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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世界各地經歷著氣候變遷、疫情壟罩、以及經濟
動盪帶來的不確定，從勤業眾信的角度，我們認為這也是「
緊密連結、積極行動、擴大影響」的一年。即使面對著不同程
度的衝擊，勤業眾信身為全球性專業服務組織，積極發揮專
業的價值，協助客戶與社會走過疫情下的風雨，在充滿變數
的環境中重新定位價值及施展韌性，並持續在永續的路上前
行，努力實現「共同價值觀」的願景。

Deloitte Impact Report自2010年首度發布，每年分享了Deloitte

全球在專業、環境、社會、企業經營與治理等各層面的努力與實
踐。面對快速變遷的大環境，Deloitte全球也需要不斷滾動式調
整我們的作為與回應，因此，這也是審視自我與學習的機會。我
們希望以Deloitte WorldImpact深入世界的各個角落，例如，
透過教育彌補數位發展下的城鄉落差，協助偏鄉人才提升競爭
力；同時，致力於2030年達成淨零排放之目標，積極迎向氣候
變遷的挑戰。

總裁的話

今年，勤業眾信首次發表在地Taiwan Impact Report，希望與長期
支持我們的企業及社會大眾分享勤業眾信落實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
策略之成果。秉持Deloitte「共創影響力」(Connect for Impact)
的自我期許，藉由我們專業的力量和豐富的服務資源，持續匯
集、並不斷擴大影響力，讓影響力不僅存在於人與人之間、企業
之間、區域之間，勤業眾信更希望緊牽起各會員所間的網絡，讓
影響力在國際發酵，無遠弗屆。

走過陰霾的世界逐漸復甦迎接新常態，而勤業眾信謹守專業本
分，秉持著「卓越永續」的理念，在動盪的世代中依舊沉穩，我
們也希望以Impact Report為號召，歡迎各位與我們一起在永續
之路上攜手前行。

For the year of connection, action and impact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總裁



勤 業 眾 信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及 其 關 聯 機 構，為 D e l o i t 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DTTL)之台灣會員，共近4,000名
專業人員，服務據點涵蓋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及高雄。勤業
眾信以多元而深入的實務經驗為立基，秉持共同價值觀的信

關於勤業眾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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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 the way 
成就典範 
Deloitte全球不僅致力於專業領域的領先，更冀望引

領趨勢，共創美好未來。

Serve with integrity 
誠正篤實
誠正篤實是我們堅定奉行之原則，這是所有決定與行

動的基礎，亦是社會與客戶對我們信任的根基。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關懷互助 
Deloitte全球同仁全體一心，彼此尊重，以公平、信任

相待，並以同理心出發，成就同儕間的成長與進步。

Foster inclusion
多元包容 
重視性別平等，且廣納來自不同背景、具備不同經驗及
不同想法的同仁，打造具有多元性(Diversity)與包容性
(Inclusion)的工作環境。

Collaborate for measurable impact 
合作共榮
跨越部門、產業、及地域的限制，致力將專業價值最大化，

建立更有意義的聯結，傳達有形有感的影響力。

共同價值觀 Shared Values

介紹影片

念，在確保我們的服務宗旨和品質全球一致，不分國界的同時，
持續以高品質和高效率的專業，引領我們與客戶、大眾及社會共
創不凡的正面力量。

https://youtu.be/nlYp0b8ydBM


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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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本於「勤於專業、公眾信任」之信念，持續深化服務品質、精益求精，以恪守誠信與
專業實務經驗為利基，透過Deloitte全球知識網絡的資源整合，提供客戶全方位的高品質
專業服務。

誠信經營

勤業眾信設有董事會及經營團隊，分別負責監督治理及經營領
導。董事會主要職責為監督事務所之經營策略及重大政策、審
核年度財務結果、經營團隊任命及合夥人有關事宜。其下設有
四個功能委員會，分別為財務及審計委員會、公平委員會、考評
與薪酬委員會、風險及道德委員會，各司其職以協助董事會執
行監督職能。此外董事會轄下另設有專責內部稽核，負責檢查
評估事務所內部控制有效性及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經營團隊
係由總裁及其任命並經董事會同意之成員所組成，為事務所之
經營管理單位，對事務所之經營決策及管理績效負責。其主要
職權包括擬定事務所之經營策略、年度計畫及預算、人事政策，
對其他與事務所經營管理相關事宜進行裁決。

經營領導及治理團隊

合夥人大會

董事會

總裁與經營團隊

營運部門 組織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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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譽是勤業眾信最珍貴的資產之一，而奠定聲譽的基石則為「誠信正直」文化。事務所期許
全體同仁秉持著客觀公正、誠正篤實和最高道德精神提供專業服務。勤業眾信遵循全球一
致的道德政策，並設立專責組織推動道德相關管理事宜，以協助同仁每天做出最佳專業決
策，「專業行為道德規範」要點包含：

專業行為道德規範

全球一致的道德政策，如：反歧視反騷擾(包括性騷擾)及尊重與公平對待

  由風險及道德委員會監督道德長及道德遵行計畫之執行

  對董事及經營團隊執行道德盡職調查程序，責其可成為道德典範

所有同仁每年聲明已閱讀、瞭解並遵守道德規範

  實施道德訓練課程，包含線上課程、實體課程或個案研討

設置獨立第三方管理之道德案件提報管道，並強調反報復政策

執行年度道德問卷調查，以衡量道德執行計畫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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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性是審計業務的重要基石，亦是投資大眾信任財報的重要根據。因
此，秉持客觀、誠信及公正精神提供專業服務，對於事務所聲譽是極為
重要的。

勤業眾信的獨立性政策係以IESBA Code為主軸，並加入美國證管會之獨
立性政策，以做為同仁提供專業服務之核心準則，輔以全球一致之獨立性
系統工具以確保在專業服務、商業關係、聘僱關係及財務利益等各面向
均符合主管機關法令規範要求。

我們的獨立性政策亦隨著日益複雜之主管機關規定與時俱進，透過通告
及專欄加強宣導，並定期舉辦課程或研討會，由上而下強化同仁的獨立
性知識涵養及確實遵循的重要性。

此外，勤業眾信每年亦執行適當程序，以確保事務所及全所同仁均已瞭
解且遵循獨立性政策。

獨立性

勤業眾信積極協助根除貪腐行為，在國際接軌上，Deloitte全球是簽署《聯合國反貪腐公
約》(UNCAC)之最早成員之一，並積極建立與強化全球一致之反貪腐承諾，此承諾包含以
下幾點：

反貪腐

發布反貪腐、反賄賂政策，包含各項
反貪腐程序、禁止疏通費及賄賂並針
對交際費及捐贈等提供指引

每年簽署聲明書予Deloitte全球，
聲明全體同仁已閱讀、瞭解並遵守
反貪腐政策

實施反貪腐教育訓練，包含線上訓
練及實體課程，強調各項政策及實
務案例宣導

執行盡職調查程序，針對外部廠商
之複委託關係、合作聯盟及採購供
應商等進行貪腐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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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事務所品質及風險管理，Deloitte全球依循會計師事務所品質管制之國際標準，制
定Deloitte Policies Manual(DPM)供Deloitte聯盟各會員所依循，以協助建立適當之風險
管理團隊、形塑風險文化、落實各項風險管理制度，並訂有多樣性之監督及內部檢查規定。

風險管理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團隊由信譽及風險管理部門統籌，再含括道
德長、安全事務負責人、獨立性負責人、法規遵循負責人、公共
政策負責人及各營運部門風險管理負責人，負責管理和監督事
務所整體的信譽及風險管理實務、流程與相關措施，包含事務
所業務、服務項目及其他關鍵的品質管制要素，並由各營運部
門負責推動、追蹤相關管理計畫，從治理階層至執行階層形成
堅實的風險管理網。

風險管理職責範圍包含監督事務所整體風險架構，對風險事項
進行辨認、排序、因應和報告，內容包含右方幾點：

信譽及風險管理組織架構及管理機制

事務所除透過監督程序及檢查結果檢視案件風險管理執行情形外，亦定期進行事務所整
體風險評估、舉辦風險文化及道德事項問卷調查等方式，做為評估事務所風險管理之基
礎，據此擬定各項改善計畫，以維持高標準的服務品質及風險管理效能。

協助事務所建立正確之風氣及文化

辨認事務所風險事項

 監督各風險因應計畫之執行情形

協助事務所危機處理及因應管理

制定及監督事務所品質管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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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譽及風險管理團隊 法規遵循及公共政策

除依循審計準則公報及DPM規定建置內部控制制度以達成
海內外主管機關要求之法規遵循目標外，勤業眾信亦積極
參與台灣證券市場推動及發展、對各項法令／會計準則／審
計準則訂定提供專業實務意見、針對各種新興議題舉辦研
討會及提供課程資源以利產學專家交流成長。為促進公眾
利益，勤業眾信積極參與海內外經濟論壇並發表觀點、主動
與各利害關係人分享我們的產業研究及分析。

信譽及風險管理負責人

審計 管理顧問 財務顧問 風險諮詢 稅務

人事 行政

道德 獨立性

法規

專業責任保險法律與業務損害賠償事務

公共政策

資訊 機敏

營運部門風險管理負責人

安全事務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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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客戶價值」是Deloitte全球對客戶的一致承諾，我們致力於保護內外部利害關係人的
機密和個人資料，並持續監督管理及符合法律規範。勤業眾信全所的專業顧問與Deloitte全
球Confidentiality&Privacy Office保持緊密聯繫，共同對客戶資料提供專業且積極的保護
策略，包含：

資訊安全與保護

保護機敏資訊一直是Deloitte全球提供服務的核心及企業文化之一。勤業眾信針對客
戶所提供的專業服務，從審計、稅務、財務、管理顧問到風險諮詢服務，以及事務所內
部管理的各項支援服務，已全面訂定機敏資料保護政策，並設置機敏資訊保護辨公室，
提供全所同仁諮詢及訓練，定期評估政策施行有效性，同時，結合我們提供予客戶的專
業網路安全、法律顧問等相關部門合作，及時了解並適當因應我們面臨的風險和威脅。

機敏資訊保護

創建具有一致性、凝聚力、高品質服務的全球安全防護計畫

在全球範圍內部署安全工具，以對分佈各地的資料進行保護

實施並維持領先的技術保護措施，以保障機密和個人資料

  制定並實施緊急應變計畫，確保能從網路安全事件不利影響中迅速恢復

 降低未經授權洩漏機密或個人資料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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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Deloitte全球資訊安全管理策略，勤業眾信於2017年起導入ISO  27001資訊安全管理
系統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ISMS)，由英國標準協會台灣分公司
(BSI)稽核通過ISO/IEC 27001:2013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國際驗證，並已連續4年零缺
失通過年度複查，展現出我們對資訊安全防護的重視與落實，也展現了我們對守護客戶價
值的決心。

勤業眾信致力於確保遵守適用的隱私權相關法律，包括台灣2012年開始實施的個人資料保
護法，以及歐盟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定期檢視隱私權相關法規
的變化，並適當調整政策和程序。此外，每年定期執行內部審查程序以確認各部門落實執
行我們的隱私政策，確保我們經手的客戶資料及其管理皆能符合法令法規最嚴格的要求。

展望未來，經歷全球新冠疫情COVID-19的肆虐，我們瞭解到除了守護客戶資料之外，也需要能在
各種突發情況下持續營運，無論是面對普通事故還是嚴重災害。在Deloitte全球安全管理策略要
求下，我們將更嚴格的要求全所專業服務能符合國際標準ISO/IEC 22301營運持續管理要求，確保我
們提供之專業服務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能陪伴客戶一起度過最艱辛的環境。

資訊安全管理 隱私權保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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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Report 

 
 
Deloitte & Touche 
 
 
Assessment dates 22/07/2021 to 23/07/2021 (Please refer to Appendix for details) 
Assessment Location(s) Xinyi Dist. (000), East Dist. (002), Xitun Dist. (003) 
Report Author Rex Huang 
Assessment Standard(s) ISO/IEC 2700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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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報表簽證
• 稅務簽證及諮詢
• 大陸台商服務
•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s)確信及諮詢

服務
• 企業永續諮詢及確信服務(ESG)
• 環境確信及諮詢服務
• 強化財務部門功能與內部財務控制
• 內部控制專案審查及諮詢
• 企業上市櫃規劃及諮詢
• 海外企業上市櫃規劃及諮詢
• 全球籌資規劃
• 特殊目的查核
• 協議程序之執行
• 新興科技技術相關確信服務
•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AML/CFT)與個人

資料保護(PDPA)確信服務
• 財務自動化轉型諮詢服務(BlackLine& 

Workiva)數位智能優化諮詢服務
• 綠色債券/可持續發展債券/社會責任債

券投資計畫書以及發行後資金運用情形
報告確信

審計與確信服務

• 策略釐清與校準服務
• 財務長服務
• 人才資本管理服務
• 科技服務
• 供應鏈管理服務
• 數據分析服務
• 金融服務管理
• SAP /Oracle ERP系統諮詢及實施

服務

• 企業併購顧問服務
• 併購交易支援服務
• 企業重組服務
• 評價與財務模組服務
• 能源及資源產業專案顧問服務
• 智慧財產諮詢服務
• 不動產顧問服務
• 數位鑑識與舞弊偵防服務

• 資訊與專業確信服務
• 內控制度
• 會計與報表諮詢
• 內部控制與稽核
• 財務風險與控制諮詢
• 數位風險管理
• 數位科技風險管理
• 危機與韌性管理
• 策略暨品牌與信譽
• 氣候變遷與永續管理
• 延伸性企業風險管理
• 法令遵循與合規管理
• 金融風險與合規管理
• 金融犯罪防制

管理顧問服務 財務顧問服務風險諮詢服務

• 稅務申報委外
• 稅務科技支援
• 稅務及併購諮詢
• 外派薪資及稅務申報委外
• 人才外派科技分析
• 員工獎酬及稅務諮詢
• 全球移轉訂價
• 稅務爭議
• 投資法規及工商登記
• 私人暨家族企業稅務及法律
• 法律管理服務
• 法律管理諮詢
• 法律諮詢
• 日商法律及稅務
• 投資併購
• 法律科技創新
• 智慧財產
• 營業秘密
• 公司治理
• 法律遵循
• 勞動法諮詢
• 新創事業稅務與法律

稅務與法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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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積極與政府進行雙向交流與互動，深入且即時的了解政府最新的政策方針
與規範，嚴格落實於審計與確信之業務發展中，並透過業務活動，協助企業掌握先
機快速因應，讓企業的發展腳步與政府政策同行，進而助力產業經濟發展。

在全球產業快速的發展中，我們更是要在此商業環境中為大眾樹立信心，協助強化
資本市場功能，以增進公眾利益；另一方面，我們也致力推動台灣的審計創新與轉
型，增進審計效率與降低風險，創造事務所專業的服務價值。

審計與確信服務

響應政府政策，打造台灣永續商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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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為能掌握最新政策及法令頒布或修訂之方向，平時即透過蒐整實務上相關法規
適用時所遭遇之問題、參酌國際上相關法規之發展趨勢，以及勤業眾信本身對於相關法
規之研析結果與政府相關負責單位窗口進行深入討論，並針對法規頒布或修訂前之意見
徵詢給予及時之回饋及建議。

為因應國際永續發展趨勢及提升台灣資本市場之國際競爭力，政府近年來持續推動公司
治理相關政策，為強化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之時效及品質，陸續推動上市櫃公司公布自結
財務資訊以及縮短財務報告之公告申報期限等政策，並要求上市櫃公司應積極提升財務
報告編製能力。勤業眾信充分扮演政府與企業間的溝通橋梁，並協助企業得以藉此機會
適當轉型及升級。此外，為協助上市櫃公司因應此一政策之施行，勤業眾信除配合政府於
各區辦理政策宣導會外，亦針對提升財務報告編製能力及品質之面向提供具體建議及實
務解析，並協助上市櫃公司就財務報告編製能力在公司治理、資訊系統、內部控制制度及
流程等構面之能力提升及轉型。

另外，2020年金管會發布「公司治理3.0-永續發展藍圖」，其五大主軸之一「深化公司永續
治理文化，提供多元化商品」，包含「規劃建置永續板，推動永續發展相關債券」之具體推
動措施。其後櫃買中心於2021年5月設立永續發展債券專板，鼓勵企業透過參與永續發展
債券市場，落實環境保護及社會發展。而勤業眾信早在2017年起，即開始與櫃買中心一同
建立台灣永續發展債券之基礎，並促成台灣第一批綠色債券之發行。此次專版設置亦延續
過往與櫃買中心之合作，不僅參與相關作業要點的規劃討論，推動台灣法規接軌國際規
範與實務外，更向企業推廣永續發展債券，並促成專版設置後第一批綠色債券及可持續發
展債券之發行。勤業眾信也為企業提供投資計畫書與資金運用情形驗證，確保債券募得
的資金確實用於具環境或社會效益的投資計畫中。透過積極參與政府永續發展債券相關

落實政府政策與法令

政策之推廣與施行，勤業眾信不僅協助企業參與永續發展債券市場，更提升國際投資人對
台灣發行之永續發展債券的信心，促進資本市場的永續發展。

自2019年底開始，因新冠疫情(COVID-19)在全球蔓延且尚難以有效控制之趨勢下，導致各
國之間的邊境管制、入境隔離政策，以及企業內部被迫須改為異地或居家辦公等遠端工作
環境等影響，徹底改變了所有既定的企業營運模式，進而造成對跨國企業之財務報告出具
及會計師執行查核或核閱工作上之重大影響，尤其針對台灣公開發行以上之企業，其經會
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能否如常發布，更是對於整體資本市場之穩定有重大影響。據
此，勤業眾信協助政府擬定及發布在遠端工作環境下，適當規劃及執行財務報告之查核或
核閱工作相關應注意事項，並且實際運用相關資訊科技及Deloitte全球各會員所之資源和
合作模式，以確保查核或核閱工作之執行依然符合風險因應及對審計品質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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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瞬息萬變的商業環境中，新興風險層出不窮，各國政府與社會體系持續訂定新的規則
與標準，檢視資本市場的績效表現，企業的績效亦需重新定義與衡量，且涵蓋之面向不只
是財務資訊，而是綜觀公司治理、環境與社會的非財務資訊，是否達到永續的價值。因此

樹立商業環境中的信心

在快速變化、複雜且龐雜的資訊中，勤業眾信持續探索新的方法與觀點，引進新興科技應
用，以具有價值的洞察力，提供商業營運確信諮詢，增進利害關係人對於資本市場的信任，
提升企業決策者的信心。

Deloitte深耕確信諮詢的四大領域

商業營運確信諮詢 Business Assurance
引進新興科技技術應用之相關確信服務

會計準則諮詢 Accounting & Reporting Advisory
協助企業採用及遵循最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s)及準則轉換之相關確信及諮詢服務

會計與營運諮詢 Accounting Operations Advisory
協助企業強化財務部門功能及提升內部財務控制環境之相關確信及諮詢服務

企業創新與轉型諮詢 Disruptive Events Advisory
提供企業重大或特殊交易事項及資本市場之相關確信服務

確信諮詢
在瞬息萬變的商業環境中樹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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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信服務對於勤業眾信而言，不僅是查核過去事件和績效及出具意見報告，更是協助企業
更加積極的面對商業環境中的不確定性，企業從中發現自身的內部問題，了解與產業發展、
政策法令的差距，以即時因應與改善作業流程，提升相關法令及準則之合規性，降低企業
營運風險；並藉由確信的查核過程，促進企業內部的溝通與相關部門對於該確信類別之
參與程度，進而提升人員認知，並幫助企業領導者得以透過勤業眾信提供之豐富的產業經
驗、價值及洞察，在快速變化的商業市場中做出最佳決策，引領公司永續發展。此外，透過
勤業眾信系統性的查核方法、嚴謹的品質管制及客觀且獨立之評估，有助於提升企業確信
標的之可信度，並協助主管機關、投資人及客戶等利害關係人取得可靠的有關財務或非財
務資訊，進而強化其對台灣資本市場的信心，驅動資本市場的國際競爭力與永續性。

確信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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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化及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下，商業交易日益複雜，審計工作也面臨了巨大挑戰，面對
複雜多變的產業環境，為了改善審計品質，過去仰賴大量人力的審計工作，轉向聚焦風險
的查核並加強查核深度，透過創新科技應用改進傳統審計方式，協助審計人員提供受查公
司更多有價值的分析與建議。勤業眾信於2017年正式成立台灣審計創新中心，希望運用創
新的能量來改造既有的審計流程，透過新科技應用與自動化，協助審計同仁提升工作效率
與品質，並創造更高的客戶服務價值。

推動台灣審計創新與轉型

在大數據時代，審計不再依靠抽樣分析，而是進行全母體分析，由此可知科技的進步並非
取代審計作業流程，而是將不合時宜的方法進行革新，因此數據分析產出之結果的判讀需
要更加仰賴會計師之專業判斷。

現行審計實務上已逐漸利用大數據分析等數位工具協助會計師執行審計作業，相關應用簡
述如下：

透過數位工具之發展與應用，協助強化資料分析作業，進而了解資料整體趨勢，使查核
更確實，辨識風險更精準。

透過資料分析可針對高風險處進行深度查核，進一步妥善分配資源於各個環節之中，有
效提升審計品質與效率。

透過資料分析可深入了解業務風險及營運流程，提供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高品質之審
計服務與有價值之管理建議。

1.

2.

3.

而客戶透過結合區塊鏈和物聯網技術，可即時掌握查核進度和了解審計軌跡，同步改進審
計業務效率，包括盤點、審計軌跡、電子函證等。推動審計創新除了協助提升審計品質、培
養新世代的審計人員，更進一步增加投資人對資本市場信心。此外，創新科技的應用也促
進了無紙化企業的發展，除了保護自然環境同時也加速相關處理流程，對企業及自然環境
創造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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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稅務及法律服務團隊是企業信賴的策略顧問，洞悉產業的專業人士結合Deloitte

全球會員所網絡支援，提供企業全方位一站式的解決方案。會計師經常受財政部邀請出席
政策專家會議和聽證會提供建言，並擔任財政部納稅者權利保護諮詢會委員為納稅者發
言，是政府部門和企業溝通的橋樑。在環境方面，稅務及法律服務團隊率先數位轉型，工作
流程無紙化，救樹減碳愛地球；在公司治理方面，稅務團隊帶領企業建立永續稅務管理政
策，稅務揭露公開透明；在社會方面，新冠疫情(COVID-19)來襲，法律服務團隊提供疫情
下勞動法律見解，降低勞資爭議，維護勞資雙方利益，落實社會責任。

稅務與法律服務

與ESG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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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的精神與實踐，除展現於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等文件與資訊之揭露外，更應該落實於
企業經營的各個面向與環節，其中亦包含整個企業的稅務管理。在永續的框架下，「稅」其
實是對於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與企業經營環境的投資，企業得以透過永續的稅務管理
與透明負責的揭露、報導與溝通策略，向利害關係人傳達身為一良好世界公民並克盡企業
社會責任的訊息。

在永續概念的發展與落實之下，企業集團的稅務管理策略朝著跳脫傳統一味追求高股東
報酬之思維前進，轉而將對社會環境中各種利害關係人之影響納入考量，除了合規、合法
以外，更要合理、合於道德、合於社會與永續發展的期望。秉持著這樣的理念與責任，我們

永續稅務管理與透明揭露，與國際接軌

在提供客戶各種永續相關服務中，自然包含了不可或缺的「稅務面向」輔導，目標在協助客
戶建立永續稅務管理策略，並且定期整合揭露其稅務管理政策對於經濟、環境、社會之影
響，完整彰顯並呈現企業集團致力於永續發展之努力與成果。過去這一年，勤業眾信成功
輔導台灣知名金控集團，以國際的永續標準與觀念，重新檢視調整其集團稅務治理政策，並
完備其稅務揭露與報導，除使其成功入選並獲得道瓊永續指數之肯定外，勤業眾信更進一
步協助該集團主動加入了永續責任稅務之世界倡議組織，偕同其他世界知名的跨國集團，並
肩為全球稅務環境盡一份心力。當企業積極面對及管理「稅」這個向來被視為成本或負擔
的議題時，我們亦可真正窺知其在永續方面之落實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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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擁有台灣最大的風險諮詢服務團隊之一，集結超過400位來自
資通訊科技、財金法律、數位轉型、品牌策略、環境社會等跨領域的菁
英，藉由精準辨識、衡量及控制風險，輔以資料分析、數據與人工智慧領
域之技能，提供各產業整合性解決方案，協助客戶在變動劇烈的大環境
中，持續提升企業韌性與市場競爭力。同時，勤業眾信風險諮詢服務團隊
也致力搭建產官學研的交流平台，透過國際資源的鏈結，為台灣產業注入
前瞻性觀點，運用專業能力幫助客戶從風險中辨識機會，以發揮核心價值
與社會影響力；進一步鼓勵標竿企業掌握時代契機，帶動整體產業生態
鏈邁向永續發展的進程。

風險諮詢服務

正視風險擁抱創新，驅動台灣產業
永續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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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金融環境變化快速，金融機構應遵循法令規範的數量以及更新的情況愈來愈頻
繁，同時主管機關為強化金融穩定、客戶權益保護，對於金融機構的監理強度以及裁罰力度
亦逐漸加重，因此，金融機構面臨相當高的合規成本與挑戰；如何建立更完善的公司治理架
構以及應用監理科技(RegTech)輔助其管理機制運行，成為目前金融機構關注的重點。

勤業眾信透過法令遵循風險管理及監督架構專案輔導，協助規劃整體法令遵循辨識、評
估、控制、衡量、監控及獨立陳報法令遵循風險之程序，藉由外部法規與金融監理環境因
素以及金融機構內部風險環境因素，更全面的辨識出金融機構面臨的法令遵循風險，以
利於其針對風險弱點強化相應的法令遵循控管措施，並將法令遵循資源重點分配於高風
險業務。此外，勤業眾信亦協助金融機構應用RegTech技術建置法令遵循管理系統，包含
每日外部法令更新至其對應的內部規範及法令遵循自評項目更新流程、法遵風險評估流
程、法遵自評流程以及主管機關裁罰案件等管理機制，透過一系列系統化的流程管理，提
升作業效率以減少人工作業流程投入，並強化金融機構應對外部法令環境變化及內部法
令遵循措施的應對追蹤管理機制，進而達到更完善的法令遵循治理架構。

同時，勤業眾信透過誠信經營暨公平待客原則的專案輔導，以商品設計、客戶招攬、客戶關
係維護、客戶服務結束等客戶旅程，規劃金融機構從上而下的高階管理階層問責制度及權
責劃分、從下而上及跨部門的溝通管道，並以不同的方式帶給金融機構在公平待客原則更
為活潑的思維，全面性提升客戶權益的保護，以公司文化及客戶關懷兩個面向說明如下：

風險管理結合監理科技，伴同台灣金融產業深植治理文化

以公司公平待客文化問卷，確認員工對於誠信暨公平待客文化
的推廣成果及認同成果；員工行為分析工具導入協助金融機構
主動發現員工可能存在之行為風險，強化員工行為管理；透過
業務招攬過程之神秘客活動，以客戶的角度補足第三道防線的
稽核盲點；並經由第三方公平待客原則專案查核，確保金融業
在公平待客原則的具體執行。

借助客戶感受及滿意度調查，第一線最直接的瞭解客戶的想法
及感受；並運用客戶抱怨申訴分析，關注每一個客訴案件的發
生成因，持續優化金融機構在銷售活動、作業流程、服務話術、
系統等之執行。

勤業眾信運用風險管理及監理科技的專業實力，為客戶打造企業、員工、顧客間良善溝通
模式，同時也希望藉此專業，促進台灣整體金融業之公司治理文化，創造政府監督、企業當
責、社會安心，誠信正直的社會互動循環。

公司文化

客戶關懷

法令遵循風險管理及監督架構專案輔導

誠信經營暨公平待客原則專案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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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台灣十大建設透過基礎工程創造經濟奇蹟，對國民生活品質的提升亦打下重要
基礎，傳統產業扮演重要角色，功不可沒。而今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現象讓碳排放議題成
為全民關注的焦點，彼時受社會仰賴的傳統產業，包括鋼鐵、水泥、石化等，在現今需承

助力台灣高碳排產業淨零轉型，創造永續時代新價值

擔大部分的碳排放責任，因此，制定永續發展策略、營運轉型、碳管理等相關應對措施成為
傳統產業的當務之急；與此同時，如何透明傳遞正確資訊，並將推動成果與社會溝通，也是
傳統產業必須面對的新課題。

因應風險迎接機會，

勤業 眾 信發 揮 核心

專長，協助客戶低碳

轉型，再創新猷。

積極進行碳風險管理，除有益於成本控管，避免財務及商譽損失之外，企業可透過建立低
碳競爭優勢，提升獲得新市場、新客戶的機會，驅動營運成長及奠定長期發展利益。

針對多元碳風險議題，企業可透過科技協助、組織政策等管理手段，強調量化數據、即時性
及透明度，方能協助領導團隊掌握真實狀況，結合公司營運發展方向，逐步精進管理績效。

夥伴間傳統的利益往來模式，需重新以永續的視角出發，尋找更多互惠與可持續發展的路徑，
企業透過了解與外部利害關係人的碳依存的關係，打造與ESG兼容並蓄的產業生態網絡。

企業從過去爭取認同與支持的態度，應進一步轉化為上下貫徹、內外兼顧，更全面、更立體的
永續價值鏈，以求與利害關係人合作創新，並建立共同的低碳成果。

過去企業多以不傷害環境為目的，現在更應強化主動式的氣候治理，並善用企業核心能力結合淨
零碳目標，發展出更具低碳競爭力的產品、服務或內外部營運模式，對氣候調適作出積極貢獻。

結合服務與科技創新，延續各環節資源的再利用價值，以終為始，串聯設計、製造、使用至
產品生命週期之尾聲，最終邁向「閉鎖式供應鏈」的循環經濟。

利潤導向的企業受到碳風險的挑戰，需盡快將短中長期碳效益納入考量，透過低碳目標與決
策制定，獲益將反映在企業長遠的營運獲利與競爭力上，可為利害關係人創造長期的價值。

機會視角

 資訊整合

 生態圈思考

 尋求合作

 主動創新再造

 循環經濟

 價值導向

風險視角

資訊發散

點對點思考

尋求認同

被動維持現況

線性模式

利潤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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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泥產業客戶為例，面對國際趨勢與社會期待，首先須積極進行低碳規劃，勤業眾信提供碳
管理方案，輔導客戶制定科學減碳目標(Science Based Target, SBT)、回應CDP Climate 

Change，並推動與各項國際低碳倡議連結，規劃符合國際標準與趨勢的積極減碳方案。再
者，考量產業發展應朝低碳佈局，勤業眾信協助推動ESG策略規劃，重新界定核心業務、提
供未來發展方向建議，並與企業內部各功能高階主管達成共識，建構短中長期永續發展新
藍圖。最後，有效傳達企業推動ESG成果，建立信心，傳統產業面對的除了主管機關的監督
外，機構投資人、社會大眾甚至供應商等合作夥伴，都是需要互動的重要對象。勤業眾信
提供客戶整合性的ESG溝通框架評估，例如官方網站揭露規劃、面對投資人的ESG報告諮
詢，甚至互動式永續發展報告方案，協助客戶在績效展現上，更能有效回應利害關係人。

傳統製造業的價值鏈遍及人類生活各個面向，也意味在氣候緊急時代，傳統產業的低碳轉
型，將深深影響其他產業部門的存續，繼而對全球邁向淨零碳排具有關鍵性的價值。勤業
眾信期待運用自身的專業能力，協助高碳排產業積極面對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實體風險與轉
型風險，並在家族傳承、國際競合的時空背景中，發展符合企業特色的創新營運模式與風
險因應策略，藉以協助台灣標竿產業勇闖符合綠色趨勢的下一座高峰。

產業積極進行低碳規劃
提供碳管理方案，輔導客戶規劃
符合國際標準與趨勢的積極減
碳方案

重新界定核心業務、提供未來發
展方向建議，建構短中長期永續
發展新藍圖

提供客戶整合性的ESG溝通
框架評估

產業發展朝低碳佈局

有效傳達企業推動ESG成果

以傳統產業為例，發展符合企業特色的創新營運模式與風險因應策略

法令遵循風險管理及監督架構專案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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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管理顧問團隊運用全球知識庫資源及方法論，協助企業因
應快速成長發展與轉型過程中的各項挑戰。我們以「為企業提升價
值」為服務目標，提供的解決方案涵蓋企業的全價值鏈；以「與客戶
共同成長」為服務理念，與客戶建立長期且深入的合作關係。從策
略到營運提供企業各層面的解決方案，協助企業將營運的議題轉變
為未來市場差異化發展的機會，企業管理更精實、因應競爭與挑戰
的能力更堅強。

管理顧問服務

用「心」協助企業創新、蛻變及領先



目錄

 公司治理 

專業服務

卓越永續

人才培育與社會貢獻

26

台灣零售業整體營運因受新冠疫情(COVID-19)衝擊，帶動了零售業線上銷售動能，然而
對許多零售業者來說，實體店面仍是其營收主要來源。許多業者仍在思考如何強化實體
店面經營，透過線下結合線上服務，增加消費者黏著度，以建構消費生態圈為目標。以一
間台灣零售業者為例，勤業眾信透過外部市場情資調研、消費者趨勢調查、價值定位分析
及內部會員資料分析等手法，以其據點優勢及選品策略滿足家戶採買需求，同時亦協助
客戶於醫療保健、在地文化及綠色生活等三面向規劃未來發展機會，使其在競爭激烈的
零售產業中逐漸站穩腳步。

勤業眾信透過外部市場情資調研、消費者趨勢調查、價值定位分析及內部會員資料分析
等手法，為客戶尋求下一個十年之成長動因，與企業共同探討潛在客群之需求及未來可
能的服務藍圖，以貼近家戶需求並推廣環保理念。勤業眾信偕同客戶一同規劃於醫療保
健、在地文化及綠色生活之發展機會點以利持續成長：

提供多元服務深化社區關係

透過醫療照護平台之建置，提供會員透過該平台預約銀髮族照護及遠距
醫療之相關服務，以便利據點附近家戶長者。

結合當地社區活動中心或是文化推廣中心，共同舉辦文化推廣活動，協
助深耕在地文化，加深鄰里向心力，同時提升自身品牌形象。

透過減塑活動及智慧能源發展，提供會員環境友善之產品及理念，持續
推廣綠色生活及永續發展的理念。

醫療保健

在地文化

綠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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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企業透過改變管理模式，由從上而下(Top-down)開始融合由下而上(Bottom-up)之
管理模式，聆聽及彙整內部員工聲音(Voice of Employee)。

勤業眾信提供許多企業有關經營管理之教育訓練，包含企業價值地圖教育訓練、流程優
化(Process Management Improvement)及精實六標準差(Lean Six Sigma, LSS)等課
程。透過研討會之意見交流收集並彙整內部員工聲音，讓經營管理者能參考並採納回饋
意見，適度調整經營方針符合雙方共識，強化向心力及維持員工關係。

勤業眾信曾協助一建設業者進行企業價值地圖教育訓練課程，帶領企業高層及功能單位
一、二級主管共同討論各項價值動因，思考公司核心價值為何，提出可協助企業提升競爭
力之策略。除一線業務單位於探討營收成長時提出許多有價值之策略及行動方案外，該公
司財會單位也以財會績效之角度提出許多見解，偕同業務單位一同提升公司營收。透過企
業價值地圖的輔助，該公司同仁於策略釐清研討會中，能透過聚焦思考價值動因，並與總
經理有效並積極溝通討論公司年度願景策略方法及營運計畫，有效促進企業與員工交流
的化學作用。

另外，勤業眾信也提供一台灣零售業者精實六標準差課程，透過DMAIC架構(Define, 

Measure, Analyze, Improve, Control)，於課程中循序漸進辨識出於行銷、業務及店鋪
營運之議題，並協助客戶排序、挑選重點議題進行流程優化。透過勤業眾信的協助，客戶
於行銷刊物等製作時間減少約25%，且降低店鋪貨物短缺情況，客戶滿意度增加約17%。
種子學員樂見與自身相關流程有了改善，也請勤業眾信提出LSS專任部門規劃建議，希望
透過該部門之運作，從員工角度持續與高階溝通公司運營議題，達成一正向循環。

傾聽員工心聲強化員工關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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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財務顧問團隊致力於提供全面性與客製化的財務顧問服務，包含
協助政府單位評估設廠計畫、進行財務可行性分析與評估引進民間資金之
效應，亦或是協助新創企業，提供營運策略建議並協助規劃每個營運階段
所需要取得之資金，並利用全球網絡媒合最合適的買賣雙方，為客戶提供後
續諮詢顧問並協助其業務擴張；亦曾為資金充沛之台灣保險業者，引導財務
規劃，活用保險業之資金於水資源處理BOT公司；此外，亦協助過多間保險
公司與大型開發商共組太陽能合資平台，共同投入台灣綠色能源產業發展。
我們將持續善用產業經歷及全球性資源提供客戶完善之解決方案，在盡力
滿足客戶需求的同時，為推進台灣綠色產業發展盡一份心力。

財務顧問服務

穿針引線，推進台灣綠色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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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來襲推動了台灣外送的市場商機，卻也伴隨著大量的廢棄物與廚餘。因此，桃園市政
府環保局積極推動台灣首座生質能源中心的落成，期待將城市廢棄物有效轉為能源，以
循環經濟的理念實現永續城市的精神，譬如焚化廠焚燒垃圾產生的熱能可用來發電，廚
餘厭氧發酵可處理廚餘、水肥與協助汙水處理，底渣固化掩埋場可將底渣、飛灰再利用。

勤業眾信於桃園生質能源中心招標時期，與政府及工程顧問共同針對設廠之計畫進行討
論，包含營運收入計算(廚餘、垃圾、廢棄物之進料處理費收入與廢棄物發電收入)、財務
成本計算(建設成本、營運成本與各類費用之辨認與預估)、以及財務可行性分析(自償能

台灣首座生質能源中心，化廚餘與垃圾為神奇

力之評估與財務評估指標之計算)。為理解各變數的風險程度影響，亦針對營運收入、操作維
護成本與興建成本進行敏感性分析，並協助分析生質能規劃之資金來源與資金用途，以及後
續廠區之規劃與決策，透過量化之數據，讓整體計畫更加具體化，協助政府在有限的預算之
下達到政策目標，並檢視在合於政府的規範之下，民間投資的引進該如何保持合理利潤。桃
園生質能源中心預計最快於2021年底落成，將是台灣綠色產業發展的一大步，期待未來持續
結合政府與民間的力量，以及勤業眾信的專業知識，共同實現綠色生活願景。



卓越永續
以具體行動實踐對環境保護最高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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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議題是當今時代下最嚴峻的挑戰之一，我們相信這個世界需要採取更多積極的
行動、減輕氣候變化對生態環境所構成的影響，而Deloitte將在這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因此，在去年正式發布WorldClimate行動計畫，承諾達成以下4個面向：

環境保護 淨零排放 (Net-zero by 2030)
我們承諾將於2030年達成淨零排放，並通過科學基礎減量目標計畫
(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的驗證，目標包括：
． 以2019年為基準，每位全職人力工時(FTE)的商務旅行碳排放減少50%

． 辦公室採用100%可再生能源
． 自有車隊100%轉換為混合動力車或電動車
． 攜手主要供應商推動減碳行動
． 投資有效的市場解決方案

綠色營運（Embed Sustainability）
． 規劃長期且一致的策略與行動
． 將氣候變遷議題的討論層級拉高至經營團隊
． 將氣候因素納入辦公室營運和決策時的重要考量之一
． 持續對外報告我們的年度碳排放量

人才培力（Empowering Individuals）
透過互動和教育訓練的方式，使事務所同仁能夠在生活與工作中做出
對氣候議題有益的選擇，擴大社會影響力。

共榮生態圈（Engaging Ecosystems）
我們將攜手客戶、合作夥伴、非政府組織、產業代表、供應商等，一同消除阻
礙變革的障礙，並於系統和營運層面建立創新的氣候解決方案。

World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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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減碳之具體作為

勤業眾信瞭解環境保護應處處落實於日常營運當中，除了採用綠建築作為辦公大樓、鼓
勵視訊會議、降低差旅往返的碳排放量之外，亦於台灣各地辦公室進行全面性省電節能
燈具更換、節約空調用電，並同步展開熄燈政策，鼓勵同仁減少夜間加班，截至目前的統
計可發現，人均用電量及差旅碳排放量皆逐年下降。期盼同仁能取得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之餘，也能減少辦公室的夜間耗能，為保護地球環境更添心力。

智慧永續綠建築 

勤業眾信優先考慮綠建築做為各所辦公大樓，目前台北
所、台中所及高雄所所在大樓皆為綠建築。

台北所 信義區臺北南山廣場 中信金控臺中金融大樓 高雄中鋼大樓台中所 高雄所
美國綠建築協會「能源與環境先導設計(LEED)」黃金級(Gold)認證
台灣綠建築EEWH最高等級鑽石級認證

台灣綠建築EEWH銀級認證 台灣綠建築EEWH最高等級鑽石級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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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無紙化

紙張的生產過程中，除了需要砍伐大量樹木、水資源消耗及用電等資源的浪費外，在製造
過程中亦產生許多污染，對環境造成了不可逆的影響。因此，近年來事務所內部開始推動
無紙化行動方案，透過以下四個方式致力於減少企業用紙及紙張浪費：

透過這些細微的行動，有效率的減少紙張使用，人均用紙量由2020年度的5,454張降至
2021年度的3,865張，共下降29%，而未來也將針對高用紙作業進行流程再設計，降低紙
張運用，更進一步達成無紙化目標。

挑選具有環保標章的影印設備

事務所用紙全面採用FSC認證紙張

鼓勵同仁以電子化方式檢視文件，盡量減少列印，如不可避免也盡量
採用雙面列印

開發內部線上平台，採用電子簽核

1

2

3

4

人均用紙量(單位：A4張數)29%

56.9噸碳排放

數位轉型助攻永續，減碳與效率兼得

以紙張印製為例，稅務部普遍存在大量的紙張印製習慣，進而造成大量的碳排放。在不影響
服務品質的前提下，美國稅務服務團隊於2017年開始規劃作業流程的無紙化，與客戶溝通
自資料收集、美國國稅局申報及報稅完畢皆採行電子化方式執行與留存。另外，服務委任書
中亦加上若客戶需要取得紙本申報書時，將額外收費的約定來鼓勵無紙化作業。台灣個人
稅服務團隊後續也比照辦理，將工作流程全面無紙化，只有提供稅局的文件才印出。

此外，自2019年起稅務部風險控管單位開始推廣線上簽核，協助同仁建立電子簽名檔，同
時也請服務團隊盡力與客戶溝通，接受以電子傳輸方式交付服務委任書。依統計，無紙化
工作流程的成果非常顯著，台灣稅務部門在2019年度的用紙量將近440萬張，但2021年度
用紙量已降至124萬張，節省了316萬張紙，大約是1.2座臺北南山廣場大樓的高度，減少約
56.9噸的碳排放。

未來，將持續朝向對環境更友善的方向前進，目標為整個稅務部於2022年5月底前達成全
面無紙化。透過數位轉型的力量，為核心業務的減碳行動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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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意識宣導

2021年度成立之自願性組織GreenBee小隊，持續發行氣候變遷與環境意識相關之宣導，
讓全所同仁能從更宏觀的角度理解我們身處的環境，以及為何所有人皆無法置身事外；並
針對生活中各項議題提供實際的案例分享。另外勤業眾信也開發「WorldClimate線上課
程」，列入所有事務所同仁必修課程，為同仁建立永續意識之基礎。

環保月

為盡到身為世界公民一份子的責任，勤業眾信持續以「勤於環保．地球不老」為主軸，因應
4/22世界地球日，將四月份定為事務所環保月，以「 Life in green 」為題，舉辦一系列線上及
實體活動，例如淨灘、工作坊、二手袋回收、線上隨堂測驗等等，除了提升同仁的環保意識，
更希望同仁以身體力行的方式一起用行動愛地球！

環保D碳小學堂 二手袋計畫

#iAct綠色行動GO 共創未來氣候行動工作坊

未來，從現在就開始
面對氣候變遷問題，勤業眾信將持續從事務所營運層面著手，進行流程綠
色轉型；採取目標管理方式，分析環境相關數據蒐集之品質，應用數據管
理，並於每年提出降低環境衝擊之策略並具體施行；透過協助同仁建立環
境保護意識，不僅影響日常工作與生活行為，更可擴大至生活周遭的親朋
好友，進而發揮勤業眾信影響力，加速達成淨零排放之目標。

“

”



人才培育與社會貢獻
勤業眾信將持續創造社會價值、落實永續經營，帶給社會正面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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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所人力組成

• 年度同仁人數分布 • 同仁性別分布 • 同仁工作地點分布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3,775人 3,887人

女性
63%

男性
新竹所

台中所

台南所

台北所

37%

3,894人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號20樓新竹市東區科學園區展業一路

2號6樓

台中市西屯區惠中路
一段88號22樓

台南市中西區永福路
一段189號13樓

地點分布 台北所 新竹所 台中所 台南所 高雄所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2021年度 1,180人 1,931人 68人 149人 64人 137人 44人 73人 78人 170人

2020年度 1,192人 1,917人 64人 153人 63人 131人 45人 68人 90人 164人

2019年度 1,183人 1,854人 64人 137人 54人 136人 41人 62人 88人 156人

高雄所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88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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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分布

• 職級分布

• 學歷分布 • 持有專業證照統計

18-25 26-37 38-53 >54 歲

31% 50% 16% 3%
律師執照會計師執照

碩士以上

合夥人

171人 1,593人 2,130人

管理階層 非管理階層

大學

其他

37% 

60%

3%
21人845人

4% 41% 55%

38%
62%女性
男性

41%
59% 男性

女性

32%

68%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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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非常重視人才的培育與專業養成，依據每位同仁職涯需求，打造個人發展計畫，
除了提供多元的外派工作機會，也擁有豐富的教育資源，包括完整的線上與實體學習課
程、知識資料庫及學習平台，打造具有「全球接軌」與「數位革新」特色的學習環境，以提
升同仁競爭力並持續扎根精進專業知識。

人才培育和發展

11

Explore the six-future ready capabilities 

Collaboration

Tech Fluency

Agility

Innovation

Resilience

Building the Business

Bouncing back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forms the foundation of 
resilience. Learn resilience to build 
the strength we need to fortify our 
mental wellbeing during volatile 
times. 

Agility enables us to adapt quickly 
and to manage ambiguity. Adopting 
an agile mindset increases our ability 
to ‘pivot’ and provides an adaptive 
advantage during times of change. 

Collaborating effectively across 
virtual, organization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is critical when serving 
a global client account or delivering 
a complex cross-border 
engagement. 

Innovation starts with an idea but 
requires cultivating a curious and 
experimental mindset, embracing 
risk and leveraging data to solve 
problems and meet client needs. 

What is AP Future-Ready?
AP Future-Ready is an on-demand digital 
curriculum developed to help our Deloitte 
professionals future-proof on the six core future-
ready capabilities. 

What is different in the revamped AP Future-
Ready?
• AP-Focused: Content specific to Asia Pacific 

featured for greater relevance to our learners.

• Refreshed: Content reviewed, validated and 
streamlined by a regional curation team with 
the help of subject matter experts.

• Actionable: Encourages learners to reflect and 
apply key insights with learner prompts and 
reflection point. 

Welcome to 

AP Future-Ready! 
As our trusted relationships are at the 
heart of our business, learning how to 
develop them and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is critical for differentiating 
ourselves from the competition and 
serve our clients. 

With the advent of new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we must be conversant
on the key emerging trends and lead 
client dialogue on topics such as 
Blockchain, Cloud, AI to provide 
Deloitte’s PoV. 

1演示文稿标题© 2020。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中国。

What is Resilience?

Resilience represents the ability to remain steadfast during moments of 

adversity, tragedy, threats or significant stress and come back stronger 

than before. 

Why is it critical for Deloitte professionals to build this capability and 

why now?

As Deloitte professionals, we often find ourselves working in highly 

stressful and variable environments to meet our client’s needs. 

Resilience helps us maintain our resolve and wellbeing while achieving 

sustainable high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enhancing our resilience-

building skills can also strengthen and protect us and our teams from 

the tough environment of our new reality.

Welcome to 

Resilience

Don’t know where to start? 
Check out these resources:

• Understanding Resilience

• Resilience Strategies During COVID-19

1演示文稿标题© 2020。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中国。

What is Agility?

Agility is the ability to ‘pivot’, when needed, which provides an adaptive 

advantage during times of change. To do so requires adopting an agile 

mindset and enhancing our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Why is it critical for Deloitte professionals to build this capability and 

why now?

Globalization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makes this an age of 

increased uncertainty, ambiguity and volatility. We need to be agile and 

responsive to navigate successfully and benefit from changes 

happening across all business sectors. As Deloitte professionals, we 

need to embrace change and adapt nimbly to help our clients discover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Welcome to 

Agility

Don’t know where to start? 
Check out these resources:

• 4 Steps to developing a Growth Mindset 

• Three Strategies for Thinking and Acting 
Courageously 1演示文稿标题© 2020。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中国。

What is Building the Business?

Building the Business explores and emphasizes the ‘human’ element of 

growth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namely the relationships that we 

form and develop with our clients. 

Why is it critical for Deloitte professionals to build this capability and 

why now?

Our trusted relationships are at the heart of building new business and 

winning market opportunities. Learning how to develop relationships 

through empathy and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across cultures in a 

virtual environment are critical for differentiating ourselves from the 

competition. 

Welcome to 

Building 
the Business

Don’t know where to start? 
Check out these resources: 

• Adapting Negotiations to a Remote World 

• Selling with Stories
1演示文稿标题© 2020。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中国。

What is Collaboration?

Collaboration happens when a group of individuals work together as a 

team across virtual, organization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to resolve 

highly interdependent tasks in order to meet a unified goal.

Why is it critical for Deloitte professionals to build this capability and 

why now?

As we increasingly work on, and later lead, global and virtual teams, 

we need to foster better collaboration in order to address increasingly 

complex problems and create value. The hybrid workplace exemplifies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connectivity and working together as a 

multidisciplinary team across virtual, organizational and cultural lines.

Welcome to 

Collaboration

Don’t know where to start? 
Check out these resources: 

• How to Build Trust on Your Virtual Team 

• Cross-Culture Work in a Global Economy
1演示文稿标题© 2020。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中国。

What is Tech Fluency?

Tech Fluency begins with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emerging enterprise 

technologies, which enables us to contextualize technology concepts at 

a deeper level, follow key trends and become conversant on their 

broader business applications with our clients.

Why is it critical for Deloitte professionals to build this capability and 

why now?

With the advent of new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Deloitte professionals 

need to be conversationally competent with business implications of 

current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and confidently construct questions that 

frame client business needs in the current tech space. As the leading 

digital professional services firm, Deloitte AP will continue to double 

down on technology and lead in areas that matter most to our clients. 

Welcome to 

Tech Fluency

Don’t know where to start? 
Check out these resources: 

• Learning how Deloitte is using Analytics to 
serve its clients

• Deloitte On Cloud Podcast 1演示文稿标题© 2020。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中国。

What is Innovation?

Innovation starts with an idea but requires cultivating a curious and 

experimental mindset, embracing risk and leveraging data to solve 

problems and meet client needs. 

Why is it critical for Deloitte professionals to build this capability and 

why now?

In a rapidly evolving and disruptive business landscape, we need to stay 

ahead of the curve, think beyond the status quo and help our clients 

challenge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Fostering a culture that promotes 

innovation can drive real, sustained growth and improvements for our 

organization.

Welcome to 

Innovation

Don’t know where to start? 
Check out these resources: 

• The surprising habits of original thinkers

• Challenge your Risk Tolerance

持續學習的未來能力

建構六個持續學習的未來能力(Future-Ready Capability)，協助同仁從自我發展開始掌握
快速多變的局勢，並建立組織持續學習的文化。

持續學習的未來能力
Future-Ready Capability

堅韌不撓
Resilience

才思敏捷
Agility

拓展商機
Building 

the Business

合作共榮
Collaboration

駕馭科技
Tech Fluency

引領創新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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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外派機會
為拓展同仁的國際視野，勤業眾信提供跨國界的人才流動機會，讓優秀同仁有機會轉調
至分布於世界各地的會員事務所，每年皆舉辦內部甄選，歡迎符合條件的優秀人才參加，
取得申請資格後，同仁可於二年內，透過全球連線的Deloitte Global Mobility(GMP)線
上平台，隨時申請有興趣的職缺。另外自2007年起，有鑑於大中華區客戶對跨區域服務
需求與日俱增，事務所秉持「全球一心：服務無國界、專業無極限」之策略目標，積極與
Deloitte中國大陸區域建立新的台商服務營運模式(TSG)，2017年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
更建立東南亞服務團隊(SEASG)，派駐專職人員服務台商重點投資地區，例如越南、泰
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提供事務所優秀審計人才培養專業及業務開發之跨界服
務機會。

「接軌國際、深耕台灣」的全球化學習環境

全球發展計畫Global Mobility Program (GMP)

台商專業服務Taiwanese Services Group (TSG)

東南亞服務團隊Southeast Asia Services Group (SEASG)

Deloitte University Asia Pacific (DUAP) Program
Deloitte University致力於培養及發展專業頂尖人才，形塑國際化的商業領導者，專業團隊將規
劃完整的課程，將學習融入工作場景中，並以最有效的方式納入實際應用，建立扎實的專業能
力、管理能力和領導能力，同時透過與世界各國的同事交流，亦能進一步擴展世界觀。Deloitte 

University已成功於世界各地成立，例如美國、加拿大、印度，2016年並於新加坡開設Deloitte 

University Asia Pacific，提供亞太區同仁持續學習成長的機會。

Deloitte University Asia Pacific in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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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管道培養自主學習力
為持續培養同仁的軟、硬實力，Deloitte全球透過SABACloud、LinkedIn Learning   

Learning、Cura、Knowledge Exchange等各式線上平台，以及英語學習計畫，幫助同
仁不間斷的、便捷的獲得專業知識。

SABA Cloud
為Deloit te全 球共同使 用的學習平
台，SABA上有多樣化的學習資源，可
搜尋各式各樣的線上課程自我精進，
彈性利用時間，課程種類包羅萬象，
例 如 管 理 類、專 業 技 術 類、品 質 管
理、核心課程(誠信正直道德)等。

Cura
為學習導向的內容策展平台，具有AI

人工智慧、個人化學習、協同合作等功
能，讓同仁能更快速、精準、容易地取
得無論是工作或學習上所需之資訊。

LinkedIn Learning
Deloitte同仁專屬學習平台。

Knowledge Exchange(KX)
為Deloitte知識共享平台，提供多元的
資源及全球超過33萬名同仁的專業知
識及客戶經驗分享。

英語學習計畫
透過舉辦實體和線上課程、主題講座及
發送電子報，提升同仁英語能力、增加國
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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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共融與平等

勤業眾信堅信多元職場的價值，致力於建構友善共融的職場環境，持續推動多元與包容 

(Diversity & Inclusion)的共同價值觀，無論聘用或晉升同仁，皆不受其性別、種族、國籍、
宗教、年齡、背景、教育程度、政黨、價值觀、性傾向等而有所差別，我們尊重每位同仁的獨
特性並擁抱多元性。2019年由亞太區各會員所CEO組成亞太區共融委員會，期望營造一個
友善、不受歧視的安全工作環境。

多元人才招募

在產業環境的變遷與快速成長下，對於多元人才的需求與日俱增，因此，勤業眾信擴大人
才視角，以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計畫，期望透過積極
招募這些不同背景的專業人才，跳脫思惟，突破框架。我們相信，透過集結不同專長的夥
伴，更能發揮各自的強項，以達成1+1>2的團隊目標。2020年度及2021年度校園招募中，
會計本科系約佔6成，而非會計本科系比例提升至4成之多。

40%

60%

非會計科系

會計科系

• 校園招募比例• STEM招募計畫

Scienc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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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

2021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20年度

身心障礙同仁人數

外國籍同仁人數

日本 美國 菲律賓香港 中國大陸 越南印尼 新加坡 緬甸 諾魯馬來西亞 尼加拉瓜加拿大 澳洲

原住民同仁人數

29人

18人

7人 7人
5人

4人
3人

2人 1人 1人 1人 1人 1人 1人 1人

21人

38人 17人

• 員工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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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與LGBTQ+友善職場

勤業眾信致力打造平等、多元與包容的工作環境，2021年度全
所男性及女性人數比例約37%：63%，男性及女性合夥人比例
為：60%：40%，依近兩年新晉升的人數統計中顯示，晉升中
高階主管人數超過半數皆為女性，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但
我們將持續努力，達成50%：50%的目標。而在多元與包容
(Diversity & Inclusion)的共同價值觀下，勤業眾信尊重每一個

根據Work place Pride Global  Benchmark
所做的全球性企業調查，Deloitte連續三
年榮獲最高評比-Advocates(Top-level 
achievement)

與生俱來的性別認同及性傾向，2020年6月首度發起「LGBTQ+驕
傲月」活動，邀請人權律師至所內演講，為同仁注入不一樣的共
融觀點，進一步了解平權及接納多元的重要性，同年10月更邀請
超過50位所內同仁身體力行走上街頭，用行動參與台灣同志大遊
行。未來，期盼勤業眾信在各項重要決策上，皆能更平等地納入
多元性別族群的聲音與想法。

“

”

ALL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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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福利
具競爭力的薪酬制度

為了讓同仁獲得更公平公正且客觀的薪酬與晉升，勤業眾信自2020年度起，改採用「GPE 

(Global Performance Experience)績效管理制度」，強化主管與同仁之間的即時溝通與對
話，更直接地給予同仁工作上的協助與回饋，透過跳脫傳統的績效評核框架，更能夠發揮
每位同仁的長才及團隊優勢，再結合具有競爭力並超越市場行情的薪酬制度，給予同仁更
公平合理優渥的獎酬。

勤業眾信定期參與市場的薪酬調查，並彙集市場薪酬及福利制度等相關資訊，適時地調整我
們的薪酬架構，以吸引更多優秀人才，以最近二年為例，勤業眾信各業務單位每年的薪資調幅
約為8~10%，皆在市場平均值以上。

Team Member

Business Leader

Team Leader

Talent

Coach

檢視一年內職涯目標與規劃，並於GPE

系統中呈現工作績效

Business Leader作為領導角色，負責
GPE績效管理之決定，並利用績效管理
的資訊，做出適當的營運決策

給予Team Member即時反饋

協調績效管理之進行、根據成員之績效表現資
料提出洞察，並給予Business Leader們決策
上的建議

與同仁無工作利益上的關係，以客觀、第三方
角度，聚焦於同仁的優勢與長處之發展，引導
同仁探索其職涯願景，並提供建議與輔導

非薪酬福利

除政府法令規定之勞保、健保及勞工退休金提撥外，勤業眾信也提供各式非薪酬福利，其中
為鼓勵優秀同仁培養自己往更專業之路邁進，勤業眾信每年定期舉辦美國、英國及澳洲等各
國會計師考照說明會，並邀請補習班名師至所內開設一系列台灣會計師考前衝刺班，另外也特
別提供至多兩個月的溫書假，協助同仁專心準備考取會計師證照。除此之外，如獲取台灣或他
國會計師資格，也將提供數萬元不等之獎金，以資鼓勵。

全方位團體保險

員工健檢

國際SOS緊急醫療服務

專業證照獎勵金

資深員工獎勵金

婚喪禮金及生育禮金

夜歸計程車車資

協會會員費

行動通訊費

員工餐敘

旅遊活動

運動會

家庭日

旺年晚會

春酒及志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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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彈性的休假制度

勤業眾信期望同仁皆能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創造一個身心靈的平衡，因此從報到當天，即享受
勞基法保障之特休時數，讓同仁可以更彈性的運用自己的假期；除此之外，為了感謝每一位辛
苦付出的同仁，在生日當月即可獲得一天專屬的生日假。而同仁們可依據自身需求請假，例如
特休、生理假、產假、產檢假、陪產假等。

生日假
當月生日專屬一天休假日

健康職場與EAP關懷

勤業眾信關心每位同仁的身心健康，致力打造一個健康、安全的職場環境，除了提供健康檢
查、流感疫苗接種、企業按摩服務外，事務所內亦設立醫護諮詢室，由專業的護理師提供正
確的健康新知、醫療保健等各式服務，同時固定舉辦各式醫療主題講座及健走活動，以促
進同仁更專注於自身健康，並每週邀請執業醫生於事務所駐點提供健康諮詢服務，2021年
度參與人次較前一年成長80%。另外也推出EAP員工生活服務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EAP)，當同仁遭遇困難或是感到壓力時，即可隨時預約，由外部諮商顧問團隊提
供一對一的專業輔導服務，諮商議題涵蓋健康、家庭、法律、財務、管理等多個面向。2021

年度使用人次較前一年成長36%。

健康主題講座參與人次

健走會參與人次

2020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1年度

514人

778人

1,818人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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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影響力

因應COVID-19衝擊，勤業眾信作為

隨著2020年初新冠疫情(COVID-19)爆發，全球經濟遭受嚴重衝擊，企業更面臨嚴峻挑
戰，在這關鍵時刻，勤業眾信秉持專業，即時監測疫情影響，內部防疫政策視疫情狀況滾
動式調整，同時蒐集、彙整第一手研究與觀點，積極推出各式解決方案，與社會、客戶一
同度過這艱難的時刻。

成立疫情應變工作小組

為即時掌握疫情狀況，並於第一時間調整防疫政策，勤業眾信於新冠疫情爆發初期即成立
疫情應變工作小組，購置防疫物資供同仁領用、加強辦公處所消毒、建立同仁遠距分流上
班制度、取消實體拜訪、更將所有實體活動轉為線上，並要求同仁每日完成自主健康管理申
報，協助同仁做好全民防疫工作，減少人與人接觸頻率，降低疫情傳播風險。更於今年五月
本土疫情爆發時立即宣布，除部分因業務屬性或為維持事務所基本營運而必須進入辦公室
外，原則上所有同仁皆居家遠端工作，確保員工及客戶的健康安全。

疫情應變小組由總裁及各部門負責人所組成，因應政府最新防疫規範，每週開會即時調整
企業內部政策，採取緊急應變風險管理流程，掌握疫情狀況。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觀點智囊包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保留一切權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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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金融服務產業的防疫策略
客戶、產業與市場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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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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危害辨識

風險與衝擊
評估 擬定疫情

因應策略

設立緊急
應變計畫

實際演練

制定營運
持續計畫

https://www2.deloitte.com/tw/tc/pages/about-deloitte/topics/Tw-Covid19-pa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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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疫情影響，協助企業將危機化為轉機

在確保員工及客戶健康之餘，勤業眾信於疫情期間，亦秉持業務持續營運之原則，提供
專業服務不間斷，積極蒐集、彙整資料，結合各部門專業，建立COVID-19專區，依照疫情
市場現況推出最新消息，藉以回應客戶所面臨之問題。譬如於疫情期間推出《疫情下企業
常見的十項勞動法令問題》專案服務，協助企業在疫情期間面臨減班、停工問題時，能理
解與確認勞動法令，避免不必要的勞資爭議。同時，為因應疫情帶來的變化，勤業眾信積
極研究、蒐集、整合市場狀況，發布多份專業報告，剖析各產業於疫情下所遇之困難、傳
遞最新趨勢觀點，並透過舉辦多場線上研討會，為客戶帶來第一手資訊，協助企業採取行
動，對抗新冠疫情帶來的衝擊。

勤業眾信以行動力挺前線防疫人員

全球疫情不斷升溫，尤其今年印度疫情狀況轉趨嚴峻，每日確診人數屢創新高，重創印度醫
療體系，勤業眾信本著人溺己溺的精神，響應援助印度之抗疫計畫，鼓勵同仁們自由樂捐，
最終共募集約150萬元，透過台灣紅十字會 印度募款專戶，送愛到印度。另外，面對本土疫
情迅速爆發，勤業眾信以實際行動支持第一線防疫醫療及警消人員，第一時間捐款台大醫
院防疫專戶協助防疫病房擴建之需求，並採購半身隔離衣與髮帽6,000套贈予新北市消防
局，支持前線的醫療及警消單位，盼能提高第一線人員在執勤時的安全，並為台灣抗疫盡一
份心力，同時持續散播正向力量和回饋社會「共創影響力」(Connect for impact)。

企業戰疫策略新思維 線上研討會

新冠疫情全球經濟與產業影響分析
客戶、產業與市場負責人姚勝雄會計師

全球供應鏈在新冠疫情下的稅務
機會與挑戰
稅務服務部張宗銘會計師
稅務服務部周宗慶副總經理
稅務服務部張瑞峰副總經理

企業戰疫策略新思維 線上研討會

新冠疫情管理思維：韌性領導力
賴冠仲總裁

企業危機處理方案：營運持續管理BCP
風險諮詢服務 / 吳佳翰營運長、溫紹群執行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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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WorldClass未來人才培育計畫

面對全球經濟起飛而造成的貧富差距、數位落差等社會問
題，Deloitte全球於2018年啟動WorldClass計畫，希望集結
全球會員事務所與各界資源，透過有系統的教育與技能培訓，
幫助弱勢族群提升競爭力，並預計於2030年影響全球1億個

未來人才，而勤業眾信將響應WorldClass行動計畫與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SDGs)，共同為偏鄉孩童和資源匱乏的族群，提供
更多的教育資源與發展機會。

弱勢兒童關懷服務

自2013年起，勤業眾信開啟「偏鄉弱勢兒童關懷服務計畫」，
認養台中自由國小與屏東崁頂國小，補助兒童們的教育資源、
生活經費，更於2016年認養台東南榮「孩子的秘密基地」，關
懷當地弱勢家庭學童，補助當地課輔班經費與所需資源，型
塑另一股教育學習支持的力量。

教育類

勤業眾信考量偏鄉小學教育資源匱乏，學童往往較少有機會從
事文化休閒活動，為了擴充學童的生命經驗，提升其自我學習
成長的動力，透過每年舉辦充實的夏令營以及城市文化交流活
動，讓學童感受有別於平常生活環境的體驗，拓展生命觸角、激
發孩子潛能、提升學習動力。

World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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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台灣最大的偏鄉老師培訓機構，為更平等的教育努力

勤業眾信期待透過有系統的教育與技能培訓，使弱勢族群不因軟硬體條件的受限，而阻
礙自我肯定與成長學習的能力，使其享有與他人相同的基本受教權益，適性發展，進而根
本性改善其生活。

基於這個願景，2020年8月起，勤業眾信發起「Pro bono」計畫，與台灣最大的偏鄉老師培
訓機構「為台灣而教TFT」合作，以「資訊安全服務」與「人事制度輔導」為核心開展3個專

案項目，透過人資成熟度評估模型，提高組織人才資本及運作效率，並檢視資安架構提升組
織韌性，協助TFT優化組織效能，去影響更多的援助對象。

本計畫共累積了310小時的服務投入，並預估每年將直接、間接創造上千人的潛在影響力。

TFT作為一針對教育體系進行系統性變革的企業，致力於
解決教育不平等之社會議題，勤業眾信透過本計畫為TFT賦
能，擴大其社會影響力。

符合法令
法規要求

優化
資安架構

提高組織
人才資本

提升組織
運作效率

擴大TFT影響力

TFT定期培訓駐點教師，每年影響人次達到100人，教師畢業後投入社會創新、社區營造等
領域，擴大影響力，影響人數上達千人

TFT願景驅動員工及志工實踐自我價值，每年影響人數上達百人

TFT老師為學校帶入多元創新的資源， 每年影響學校達39所，影響教師上達百人

TFT培訓教師以提供偏鄉學生學習機會，促進學生有效學習，每年影響學生人數達1600人

TFT教師

TFT員工/志工

偏鄉教師/學校

偏鄉學生/家庭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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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台大管院希望種子培訓計畫，推動台灣永續教育

勤業眾信響應台灣大學「CARDO希望種子培訓計畫」，2020年招募來自環工、財金、政
治、社會與工管等多樣專業科系的種子學生共15名，規劃為期七週、每週兩小時的永續精
選課程，藉由高階長官授課、經典案例分享、遊戲與團隊合作等多樣形式，引導學生瞭解
各項永續議題。

本次課程也特別邀請金融業、電信媒體業及傳統產業等客戶現身說法，分享企業的永續
願景與具體投入，不僅讓同學直接體驗企業在面對永續議題的挑戰與困境，增加了實務操

作的臨場感，也為即將步入職場的同學帶來一場場震撼教育；另一方面，企業也能在與學生
交流的過程中，更了解新興世代的思維。

「永續教育」是台灣永續發展的關鍵，勤業眾信希望藉由人才培育，深化學生對永續的認知
與熱忱，並幫助有志投入永續的學生開啟職涯的第一步，未來無論進入產官學研各領域，皆
可發揮永續價值與理念，對社會進行正面而有效的回饋，以創造學生、企業與社會的共贏。



目錄

 公司治理 

專業服務

卓越永續

人才培育與社會貢獻

51

公益類

匯流涓滴．愛心滿溢

勤業眾信持續落實「共創影響力」(Connect for impact)的品牌定位，凝聚眾人的愛心力
量，提供偏鄉孩童與資源需求者日常生活所需，十餘年來，透過愛心義賣活動，募集企業各
界、會計師、商圈鄰友與全體同仁、退休會計師寶眷的愛心善款，貢獻義賣所得，資助偏鄉
學童的生活、教育和營養補助。2020年受到疫情影響，改以線上捐贈的形式，延續這份愛
與影響，最終募集232萬元的善款，全數分享予「中華民國快樂學習協會、中華社會福利聯
合勸募協會、財團法人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社團法人中華安得烈慈善協會、財團法人伊甸
社會福利基金會、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等七個慈
善單位，讓社會各角落因愛與關懷而發光、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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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Day

Deloitte全球認為回饋社會最直接的方式便是積極從事社會關懷，因此自2000年開始，以「身體
力行創造影響力」為出發點開啟Impact Day活動，鼓勵全球會員所及同仁盡一己之力，參與社
區與社會服務，勤業眾信於過去數年舉行各種不同活動來響應Impact Day信念，2020年總計舉
辦兩場，第一場活動與社團法人中華安得烈慈善協會「食物銀行計畫」合作，同仁們化身「物資
指揮官」檢查效期與狀態，進而依據類型整備、裝箱為客制化的膳糧食物箱，並委由協會派送

予400個有需求的家庭，透過「食」在的陪伴，幫助學童免於飢餓、健康成長。第二場活動更串聯勤
業眾信北、中、南區分所同仁的力量，與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及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
協會合作，至各地服務據點，協助身心障礙者及兒童，透過粉刷牆面、實際陪伴與互動，共同營造
一個無障礙的友善環境，以實際的行動創造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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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血

為了協助紓解血荒，幫助更多需要的人，勤業眾信自2013年開始舉辦愛心捐血活動，2021年
度響應六師公會及台北內湖科技協會，共舉辦3場愛心捐血活動，總計捐出逾350袋熱血。

協助逾百間新創企業成長

對許多剛起步的新創團隊來說，經常面臨缺乏資金與資源的危機，為了協助新創業者，勤業
眾信新創事業服務團隊整合跨部門資源，集結財會、稅務、顧問服務專業人士，提供新創企
業財會服務與專業觀點，更透過財會管理進階計畫，培養新創領導人全方位的經營判斷能
力與觀念，完整建構團隊所需的專業核心；除此之外，勤業眾信新創事業服務團隊每月舉辦
一場Morning Pitch活動，協助新創業者與策略合作夥伴建立網絡交流平台以對接資源、媒
合機會，至今共舉辦22場Morning Pitch活動，協助逾百間新創團隊。

未來，勤業眾信將持續加深對於社會之關懷，提供更多教育資源與發展機會，並努力結合組織之資源與
知識技能，積極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真正做到「取之社會，用之社會」，一同改變全球一億人的生活目標，
也希望透過拋磚引玉，攜手更多夥伴一同加入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行列，為更平等共榮的社會努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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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

關於本報告

本報告為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以下簡稱勤業眾信)發行之第一本影響力報告，以中
文發行，並同時發布於勤業眾信官方網站。透過本報告，期望讓關心勤業眾信的各界利害關
係人，更瞭解我們在企業社會責任及永續發展之策略與成果。

報告期間

本報告之資料統計時間以會計年度(Fiscal Year)為主，揭露期間為2021年度(2020年6月1日
至2021年5月31日)，為完整呈現執行成果及變化趨勢，部分數據將回溯歷年資訊。

報告範疇

報告內容所提之勤業眾信，係指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DTTL”)之會員，其
成員包括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勤業眾信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勤業眾信財稅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股份有限公司、德勤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德勤
不動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意見回饋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00號
電話：(02)2725-9988

信箱：twsic@deloitte.com.tw 

2021 Global Impact Report

探索更多

https://www2.deloitte.com/global/en/pages/about-deloitte/articles/global-report-home.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global/en/pages/about-deloitte/articles/global-report-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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