及

長期階段 13 項。短期階段預期效益目標主要是透過
客戶 360 平台建立，以提高客戶服務品質及增加集

團行銷活動設計度；中期階段則是以關鍵客戶管理、
經銷商管理、客戶滿意度系統化、定價系統化等主
軸，以提升客戶了解度、跨部門溝通效率為預期效
益目標；長期階段主要是跨系統資訊介接，讓業務
人員取得較完成的業務資訊，例如：船務公司運費
查詢，可提供業務在進行客戶報價之參考，以提升

力，不管在對客戶管理或者是銷售業績檢討，都用
在乎的是業務人員有沒有拿到單，而忽略了「經營
客戶」這件事情。業務人員與其他單位人員相比，

人員離職的流動率偏高，企業可反觀思考，若業務
人員離職後，新業務人員面對客戶是新的開始，難

道客戶就要接受重新的客戶服務嗎？好的客戶服務，
應該是讓客戶認為企業是一體的，不管面對任何人，
企業對客戶是有所認識。如此一來，要達到這樣的
目標，除了系統建置外，作業流程標準化是有存在
的必要性，讓業務團隊所有人員作業一致化，企業
不管是對內之管理，還是對外之客戶服務，都能達

到一定程度之品質提升，勤業眾信於該委任案中，

協助客戶建置了 13 項 CRM 作業流程標準化之設計，

業務作業效率。讓企業在推行 CRM 時，明確知道執

讓所有事業單位之業務團隊，對於日常作業該如何

當企業了解 CRM 實施藍圖計畫後，標準化作業流程

除了 CRM 實施藍圖計畫及作業流程標準化外，KPI

行的方向，最終才能達到 CRM 實施成功後的目標。

是在 CRM 實施過程中不可被忽視的議題，透過變革
間，該企業舉辦 CRM 創新競賽活動，動員所有事業

單位業務團隊，以 Top Down 的理念，激發各業務

況訪談時，了解到即使同一個事業單位，業務同仁
每個人的做法皆有差異，最主要的是「人」對於管

理的概念，有些業務人員會將日常工作進行系統性

業花了錢在做這些規劃及標準化，若企業團隊不落
實執行，再好的規劃及計畫也只能成為空談。企業
常常陷入一個迷思，認為系統建置好了，就會有人
使用，有了藍圖規劃就會有人執行，但往往在進行
實施計畫檢討的時候，發覺事實並不如預期，客戶

常常問我們，那我該怎麼做才不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勤業眾信於該委任案，了解到各事業處對於業務團

勤業眾信通訊

團隊對 CRM 創新應用之發想，並透過與業務團隊現

是在進行 CRM 實施成功與否很重要之因素，雖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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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能有所遵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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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 KPI 績效考核之機制，於 CRM 實施後，增列了 4

在邁入全球市場時，亦意識到雖然每個事業處都有

人員配合企業政策上之執行，差異化之績效考核方

額在進行排名，但因為每個事業處的產品市場成熟

項 KPI 於現行 KPI 績效考核，以鼓勵的性質讓業務
式，才能推進 CRM 實施動力。

在整個委任案過程中，除了找出作業瓶頸或困境、

提供改善建議、制定 CRM 實施藍圖及規劃、CRM
作業流程標準化及 KPI 增列外，同時亦蒐集客戶對

於 CRM 系統之需求，成為未來系統評估標準之一，

讓企業與業務團隊更能知曉對於 CRM 系統功能的要

求，以協助企業在管理上之需求及業務團隊透過該
系統工具讓他們的作業更加效率化。

對企業而言，CRM 系統建置並不代表 CRM 實施已

經完成，這只是 CRM 實施藍圖計畫的一項里程碑，

讓客戶滿意這件事情，不僅僅在產品的優劣或價格
上的競爭，客戶的服務也是客戶在選擇廠商考量因
素之一。因此，該化工集團董事長意識到 CRM 對於

企業的改革還未結束，於經營會議上主動提出 CRM
實施藍圖計畫下一階段需進行的事項，列「關鍵客

戶管理」為下年度執行計畫重要項目之一，勤業眾
信因前委任案的成果，讓該企業持續委任該項目之
顧問工作。

國際化之集團大部份對關鍵客戶都有專屬的服務團

隊在處理這些重要客戶的需求及問題，該化工集團

列出關鍵客戶，一般都是以總出貨量或是總出貨金
度及競爭對手的狀況，單純用總出貨量或是總出貨
金額是無法客觀判定這些重要客戶是否真的值得長

期經營，或者是建立更深的合作關係。一開始勤業

眾信在與業務團隊及主管接觸時，查覺到同一個事
業單位，業務人員在選擇關鍵客戶的條件皆有不同，
每位業務人員之間不同外，與業務主管也有所不同，
甚至與企業高階主管的認知也有所差異。由此可見，

雖然各事業單位都有列出關鍵客戶，但這些關鍵客
戶選擇的標準卻不一致，此狀況可能發生，企業認

為是關鍵客戶需要更好的服務，但業務人員卻沒有
提供該關鍵客戶該有的服務，進而影響企業營收。

勤業眾信透過關鍵客戶選擇矩陣 ( 圖 2) 兩個角度，

一個角度為客戶認為該企業對他的重視程度，稱
為 Relative Strength (X 軸 )； 另 一 個 角 度 為 該 企

業 認 為 客 戶 對 企 業 的 吸 引 程 度， 稱 為 Customer
Attractiveness (Y 軸 )。依據不同角度定義其評分指

標，並結合當年月企業對於客戶關係管理策略給予
不同的百分比，將不同的評分指標以量化的方式，

計算出每個客戶之分數，再依據關鍵客戶選擇矩陣，

辨識出這些客戶屬於哪些類型，將關鍵客戶選擇標
準化是進入關鍵客戶管理第一步。

圖 2：關鍵客戶選擇矩陣

產業觀點
勤業眾信通訊
22

於該委任案中，了解到第一線業務人員或研發、生
產團隊對於關鍵客戶與一般客戶服務差異化一知半

解，依舊以過往服務的方式，誰先下單就先提供貨
給客戶，誰先反應問題就先處理誰的問題，以時間

序的方式來處理任何客戶的需求或問題。在關鍵客

戶管理第二步很重要的工作，是將服務差異化定義
出來，才能讓業務、研發及生產團隊有所遵從。最

後再結合 KPI 績效考核機制，讓整個企業團隊落實

執行關鍵客戶管理，將服務差異化反應至關鍵客戶，
帶動企業整體營收成長的契機。

客戶關係管理是僅於消費性產業才會需要重視，在
台灣隨時隨地，在結帳的時候，店員通常都會問「有

沒 有 會 員 卡？」、「 要 不 要 累 積 點 數？」， 這 些

CRM 管理的重點與化工產業或是其他製造業有很大
的差異，但並不代表這些產業不需要做 CRM，其實
這些產業的企業主們漸漸發覺到，CRM 在他們的產

業也是在永續經營上不可或缺的一環，因為在企業
經營上，除了降低營業成本外，企業要成長最重要

的是如何增加收入，因此 CRM 是企業開始著重的管

理方向。該化工集團在 CRM 實務上是很好的成功案

例，透過 CRM 實施藍圖計畫、CRM 作業流程標準

化、CRM 系統建置及關鍵客戶管理機制建立，並結
合 KPI 績效考核機制與變革管理，從規劃到執行都

有完整的措施，其餘就等到執行後，檢視預期效益

的成果，勤業眾信相信 CRM 對於企業的改革與轉型

會有很大的助力，而這個助力將會轉變成企業營收
成長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我們可以拭目以待企業改
革或轉型所帶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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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組織在經營階層交班時，面臨的不止是經營者
的變動，當初創業的骨幹重臣也要一併交班，企業
是否已準備好因應之策？

台灣企業靠著第一代創業者篳路藍縷的經營，公司
獲得營運成果，但人畢竟有年歲的限制，在面臨新
舊經營者交接的時候，如何讓成長背景、思維以及

做事方式都與前一代不同的經營者順利接手，已成
為企業持續存活的關鍵。

為了順利接班達到企業永續，在管理工具的領域發
展了接班人計畫制度，試圖科學化的決定接班標準
( 如能力、關鍵績效、歷練過程與經驗等 )，針對「經

營者」的模型設定了標準，但如何能夠接得住、接

得好，企業是否具制度化並有效率的流程以及各關
鍵職位是否都有適當的人才擔任，是其中重要的關
鍵。

如何判斷企業的組織運作是否建全，可以抓準三個
層面，一是企業策略，是否有明確的方向；二為組

織功能，是否分工明確並有適當關鍵人才支撐；第
三則是組織基礎能力 ( 人員、資訊系統、制度與流

程 )，正確運作並能確實提供管理訊給上層管理者。

由於組織從策略到組織功能、人員、系統及制度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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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緊密的關聯，在企業領導者交替時，整體工具
亦須隨之檢視與調適。

許多企業在接班時只進行了單點的局部調整考量，
難免因局部性的計畫，造成了全面性的問題，企業

經營因應調整的適應期，員工的不安很容易將矛頭
指向經營者，造成員工的不信任，人事以及組織開

始大地震，更加長了接班的適應磨合期。

建構組織資產的關鍵在流程與關鍵人才。企業是一
座龐大的企業機器，不論這部機器多精密，終究是
「人」在執行，就像一架性能優越的跑車，是不是

真的能夠跑出超越理論極限的性能數值，還是得看
駕駛員的能力；「流程優化」與「人才策略」看似
不同領域，其實密不可分。

人才是每位企業主都渴望的資產，但是人才究竟如
何定義？這個問題可能不同人都有不同的觀點，我

們在許多企業都看到老闆覺得員工太多、人才太少，
事事都要自己來的矛盾現象，足見定義人才的困難。
以下提供幾個觀點供大家參考：

一、定義屬於自己企業的人才：人才的定義具有高

度的公司針對性，我們曾遇過有航空產業的企

業認為每一個員工都是人才，也有化學產業的
公司認為人才是四種科學家；人才是必須符合
企業的，因此必須個別定義。

二、了解人才的標準：可以為組織的目前與未來作

出重大貢獻；人才的潛力高於平均水平；人才
可以得到高績效評分並且可以達到個人目標。

三、定義關鍵職務：關鍵職位是那些對企業策略執

行至關重要的職位，而關鍵職位必須經由企業
策略確定。確定關鍵職位的重點並不在於擔任
職位的人，而在於對實現企業策略的優先事項
重要性而言。也就是說關鍵職務就是策略相關
度極高的職務。

四、發現關鍵人才：可以在關鍵職務上，完成關鍵
職務職責的人，就是關鍵人才；關鍵人才可以
讓關鍵職務發揮效能，支持企業的策略實現。

具備合適的關鍵人才及效率化的關鍵流程，二者運
作起來相輔相成，能帶來極大的綜效，企業有了能

持續營運的組織資產，方能具備能因應任何挑戰的
體魄。

（本文已刊登於 2019-01-11 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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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證交法薪酬委員會規定之效力
- 簡評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280 號
民事判決
理仁法律事務所 / 謝文倩律師、楊朝淵律師

壹、前言

參、高等法院判決

報酬委員會的規定，是於民國

104 年度重勞上字第 10 號民事判決，將討論重心放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6 的薪資
( 下同 ) 99 年修法時所增訂，嗣
後金管會並於 100 年 3 月 18 日

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6 第 1

項規定之授權，制定並公布「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

辦法」( 下稱「薪酬委員會職權辦法」 )。近期內最

高法院針對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6 此一規定之性
質，於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280 號民事判
決此一案件中有所討論。本文擬簡略說明此一案件
之案例事實及法院之法律見解，並試評析如後。

貳、案件背景事實

一、本件原告即上訴人於 79 年起任職於當時還是國

在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6 而認為，上市或上櫃公司
之董監事或經理人之上開各種報酬係由薪酬委員會

個別評估及認定後，再將其建議提交董事會討論，
薪酬委員會應評估董監事、經理人之績效、個人表

現、公司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連等因素而個別
認定，故在未經薪酬委員會實質審查董監事及經理
人之上開因素前，依法不能直接決定董監事或經理
人之退休或離職給付。

二、高等法院進而涵攝謂，上訴人是被上訴人公司
的高階經理人，他的離退給付 ( 包括離職給付與退休
給付退休 ) 必須經過被上訴人公司的薪酬委員會依上

開說明個別認定後，再提交董事會決定，而且因為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6 是「強制規定」，被上訴人

營事業的被告即被上訴人 A 股份有限公司 ( 下稱「A

公司的員工退休辦法有關經理人離退給付核定的部

轉民營 )，擔任高雄大社廠的工程師，原告後來在

應適用。高等法院進而認為，上訴人已依被上訴人

公司」或「被上訴人公司」，於 83 年 6 月 19 日移
95 年 8 月 15 日起擔任 A 公司生產部工程技術中心

協理。原告後來在 102 年 5 月 27 日提出退休申請，

訂於 102 年 7 月 11 日退休。原告於是依照與 A 公
司之間的契約、A 公司的員工退休辦法，以及勞動

基準法的相關規定，請求被告 A 公司給付退休金。

二、本件第一審及第二審法院都認為，原告從 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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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退休金給付的部分，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於

擔任被告 A 公司生產部工程技術中心協理的時候開

始，就與被告 A 公司之間成立委任契約，而並不是

一般的僱傭或是勞動契約關係，而後則開始論及退
休金給付的請求有無理由上的問題。

分，因與此規定相抵觸而不能適用，其他規定則仍
公司的員工退休辦法第 6 條規定，在於定退休的 30

日之前提出退休申請，而將退休日訂於 102 年 7 月
11 日，也就是說，上訴人已經通知被上訴人公司在

102 年 7 月 11 日終止兩造間之委任關係，而被上訴

人公司不准其離職，而不召開薪酬委員會評估離退
給付並送董事會決定其離退給付金額，如果因此而
造成上訴人之損害 ( 例如上訴人已符合退休條件而不

給付退休金 )，這實際上是上訴人能否請求被上訴人

賠償其損害的問題，上訴人的離退給付既然沒有經
過被上訴人公司的薪酬委員會就前開因素予以評估

後，再送交董事會決定，法院就不能代為認定其所
得請求的離退給付應為多少。因此，高等法院最終
仍然認為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公司給付退休金為無
理由。

肆、最高法院判決

而到了第三審，最高法院則在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280 號民事判決之中認為：「查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6 乃取締規定，非效力規定，無民法第 71 條規

定之適用。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之公司違反該項規定，未經薪酬委員會
個別評估，逕定董事、監察人、經理人之薪資、報

酬或退休金等，僅主管機關得否對該公司為行政處
分，非謂其薪資等決定行為概為無效。原審未察，

遽謂上訴人退休金額未經被上訴人薪酬委員會評估

後再送交董事會決定，其不得依系爭退休辦法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退休金，已有可議。次查原審係認上

訴人得依系爭退休辦法所定要件申請退休，其已依
該辦法第 6 條規定於預定退休之 30 日前向被上訴人

提出退休申請，通知被上訴人於 102 年 7 月 11 日

終止兩造間之委任關係。果爾，倘上訴人符合系爭

退休辦法所定自請退休要件，能否謂其退休金請求
權尚未發生，其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退休金，自
滋疑問。」也就是說，最高法院認為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6 是「取締規定」，董監事和經理人薪資報

酬的決定即使違反此一規定，也不至於使該等決定
淪為無效。基此而論，最高法院似乎是傾向於認為
本件上訴人得依其與被上訴人公司之間的員工退休
辦法請求給付退休金。

伍、評析

一、最高法院此一判決，或許是為了讓個案中的當

事人得以順利請求給付退休金，而高等法院的見解

則雖然讓個案中的當事人無法順利請求給付退休金，
但仍試著埋下伏筆而讓個案中的當事人可以試著轉
為請求損害賠償 ( 至於此一請求損害賠償的請求權基

礎何在，則並不明確 )。必須說明的是，「上市櫃公
司違反該項規定，未經薪酬委員會個別評估，逕定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之薪資、報酬或退休金等，
僅主管機關得否對該公司為行政處分」這個論述有

其瑕疵。因為我國現行之證券交易法仍然沒有違反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6 的相關罰則1，學說有認為

這是個立法疏漏 2。於此情形下，遽然論述謂證券交
行斟酌考量的空間。

二、或許會有論者認為，最高法院前開見解將使證
司治理的改進有所不利。然而，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

之 6 薪資報酬委員會的規定就公司治理而言成效不

一制度本身設計上目前仍有其缺陷。包括多年來為
學說所詬病的薪酬委員會之意見僅具有建議性質、
薪酬委員會成員由董事會所委任故其獨立性有所疑
義 3、僅於董事會決議薪資優於薪酬委員會所建議之

薪資時始須公告之規定等問題 4。並有學說指出，我

國上市櫃公司普遍並未聘任薪酬顧問或其他外部專

家，薪酬委員會之決議仍深受公司經營者之影響，
故能否達到「實質獨立性」，也是一個令人擔憂的
問題 5。

陸、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似乎可以認為，最高法院認為證券

交易法第 14 條之 6 之規定屬於「取締規定」的見解，
於現行之證券交易法而言雖然有再行斟酌的空間，
但是對於薪酬委員會於公司治理是否能發揮之應有

之成效尚非屬重要之關聯，因為那並不是最根本的
問題。而此類根本問題的解決，還是必須仰仗未來
學術界和實務界的共同努力。

本文之智慧財產權屬於理仁法律事務所所有，未經同意請勿
轉載、引用。
註：

1. 為了彌補這個漏洞，行政院在107年10月提出的證
券交易法修正草案中，在第178條增訂第6款規定，
以此規定違反第14條之6第1項前段或第165條之
1準用該項前段規定，未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或
違反第14條之6第1項後段、第165條之1準用該項
後段所定辦法有關成員之資格條件、組成、作業程
序、職權之行使、議事錄應載明事或公告申報之規
定者，主管機關可對之處新臺幣24萬元以上480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並得按次處罰。
2. 林國全，從強制設置薪酬委員會談起，月旦法學雜
誌，202期，2012年3月，頁25。

3. 郭大維，論董事報酬決定機制之建構－從最高法院
98年度台上字第935號民事判決談起，月旦法學雜
誌，第198期，2011年10月，頁209。

4. 楊君仁，董監薪酬及適當性的問題與對策，月旦法
學雜誌，第233期，2014年9月，頁111-112。

5. 張心悌，薪資報酬委員會獨立性與專業性之再思
考，月旦法學雜誌，第233期，2014年9月，頁
129-131。洪令家，董事薪酬制度改革的觀察，台
灣法學雜誌，第300期，2016年7月，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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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6 的效力更為弱化，而對我國公

定的性質是「效力規定」或「取締規定」，而是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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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法第 14 條之 6 僅僅只是「取締規定」，似乎有再

彰，根本的原因並不在於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6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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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法背信罪 授信與背信的一線之隔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 / 余明賢律師、王芷涵律師

權，那麼該貸款案實質上仍有可貸性，並不構成銀
行法背信罪。

但是否具有「可貸性」，判斷起來也沒有那麼簡單。

實務上曾經發生一則案例，承辦人員抗辯雖然有違
反其他程序規定，但已提供足額擔保品，銀行並沒
涉犯違法授信的特別背信罪案件屢屢成為社會矚目
的焦點，特別背信罪在金控法、銀行法、農會金融

法、票券金融管理法都有類似規定。以銀行法背信
罪為例，背信是指銀行負責人或職員，意圖為自己

或第三人不法利益，或損害銀行利益，而為違背
職務之行為，致生銀行損害。違反該規定涉及的是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如果犯罪所得超過
一億元，甚至是有期徒刑七年起跳的重罪。

背信罪的行為從法條上來看只有短短「違背職務」
四字，但法院就何等行為屬於「違背職務」見解十

分分歧，授信行為因涉及複雜的銀行實務及商業判
斷，顯得更加難解，細數法院判決，背信罪的威脅

可以說是無所不在。一則案例中，承辦人員被質疑

借款人婚姻、學歷表單勾選不實，即便銀行公會曾

出面表示這些資料並非徵信準則中要求徵提的資料，
但在纏訟數年後，法院最終仍認定既然銀行內部的
表單中要求填寫借款人婚姻狀況及教育程度，那麼
料想這些資料就會做為影響貸款准駁的參考，而仍
作出有罪判決。實際上，授信要遵守的表單、規範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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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如牛毛，如果僅因為形式上挑出有任何一個內規、
外規被違反，便速斷為「違背職務」，將背離本罪

的規範意旨。晚近就有法院的判決因為意識到並不
是只要違背任何一個內規、外規就是背信罪所要規

範的犯罪行為，而明確指出即便貸款案有一些查核
人保的程序缺失，但只要提供的物保已足以確保債

有遭受任何風險；法院竟實質介入徵審判斷，表示
由於市場因素難測，即便借款時擔保品看似足夠，

銀行仍有遭受損害的風險。然而，授信行為的本質

上就是一個承受風險、換取風險溢酬的商業投資行
為，「可貸性」的判斷可以說是法律與財務金融交

錯的專業領域，正如同法院在萬泰銀行詐貸案中所
指出，法院其實「並無能力做出比專業授信人員更

精準、更能獲利、並且能更降低資產風險的決定」，

如果法院只是用各種臆測與擬制便擅予干涉，進而
影響、限制其商業決定，無疑將嚴重侵害商業秩序
之運作。

銀行業為特許行業，牽涉存款大眾的資產安全性，

且以往曾經發生嚴重的超貸案件，引發嚴重的金融

秩序風暴與社會不安，因此國家對於銀行業尤其是
在授信業務部分，透過金融檢查以及相關行政指導，

施以高度的管制措施，造成銀行業從業人員動輒得
咎。除了法律從業人員應更與財務金融領域接軌，

作出合理的判斷；銀行從業人員在辦理授信業務的
各個環節，也應該要確實遵守各式規範、善盡自身
職務，且於有疑慮時應諮詢法務部門，或尋求外部
律師之意見，以免身陷囹圄。

（本文已刊登於 2019-01-14 工商時報 A6 政經八百版）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事務所立場

Seminars

2019年2月份專題講座
代號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DEC02

2/18( 一 )

09:00-16:00

以財會角度進行內部稽核管理

戴 冠 程

FEB01

2/19( 二 )

09:00-16:00

經營管理必備損益兩平與現金流量實務運用

彭 浩 忠

DEC08

2/19( 二 )

13:30-16:30

台商申請對外暨對大陸投資法規及案例交流

李 靜 秀

NOV14

2/20( 三 )

13:30-16:30

員工獎酬工具暨相關財稅處理

張 青 霞
張 瑞 峰

FEB02

2/20( 三 )

09:00-16:00

非財會人員如何進行利潤分析與成本管理

李 進 成

DEC17

2/21( 四 )

13:30-16:30

移轉訂價專案審查及救濟

麥 碩 芬

FEB03

2/21( 四 )

13:30-16:30

如何節省支付國外費用之扣繳稅款

許 嘉 銘

FEB04

2/22( 五 )

09:00-16:00

企業財務危機的偵測預防與應對

彭 浩 忠

DEC10

2/22( 五 )

09:00-16:00

企業資金規劃與長短期調度實務

李 進 成

FEB05

2/22( 五 )

13:30-16:30

中國個人所得稅大翻修暨相關法令影響介紹

陳 欣 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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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eloi.tt/2OQqph6
• 勤業眾信課程洽詢電話：(02)2725-9988 分機 3980 杜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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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us

連絡
我們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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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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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886(6)405-5699

Fax：+886(2)4051-6888
新竹

30078 新竹市科學工業園區展業一路 2 號 6 樓
Tel：+886(3)578-0899

Fax：+886(3)405-5999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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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886(4)4055-9888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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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886(7)405-5799
Taiwanese Service Group
大陸台商 ( 專業 ) 服務團隊

200002 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 号外滩中心 30 樓
Tel：862161418888
Fax：862163350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