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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疫情影響 再創機會之窗 善用「企業重組」機制 啟動轉型升級計畫

本文連結

臺灣屬出口導向型經濟體，企

業營運模式與中國大陸及世界
各地交流頻繁，在疫情持續擴

散影響下，企業短期營收急遽

下滑、營運充滿不確定性，皆
為可預期的情境。應用適當策

略掌握變革的契機、開啟差異

化競爭的「機會之窗」。

一、產品與供應鏈配置：精進

產品技術、提升附加價值、執

行遷移其他生產區域策略。

二、投資與資本支出計畫：避

免高估投資報酬率，或因急於

達成目標而單次投入過多資源。

三、併購與分拆規畫：從企業

併購或分拆的角度而言，疫情

帶來「轉型升級」、「去蕪存
菁」交易契機。

專家

范有偉｜財務諮詢服務

資料來源: 勤業眾信彙整

圖一、企業防疫準備階段

https://deloi.tt/390Un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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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轉機？ 從變化中的世界看台灣「新」契機

新型冠狀持續升溫，造成全球

製造業供應鏈面臨斷鏈危機，
成為2017年起美中貿易戰開打

後，再次打擊全球經濟成長的

關鍵因子。台灣應思考如何發
揮優勢、創造綜效。

首先，全球製造業分工生產模

式將產生變化，若台商對於中
國市場依存度高，可保留中國

產能以滿足其內需，但須加速

生產自動化及供應鏈多鏈布局；
若台商屬於傳統製造或以出口

外銷為主，則可將產能轉向擁

有競爭力的勞動市場及優質關
稅貿易環境的東協地區；若以

製造高附加價值產品為主者，

台灣因擁有高端技術人才，應
將生產基地留在台灣。

其次，美中貿易戰烽火雖暫時

歇息，但貿易戰背後的關鍵是

「科技戰」。台灣高科技研發
能力強並擁有地理戰略優勢，

應繼續加強產業鏈的技術研發

與應用，爭取世界分工中的關
鍵地位。

本次疫情台灣防疫表現突出，

加速奠定台灣生技醫療產業在
全球產業鏈之權威。建議政府

仍有幾項政策重點可加以評估：

第一，強勢吸引高階人才及留
才。

現階段台灣面臨人才非將台灣

列為首要就業地的問題，除了
低薪因素外，人才發揮的空間

調降薪資所得稅率已為老生常

談，有效串聯產業鏈、建構生
態圈及提供優質的英文生活環

境，才能吸引及留住人才；

第二，持續開放資本市場。

由於新創公司、未獲利的企業

更需要資金挹注，藉由鬆綁法

規、有限管理等政策，更能推
動研發型、價值型企業在台灣

資本市場募資、深耕發展。專家

洪國田｜審計與確信諮詢

齊力讓台灣成為
世界上「人才、
資金與產業」不
可或缺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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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供應鏈「新」稅務機會與挑戰

本文連結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

疫情持續蔓延，除了直接衝擊
觀光餐飲業與航空業，製造業

也因原物料短缺、中國大陸復

工延遲，導致製造業供應鏈產
量預估值不斷下修，既有供應

鏈恐造成斷鏈危機。

分散式VS. 高度集中 供應鏈重
整策略

面對疫情，企業將加速思考是

否重新布局原有供應鏈；同時，
除了生產及製造面向，採購及

經銷等亦應列入考慮，以確保

供應鏈不受疫情影響而產生斷
鏈危機。也有企業採取「顛覆

供應鏈」思維，將研發、生產

及製造、銷售及售後服務集中
於同一個體，以因應斷鏈危機。

專家

徐有德｜稅務諮詢服務

併購機會將隨市場重新洗牌而

起

在疫情衝擊下，財務不佳的企

業除了靠各國政府紓困或融資，

重整內部資源以專注在企業核
心項目並增加營運資金，是度

過難關的解決方案之一；而現

金水位高的企業如何尋求更周
全及完整布局的供應鏈，不失

為轉換危機的策略方向。

勤業眾信提出三點建議：

一、現金為王，評估資金狀況

檢視集團目前資金水位及各地

配置情形為目前首要課題，為
紓解銷售下滑所帶來之現金短

缺、供應鏈調整及在併購潮中

出線的機會，現金成為不可或
缺的關鍵。

二、消費模式改變加速電商崛

起，留意稅務管理及升級規劃

此波疫情使消費者增加網購及

外送方式以減少出門機會。由

於電商的營業方式多為數位化，
在稅捐稽徵上備受考驗。企業

除了隨時調整商業模式突圍，

也應作好稅務管理。

三、評估跨國設立防疫辦公室

之設籍課稅之風險

為因應疫情，公部門、專業機
構及許多大型企業陸續啟動防

疫備援計畫，異地設立防疫辦

公室營業，需注意是否於當地
形成固定營業場所而需設籍課

稅的問題，若疫情持續延燒，

更需檢視集團移轉訂價政策利
潤分配之合理性。

現金為王 留意供應鏈重整之
稅務管理及併購機會

https://www2.deloitte.com/tw/tc/pages/tax/articles/PR200312-SupplyChain-Ta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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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人力資源政策調查

本文連結

新型冠狀病毒於全球肆虐，為

企業發展帶來「無法正常服務
客戶、無法施行正常管理機制、

銷售下滑現金流緊張」三大衝

擊。建議企業面對疫情時應從
容應對。

不同性質的產業受新型冠狀病

毒的影響程度有異，受調查企
業認為影響最大的是「銷售量

下滑致使現金流緊張」，消費、

金融服務和地產、教育三大產
業則回應，「無法正常服務客

戶」影響最鉅。整體而言，能

源、資源及工業產業等傳統製
造型企業，是此次新型冠狀病

毒疫情影響最嚴重者，其在提

供彈性工作及線上遠端工作環
境所遇到的阻力最大，因此，

管理重點應加強建置疫情防衛

措施、保障工作環境安全。

同時，有受調查企業回應，在

藉由此次疫情意識到須盡速建
立服務客戶的新模式，以及和

客戶溝通的新方式；九成的外

資企業認為「提供員工彈性的
工作方式」是當務之急，並在

制定應對政策、實施溝通、提

供員工心理和物質援助等，展
現最快速的行動力；超過五成

的政府和公家機關將「疏導員

工心理壓力」視為現階段管理
重點。

Deloitte《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人力資源政策調研》報告，係
由德勤中國管理顧問專業服務

團隊，於新型冠狀病毒於全球

肆虐時，所發起人力資源政策
調查。

本調查展開調查兩天內即獲得

1,232間企業響應支持，藉由
實務調查提醒企業加強員工照

護和工作措施、落實風險預警

機制和組織緊急事件應變小組
的重要性。

專家

苗德荃｜管理顧問服務

疫情導致企業
「無法正常服務
客戶、無法施行
正常管理機制、
銷售下滑現金流
緊張」三大衝擊

https://www2.deloitte.com/tw/tc/pages/strategy-operations/articles/pr-2019-nCo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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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防疫總動員！「遠距工作」資安防護四大關鍵

本文連結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擴大，

企業為避免群聚造成之高度傳
染風險，遠距工作已是企業防

疫的首選。不過，一般居家環

境或臨時辦公場所的資安防護
措施，無法與既有辦公場所之

管控相提並論。啟用遠距工作

機制時應注意遠距工作資安防
護四大關鍵，以順利展開遠距

工作確保資訊安全。

一、正視網路環境安全問題

政府單位與金融服務等產業，

常開放部份員工申請遠距工作。

建議此類企業開放連線前，應
完備「開啟外部網路連入稽核

軌跡功能、依業務畫分連線網

段、暫停或限制高網路流量、
限制存取重要資料、嚴格授權」

等安全機制。

二、強化個人設備資安監控

企業平時若未配置可攜式辦公
設備給員工，面對緊急情況時

需盤點設備是否充足，若設備

不足，需短期開放員工透過自
有設備進行連線；不過，須對

非管控範圍內的設備進行安全

檢核，並進行遠距工作行為監
控，以避免成為駭客攻擊的破

口。

三、提升外在設備資料保護

當員工將資料下載儲存在遠距

工作時的設備，企業將無法控

管資料被上傳到雲端或未加密
儲存的狀況，建議企業應針對

移動設備進行資安管控，降低

資料未被及時刪除、設備遺失，
所造成的資料或營業祕密外洩

風險。

四、遠距工作平台機密保護

近來許多企業已導入行動辦公
室、視訊會議或雲端平台等遠

距工作方案，以因應團隊溝通、

資料共享與雲端協作之需求，
此時應加強身分驗證機制與確

實保留資料存取軌跡，以確保

遠距工作平台的機密性與可用
性。

面對全球防疫總動員，企業也

應就「技術、流程、人員」三
面向優化應變管理思維，提升

企業網路安全防護策略之綜效

專家

林彥良｜風險諮詢服務

遠距工作資安防
護四大關鍵，順
利確保資訊安全

https://www2.deloitte.com/tw/tc/pages/risk/articles/pr200217-nCoV-remoteworking.html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保留一切權利 8

重點作業 企業準備方向

緊急應變作業

• 如何持續做好防疫工作，減少在公司內部發生群聚傳染
的可能性

• 一般應變措施為進出管制、清潔消毒、調整辦公習慣以
擴大社交距離(縮短工時、減少會議、以通訊方式溝通、
辦公室內動線調整等)

營運持續作業

• 當人力大量減少時(如大量員工請假)，如何維持公司基
本運作。

• 當運作所需物料或服務缺乏時，如何繼續提供產品或服
務予客戶。

企業如何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BCP大考驗

臺灣有許多企業，曾經考量不

同危險情境，制定相對應的營
運持續管理計畫（BCP）；或

者是先前在SARS或者是H1N1

新型流感傳播之後，曾經制定
「傳染病應變與復原計畫」。

建議企業面對未來許多未知的

防疫挑戰，應該趁此機會，檢
視原先制定的BCP是否已經有

納入傳染病風險；或者是原先

制定的「傳染病應變與復原計
畫」是否有調整之處。

針對有人群聚的辦公地點，若

企業平日尚未訂定完備的傳染
病應變與復原計畫，此時開始

修訂計畫者，我們建議公司考

量在面臨進入下一階段的風險
前，應考慮緊急應變及營運持

續兩項重點作業，以加快準備

速度。

專家

田嘉雯｜風險諮詢服務

資料來源: 勤業眾信彙整

圖二、企業防疫準備階段

表一、為因應後續疫情可能擴大之情境，企業可預設的重要方向

資料來源: 勤業眾信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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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對中國大陸企業影響彙整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

19）在年節期間從中國武漢爆
發疫情以來，開工延後及封城

舉措引發國際及臺灣產業供應

鏈有斷鏈的風險，因此影響臺
灣仰賴中國供應鏈甚深的企業

紛紛下修第一季的表現。

中國大陸自爆發疫情以來，也
出版許多第一手觀點，藉以回

應客戶所面臨的問題。

表二、Deloitte中國對新冠疫情的研究觀點

題目 摘要

科技抗疫，5G 助力

在疫情防治的關鍵時期，中國電信商聯合華為等設備商及合作夥伴，
快速布局全國各地疫情救治醫院的 5G 網路。本報告從疫情防控和
治療的環節，深度剖析各方資訊需求，及如何利用 5G 技術推動緊
急防疫體系及應變能力的數位化系統。

面對疫情，從容應對，企
業立刻要做的十件事

參考跨國公司在應對SARS等多個重大傳染性疾病的營運持續管理計
畫（BCP）、應急和重大突發事件管理的實務，建議十項措施。

進口關稅優惠政策解析
為了積極防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中國海關總署及各地海關從
一月以來下發一系列緊急公告，實施緊急便利措施，全力保障用於
疫情防控的進口捐贈物資快速通關。

見「疫」勇為，從容復工
隨著各地企業陸續開工，如何在當前防控疫情的前提下，恢復業務
運營，確保企業儘快恢復正常的工作節奏，是在正式復工前每個企
業需要考慮的問題。

疫情之下：2020年中國
經濟與產業展望

對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最相關的三大問題是—— 1）對中國經濟
的影響； 2）對全球經濟的溢出效應； 3）中國政策應對的影響。

面對疫情，汽車產業如何
抵禦風險

面對來勢洶湧的新型冠狀病毒，汽車業也在積極行動，從傳統汽車
廠商、新進入者、汽車經銷商、零配件供應商、汽車金融公司等理
性評估疫情帶來的影響，並積極採取措施，度過難關。

資料來源:Deloitte中國研究團隊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n/Documents/strategy/deloitte-cn-consulting-5g-assist-in-2019-ncov-zh-200304.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n/zh/pages/risk/articles/ten-things-firms-to-do-in-2019-ncov.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n/Documents/tax/tax-newsflash/deloitte-cn-tax-taxnewsflash-zh-200203.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n/zh/pages/risk/articles/resume-work-under-2019-ncov.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cn/zh/pages/about-deloitte/articles/deloitte-research-issue-54.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cn/zh/pages/risk/articles/resist-risk-in-automotive-industry-while-facing-219-nco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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