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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支付鳴槍起跑
首波贏家看一年之後
勤業眾信集團 / 陳清祥總裁、萬幼筠資訊長

陳清祥
總裁

勤業眾信集團

第三方支付即將鳴槍起跑，由於第三方支付專

法尚在審議，各支付業者為了擴大金流，將市

場瞄準海內外，也因而考慮金流入境與出境的

核准而紛紛送審，估計專法通過後半年內將正

式揭開戰局，現在是人人都有卡位機會，但真

正贏家則要等跨平台之爭開戰後才會出現。

台灣第三方支付服務專法已經研擬完成，其中

包括行動支付及O2O（Online to Offline）的應用

也獲首肯，專法草案也已送交行政院審議。

第三方支付可以說是網路時代交易媒介的變

形，也是促使電子商務產業成熟發展的要件之

一，一旦順利起跑，代表台灣的電子商務將進

入新里程碑。

優化「三流」才有成功的電子商務模式

依目前的國際經驗觀察，一個成功的電子商務

經營模式，一定要有優化的資訊流、物流與金

流，其中第三方支付就屬於金流。

第三方支付在國外已有多年實際運作經驗，例

如美國的Paypal及中國的支付寶等，台灣起步雖

晚，但依然有一定的利基。下一階段就要看台

灣的第三方支付能否多元化連結與發展，譬如

中國騰訊藉由過年期間的「微信紅包」遊戲企

圖蠶食支付寶的市佔，獲得一定程度的成功效

果，由此可見，第三方支付業者的勝出，除了

傳統的市場規模與量的迷思，更重要的是創新

與營運模式 (business model) 。從支援電子商務

的線上買賣延伸到各種生活買賣，納入消費者

特質，跳脫出傳統的企業對企業（B2B）框架，

演變為企業對企業對消費者（B2B2C），或者是

消費者對企業對企業（C2B2B），廣泛支援一般

商務。讓支付工具與支付金流的活絡產生一定

的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 ，將是經營勝出的

關鍵之一。

換言之，第三方支付的一大特性是會有很多的

交易組合，台灣現在沒有這項功能不代表未來

不會有。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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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幼筠
資訊長

勤業眾信集團

傳統的網購支付工具多仰賴信用卡、ATM匯

款、超商代收付或貨到付款；其中信用卡較符

合網路時代的支付方式，但信用卡黏著的是

「交易」，不是「帳號」，若消費者使用不同

銀行的信用卡，不但每一次交易都要重填個人

及信用資料，容易洩露資訊，也無法讓你的消

費集中，但透過第三方支付平台就不同了。以

Paypal為例，它採用email帳號提供支付服務；

消費者只要在Paypal網站註冊開立帳戶，登錄姓

名、電子郵件帳號、信用卡或銀行帳戶號碼、

帳單地址等，之後的每次付款，只要輸入email

帳號，就可完成各種商業交易，甚至只是單純

的金錢移轉。

就交易工具習慣來說，如果業者能在你最常使

用的平台上給你最方便的交易，你很容易就會

在這個平台上創造更多的交易行為需求，並集

中交易，這就是第三方支付最大的亮點，也是

現在大家看中的商機。

第三方支付將引爆新一波平台大戰

第三方支付是電子商務的金流，台灣打開第一

步後，在資訊流與物流與倉儲也都還在成長階

段，甚至未來業者在資訊流應更能智慧化的整

合網路消費者行為並客製化其需求，做到讓消

費者的眼球在最少的瀏覽網頁，決定最多的下

單購買，展現業者的經營效率；物流的優化則

是設法把貨物以最適的時間準確送達到消費者

手中，以決定廠商利潤的良窳。

值得注意的是，資訊流與物流的優化比較能透

過技術與管理克服，金流的優化要顧全的因素

卻較多，往往必須在盈利，消費者利益與風險

管理之間做出取捨，因此最考驗業者的能耐，

預料也將是這場電子商務大戰決勝的關鍵點。

金流的極度優化是指從申請帳號開始到交易的

方便度、交易廣度與安全性等，都要一併站在

消費者需求角度考量，而誰能讓消費者以最低

投放成本取得最好的商品或服務，把交易平台

與金流平台結合到最完善就能勝出。

好比我在 iPhone下載付費遊戲，只要連結到

Apple的iTunes，透過Apple的帳號就能直接扣

款，很方便。

從這個角度來看，像Google、Apple等擁有手機

或作業者平台優勢的大廠早已跨入第三方支付

市場，聚集不少買賣家在其平台，只要他們的

平台贏了，他們的電子商務贏面也大。

據悉騰訊想用微信WeChat做為支付工具，挖角

100多位金融專家想跨足金流業務，未來買家只

要有一個微信的帳號，用WeChat當交易通路平

台，再透過騰訊帳號來扣錢，便完成交易。

試想，一般人現在是上傳統購物網站的頻率

高，還是上微信（或Line）的程度高，從國外的

統計早發現消費者停留在行動平台的時間早就

高於電腦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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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眼光轉回台灣，在Android及Apple的高覆蓋

率下， 我認為台灣業者應該掌握三個要點，應

能把握這一波大好機會。

首先，業者要有這個觀念，若在台灣建立技術

平台，倒不如先建立一個交易服務平台來得有

優勢，以台灣現況打技術競爭不容易，建議可

在目前的主流平台下，建立屬於自己的競爭特

色。

其次，若屬後進者則可透過交易服務的優化來

貼近消費者，舉個例子，中國最早、也是全球

最早建立的獨立第三方消費點評網「大眾點評

網」，發展到最後已不是單純的提供餐飲娛樂

等訊息，還透過手機結合電子優惠券、定位導

航 (GPS) 等功能，進而成為手機用戶必備的應用

程式。

第三，既存在的業者可思考該如何積極地與優

勢大廠緊密合作，產生加乘效果，製造三贏 (平

台供應商、銷售者、消費者) 局面，但所謂的大

廠不見得是指「規模」，而是某領域有利基的

主力廠商，至於怎樣在主立廠商下面讓自己長

大？國內具代表的例子就是在日本相當成功的

優購網，後來進軍台灣與中華電信合資成立中

華優購，利用企業的福利委員會讓公司員工入

會，並在平台上購買比市價更低的商品。

最後，上述三個要點無論哪一種，業者都要謹

記曝光度，消費體驗 (交易安全) 與後勤運作 (物

流、財務、系統開發) 這三項條件都缺一不可才

能致勝，因為電子商務的競爭，不一定是錢多

就會贏，更重要的是怎樣回到產品及服務的本

質與消費者身上，只有做好並滿足最根源的本

質需求，才能延伸到自己的平台價值。

畢竟，廠商都想建立一個黏著度高的平台，鎖

住你的眼睛，讓你不得不鎖住這個平台，最後

就連你的付費習慣也會被鎖住，這就是這產業

的創新商業契機。 

在此也呼籲政府，在第三方支付專法上路後，

應該秉持「充分開放但嚴格監督，並協助業者

從在地化走向區域化或國際化」等原則，概念

有點類似國外大學進來，但不見得可以輕鬆畢

業，因為電子商務是速度戰爭，不能輕易錯過

良機！

台灣近期開放入場券，一年內宣戰

我們可以大膽預測，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興起將

會引爆新一波平台大戰，這也是阿里巴巴與支

付寶，遲早有一天將與騰訊正面開戰。

我們對台灣第三方支付產業的看法持平，因為

第三方支付不是銀行，而是交易平台，這代表

要有普及度、交換度、交易效率提高，還有交

易安全、交易真實性、反洗錢，以及帳號管理

等，台灣的發展還算先進，但在創新上並不是

領先。

目前政府的立場注重遊戲規則的建立，以促進

產業發展，保護消費權益，希冀打通金流後讓

電子商務任督二脈流暢，幫助國內業者快速成

功，再慢慢走向區域級。然電子商務的經營，

總有一天要跨向境外，因此若在電子商務發展

的過程中沒有注意對國內電子商務廠商的保

護，國內的電子商務將面對極艱鉅的挑戰；另

外一旦走出海外，即會碰上一個饒富經驗的大

巨人―中國。中國以跳躍式的軌跡成長，甚而

在一些經營上存在不對等的環境 (例如中國的網

路長城，多數網站都有在中國無法被消費者瀏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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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的經驗) ，甚而在經營模式的創新上，中國的

創新與彈性都極為驚人，例如在台灣的手機支

付都還沒普及時，中國便率先進階到跨平台的

結合，因此，台商若無法與中國業者找到合作

互利的模式，就必須以擅長的營運彈性，切進

特殊或加值型社群服務利基市場。

在台灣，第三方支付是特許行業，未來應該會

有「審核許可制」與「報備制」兩種型態存

在，想跨足此業務的廠商，必須經過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現為經濟部) 的審查通過後，才能上

線營運。而電子商務第三方支付的完備必須有

二大要件：一是交易平台的建立；二是金流匯

兌上的齊備，包括跨境網路交易、儲值、與合

作銀行簽約、完成跟銀行間的作業手續交換、

帳號建立、洗錢防制、資訊安全、風險管理、

消費爭端解決等等，所有程序都必須花時間制

定清楚。若送件的業者順利通過審查，最快可

在半年內取得進入第三方支付市場的「入場

券」，第一波戰局將就此展開。

初期大家都會在各自領域尋求壯大，例如遊戲

對遊戲平台，買賣平台還是在買賣平台，會是

一場相對式的捉對廝殺戰局，而目前這些業者

都只是努力補強後台建置，以期符合可經營第

三方支付平台的資格，並沒有致力優化前台與

客戶端的互動來看，短期內尚看不到誰有贏

面；還需要一年後，等到各自的市場成長出現

停滯，才會進入跨平台的整合，屆時將有機會

出現第一波贏家。

(本文摘要已刊登於2014.03.21工商時報政經

八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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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全球風險管理調查

設定更高的標竿

本調查介紹

《德勤全球風險管理調查》（第8版）是德勤中

國(Deloitte China)針對全球金融服務行業的風險

管理現狀進行最新評估的調查結果，本調查於

2012年下半年（9月至12月）展開調查，共收集

到全球86家金融機構的首席風險長（CRO）及

其他高階管理人員的觀點。參與調查機構主要

來自全球的金融服務企業，集中於商業銀行、

保險公司和資產管理公司，總資產超過18兆美

元。

風險治理和企業風險管理 (ERM)

全球經濟衰退造成監管機構更加注重金融業董

事會的風險管理方式，包含提供風險管理的建

議和監督、審議並批准風險管理的架構、發表

相關政策並考慮在定期會議上多加討論此議

題。根據本調查結果顯示(如圖一)，越來越多的

董事會對風險監督投入相當多的時間。

圖一、董事會角色

調查結果:與五年前相比，貴公司的董事會投入

多少時間由於風險監督?

全球經濟衰退導致監管機構更加關注董事會在

風險治理中所引起的作用：

提供風險管理的治理和監督、審議並批准明確

表述的風險管理框架、政策和風險偏好的陳

述、考慮在定期舉行的會議中增加風險討論和

報告頻率。有43%的風險監督職責由董事會中

獨立的風險委員會負責(如圖二)，只有5%由多

個董事會領導下的委員會做監督。

Copyright © 2013 Deloitte Development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7 

調查結果: 與五年前相比,貴公司的董事會投
入多少時間由於風險監督？ 

董事會角色 

令人深思的見解:  

全球經濟衰退已引起監管機構對於董事會在
風險治理中所起作用越來越多的關注： 
• 提供風險管理的治理和監督 
• 審議並批准明確表述的風險管理框架、

政策和風險偏好陳述 
• 考慮在定期舉行的會議上或中間增加風

險討論和報告頻率 
67% 

27% 

6% 

相当多的时间 
稍微多的时间 
很少或没有变化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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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董事會風險委員會的調查結果

在董事會層面，誰負有風險監督的主要職責?

圖三、董事會風險活動的調查結果

貴公司的董事會或董事會風險委員會履行如下的哪些風險監督活動?

根據本調查結果顯示(如圖三)，98%的董事會會定期審核風險管理報告以落實風險監督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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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事會層面，誰負有風險監督的主要職責？ 

董事會風險委員會的調查結果 

董事會中獨立的風險

委員會，43% 

全體董事會成員, 

24% 

個別董事會成員, 8% 

董事會審計委員會, 
7% 

董事會審計和風險委
員會相結合, 7% 

責任下放給管理層級
別委員會, 6% 

多個董事會領導下的
委員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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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公司的董事會或董事會風險委員會履行如下的哪些風險監督活動？ 

董事會風險活動的調查結果 

43% 

49% 

51% 

57% 

58% 

68% 

73% 

75% 

78% 

81% 

98% 

0% 20% 40% 60% 80% 100%

审核管理层风险委员会的章程. 

审核激励性薪酬计划 

帮助建立及植入企业风险文化 

举行与首席风险官CRO一起参与的高管会议 

界定风险管理报告路线及独立性 

审核管理层为了纠正任何不遵守风险管理 

审核企业政策以了解与组织的风险概况是否一致 

审核单项风险管理政策 

批准风险偏好陈述 

审核及批准总体风险管理政策和/或ERM框架 

审核定期的风险管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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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經營模式

管理經營模式可以協助董事會和管理層執行其

管理的角色，使董事會及管理層建立管理結構

和機制。管理經營模式可以協助董事會和管理

層履行其治理的角色: 可能使董事會及管理層建

立治理結構和治理機制、董事會和管理層在針

表一、管理經營模式（簡要說明）

對架構、監督職責、人才和文化和基礎設施等

進行選擇時，需定義管理層將如何實施治理經

營模式(如表一)。

根據調查顯示(如圖四)，95%的企業在預算/財務上的有效管理最高，其次是流動性風險、資產負債相

關風險。

圖四、風險類別的調查結果

以下類型的風險中，企業有效管理的程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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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經營模式可以協助董事會和管理層履行其治理的角色: 
• 可能使董事會及管理層建立治理結構和治理機制 
• 董事會和管理層在對架構、監督職責、人才和文化和基礎設施等進行選擇時，需定義管理

層將如何實施治理經營模式 

治理經營模式 

治理經營模式（簡要說明） 

組織架構 
組織設計和報告結構 各委員會組織結構和章程 

監督職責 
董事會監督職責 管理層責任和許可權 各委員會權力和職責 

人才和文化 

績效管理和激勵機制 業務及經營原則 領導力發展和人才計畫 

基礎設施 
政策和程式 報告和溝通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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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類別的調查結果 

95% 

85% 85% 83% 83% 
78% 77% 74% 

72% 
69% 67% 67% 

62% 
58% 

55% 
52% 50% 50% 48% 

45% 45% 

38%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您認為貴公司對在以下類型的風險有效管理的程度如何？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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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資料和技術

根據調查顯示(如圖五)，80%的企業擔心風險

管理的資訊系統是否能提供頻繁和及時性的報

告，79%擔心風險數據的品質和管理，78%擔

心風險技術在不斷變化的監督要求下的適應能

力，75%認為系統之間缺乏整合。

圖五、IT風險的調查結果

以下風險管理的資訊系統相關問題，企業的擔憂程度如何？

Copyright © 2013 Deloitte Development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14 

對以下每個風險管理資訊技術系統的相關問題，貴公司的擔憂程度如何？ 

IT風險的調查結果 

10% 

10% 

12% 

13% 

20% 

20% 

18% 

25% 

18% 

34% 

31% 

34% 

40% 

32% 

25% 

29% 

37% 

38% 

36% 

40% 

45% 

43% 

52% 

36% 

44% 

44% 

39% 

48% 

0% 20% 40% 60% 80% 100%

交易账户和银行账户汇总不足 

不能捕捉越来越大的信息量 

产品和资产类别覆盖不足 

风险分析汇总和汇报方面的约束 

过时的方法论 

缺乏整合的含有经济资本的风险和财务汇报 

未能整合不同风险系统的风险分析 

不能对时间敏感要求或临时要求作出回应 

维护成本及供应商费用高 

缺乏扩展当前系统的灵活性 

系统之间缺乏整合 

风险技术对于不断变化的监管要求的适应能力 

风险数据质量和管理 

对提供更频繁和及时性报告方面的性能不足 

非常担忧 有点担忧 

80% 

79% 

78% 

75% 
70% 

70% 

68% 

63% 

60% 

56% 

51% 

49% 

39% 

35% 

根據IT技術的調查顯示(如圖六)，企業在一年內

針對風險技術能力的改善順序，依序為風險資

料品質和管理(87%)、風險儀表盤(82%)、操作

風險計畫系統(81%)和風險分析(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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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IT技術的調查結果

未來的1年內，企業將針對風險技術能力的改善順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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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來的12個月內，在以下幾個方面改進貴公司風險技術能力的優先級是多少？ 

IT技術的調查結果 

高度優先 適度優先 

19% 

15% 

25% 

34% 

31% 

27% 

35% 

32% 

41% 

39% 

44% 

39% 

51% 

51% 

46% 

53% 

35% 

44% 

63% 

26% 

43% 

37% 

28% 

32% 

37% 

30% 

33% 

25% 

27% 

27% 

33% 

23% 

23% 

28% 

27% 

46% 

38% 

24% 

45% 

58% 

62% 

62% 

63% 

64% 

65% 

65% 

66% 

66% 

71% 

72% 

74% 

74% 

74% 

80% 

81% 

82% 

8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Consolidation of “golden source” security masters 
Event-driven risk alerts

Integration of risk and compliance systems
Standard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user-developed and…

Collateral management system
Compliance management system

Specialized market risk systems
Integrated market and credit risk measurement system

Economic capital
Specialized credit risk systems

Liquidity risk management system
Improvements in data processing times for risk analytics

Enterprise-wide risk data-warehouse development
Real-time risk monitoring

Regulatory capital calculation and reporting
Risk analytics

Operational risk measurement system
Risk dashboards

Risk data quality and management風險資料品質和管理 
風險儀錶盤 

操作風險計量系統 
風險分析 

監管的資本計量和報告 
即時的風險監控 

企業風險資料倉庫的開發 
提升風險分析的資料處理時間 

流動性風險系統 
特定信用風險系統 

經濟資本 
整合的市場和信用風險計量系統 

特定市場風險系統 
合規管理系統 

抵押物管理系統 
規劃和整合用戶開發系統 

風險合規一體化系統 
事件驅動的風險警示系統 

整合“Golden Source”系統中的安全所有人 

表二、風險、資料和系統架構

有效運用數據的能力，並細致考慮風險架構組件用以支持深入和靈活的風險分析，聚集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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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運用數據的能力，並細致考慮風險架構組件用以支持深入和靈活的風險分析，聚集和報告 

風險、資料和系統架構 

“風險整合利用” 

報告和分析 

動態網站報告 臨時性分析 標準報告 

資料來源 
外部資料 
市場資料 
情景數據 
交易更新 

參考資料 
總帳 

投資管理 

資金流引擎 
協力廠商模型 

客制化模型 

風險引擎 

風險計量 

資料存儲 

數據 
提供先進的風險管理能力的基礎： 

– 數據標准的制定和使用 
– 資料管理工作的優先次序 – 採集和清

洗 

整合利用 
允許一個全面的風險分析和報告的方法： 
• 數據輸入標準化 
• 規範建模的方法和工具 
• 建立控制層，以促進資料完整性和準確

性 

計算和傳播 
基於元件的架構可以説明滿足特定的要
求： 
• 風險引擎：分析要求 
• 高性能計算：速度 
• 可視化工具：報告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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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

巴塞爾II /巴塞爾III合規的調查結果

巴塞爾協議 II 旨在實施基於風險的監管資本標

準，並同時改善信用、市場和操作風險的評估

管理。歐洲的銀行、證券公司和資產管理公司

正在評估它們是否儲備了充足的資本，以準備

實施巴塞爾協議II。相比之下，在美國只有規模

最大的銀行機構被要求遵守巴塞爾協議 II。巴塞

爾協議 III 旨在為金融系統提供更高水準的有形

資本、更多的流動性以及更高的透明度。在中

國，監管部門正同時實施巴塞爾協議 II 和 III。

將近2/3或更多的銀行已完成三大支柱工作(如圖

七)。

圖七、銀行實施巴塞爾協議 II/III 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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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下列巴塞爾協議 II/III 的各個領域方面取得了何種程度的進展？ 

6% 

7% 

8% 

4% 

8% 

13% 

18% 

63% 

61% 

70% 

19% 

20% 

20% 

24% 

24% 

23% 

27% 

8% 

18% 

1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巴塞尔协议 III 第三支柱：修订后的信息披露要求 

巴塞尔协议 III 第二支柱：补充要求 

巴塞尔协议 III 流动性标准：净稳定融资比率（NSFR） 

巴塞尔协议 III：杠杆比率 

巴塞尔协议 III 流动性标准：流动性覆盖比率（LCR） 

巴塞尔协议 III 第一支柱：提高的风险覆盖 

巴塞尔协议 III 第一支柱：提高的资本标准 

巴塞尔协议 II 第三支柱：市场纪律要求 

巴塞尔协议 II 第二支柱：监督审查程序 

巴塞尔协议 II 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 

已完成 仍需做少部分工作 

將近三分之二或更多的銀行已完成三大支柱工作 
巴塞爾II /巴塞爾III合規的調查結果 

25% 

27% 

28% 

28% 

32% 

36% 

45% 

71% 

79% 

81% 

巴塞爾III相關的調查結果

將近20％的金融機構表示已完成巴塞爾協議III

的工作，59％符合巴塞爾協議III的最低資本充        

足率，其他22％預期將在規定期限內完成。許

多金融機構利用這個機會，重新思考他們的經

營策略，59%的企業改善動態資產負債管理，

49%著手調整商業模式，43%縮減資本密集型的

投資組合(如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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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企業已採取或擬採取哪些策略，以減輕巴塞爾協議III帶來的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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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到20％的金融機構報告他們的巴塞爾協議III工作已完成，目前59％滿足巴塞爾協議III的
最低資本充足率，其他22％預期會在規定期限前完成。許多金融機構利用這個機會，重新思
考他們的經營策略。 
 
貴公司已采取或擬採取哪些戰略行動，來減輕巴塞爾協議III帶來的不利資本影響？ 

巴塞爾III相關的調查結果 

2% 

8% 

14% 

22% 

24% 

27% 

27% 

31% 

37% 

43% 

49% 

59% 

0% 10% 20% 30% 40% 50% 60% 70%

进入公司合并 
增加对冲活动 
减少资本分摊 

退出或减少现有业务区域 
更多地使用中央对手方 

增发股本 
迁移内部模型法 

改变/增强资本构成 
改善基础设施/实施效率 

缩减资本密集型的投资组合 
调整商业模式 

改善动态资产负债管理 

企業獨立的信用風險管理87%在設計和實施風

險管理框架，79%針對風險暴露與限額的監

控，78%監督和參與風險委員會(如圖九)。

圖九、關鍵風險管理的調查結果: 信用風險

下述哪一項是企業獨立的信用風險管理職能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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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哪個是貴公司獨立的信用風險管理職能的職責？ 

關鍵風險管理的調查結果: 信用風險 

55% 

57% 

58% 

59% 

63% 

72% 

75% 

76% 

78% 

79% 

8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独立验证风险方法论 

信用组合管理 

设计相关内部控制和政策，并监督落地执行情况 

记录全公司的风险偏好陈述 

选择和管理风险技术、模型和工具 

确定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等级和限额 

风险识别、分析、量化和报告 

将重要风险问题升级至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 

监督和参与风险委员会 

对风险暴露与限额的监控 

设计和实施风险管理框架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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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對象信用額度的考量

由於金融機構需要考慮交易方的信用額度，他

們需要適當的系統和工具以充分採集、監測個

別交易方每天的風險暴露和額度考量。故可能

對交易方的信用風險、系統和資料管理流程上

增加額外的要求。如圖十所示，91%的企業使

用壓力測試模型時需輸入利率做為經濟指標其

次是GDP(63%)。

圖十、壓力測試的調查結果

超過90％的機構使用壓力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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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以下目的，貴公司使用壓力測試結果達到
何種程度？ 

超過90％的機構使用壓力測試  
壓力測試的調查結果 

貴公司壓力測試模型需輸入哪些經濟指標 ？ 

26% 

32% 

44% 

45% 

46% 

46% 

49% 

0% 10%20%30%40%50%60%

评级机构查询 

将资本分摊到业务和产品 

了解公司的风险状况 

向董事会汇报 

监管资本充足率评估 

监管查询 

向高管层汇报 

25% 

26% 

41% 

47% 

50% 

57% 

59% 

63% 

91% 

0% 20% 40% 60% 80% 100%

其他 

商品价格 

居民消费价格 

失业率 

商业地产价格 

股票价格指数 

商品房价格 

国内生产总值（GDP） 

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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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 

Dodd-Frank(多德-佛蘭克法案)時代的壓

力測試

在關注領域的5大發現：

1. 管理應針對整個系統，而不僅僅是其中一部

分：許多機構可以改善其管理結構，包括資

料的監控，以及壓力測試中使用的模型和相

關驗證。

2. 預測模型應考慮宏觀經濟變數：金融機構應

考慮是否使用合適的貸款級別和預測損失的

模型。

3. 金融機構應考慮資本評估過程：需要制定一

個廣泛、有大量文字記載的的內部資本充足

評估過程（ICAAP）。

4. 數據要求更嚴格：提供更詳細且涉及不同風

險類別的資料。

5. 確保報告數字的一致性：因監管和會計方面

的定義不同，可能導致報告之間的數字差

異。若能統一其定義，金融機構即可簡化壓

力測試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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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

對於實施風險和償付能力自我評估（Own Risk 

and Solvency Assessment，ORSA）程式，保險

業已有明確的加強重點。不僅成立跨職能團隊

（包括精算、風險管理、承保、財務），並往

企業全面風險管理的目標前進。保險公司視

ORSA為提升企業風險管理和資料驗證的主要工

具，可運用在公司的決策過程，做資料分析和

壓力測試以推測風險暴露的程度。

針對償付能力II準備程度的調查，如圖十一所示，92%的企業將在風險和償付能力自我評估(ORSA)上

重點發展，77%將提升使用數據的品質。

圖十一、償付能力II準備程度的調查結果

未來的1年內，企業將重點發展哪個部份的償付能力II？

Copyright © 2013 Deloitte Development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25 

在未來12個月，貴公司計畫對以下哪個償付能力II領域進行重點關注？ 

償付能力II準備程度的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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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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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償付能力II決策過程的調查，如圖十二所示，100%的企業計畫在管理訊息的方面使用內部模型，

91%在分析、設計或購買再保險上使用內部模型。

圖十二、企業計劃在以下哪個方面使用內部模型，使之成為償付能力II決策過程的一部分？

Copyright © 2013 Deloitte Development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26 

貴公司計畫在以下哪個方面將使用內部模型，使之成為償付能力II決策過程一部分？ 

償付能力II使用內部模型法的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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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的風險和償付能力自我評估（Own Risk and Solvency Assessment，OR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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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的風險和償付能力自我評估（Own Risk and Solv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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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雖然業界對巴塞爾協議II已取得進展，但是對• 

巴塞爾協議III，還長路漫漫。

風險管理的績效目標和薪酬之間的關系已有改• 

善，但還是有上升的空間。

金融機構面臨數據和技術方面一直存在的品• 

質、一致性和及時性問題。

有效的風險管理將持續需要董事會和管理階層• 

(包括CRO)的支持，並建立各個層面的風險文

化。

各機構需提升壓力測試，並評估新的風險類• 

型，不僅為了滿足監管要求，也為了向董事會

和管理階層提供風險資訊。

許多機構重新審視在制定績效目標和激勵性薪• 

酬計劃時所引起的風險。各機構應考慮是否已

經建置了適當的系統、流程以及控制措施，並

確保獲得一致的、高品質的風險資料。

保險公司正在向成熟的企業風險管理邁進，並• 

與策略和資本規劃過程保持一致。資產管理公

司越來越廣泛的利用供應商推動其核心業務，

並提升他們的風險監督能力，以利更有效的管

理。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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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 盧森堡

陳光宇
稅務部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陳光宇會計師、洪于婷協理 / 節譯

跨國稅務新動向

德國

政府公布租稅協定有關課稅條款之指導
原則

德國財政部於2013年6月20日發布適用租稅協定

課稅條款（subject-to-tax clauses）之指導原則。

課稅條款之目的係防止因租稅協定之濫用而使

原先應課稅所得變成免稅所得。該條款常見於

最近德國新簽訂之租稅協定中。依課稅條款之

規定，僅有在外國來源所得已於他方締約國中

有效徵稅（effectively taxed）者，德國才會免除

該所得於境內課稅。

依據該指導原則，於他方締約國有效徵稅係指相

關之所得已納入該他方締約國稅基之計算中。此

外，該所得並無任何租稅減免（tax allowance）、

虧損扣除規定（loss relief rules）、稅額抵減（tax 

credits）以及控股免稅（participation exemption）

之適用。最後，若因德國稅基與外國稅基間之暫

時性差異或永久性差異（例如：費用在他方締約

國允許扣除，但於德國則否）而產生之免稅情

形，仍將被視為是有效徵稅。

然而，若納稅義務人本身適用免稅或因其他原

因而使該所得並無實際徵稅，則該情形將不被

認定為有效徵稅。該原則針對「其他原因」舉

出兩個釋例，兩者皆係為所得於美國不需課

稅之情形：釋例一係有關美國市政債券（US 

Municipal Bond）利息免稅；釋例二則是有關

外國人擁有之美國合夥組織取得跨國權利金收

入，因該項收入與美國貿易或營業無關，毋須

課徵美國聯邦所得稅。

該指導原則要求納稅義務人需證明其所得已由

他方締約國課徵或將被課徵。原則上，該證明

需為核定通知書及相關納稅憑證。若他方締約

國係適用自動核定制度而非由政府寄發核定通

知書（如美國），則僅需提供納稅憑證及所得

稅申報書影本即可。若為扣繳稅款，於他方締

約國之徵稅證明則可為稅款繳納憑證。

盧森堡

與新加坡簽署新版之租稅協定

盧森堡與新加坡政府於2013年10月9日簽署修正

後之租稅協定與新版之議定書(protocol)，以替

代1993年簽署之租稅協定。

該版租稅協定最明顯的特點在於股利與利息僅

在收受方之居住者國家課稅，以及刪除給付時

之扣繳稅款。而權利金扣繳稅率將由10%降低

至7%。同時，該租稅協定確定＂集體投資工

具＂(collective investment vehicle)將視同租稅協

定中所稱之居住者，以及對工程與服務性質之

常設機構給予新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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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租稅協定的特點詳述如下

居住者的定義

新版議定書闡明集體投資工具將被視為符合租

稅協定目的之居住者，「居住者係指依該國內

法規定因住所、居住地、管理處所或其他類似

標準負有納稅義務之人。如果他方締約國稅法

規定集合投資工具應課徵該國所得稅，但如符

合若干免稅條件，在此時，集合投資工具仍將

被視為租稅協定下的居住者。對盧森堡SICAVs/

SICAFs投資公司而言，上述規定可進一步確認盧

森堡國稅局對上述法人所持之立場，即認定集

合投資工具為符合租稅協定所稱之居住者。

常設機構

修正後之租稅協定修訂工程場所常設機構之定

義(即一方在他方國家有建築工地或指派員工至

當地而產生之常設機構)。修訂定義之目的在於

藉由延長常設機構定義之時間，以限縮常設機

構的適用範圍。就工程常設機構而言，延長停

留時間為12個月，而原先之規定為在12個月內

停留6個月，服務類型之常設機構(包括諮詢服

務)，則為在15個月內停留365天。

海空運輸

在新的租稅協定下，締約國一方之企業以船舶

或航空器經營國際運輸業務之利潤，僅由該企

業為居住者之所在國一方課稅。同時也更精確

定義「經營國際運輸船舶或航空器之利潤」。

股利、利息與權利金

股利僅由收受方為居住者之所在國課稅，而該• 

收受方為股利所得之受益所有人。上述新規定

對於新加坡取得來自於盧森堡的股利收入時特

別有利。(目前新加坡國內法對於股利匯出境

外時並不進行扣繳，因而此項規定對於促進

外商投資新加坡而言並無太大關聯)。依據修

正後之租稅協定，盧森堡匯出股利時毋須進

行扣繳，此與新加坡居住者公司對盧森堡公司

的持股比重無關(在某些新加坡簽訂之租稅協

定中，則要求持股比率介於10%~25%時方得

適用租稅協定中之優惠稅率)，也與收受者是

否為公司、其他型態的法人或個人無關。而

依據修正前之租稅協定，盧森堡之股利扣繳

率為15%，但該股利扣繳稅率可降低至10%或

5%(在符合特定情況下時)。同時，如果符合盧

森堡之持股免稅(Participation Exemption)規定，

上述稅率甚至可降至0%。

類似於上述之股利所得，利息僅由收受方為居住• 

者之所在國課稅，前提是收受方為該利息所得之

受益所有人。修正後之租稅協定股利條款有利於

新加坡對外投資，而利息條款則有利於外商在新

加坡境內進行融資。目前盧森堡納稅義務人取得

新加坡來源之利息時，利息適用的扣繳稅率為

15%，而在某些情況下可降低至10%，但在修正

版之租稅協定下，新加坡匯出之利息毋須扣繳，

此舉將有利於兩地之融資活動。

權利金源自一方締約國而給付予收受方為居住• 

者之他方締約國時，該他方締約國得予課稅，

且所得來源國將以給付總額之7%進行扣繳(舊

版租稅協定之扣繳率為10%)。

該議定書釐清若於一方締約國須對受託人• 

(trustee)所獲配之股利、利息、權利金所得課

徵所得稅時，則該受託人將被視為上述所得之

受益所有人。

生效

修正後之租稅協定與議定書在盧森堡於租稅協定

簽署後隔年1月1日起生效。在新加坡，租稅協

定中之扣繳規定將於協定簽署後隔年1月1日起

始進行之給付生效。至於協定中之其他規定，則

於該協定簽署後第二個曆年之1月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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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哲莉
稅務部 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廖哲莉會計師、呂逸雯經理

 
新加坡 – 
員工住房福利相關課稅規定釋疑

跨國人力調派新知

提要

新加坡財政部長於2013年2月25日發佈2013年度

預算案，並公布自1960年代以來首度變更員工

住房福利相關課稅之規定。

重點整理

根據新加坡國內稅務局（IRAS）提供之相關訊息

整理如次頁表格。

重點提醒

IRAS進一步釐清雇主提供住房福利之相關課稅規

定，即新加坡境內雇主應確認課稅之住房福利

已詳實揭露於員工薪酬申報表單（Forms IR8A/

IR8E）。

此外，IRAS了解實務上雇主在申報房屋年值時

可能面臨無法及時取得房地產稅單之困難。因

此，為減輕雇主申報之負擔，IRAS亦同意雇主以

實際支付之租金費用作計算。

此規定之變更，將提高員工住房福利之課稅金

額以及增加員工之稅負。因此雇主應留意此增

加之稅務成本，及重新審視其員工住房福利之

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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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評稅年度為止

雇主提供予員工住房福利之課稅所得應根據下列

方式計算：

1. 雇主提供住房福利予員工（包含董事其薪酬等

於或超過房屋年值者），就員工薪資收入之

10%或房屋年值擇低，再扣除員工或董事自付

之房租費用，視為課稅所得。

當董事獲得雇主提供之住房福利時，其薪酬低於

房屋年值者，則以該房屋之年值視為課稅所得。

2. 當雇主提供附帶家俱之住房福利時，家俱及設

備之課稅所得應按IRAS規定之比率個別計算。

3. 由雇主配備園丁時，課稅所得則以每月新幣35

元或雇主實際支付之工資，擇低計算。

4. 旅館住宿之課稅所得應按 IRAS規定之公式計

算，影響參數如下：

住宿天數。• 

住宿於旅館之家庭成員數。• 

承上述之家庭成員與員工之關係及。• 

員工於住宿期間所領取之基本工資的2%。• 

2015評稅年度（含）後

俾使租稅制度更加公平，雇主提供予員工（含董

事）住房福利之課稅所得應依據市場價值認定，

細項如下：

1. 住房福利之課稅所得應以住宿期間房屋年值扣

除員工自付之房租費用計算。

房屋年值計算方式為假設該房屋在出租情況

下，其一年之租金金額，不含家俱、裝潢和維

修費用。該房屋年值可於IRAS核發之房地產稅

單，或透過其線上估價取得。

2. 附帶家俱及設備之住房福利之課稅所得應按下

列方式計算：

房屋年值之40%：若房屋僅部分裝修，即僅包含• 

基本設備（例：燈具、冷氣/風扇、熱水器等）。

房屋年值之50%：若房屋全部裝修完成，即包• 

含家具及設備/家用電器皆全數提供。

3.由雇主配備園丁時，課稅所得則按雇主實際支

付之工資計算。

4.旅館住宿之課稅所得應以雇主實際支付之費

用，扣除員工自行支付之金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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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造企業軟體資產管理
之最佳實務典範

前言

近年來不論是兩岸智慧財產局積極針對保護智

慧財產權進行一系列的宣導活動、亦或是BSA 

軟體聯盟(BSA | The Software Alliance) 所進行之

一波波企業盜版軟體查緝行動，皆致力推展使

用合法授權軟體，以加強數位軟體使用安全，

除避免因誤用軟體而使資訊安全遭受威脅外，

也能夠降低軟體侵權行為之風險而遭檢警調單

位查緝，面臨民刑事責任而造成企業名譽受

損。因此如何在企業內部中有效的進行軟體資

產管理，實施管理計畫以降低企業風險，勢必

成為企業中最關心之實質問題。

何謂軟體資產管理

根據ITIL之定義，軟體資產管理(SAM | Software 

Asset Management)(註一)是一組有效管理、控制

以及保護組織中軟體資產整個生命週期所必需

之架構與流程。其中軟體資產生命週期包含提

出需求、採購、部署以及維護(如圖一)，而非單

一的作業即可完成，唯有深入瞭解企業所有資

產狀況和工作流程，對軟體資產生命週期中之

每個步驟進行有效之掌控外，才能協助企業提

高資產規劃與控制能力。

[圖一] 軟體資產生命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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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資產管理與企業營運之關連性 
根據 ISO/IEC 19770-1 [2] 中針對資產管理所提出之 6項指標(控制環境、規劃與建
置流程、庫存管理流程、法規遵循流程、營運管理流程、生命週期管理介面)，
可以發現軟體資產管理與企業整體的營運不但息息相關且持續回饋，與企業流程

結合後，可達到以下優勢： 

軟體資產
生命週期 

提出 

需求 

採購 

部署 

維護 

軟體資產管理與企業營運之關連性

根據ISO/IEC 19770-1(註二)中針對資產管理所提

出之6項指標(控制環境、規劃與建置流程、庫存

管理流程、法規遵循流程、營運管理流程、生

命週期管理介面)，可以發現軟體資產管理與企

業整體的營運不但息息相關且持續回饋，與企

業流程結合後，可達到以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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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降低風險：避免使用未授權之軟體以及遭遇

資訊安全與法律風險

2. 降低成本：資訊服務成本降低並將資訊投資

最大化

3. 確認軟體使用趨勢：有效管理軟體使用版本

與數量，並結合業務與求，擬定使用與升級

計畫，以提升資訊服務品質

因此確保具有成熟度之軟體資產管理，除了將

替企業提高經營效率外，還可一併解決企業最

關心的風險、成本與資訊服務等實質問題。

如何結合企業流程實踐軟體資產管理

在結合企業流程方面，除了要以資訊科技的觀

點來考量外，更需配合企業流程進行，因此實

踐軟體資產管理可以從ISO/IEC 19770-1 (註二)提

出之6項指標與面向來處理：

[圖二] 資產管理所提出之6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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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規遵循流程： 

控制環境 

規劃與建置流程 

庫存管理流程 

法規遵循流程 

營運管理流程 

生命週期管理介面 

軟體資產管理 

1. 控制環境：依照企業營運以及法規遵循要

求，並藉由管理階層對軟體資產管理的指示

與支持，將企業內部軟體資產管理正式定訂

為控制環境重要之一環，以期充分掌握軟體

資產管理之配置，配合業務成長與需求，將

軟體資產之分配達到最佳利用化，提升財務

和營運效率。

2. 規劃與建置流程：於企業內部建立軟體資產

管理政策，定期執行軟體資產管理的清點與

自評管理的機制，並掌握軟體使用趨勢以及

部署之情況。

3. 庫存管理流程：不論是採集中或是分散式採

購軟體授權，企業皆需針對所購買之軟體依

授權方式、產品類型、版本、使用形態，進

行定期之清查與彙總，並妥善保存相關之合

約與採購證明。

4. 法規遵循流程：

軟體授權合約管理：不論是與軟體廠商簽訂之• 

合約或是軟體下載與安裝之前使用者必須要接

受軟體提供者所預先設計的授權條款，都應詳

細閱讀與瞭解其使用規範，以明確了解授權合

約與條款，以減少誤用軟體授權可能帶來的風

險

軟體授權與使用訓練：定期加強員工軟體授權• 

使用規則相關訓練，透過瞭解不同軟體授權條

款及使用權利，以增進軟體授權概念並正確使

用軟體

降低法規遵循風險：透過規劃與建置流程中軟• 

體資產清冊與庫存管理流程中之授權清冊比對

所擁有授權與使用軟體之數量，以避免有超量

使用而可能有未符合法規遵循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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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營運管理流程：

軟體成本管理：根據企業內部功能與職掌，確• 

認出低使用率以及不需使用之軟體、加強控制

軟體使用量以及部署合理性，瞭解公司內部購

買授權之數量與使用軟體之現況，並定期調整

軟體的預算編列與採購計畫，制定更為靈活的

商業計畫

軟體資產工具部署：建立軟體資產自動化管理• 

和部署工具，持續管理軟體資產，以使軟體資

產計畫能因應營運管理而彈性調整與變化

6. 生命週期管理介面：軟體資產生命周期從提

出需求、採購、部署至維護（異動、升級、

移除），皆需搭配軟體資產管理政策進行有

效的管理和控制，以合法運用軟體並減少錯

誤認知，讓授權管理精準掌控並成本撙節，

作出更準確的軟體資產計劃

結論

近年來，台灣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以下簡稱智

慧局）為宣導世界智慧財產權日（4月26日）

(註三)，自2006年起連續8年與世界智慧財產權

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共同宣導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希望借由智

慧知識產權意識提高，營造共同致力保護知

識產權的環境。因此企業應加強軟體授權管

理，以避免誤用軟體資產而帶來負面的衝擊

外，也需要加強對國際商業環境（例如:Unfair 

Competition Law(註四)不公平競爭法案）法律規

範之風險意識，以免因得到不公平的競爭優勢

而受損害企業品牌形象，進而遭受到相關法律

責任。

參考文獻

(註一) The ITIL definition for SAM is “Software Asset Management (SAM) is all of the infrastructure and 

processes necessary for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control, and protection of the software assets 

within an organization throughout all stages of their lifecycle＂

(註二) ISO/IEC 19770-1: Software Asset Management process standard

(註三)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 http://www.wipo.int/ip-outreach/en/ipday/

(註四) Unfair Competition law: an overview http://www.law.cornell.edu/wex/unfair_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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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資料分析提升企業獲利能力

前言

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在棒球界，些微的差異可

能造成截然不同的結果，例如在大聯盟中，打擊

率三成五的打者已經是位不可置信的強打者，但

若打擊率多零點五成（達到四成），該打者則會

成為棒球史上不朽的傳奇。這也是為什麼棒球非

常倚賴統計數據的原因，當長達162場比賽的賽

季展開時，賽季整體表現的重要性遠大於單一比

賽的表現；但只倚賴統計數據是不夠的，透過適

當的資料分析方法，也許會發現每位球員的特性

及表現更能影響球隊的輸贏，想獲得冠軍絕不只

靠一兩位明星，而是要整合團隊中每個成員的貢

獻來達成，因此分析每位球員的特性如何影響球

隊整體績效是相當重要的。

將場景轉換到企業界，一般企業常用績效指標

來衡量營運的好壞，但如何從企業的龐大資料

中找出有效指標以提升整體企業整體經營績

效，乃是資料分析的目標。

真正的事實，往往顛覆傳統認知

「事實」是企業藉由不斷地抽絲剝繭從資料中

得到的客觀結果，對於扮演市場領導者的企業

來說，如何取得客觀且正確的事實將是非常重

要的任務；然而不論資料分析的結果如何，最

終仍然取決於高層決策者。依據研究指出，人

類常會透過非理性的預期心理、不可靠的直覺

或傳承經驗等作為決策的參考因素，要從直覺

式決策轉換到理性決策的過程需要長時間練習

才能做到。下面為幾個常見影響決策的心理因

素：

認知偏差（Confirmation Bias）：

許多研究都顯示出當我們對一件事有先入為主

的觀念時，我們常會試圖用能支持這種觀念的

方式來解釋看到的資訊。

初始效應（Primary Effect）：

相較於陸續接收到的資訊，我們常會選擇更相

信第一個接收到的資訊。

信念執著（Belief Persistence）：

當我們已經得出某種結論，甚至在心中已經形

成一種信念時，即便有很明確的證據顯示該信

念的謬誤也很難改變我們對該信念的執著。

以電影「魔球」中描述的主角Billy Beane為例，

相較於其他資金雄厚的球隊常透過直覺及過往

經驗挑選有潛力的球員、並透過高薪挖角的招

募方式，Billy藉由一個當時在棒球界不被重視的

方式－資料統計及分析，且更著重於上壘率及

高三振率等指標，以較低的薪資招募了許多被

其它球隊忽略但表現不俗的球員，成功帶領僅

美金四千一百萬總薪資的球隊獲得分區冠軍、

創下大聯盟20連勝紀錄及與洋基隊獲得相同的

103場勝利，而洋基隊當年的總薪資高達美金

一億二千六百萬。

透過資料分析找出營運盲點與未來發展

契機

進階商業資料分析是透過資料探勘、類型比

對、資料視覺化及預測模型等工具，產出有用

資訊以協助企業進行決策，並藉由分析結果找

出可能對企業產生影響的事件，以及早研擬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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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之應變對策。近年來預測分析愈來愈被企業

重視，除了因認知科學與行為經濟學的許多研

究結果證實了消費者的行為是可預測之外，主

要還有以下三點因素：

資料洪流：

隨著科技的進步，企業每天蒐集、儲存及傳遞

的資料量與日俱增，當企業面對如此大量的資

料需要處理時，能花在每筆資料上的分析時間

及關注也越來越少，透過預測分析手法能讓決

策者得以關注在真正能為企業帶來價值的關鍵

問題上。

資訊科技的演進：

更強大的資訊系統提供了更有效率的資料分析

及預測方法。

資料分析日趨關注：

各領域的企業領導人愈來愈意識到有效的資料

分析所能帶來的競爭力及營運優勢。

破除資料分析的迷思

在資料分析專案中，IT往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這點常使許多人誤以為資料分析專案就等同於

系統導入專案，但任何預測模型、協同過濾演

算法、業務流程優化及定價策略等都不是現成

軟體內建的解決方案，它們是經由許多領域的

資料科學家（如：統計學、行為研究學、電腦

科學、精算科學、市場科學及心理學等）共同

研究的成果；簡而言之，雖然IT對於資料分析專

案是不可或缺的，請不要誤將資料分析專案與

系統導入專案畫上等號。

資料分析專案的目的之一是產出對決策者有效

益的管理工具，決策者不需要了解多元迴歸、

決策樹或類神經網路等統計模型，而是要了解

到這些工具能從歷史資料中「學習」並找出常

出現的軌跡，企業便可依據這些軌跡找出最有

可能發生的結果。，試想一名經驗豐富的經理

人在招募新人中如何做出決定的過程，主管會

先檢視收到的履歷，並從中挑選出適合的人選

進行面談，在面談過程中，該主管再依據職務

特性及過往經驗等對求職者進行評分，透過人

工歸納推理的方法找出適合的員工，但若企業

建置了一套協助他/她能更快速制定決策的系統

呢？透過標記至今在公司服務過且績效良好的

員工，並經由資料分析產生用來評比求職者的

「評分卡」，可省去人工檢閱求職者履歷的流

程並篩選出未來可能具有良好績效的求職者，

當然該主管仍須透過面談做出最終決定，畢竟

系統只是為了提高決策效率及提供客觀的分析

結果以輔佐決策人員，讓決策人員可不僅僅靠

自己的主觀意見進行決策。

擁有商業分析能力的企業可以預期自己能夠做

到下列幾件事：

獲得更深入及相關的商業洞見以制定決策• 

有效的預測商業挑戰，並於面對挑戰時能• 

更快反應

藉由更精確、以資料為基礎的決策制定降• 

低企業營運成本

建立以事實為基礎的決策文化• 

達到更一致且客觀的商業決策• 

每個企業經營者都希望自己能超越其它競爭者

並邁向卓越，適當的使用資料分析工具將能協

助企業更有效率的訂定策略、制定決策及提升

經營績效，它不僅能夠告訴決策者市場正在發

生的事件，更可透過預測模型告訴決策者即將

發生的變化或引導企業往預期的方向前進，最

終為企業帶來更大的利潤。

(本文部分內容係摘錄自De lo i t t e  G loba l之 

“Analytics: Turning data into dollars - Deloitte＂

一文。)

(本文已刊登於2014.03.14工商時報經營知識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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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戰火綿延遍燒全球－
專利與權利金查核與因應方式

前言

全球人類經濟的發展，已由過去的勞動密集、資

本密集、技術密集、到目前被稱之為「知識經

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的這個「新

經濟」型態。近年來，專利權之戰火綿延，各國

報紙財經新聞皆以頭條報導國際大廠之間的專利

戰，如美國蘋果手機與韓國三星大廠之專利戰爭

至今已纏訟近2年。而何謂專利戰? 專利戰是指將

發明或創造的專利權作為企業或國家科技與經濟

發展的競爭手段而進行鬥爭。利用專利權的產品

或技術在市場競爭中發動戰爭並佔領競爭對手的

國內外市場，獲取經濟利益；或藉此設立關卡，

使競爭對手無法進入這個技術領域和市場，減少

潛在市場中的競爭對手，避免降低市占規模。此

舉，使得企業減少損失，可視為增加自身的經濟

利益。此外國際間亦將專利視為創新發明及市場

領導力的強大指標，量化國家的創新動力。專利

的申請量不僅展現一國運用知識能力的指針，也

展現該國將知識轉換成潛在經濟成就的能力，因

此，智慧財產權保護亦成為國際經濟鬥爭中主要

用以保護自身國家佔領市場和保衛市場之手段。

因此企業如何提升自身的專利或是落實權利金申

報，將成為企業永續經營的核心之課題。

瞭解專利授權與權利金

「專利」是提供專利權人擁有防止或制止他人

對其發明進行商業利用的權利，亦代表他人未

經專利權人同意不得對其發明進行製造、使

用、分銷、進口或銷售。 而「授權」，即為專

利權最常見使用的方式，其中與「移轉」最大

的不同處在於「移轉」是指專利權人將其所擁

有的權利受予他人，簡而言之為「賣斷」，專

利一旦移轉之後，其權利所有人就不再對該專

利權有任何權力。相反地，授權則是指專利權

人保留其權利，在特地情況之下，經專利權人

同意並符合法律規定的情況下，被授權人在支

付一定的對價的權利金後，得以依據雙方同意

授權範圍內，換取使用專利的許可權，最常見

的授權主要有專屬授權(Exclusive License)(註一)與

非專屬授權(Non-Exclusive License)(註二)兩類。以

下針對授權廠商與被授權廠商之觀點，分別說

明專利管理與權利金申報之因應方式。

強化授權專利合約與稽核管理確保企業利益

雙方權利與義務的認知

授權廠商(Licensor)與被授權廠商(Licensee)簽訂合

約前，雙方應針對合約相關條款進行溝通與厘

清，這無疑是建立雙方關係的第一步。然而，

許多授權廠商在與被授權客戶簽訂合約時，急

忙收取授權金(註三)，並無與被授權廠商詳細地

解釋合約整體之條款內容及合約雙方之權利與

義務，如權利金計算基礎、付款時程規範與權

利金相關扣抵費用之認列方式、最低權利金支

付金額、權利金遞延付款之利息計算規範、權

利金相關稅務費用、相關檔案之保留年限、違

約時之懲罰性賠款等與授權金息息相關的規範

條款，導致權利義務有衝突時，或授權廠商委

派稽核員查合時，才會發現彼此對合約條款認

知的落差。倘若無法經由商業協商達成共識，

便僅能透過法律途徑解決，勢必會破壞雙方的

夥伴關係，不僅耗費巨額的法律訴訟費用，

亦將耗費冗長的時間成本。因此授權廠商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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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廠商於簽訂合約前，應就合約條款詳細溝

通，並且明確記載於合約條款中，以避免日後

雙方產生無謂之爭議，造成雙方企業營運的風

險與利益的損失。

授權廠商之稽核條款的規範與落實

過去的查核經驗中，我們時常發現授權廠商於

合約中對於稽核條款之定義不明確，常見的如

權利金相關扣抵費用之規範不明確，雙方都會

以自身利益為考慮，而造成權利計算的結果分

歧，或是權利金計算基礎定義不明，造成授權

廠商與被授權廠商對於申報之使用量有認知上

之差異，恐提升未來授權廠商於稽核權利金申

報之困難度。因此，授權廠商於簽訂合約之

前，除聘請專業律師與法務人員針對稽核條款

之查核期間給予意見外，並應聽取財會人員或

外部合約遵循專員等之建議，確認稽核所需檢

視之文件均已妥善置入合約的稽核條款中，並

應定期落實稽核管理，監督被授權廠商是否依

據合約規範按時申報權利金並完成付款，尤其

以權利金收入為主之企業，更需注意，以確保

自身企業之權利與利益。 

落實專利管理與權利金申報降低企業營

運之風險

被授權廠商的專利應用

被授權廠商應強化企業本身之專利應用，如前

端研發部門應於產品開發時清楚辨別其產品是

否有使用到他人專利，且詳細記錄於產品規格

書等相關檔案，並加以妥善保管於專利管理之

相關單位，避免當公司開始生產、銷售該產品

時，讓專利權人或是競爭對手利用專利戰爭等

手段使產品無法於市場上銷售，造成公司潛在

的營運風險。此外被授權廠商也應建立專利管

理，專利鑑識之管理人員應於企業內部定期檢

視公司擁有與被授權之專利等，並參考市場調

查相關專利技術等避免任何侵權之可能，以確

保企業自身利益。

落實權利金申報

被授權廠商之權利金之申報應回歸合約條款，

進而建立相關權利金申報流程，使企業內部清

楚瞭解條款中權利金之計算方式並妥善保管相

關文件以供備查。例如財會人員利用前端專利

人員制定之專利使用匯總表，將相關之銷售紀

錄彙整並依據合約權利金計算公式計算需要支

付之權利金，企業不會應內部職員異動或是外

部問題等造成權利金申報不實，迫使企業遭受

懲罰性賠款、違約或被中止授權之風險。此外

應建立權利金申報流程，前端之專利鑒識人員

與後端之申報人員定期溝通，瞭解被授權專利

之應用與申報權利金之認知是否一致，當授權

廠商派員稽核時，便可縮短其稽核時程，降低

企業營運人力與時間之成本。

結論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致力保護智慧財產權與專利

的開發環境，積極宣導智慧財產權。智財交易於

近10年來日漸普遍，全球權利金和授權金的收支

總額年年成長，且幅度高達10%，權利金收入已成

為部分企業主要收入來源，甚而興起權利金查核

活動。因此，不論授權廠商與被授權廠商皆應強

化專利管理與授權權利金申報管理，除保障企業

有形資產之外，亦避免誤用他人專利導致企業商

譽等無形資產之損失與面臨相關之法律刑責。

註釋 :

(註一)專利權人自締約起，不得再授權第三人，

亦不可自行實施。或專利權人仍可以自行

實施，此須雙方明文特約。

(註二)專利權人非但可以自行實施該專利，亦可

再授權予第三人。

(註三 )授權金：通常是一筆固定之金額 ( f ixed 
fee)，而不隨契約期間長短或被授權方收

益狀況而有所變動。

(本文已刊登於2014.03.19工商時報經營知識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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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險理賠詐欺之它抓的住我

保險理賠詐欺案例

保險理賠詐欺是指投機者以詐欺手法欺騙保險

公司，使保險公司相信被保險人發生意外或人

身損失，企圖獲取保險金理賠之行為。台灣史

上曾發生建商因積欠龐大債務而投保上億元，

製造死亡假象詐領高額保險金，並持假護照潛

逃大陸隱姓埋名生活，由子女先後向保險公司

申請上億元理賠金得逞之案例。美國也曾發生

醫師因涉嫌家居醫療照顧保險詐欺而遭逮捕，

其詐領金額接近4億美元，政府調查員利用先進

的分析技術，發現該醫師批准的醫療保險數量

居美國醫師之冠，進而揭發美國史上最大保險

詐欺案件。

保險理賠詐欺相關法令

台灣每年因保險詐欺所額外支出的金額約為理

賠金額的十分之一，民國101年人身保險業因保

險詐欺所支出金額約為178.5億元（佔總保費收

入的7 %），因保險詐欺會讓保險損失率提高，

理賠金額會被反應到保險公司之理賠與核保成

本上，所有保戶都必須因而付出更高的保費，

而提高保費造成民眾投保意願降低，長期下來

將對保險公司與投保民眾間造成惡性循環之影

響，因此必須要積極強化保險詐欺的防範。

就法令面而言，我國刑法、民法、保險法中與

保險詐欺法條有關之條文說明如下表。

NO 法規 條文說明

1 刑法
台灣刑法並未對保險理賠詐欺另設特別規定，若行為人向保險公司行使詐欺行

為時，保險公司可以刑法第339條詐欺罪向行為人提起訴訟。

2 民法

台灣民法並未對保險理賠詐欺另設特別規定，民法第92條保護表意人形成意

思即決定表示之過程中，避免受到外來不法不當之影響（如：被詐欺或被脅

迫）。

3 保險法

台灣保險法並未對保險理賠詐欺另設特別規定，則回歸民法第92條保護表意人

形成意思即決定表示之過程中，避免受到外來不法不當之影響（如：被詐欺或

被脅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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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行尚未針對保險理賠詐欺制定法令加以

規範，只有在民法之普通詐欺罪及其他罪名規

範，保險公司應建立完整之偵測與預防保險理

賠詐欺制度，以因應日新月異之詐欺手法。

保險公司因應理賠詐欺因應策略

在保險理賠詐欺之分類當中，除投保人、被保

險人以及受益人外，亦包括保險公司以及其工

作人員，甚而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以及利

害關係人(如：醫師、警察與親屬等)所為之保險

理賠詐欺行為，所涉範圍甚廣，因此建立偵測

與預防保險理賠詐欺制度刻不容緩，建議保險

公司應從以下面向進行規劃：

1.保險理賠詐欺管理政策

(1)建立完整的保險理賠詐欺偵測、管理與預防

之政策，明定欲達成之目的、願景與行動計

畫，以及說明就公司而言應優先進行防堵之

方向與領域。

(2)建立與主管機關或相關單位（如：財團法人

保險犯罪防制中心）之通報與聯繫機制，以

共同打擊保險理賠詐欺行為；或是透過人壽

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推動制定健全之法令。

2.偵測、管理與預防運作機制

(1)建立明確的保險理賠詐欺管理目標，訂定預

計完成之時程，並應衡量績效指標與定期追

蹤績效成果。

(2)區分清楚受理理賠案件人員、審查理賠案件

人員與規劃理賠業務流程人員之職責，建立

跨部門之保險理賠詐欺防範機制。

(3)落實教育訓練與知識管理機制，確定相關

人員處理理賠案件時具備保險詐欺風險之觀

念。

3.保險理賠資料管理

(1)保險理賠資料之收集應確保資料品質與完整

性，於資料傳輸過程中不會產生資料漏失或

遭受破壞之情形。

( 2 )建立保險理賠異常偵測規則 ( A n o m a l y 

Detection Rule)，提高識別投機型保險詐欺(軟

性保險詐欺)與專業型保險詐欺(硬性保險詐欺)

之保險犯罪情形。

4.資料分析工具運用

(1)推行受理理賠案件與異常偵測規則(Anomaly 

Detection Rule)結合之工作流程，改善保險理

賠作業流程。

(2)建立保險理賠資料整合分析平台(保險理賠資

料庫、理賠應用系統、資料分析工具與異常

偵測規則)，推動保險理賠詐欺行為之早期發

現與預防。

5.詐欺事件調查與數位鑑識

「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越來越多的保險

理賠詐欺證據以數位資料的型態存在於資訊環

境中，為因應可能涉及的相關法律訴訟問題，

保險公司應及早建立訴訟所需之舉證機制與數

位鑑識程序，以確保管理制度的執行紀錄得保

有其證據能力。

結語

保險理賠詐欺對於保險公司帶來的傷害，除了

財務損失外，更難以復原的是調高保費後對公

司於同業間競爭力造成的損害。保險公司面對

人身保險之道德風險有日益升高趨勢，顯示人

身保險理賠詐欺風險愈來愈難防範。有鑑於

此，建立保險理賠詐欺偵測、管理與預防制度

將可為保險公司帶來許多效益，建議保險公司

與主管機關之間應建立安全可信的通報機制

外，更應該建立保險理賠詐欺之控管機制，以

降低發生之機會並提高異常案件偵測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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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個資證據留存探討系統紀錄
留存的重要性

個人資料保護法於2012年10月1日上路後，最

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企業本身該如何舉證有

盡到良善管理保護之責」，在個資法裡面的要

求，該項責任並不是由檢察官舉證，而是由企

業自負舉證責任，這使得紀錄的留存變成企業IT

重要課題，如先不談企業所保存下來的紀錄是

否能成為法院上的證物（這牽扯到紀錄留存的

不可否認性與證據力之問題），但企業可以透

過所留存的紀錄抽絲剝繭還原事發真相並由其

中舉證良善管理保護之責。

為什麼需要留存紀錄?

根據SANS™ Institute針對全球2000大公司調查指

出，驅使企業收集Log的前三項原因，第一是為

了要偵測和分析與資訊安全或是效系統能有關

的事件；其次則是想藉由IT控制和產生報表來預

防資訊系統的濫用，並提供法律上的舉證；第

三則是為了法規遵循像是會計法、主管機關要

求等要求。

在從前可能許多人都認為留存紀錄是非常浪費

空間的事情，只有銀行、政府等對資料異動比

較敏感的機構才需要存這些紀錄。但在個資法

上路以後，當面臨個資疑慮時，企業必須要有

辦法舉出各種的證據來替自己「解圍」，因此

若平日就保有這些資料，在發生事情的時候，

就可以透過這些資料來幫助企業分析處理問

題。

然而，紀錄幾乎無所不在，無論是在作業系

統、應用系統和資料庫中，還是網路設備如路

由器、交換器，或是常見的資安設備，如入侵

防禦系統、防火牆、防毒系統等，每天都會產

生大量的紀錄資料，留下人員使用系統或是設

備運作的各項記錄。

企業在資料留存上面應該要留存哪裡的

資料可在與個資外洩事件時進行可有效

的進行分析?

企業於舉證善盡保管的責任，當個人資料在資

料生命週期(蒐集→利用→處理→保存→銷毀)

裡，所有的行為都需要留存紀錄，大企業可能

還可以將所有的紀錄都保存下來進行後續分析

或是留存證據，小企業沒有那麼多資訊資源

時，到底應該留存哪裡的資料比較能在事後進

行分析根因。所以我們可以從主要放置個人資

料的位置為紀錄蒐集的重點，然在企業中絕大

部分都將個人資料數據系統化，所以主要資料

放置的位置就會位於應用系統中，企業就可以

從可能接觸到個人資料的管道進行紀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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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說明了在應用系統中我們最基本需要蒐集

的資料

 
應用系統組成 蒐集的內容 

Web Server 
使用者登入系統後使用的紀錄 

管理者管理 Web Server 的管理紀錄 

Application Server 
Web Server 與 Application Server 之間連線的紀錄 

管理者管理 Application Server 的管理紀錄 

Database 
Application Server 與 Database 之間連線的紀錄 

管理者管理 Database 管理紀錄 

  
企業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應考量下列三個因素 
1. 紀錄留存的類別 
2. 如何保存紀錄? 
3. 如何分析紀錄? 
 
在紀錄留存的類別中，我們該如何保存使用者或管理者的行為呢? 我們可以
將行為利用 5W1H(人Who、事What、時When、地Where、物 OnWhat)方
式進行留存(如下圖所示)，相關各留存的最佳建議可參考下表: 

企業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應考量下列三個因素

1. 紀錄留存的類別

2. 如何保存紀錄?

3. 如何分析紀錄?

在紀錄留存的類別中，我們該如何保存使用

者或管理者的行為呢?  我們可以將行為利用

5W1H(人Who、事What、時When、地Where、

物OnWhat)方式進行留存(如下圖所示)，相關各

留存的最佳建議可參考下表: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面向 

使用者帳號 使用者帳號/員工編號 人 

來源 來源 IP/設備 Hostname/終端機 ID 人 

日期時間 日期時間(yyyy:mm:dd:hh:mm:ss) 時 

所連線目標 IP 所連線目標資料庫/伺服器 IP 地 

所存取之檔案/物件

名稱 

系統檔案名稱或存取物件對象名稱  

(例如 TABLE/VIEW 名稱) 

地 

所存取帳號 存取系統檔案之帳號或存取 DB 物件之帳號 事 

動作類別 記載動作類別，如 A:新增/ D:刪除/ E:修改/ Q:查詢 R:報表/ O:匯

出下載/ P:列印 等 

事 

執行語法 如程式參數、檔案處理語法或資料庫指令(SQL語法)等 事 

執行狀態 執行成功或失敗(Success/Failure) 物 

資料筆數 在可允許狀況下，記載執行成功所回傳之資料筆數 物 

執行之結果 

考量系統效能與記載之資料量，在可允許狀況下，記載執行成功所回

傳之資料內容 

或記載執行成功所回傳之部分含有關鍵值資料之內容(如銀行帳戶或

身分證字號等)，以識別其存取行為。 

物 

 
而在保存機制上，選擇適當的儲存方式 - 許多法規都要求紀錄必須保存一
定的年限，以 PCI DSS資料安全標準為例，它要求企業需針對紀錄資料進
行審查，並至少保存一年以上，雖個資法沒有要求紀錄留存的時間，但是企

業還是得依據法律追朔期作為保存期限的設計，因此紀錄資料的儲存與查詢，

會是能否符合分析的重點。在國外的訴訟方面，紀錄有可能也會成為法庭上

的證據，因此必須要確保資料的完整性，在儲存與查詢時需考量不會異動到

原始資料的方式，另外也可考慮加密儲存，以避免資料遭到竄改，並將儲存

紀錄的媒體，放置在安全的地點。 
在時間同步在紀錄保存上也是個重要關鍵，企業必須確保各系統與設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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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面向 

使用者帳號 使用者帳號/員工編號 人 

來源 來源 IP/設備 Hostname/終端機 ID 人 

日期時間 日期時間(yyyy:mm:dd:hh:mm:ss) 時 

所連線目標 IP 所連線目標資料庫/伺服器 IP 地 

所存取之檔案/物件

名稱 

系統檔案名稱或存取物件對象名稱  

(例如 TABLE/VIEW 名稱) 

地 

所存取帳號 存取系統檔案之帳號或存取 DB 物件之帳號 事 

動作類別 記載動作類別，如 A:新增/ D:刪除/ E:修改/ Q:查詢 R:報表/ O:匯

出下載/ P:列印 等 

事 

執行語法 如程式參數、檔案處理語法或資料庫指令(SQL語法)等 事 

執行狀態 執行成功或失敗(Success/Failure) 物 

資料筆數 在可允許狀況下，記載執行成功所回傳之資料筆數 物 

執行之結果 

考量系統效能與記載之資料量，在可允許狀況下，記載執行成功所回

傳之資料內容 

或記載執行成功所回傳之部分含有關鍵值資料之內容(如銀行帳戶或

身分證字號等)，以識別其存取行為。 

物 

 
而在保存機制上，選擇適當的儲存方式 - 許多法規都要求紀錄必須保存一
定的年限，以 PCI DSS資料安全標準為例，它要求企業需針對紀錄資料進
行審查，並至少保存一年以上，雖個資法沒有要求紀錄留存的時間，但是企

業還是得依據法律追朔期作為保存期限的設計，因此紀錄資料的儲存與查詢，

會是能否符合分析的重點。在國外的訴訟方面，紀錄有可能也會成為法庭上

的證據，因此必須要確保資料的完整性，在儲存與查詢時需考量不會異動到

原始資料的方式，另外也可考慮加密儲存，以避免資料遭到竄改，並將儲存

紀錄的媒體，放置在安全的地點。 
在時間同步在紀錄保存上也是個重要關鍵，企業必須確保各系統與設備時間

 
 

而在保存機制上，選擇適當的儲存方式 - 許多

法規都要求紀錄必須保存一定的年限，以PCI 

DSS資料安全標準為例，它要求企業需針對紀

錄資料進行審查，並至少保存一年以上，雖個

資法沒有要求紀錄留存的時間，但是企業還是

得依據法律追朔期作為保存期限的設計，因此

紀錄資料的儲存與查詢，會是能否符合分析的

重點。在國外的訴訟方面，紀錄有可能也會成

為法庭上的證據，因此必須要確保資料的完整

性，在儲存與查詢時需考量不會異動到原始資

料的方式，另外也可考慮加密儲存，以避免資

料遭到竄改，並將儲存紀錄的媒體，放置在安

全的地點。

在時間同步在紀錄保存上也是個重要關鍵，企

業必須確保各系統與設備時間的一致性，如果

因為記錄的時間不同，在進行分析或舉證的時

候，紀錄資料即無法串連，甚至可能會誤導在

問題處理時的方向，因此最好在企業內部架設

一部時間同步伺服器(NTP Server)，以便所有設備

可以進行時間同步。

在紀錄分析部分，企業可以在所保存的紀錄上

面透過排程或是即時的方式進行紀錄分析，當

然企業還是得從規範內部的異常行為及告警機

制，但這建議僅對於小型企業進行分析較為

適合，若是大型企業，可能就得考慮Big Data 

Analysis或是Business intelligence的解決方案進行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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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致性，如果因為記錄的時間不同，在進行分析或舉證的時候，紀錄資料

即無法串連，甚至可能會誤導在問題處理時的方向，因此最好在企業內部架

設一部時間同步伺服器(NTP Server)，以便所有設備可以進行時間同步。 
  
在紀錄分析部分，企業可以在所保存的紀錄上面透過排程或是即時的方式進

行紀錄分析，當然企業還是得從規範內部的異常行為及告警機制，但這建議

僅對於小型企業進行分析較為適合，若是大型企業，可能就得考慮 Big Data 
Analysis或是 Business intelligence的解決方案進行分析。 

  

  
能保存越完善的應用程式紀錄對於企業來說在面對個人資料問題發生時舉

證的資料會越多，但是這也會耗費企業內資訊成本，所以如何在之間取得平

衡點也是企業所需在留存應用程式紀錄時所需考量的重點已達到最大的企

業效益。 

能保存越完善的應用程式紀錄對於企業來說在

面對個人資料問題發生時舉證的資料會越多，

但是這也會耗費企業內資訊成本，所以如何在

之間取得平衡點也是企業所需在留存應用程式

紀錄時所需考量的重點已達到最大的企業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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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APA及MAP機制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張衛義執行副總經理、張宗銘會計師

張衛義
稅務部 執行副總經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兩岸租稅協定簽署後，我國的租稅協定網絡進

一步擴大，同時，相較其他已與中國簽署租稅

協定而具稅賦優勢的國家，原處於不利地位的

台灣企業將可提升在中國投資的競爭力。可以

想像，對於與中國經貿關係密切的許多台灣企

業來說，這一步所帶來的影響將更甚以往。租

稅協議簽署後，將成為兩岸稅務機關針對納稅

義務人之兩岸利潤配置等稅務案件相互對話的

法令基礎，在此溝通管道下，兩岸雙邊預先定

價協議(Advanced Pricing Agreement；APA)的簽署

將是近期可以看到的機會，而交易頻繁的兩岸

企業在面對稅局查核而產生相關課稅爭議時，

租稅協定下的相互協議程序(Mutual Agreement 

Procedure；MAP)機制將適時發揮避免重複課稅

之作用 在兩岸租稅協定簽署後，企業在思考集

團規劃時應將此二議題納入考量。

租稅協定的簽署旨在消除交易兩國間重複課稅

的情況，解決國際稅收爭議。就移轉訂價角

度，企業在與關係企業交易時，依移轉訂價規

定其交易結果應符合常規，然若其中涉及跨國

交易之利潤分配受到一方或雙方國家稅務機關

之質疑並進一步予以調整，除了使企業面臨相

當之稅務風險，亦可能造成重複課稅之情況，

雙邊APA及MAP機制則可為企業解決上述情況並

降低集團稅務風險。

雙邊預先定價協議(APA)

APA為一可為徵納雙方帶來雙贏的運用工具。就

企業而言，透過APA的簽署，可與稅務機關就可

能的稅務爭議，如：跨境交易的利潤分配、無

形資產的報酬以及對外支付服務費等複雜、具

爭議的移轉訂價問題，先行溝通並達成協議，

避免未來可能的移轉訂價調查，相較於過去往

往花費長時間及成本的移轉訂價調查或專案審

查過程，APA可視為一個節省成本的解決方案，

同時亦可確保企業集團未來的稅負成本並降低

稅務風險。此外，藉由雙邊APA的簽署，除了

上述優點，亦可透過兩國稅務機關間的預先協

議，避免重複課稅的問題。而就稅務機關來

說，除了可對企業的商業營運實務取得充分瞭

解，避免可能花費大量時間及成本的移轉訂價

調查，同時對於稅收亦可取得一定程度的穩定

及確定性。

截至2012年，中國稅務機關累計已簽署56個單

邊APA和29個雙邊APA，目前並仍有數十件正在

受理中的申請案件，可知中國大陸對企業申請

APA係採取開放的態度，且已累積相當之審理經

驗。我國雖然目前簽署的預先定價協議案例尚

不多，但依近年簽署進展情況，且隨著兩岸租

稅協議的簽署生效，可預期在雙邊有了一更具

體一致的溝通平台後，將為兩岸雙邊預先定價

協議的簽署帶來更多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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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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申請APA之資格

 

2 
 

利潤分配、無形資產的報酬以及對外支付服務費等複雜、具爭

議的移轉訂價問題，先行溝通並達成協議，避免未來可能的移

轉訂價調查，相較於過去往往花費長時間及成本的移轉訂價調

查或專案審查過程，APA 可視為一個節省成本的解決方案，同時

亦可確保企業集團未來的稅負成本並降低稅務風險。此外，藉

由雙邊 APA 的簽署，除了上述優點，亦可透過兩國稅務機關間

的預先協議，避免重複課稅的問題。而就稅務機關來說，除了

可對企業的商業營運實務取得充分瞭解，避免可能花費大量時

間及成本的移轉訂價調查，同時對於稅收亦可取得一定程度的

穩定及確定性。  

截至 2012 年，中國稅務機關累計已簽署 56 個單邊 APA 和 29 個

雙邊 APA，目前並仍有數十件正在受理中的申請案件，可知中國

大陸對企業申請 APA 係採取開放的態度，且已累積相當之審理

經驗。我國雖然目前簽署的預先定價協議案例尚不多，但依近

年簽署進展情況，且隨著兩岸租稅協議的簽署生效，可預期在

雙邊有了一更具體一致的溝通平台後，將為兩岸雙邊預先定價

協議的簽署帶來更多機會 ! 

 兩岸申請 APA 之資格  

 我國  中國  

交易金額  

該交易總額達新臺幣 10 億元

以上或年度交易金額達新臺

幣 5 億元以上者  

年 度 發 生 的 關 聯 交 易 金 額 在

4,000 萬元人民幣以上  

應備文件  

已備妥移轉訂價關係人交易

相 關 資 料並完成移轉訂價報

告  

按規定準備、保存和提供同期

資料  

其他  前 3年度無重大逃漏稅情事者  依法履行關聯申報義務  

 
符合上列條件的企業可再進一步檢視各關係企

業是否曾受稅務機關查核、關係企業交易是否

具有移轉訂價爭議等問題，評估簽訂雙邊APA之

可行性，此外，企業若有執行集團移轉訂價政

策之規劃，亦可運用此工具先行取得移轉訂價

政策執行的確定性，確保未來年度集團整體稅

負之波動並估計未來稅負成本，進一步更可針

對集團未來盈餘進行規劃，同時亦可減少事後

稅務機關查核時之稅務爭訟。仍須注意的是，

儘管APA為一降低稅務風險的運用工具，企業仍

須思考申請雙邊APA可能面臨的挑戰，如兩岸帳

務上之差異(來料或進料加工)/會計原則的差異

(當地報表或管理報表)、境外公司利潤之稅務處

理、當地租稅優惠之適用對功能/風險之判定以

及雙方稅局對集團移轉訂價政策之接受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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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申請APA之程序  

4 
 

 
我國 中國 

受理機關 各國稅局 主管稅務機關 

審議機關 國稅局之審議委員會 
單邊 APA： 

主管稅務機關 

雙邊或多邊 APA： 

國家稅務總局及主管稅

務機關 

預備會議 

申請人應於涵蓋欲申請交易之

會計年度終了前向稽徵機關提

出申請 

↓ 

稽徵機關於 1個月內書面通知申

請人是否受理 

企業正式申請談簽預約定價安排前，應向稅

務機關書面提出談簽意向，展開預備會談(可

採匿名方式) 

↓ 

稅務機關自達成一致意見之日起 15 日內書

面通知企業，並向企業送達《預約定價安排

正式會談通知書》 

申請程序 

經同意受理後，申請人於 1個月

內提交應備文據(得申請延長 1

個月) 

↓ 

稽徵機關於 1年內進行審核評估

(得延長 6 個月，但雙邊或多邊

APA不受延長期限限制) 

↓ 

於做成審核評估結論 6個月內，

進行簽署 APA 

通知書送達之日起 3 個月內，向稅務機關提

交應備文件及申請書。企業申請雙邊或多邊

預約定價安排的，應將 APA申請書及相互協

商程式申請書同時報送國家稅務總局和主管

稅務機關。 

↓ 

稅務機關應自收到資料之日起 5 個月內，進

行審核和評估。(得延長 3個月) 

單邊 APA： 

於形成審核評估結

論之日起 30日內，

與企業進行磋商 

      ↓ 

將 APA草案和審核

評估報告一併層報

國家稅務總局審定 

      ↓ 

進行 APA簽屬 

雙邊/多邊 APA： 

國家稅務總局與稅收

協定締約對方稅務主

管當局進行磋商 

      ↓ 

根據磋商備忘錄擬定

APA草案 

      ↓ 

進行 APA簽屬 

 

若企業未能以簽屬 APA 方式避免稅務機關之查核而有潛在重複

課稅之風險，尚可依租稅協定下之相互協議程序機制解決稅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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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企業未能以簽屬APA方式避免稅務機關之查

核而有潛在重複課稅之風險，尚可依租稅協定

下之相互協議程序機制解決稅務爭端。

相互協議程序(MAP)

租稅協定中之「相互協議之程序」提供兩國主

管機關就稅務爭議進行磋商的機制。依據我國

「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對於他方締約

國或雙方締約國之課稅有不符合租稅協定之情

形，得經由所在地稽徵機關提出相互協議之請

求，函請財政部賦稅署洽他方締約國協議解

決，而中國依國家稅務總局於2013年9月公告

並於同年11月起施行之第56號關於《發佈〈稅

收協定相互協商程式實施辦法〉的公告》，若

有上述不符合租稅協議之情形，中國居民得

向省稅務機關提出申請，請求國家稅務總局與

締約對方主管當局通過相互協商程序解決有關

問題，但其若涉及特別納稅調整，則依國稅發

[2009]2號文《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試行]》中

之相關規定辦理。

企業若遇兩岸稅務機關之查核而遭遇非自願性

之稅務調整，如關係企業交易之一方受到當地

稅務機關調整稅額，對於交易另一方進行相對

應調整亦可啟動MAP機制解決相關稅務爭端，

避免重複課稅的情況。然企業必須特別注意啟

動MAP之期限，根據OECD稅約範本及目前一般

國際租稅協定之約定，企業應於首次接獲不符

合租稅協定規定課稅之通知起三年內提出MAP

申請，例如企業應自企業或其關係企業收到移

轉訂價調整通知書之日起三年內提出相應調整

的申請。

兩岸啟動MAP之條件及審理程序

 

7 
 

 

項目 我國 中國 

民間   
申請人 

我國居住者 中國居住者 

申請事由 

• 僅有原則性規定 
• 我國居住者對於締約國之
課稅有不符合租稅協定之

情形  

• 稅收協定相互協商程式實施辦法，
詳列事由如下： 
 對稅收協定其他條款的理解和適
用出現爭議而不能自行解決 

 其他可能或已經形成不同稅收管
轄權之間造成重複徵稅 

 其他，例如：居住者身分之認定、
常設機構之判定、各項所得之徵

免稅等 

申請時限 首次接獲通知起三年內提出 收到調整通知起三年內提出 

申請     
其他條件 

尚無特別規定 

• 申請協商的事項為締約對方已經或
有可能發生的違反稅收協定規定的

行為 
• 申請人提供的事實和證據能夠證實
或者不能合理排除締約對方的行為

存在違反稅收協定規定的嫌疑 

受理機關 國稅局 主管稅務機關* 

審議機關 財政部賦稅署 國家稅務總局 

審理程序 

1. 受理機關收受申請 
2. 受理機關應先行審核該
申訴事實是否有理，是否

有應作為而不作為，及是

否為我方可單獨解決之

情形 
3. 函請財政部賦稅署洽他
方締約國協議解決 
 

1. 受理機關收受申請 
2. 受理機關應在 15個工作日內上報
國家稅務總局，由國家稅務總局在

20個工作日內確認是否符合申請
條件 

3. 雙方主管當局若達成一致意見，由
國家稅務總局以書面形式通知受

理機關協商結果 
4. 需做退稅或其他調整處理的，相關
稅務機關應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三

個月內執行完畢，並將情況報告給

國家稅務總局 
* 若係涉及稅收協定關聯方的移轉訂價相應調整，則同時向國家稅務總局和主管稅務機

關提出書面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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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項目 我國 中國 

民間   
申請人 

我國居住者 中國居住者 

申請事由 

• 僅有原則性規定 
• 我國居住者對於締約國之
課稅有不符合租稅協定之

情形  

• 稅收協定相互協商程式實施辦法，
詳列事由如下： 
 對稅收協定其他條款的理解和適
用出現爭議而不能自行解決 

 其他可能或已經形成不同稅收管
轄權之間造成重複徵稅 

 其他，例如：居住者身分之認定、
常設機構之判定、各項所得之徵

免稅等 

申請時限 首次接獲通知起三年內提出 收到調整通知起三年內提出 

申請     
其他條件 

尚無特別規定 

• 申請協商的事項為締約對方已經或
有可能發生的違反稅收協定規定的

行為 
• 申請人提供的事實和證據能夠證實
或者不能合理排除締約對方的行為

存在違反稅收協定規定的嫌疑 

受理機關 國稅局 主管稅務機關* 

審議機關 財政部賦稅署 國家稅務總局 

審理程序 

1. 受理機關收受申請 
2. 受理機關應先行審核該
申訴事實是否有理，是否

有應作為而不作為，及是

否為我方可單獨解決之

情形 
3. 函請財政部賦稅署洽他
方締約國協議解決 
 

1. 受理機關收受申請 
2. 受理機關應在 15個工作日內上報
國家稅務總局，由國家稅務總局在

20個工作日內確認是否符合申請
條件 

3. 雙方主管當局若達成一致意見，由
國家稅務總局以書面形式通知受

理機關協商結果 
4. 需做退稅或其他調整處理的，相關
稅務機關應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三

個月內執行完畢，並將情況報告給

國家稅務總局 
* 若係涉及稅收協定關聯方的移轉訂價相應調整，則同時向國家稅務總局和主管稅務機

關提出書面申請。  

 

7 
 

 

項目 我國 中國 

民間   
申請人 

我國居住者 中國居住者 

申請事由 

• 僅有原則性規定 
• 我國居住者對於締約國之
課稅有不符合租稅協定之

情形  

• 稅收協定相互協商程式實施辦法，
詳列事由如下： 
 對稅收協定其他條款的理解和適
用出現爭議而不能自行解決 

 其他可能或已經形成不同稅收管
轄權之間造成重複徵稅 

 其他，例如：居住者身分之認定、
常設機構之判定、各項所得之徵

免稅等 

申請時限 首次接獲通知起三年內提出 收到調整通知起三年內提出 

申請     
其他條件 

尚無特別規定 

• 申請協商的事項為締約對方已經或
有可能發生的違反稅收協定規定的

行為 
• 申請人提供的事實和證據能夠證實
或者不能合理排除締約對方的行為

存在違反稅收協定規定的嫌疑 

受理機關 國稅局 主管稅務機關* 

審議機關 財政部賦稅署 國家稅務總局 

審理程序 

1. 受理機關收受申請 
2. 受理機關應先行審核該
申訴事實是否有理，是否

有應作為而不作為，及是

否為我方可單獨解決之

情形 
3. 函請財政部賦稅署洽他
方締約國協議解決 
 

1. 受理機關收受申請 
2. 受理機關應在 15個工作日內上報
國家稅務總局，由國家稅務總局在

20個工作日內確認是否符合申請
條件 

3. 雙方主管當局若達成一致意見，由
國家稅務總局以書面形式通知受

理機關協商結果 
4. 需做退稅或其他調整處理的，相關
稅務機關應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三

個月內執行完畢，並將情況報告給

國家稅務總局 
* 若係涉及稅收協定關聯方的移轉訂價相應調整，則同時向國家稅務總局和主管稅務機

關提出書面申請。  

兩岸租稅協議簽署生效後，我國稅務機關及企

業皆將面臨不同以往的挑戰。對於經貿關係如

此密切的兩岸企業，我國稅務機關勢必將有頻

繁處理台商適用兩岸租稅協議之機會，設立專

責小組處理相關事宜是否可能成為稅務機關的

一個因應方式? 而台商企業一方面雖可在兩岸貿

易或投資中免遭不公正的租稅歧視進而提升競

爭力，然一方面也同時面臨租稅協定為兩岸稅

務機關開啟對話管道可能帶來的挑戰，如，企

業最關心的資訊交換機制及追溯適用等問題。

上述兩項運用工具提供企業可能的解決方案，

然企業不免擔心運用此等工具可能帶來的負面

效果，如申請APA過程中需提供集團營運、交

易及計價方式等詳細資料予稅務機關，如此是

否將引起稅務機關對於集團其他企業或其他年

度交易的查核? 根據中國國稅發[2009]2號文第

六十一條規定：「稅務機關與企業不能達成預

約定價安排的，稅務機關在會談、協商過程中

所獲取的有關企業的提議、推理、觀念和判斷

等非事實性信息，不得用於以後對該預約定價

安排涉及交易行為的稅務調查」；我國在APA相

關規定中則無明文稅務機關於APA協商過程所

獲取資料不得用於其他稅務調查目的。此外，

對於兩岸就APA及MAP相關規定不一致之情況，

如:中國APA可往前追溯適用，我國則僅能自申

請年度開始往後適用，企業申請兩岸雙邊APA時

應如何適用? 此等問題仍有待瞭解我國稅務機關

之態度，進一步討論與釐清。

不論如何，兩岸租稅協議之簽署已是必然之

勢，企業應重新檢視集團組織架構及關係企業

交易流程、有效掌握及評估企業及關係企業間

過去、現在及未來之可能稅務風險、蒐集及備

妥相關歷史性資料並建立集團內部資訊管理系

統，同時尋求專家協助進行稅務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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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損失稅務爭議評析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陳惠明會計師、官振進協理

陳惠明
稅務部 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納稅義務為企業與國家間重要的法律關係之

一，而有關所得稅稅基之計算，係基於財務會

計之基礎，依所得稅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予以調

整申報，其中對於構成課稅所得減項之成本、

費用或損失之認定，企業負有證明營業必要

性、支付真實性，以及金額合理性之義務，更

重要的是有別於財務會計處理，這些成本費用

之稅務申報須以實現為要件。本文即擬就「投

資損失」於稅務申報時，徵納雙方對於「實

現」認定所生稅務爭議予以說明。

企業為從事多角化經營、掌控經營權或建立密

切業務關係等目的進行股權投資而獲取投資收

益，但於投資後若被投資公司因營運虧損而產

生損失，則依稅法規定是項投資損失仍得以申

報認列，惟應以實現者為限。然而何謂「實

現」？當被投資公司因營運產生虧損致被投資

公司淨值已不足抵償原出資額時，對於投資公

司(母公司)而言，其投資損失實難謂未發生，惟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卻將投資損失之「實

現」限縮在被投資事業發生減資彌補虧損、合

併、破產或清算等時點，完全漠視所得稅法第

63條對於具控制權之長期投資係以財產淨值

為其估價標準，與成本法有別。基於查準之規

定，投資公司已遞延投資損失認列之時點，今

稽徵機關卻以實質課稅原則，要求被投資事業

之損失如係源自於孫公司之損失，則所有孫公

司亦應符合查準規定，投資公司方得認列損

失，惟轉投資事業減資彌補虧損後，資本確已

折減而不可回復，縱孫公司未來年度營運產生

盈餘，使累積虧損轉為盈餘而不生減資彌補虧

損之情事，但對於子公司而言，因之前累積虧

損已被減資所彌補，是以子公司嗣後認列孫公

司盈餘之投資收益分配予母公司時，將因而全

數課稅，若此時母公司需待孫公司發生減資或

清算時方可認列投資損失，將因此增加母公司

額外租稅負擔，對投資公司之影響甚鉅。

試以下例說明，母公司(甲)透過海外控股子公司

(乙)轉投資孫公司(丙)1000元，於T年丙公司產生

虧損100元，是以乙公司及甲公司帳上隨即相應

認列投資損失100元，對於甲公司所得稅申報而

言，因屬未實現不予認列；至T+1 年時乙公司辦

理減資彌補虧損100元後股本減少為900元(1000 

– 100)，此時甲公司於T+1年即應依法申報投資

損失100元，時至T+2年丙公司獲利150元，此時

丙公司之累積盈餘為50元，乙公司及甲公司帳

上認列相應之投資收益150元，若乙公司於T+3

年將盈餘150元分配予甲公司，甲公司即需就

150元之投資收益課稅，就投資之事業整體盈餘

而言，至T+3年之淨累積盈餘為50元，甲公司累

積稅務申報淨投資損益為50元(詳見表一)；但若

於T+1 年乙公司減資100元時，因丙公司未辦理

減資而否准甲公司申報100元投資損失，則將產

生投資之事業整體盈餘50元，但甲公司之稅務

申報投資收益150元之不合理現象(詳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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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年 T T+1 T+2 T+3 合計

甲公司(母) (100) 150 50
乙公司(子) (100) 150 50
丙公司(孫) (100) 150 50

公司\年 T T+1 T+2 T+3 合計

甲公司(母) (100) 150 50
乙公司(子) (100) 150 50
丙公司(孫) (100) 150 50

表一、可認列投資損失各年度稅務損益影響

表二、否准認列投資損失各年度稅務損益影響

綜上分析，即使查核準則將投資損失認列時點

延後至被投資公司減資彌補虧損等時點，並不

會扭曲真實的損益情形，惟應僅止於被投資公

司，被投資公司減資彌補虧損實現之投資損

失，不會因孫公司未相對辦理減資彌補虧損而

回復，若要求層層投資均辦理減資，母公司方

得認列投資損失，將造成子公司減資彌補虧損

時確已對出資額造成折減，未來子公司認列孫

公司利益時，因無虧損可沖減，致分配予母公

司卻要全數課稅之矛盾，造成稅務申報之所得

背離企業之真實盈餘，此種違反量能課稅之課

稅方式，實非合於法令及實質課稅原則之規

範。

(本文已刊登於2014.03.04工商時報稅務法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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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仁法律事務所 / 謝文倩律師

審計委員會究係單獨行使職權
抑或回歸合議制設計

理仁

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第3項

明文審計委員會準用監察人

之規定，同條第4項則復就

審計委員會組成員獨立董事

之職權列舉相關準用範圍，

惟綜觀條文內容可知，公司

法第221條監察人單獨行使職權部分，似未涵蓋

其內，則審計委員會及其組成員之職權行使方

式究竟為何？

一、審議委員會之制度由來

公司內部監控機制大體上可分為「單軌制」

(one-tier board system)與「雙軌制」(two-tier 

board system)二種，前者係指公司僅設單一的

會，負責經營與監督兩項功能；而後者則分別

設置掌管經營的董事會及職司監督的監察人。

美國法採行「單軌制」，即公司並不設監察

人，董事會成員職責則區分如下：同時兼任

行政職務(包含CEO等)負責公司經營的內部董

事，及負責公司監督而不兼任行政職務的外部

董事，倘該外部董事與公司間並不具利害關

係，一般即稱之為「獨立董事」(independent 

director)。

公司法規範方式採行董事會與監察人雙軌制，

即並無獨立董事的設置，惟證券交易法(下稱證

交法)於2006年1月修正，增訂第14條之2至第

14條之5規定，並自2007年1月1日施行，立法

上即似有引進獨立董事制度取代監察人之意。

準此，依新修訂證交法第14條之4第1項規定(註

一 )，公開發行公司原則上得維持董事會與監

察人雙軌制，或選擇設置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

的單軌制，但主管機關有權指定符合特定條件

的公司設置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使公司成

為單軌制。故公司內部組織將可能產生三種模

式：1、維持公司法所訂董事會與監察人雙軌

制，未設置獨立董事。2、維持董事會與監察人

雙軌制但設有獨立董事，惟該獨立董事仍執行

董事職務，未具有監察人之職權。3、改採單軌

制，公司設置獨立董事並廢除監察人，由獨立

董事組成之審計委員會取代之，此時，獨立董

事除負有監督經營權外，同時亦具董事身分，

進而得參與公司經營決策(註二)。

對此，承接前開第三種模式而設置之審計委員

會，其功能主要便在提昇公司財務揭露程序之

透明與可信度，亦即，透過獨立董事組成之功

能性委員會，藉由其獨立性與財務會計專業性

基礎，查核公司內部財務報表編造、影響公司

財務重大交易，以及與外部審計人員維持溝

通，以確保公司定期揭露財務資訊之過程得以

透明、合法與可信(註三)。

二、審計委員會及其成員之監督權行使

(一)現行法規範方式所生疑慮

因證交法第14條之4第2項規定，審計委員會成

員由獨立董事組成，故獨立董事同時身具監督

與經營公司權限並無疑義，前已提及。至於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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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委員會之組成員或委員會本身，應如何行使

監督權，觀證交法第14條之4規定方式，似可區

分為兩部分進行討論：

1.就審計委員會本身觀之，證交法第14條之4

第3項、第6項規定：「公司設置審計委員

會者，本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對於監察人

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審計

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此外，「公開發

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5條第

1項規定：「…由審計委員會行之，其決議

應有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

意；…。」足見，立法者於條文中明訂，審

計委員會職權行使方式係採合議方式為之。

然公司法第221條既規定：「監察人各得單獨

行使監察權。」證交法第14條之4第3項復明

定審計委員會準用監察人之規定，則探求立

法真意究竟係賦予審計委員會仍有單獨行使

監察權之權限，抑或係將以合議體制取代監

察人之獨任制，實有疑義。

2 .再就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部分觀

之，證交法第14條之4第4項指出：「公司

法第二百條、第二百十三條至第二百十五

條、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

項、第二百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二百十八條之一、第二百十八條之二第二

項、第二百二十條、第二百二十三條至第

二百二十六條、第二百二十七條但書及第

二百四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對審計委員會之

獨立董事成員準用之。」亦即，本條之準用

主體實係審計委員會之組成員，即獨立董

事，而非審計委員會本身，惟綜觀上開條文

可知，立法者並未將公司法第221條「監察人

各得單獨行使監察權。」之規定列入獨立董

事得準用之列，則獨立董事於行使公司法第

218條以下之監督權限時，究竟得比照公司法

之監察人而單獨行使，抑或係亦須回歸審計

委員會之合議制設計，進而符合前開表決乘

數標準始得為之，亦生疑慮。

(二)學者見解

針對上開審計委員會及其組成員之職權行使疑

義，學者看法大體如下：

1.賴英照大法官表示，證交法第14條之4第6項

既規定，審計委員會之決議應由審計委員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目的即在希望透

過團體力量集思廣益且避免矛盾地審慎行監

察之事，故其監督權之行使，自係由公司法

第221條之獨任制轉為合議制。至於針對獨立

董事究竟能否單獨行使監督權疑義乙節，賴

大法官則指出，雖公司法第221條規定不在證

交法第14條之4第4項準用之列，然倘若以此

方式解釋解釋立法之意，而認獨立董事就該

條項所賦予之職權亦僅得合議為之，恐將使

準用規定失其意義，尤其就公司法第218條以

下規定部分，似亦將違反立法初衷。是以，

獨立董事就證交法明文準用之特定事務，仍

可獨立行使監察權(註四)。

2.劉連煜教授指出，證交法第14條之4第3項規

定雖明文審計委員會準用監察人之規定，然

觀同法第14條之4第6項規定可知，審計委員

會職權行使方式係採合議制，似可推知劉教

授係傾向認定審計委員會之職權行使係以合

議方式取代監察人之獨任制。其於著作中復

指出，依證交法第14條之4第4項規定，審計

委員會之個別獨立董事成員，得依公司法第

218條以下規定，為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

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簿冊文

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準

此，應可認為劉教授肯認縱使證交法第14條

之4第4項規定並未將公司法第221條列為獨立

董事可準用之列，獨立董事仍得個別行使此

部份之職權(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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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曾宛如教授認為，分析立法體例可知，立法

者既規定凡有關監察人之規定皆準用於審計

委員會，復再就監察人權限中之部分規定另

外明文準用於審計委員會之個別成員，是倘

若僅因立法者未將公司法第221條明文為個

別獨立董事成員得準用之範圍，即認個獨立

董事不得單獨行使相關職權，立法者上開區

分方式將失其意義。是以，曾教授主張，監

察權究竟係以審計委員會整體多數決方式行

使，抑或係採單獨執行，實應個別判斷之，

亦即，若屬證交法第14條之4第4項規定之

項目，監察權之行使仍可由獨立董事單獨行

使，至於其餘項目，於審計委員會存在之前

提下，即將以委員會取代傳統監察人之單打

獨鬥方式(註六)。

4.對此，林仁光教授於文章中則指出，監察人

為個人而非會議體，審計委員會則非個人，

此時應如何準用監察人之規定將生疑義。對

此，或可解釋為，就法定應經審計委員會決

議事項，審計委員會仍應以決議方式行使職

權，然若為完成其監督義務，仍應得單獨行

使檢查公司業務等相關權利(註七)。是以，或

可認為林教授傾向認為，除就證交法第14條

之5明定規定應由審計委員會決議之事項，審

計委員會應以合議方式為之外，其個別成員

單獨行使監察權之權限，似不限於證交法第

14條之4第4項規定所列舉之事項。

(三)實務見解

針對此一問題，主管機關雖尚未以函釋予以表

態，惟致電證期局後，經承辦人員表示，因

「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

5條第1項明確指出：「本法、公司法及其他法

律規定應由監察人行使之職權事項，除本法第

十四條之四第四項之職權事項外，由審計委員

會行之，其決議應有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之同意；審計委員會之召集人對外代

表審計委員會。」即審計委員會屬會議體，是

以，審計委員會應以合議方式作成決議，其後

復由召集人對外代表審計委員會行使。至於證

交法第14條之4第4項所列事項，審計委員會之

組成員，即獨立董事，自得單獨行使。

三、結論

彙集前開學說與實務見解可知，針對審計委員

會職權行使方式究竟為何，多數學者與證期局

均認為，審計委員會既屬議事體，仍應透過會

議方式行使證交法賦予其準用監察人規定而行

使之監督權；至於立法者既於證交法第14條之4

第4項中明文列舉獨立董事得準用之項目，則縱

使公司法第221條規定非在準用之列，獨立董事

仍得單獨行使之。準此，就公司法第218條規定

以下，有關監察人檢查權及停止請求權部分，

獨立董事得單獨行使。

註釋 :

註一 : 證交法第14條之4第1項規定：「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
但主管機關得視公司規模、業務性質及其他必要情況，命令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其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註二 : 參閱賴英照大法官所著，《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2011年2月，再版二刷，頁176~177、186。

註三 : 參閱林仁光教授、柯承恩教授所著，〈公開發行公司內部監控機制之設計---理論與實務之調
和〉，月旦法學雜誌，第153期，2008年2月，頁71。

註四 : 參閱賴英照大法官所著，《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2011年2月，再版二刷，頁187、193。

註五 : 參閱劉連煜教授所著，《新證券交易法實例研習》，2010年9月，增訂八版，頁66~67。

註六 : 參閱曾宛如教授所著，〈監察人v審計委員會---兼論監察人可否擔任公司律師或法律顧問〉，
月旦民商法，第12期，2006年6月，頁88。

註七 : 參閱林仁光教授所著，〈董事會功能性分工之法制課題---經營權功能之強化與內部監控機制之
設計〉，臺大法學論叢，第35卷1期，2006年1月，頁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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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 / 陳博建律師

壽險業參與公共建設系列之二
－風險控管－

政府為引導壽險業資金投入公

共建設，作了一系列的部會協

調與法規鬆綁。從BOT、地上

權開發案到公共建設證券化，

這些政策固然有利壽險業資金

的有效運用，並舒緩政府財政

壓力，但面對公共建設投資，壽險業者在投資

前是否都已充分了解並評估相關的風險與可能

控管方式呢？以BOT開發模式為例，流程可概分

為規劃投標階段、議約簽約階段、興建階段、

營運階段與移轉階段，每階段存在著不同態樣

的風險，本文限於篇幅，謹以BOT為例，依階

段和風險來源，分別介紹計畫可行性與開發風

險、興建完工風險、政治風險、法律風險及不

可抗力風險等，以供參考。

首先，在最開始的規劃投標階段，計畫可行性

分析包含經濟效益分析、環境影響評估、土地

可行性分析等。這些雖然是政府於提出標案前

已規劃好的部分，然而，投標業者如果完全憑

藉政府的分析而未自行評估，在投入資本後才

發現可行性疑慮進而承受損失，這應該不是投

資者所樂見的情形；舉例而言，若招標機關疏

未查明開發土地涉及原住民領域，可能使投標

業者無法即時察覺其他法令限制或錯估成本。

因此，在規劃投標前，業者應審慎評估相關計

畫可行性再決定是否參與投標。再者，在招標

公告提出後，通常有一段時間開放業者針對徵

求公告提出釋疑，參與投標的業者應對公告中

不清楚或不合理的條款提出質疑並要求招標機

關釐清；若抱持等得標後再和招標機關一對一

協商的心態，而沒有在前階段先行要求釋疑，

招標機關多會以釋疑期間已過、投標即代表已

接受相關文件內容等理由拒絕妥協，得標業者

為避免保證金被沒收通常只能就範。

至於開發風險，包含競標風險、核准風險、遴

選風險等，一般而言多由民間機構承擔，即便

已獲選為最優申請人，也不代表得標後不會再

被挑戰。由遠通ETC案例可知，即便已得標、簽

約、建造完畢且已開始試營運，次順位申請人

仍然有可能會以評選程序瑕疵、遴選不公等理

由，就審議結果提出異議與申訴，甚至向行政

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撤銷該評定最優申請人的

處分，使得已得標的民間機構必須承擔可能被

撤銷最優申請人的風險。

有關興建完工風險，包含完工延遲、成本超

支、工程損失或毀壞與責任風險等。風險依計

畫性質及規模大小而異，進而影響興建完工風

險的因素，包含專案管理能力、承包商和分包

能力、設備的供給、融資的取得、技術與勞工

等各種因素。通常業者可藉由挑選優質承包

商、請廠商提供完工保證、在契約中明定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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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的罰款、甚至訂定提前完工制度等方式，

將完工延遲風險轉嫁予協力廠商，並預留充足

工程準備金與備用信用貸款，甚至運用保險機

制，來因應成本超支的風險。因投標業者相較

於承包的協力廠商，往往具有較佳的議約實

力，因此，投標業者可以藉由與協力廠商契約

條款的議定，有效控管興建完工風險。

最後，政治風險、法律風險、與不可抗力風

險，則涉及國家的政治環境、法制規範、意外

災害和天災等一般投資者較難掌控的一般性風

險。政治風險，主要來自於政治環境改變或其

他政治因素發生，使政府不再支持或未履行原

來所承諾的事項；法律風險，則包含法令修訂

延遲、變更與執行之風險；不可抗力風險，包

括異常氣候、地震、火災等意外災害、戰爭、

國內全面性罷工等狀況的發生。這些風險性質

上並非一般投資人所能夠掌握，故比較可行的

風險控管方式，是將政策變更、法令變更、法

令執行等事由納入契約條款中的不可抗力事由

或除外情事，再去分配雙方應承擔的風險比

例。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因整體參與時間較長，風險

將隨時程進展而有階段性變化，預防勝於治

療，與其事後發生法律爭訟，不如事前諮詢專

業人員，完善評估、了解並做好風險控管，妥

善規劃，才能避免公私協力最後演變成法庭相

爭，或降低日後再參與公共建設的投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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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財顧開新渠道推動
產業升級國際化

2014年經濟發展將朝向區域經濟及全球化兩大方

向，全球跨區域併購交易案例明顯增加，透過併購

強化企業競爭優勢、擴充市場已成為企業營運策略

中重要的思考環節之一。德勤財務顧問公司深耕大

中華市場，了解企業在全球競爭環境下必須自我提

升與轉型的壓力，經過三年的努力，成功建立渠

道，首次於台灣舉辦以色列新創事業說明會，並以

專業角度分析企業併購戰略布局的趨勢和所涉及財

務規劃與風險控管等議題。

德勤財務顧問公司總經理范有偉表示，國內經濟增

長趨緩，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計畫透過併購維持企

業成長動能，或藉由產業綜效垂直/水平整併來提

升競爭力，范有偉提醒企業因自身成長策略與財務

狀況的不同，併購策略所牽涉的層面與影響也會有

極大的差異，因此建議企業及早尋求專業財務顧問

的協助，減少摸索時間成本、降低風險。

全球化市場 跨區域併購交易案例增加

在全球自由貿易風潮下，許多地方性品牌積極踏入

區域與全球市場，台灣企業多屬中小企業，在人

才、技術、資金等資源，與其他同產業之國際大企

業相較，實力懸殊相對競爭力受限，德勤財務顧問

公司為協助台灣企業升級轉型，邀請到中國以色

列協同公司創始人楊愛民總裁(Amir Yaar)帶來五家

在「醫療設備(Medical Device)」、「乾淨能源科技

(Clean Tech)」及「污染防治(Pollution Prevention)」

等領域擁有最新技術的新創公司，其優勢科技包含

乳癌早期偵測技術、低侵入性眼科手術醫材、行動

醫療平台與裝置、遠距污染防治系統，以及微型發

電系統應用等，希望建立機制平台，幫助企業更有

效率地找到有助於其升級轉型的新技術。

楊愛民總裁(Amir Yaar) 表示，一直以來以色列將其

研發的先進技術輸出到世界各國，其中多項技術能

提升亞洲人生活品質，例如乳癌的篩檢，目前最常

用的仍為乳房X光攝影，很多婦女擔心輻射對人體

的影響，這次帶來的五家公司中有一家公司能以代

謝顯像技術與風險評估完成非侵入式、非輻射、方

便友善的檢查程序，並客觀評估判斷出早期乳癌發

生率。楊總裁表示，包括該項技術在內的許多以色

列創新技術正在尋求世界的投資者挹注資金，也非

常看好以色列多樣化的先進技術，能為台灣企業填

補人才與技術缺口，買賣雙方截長補短，躍升競爭

優勢。

企業併購的整體策略規劃 

德勤財務顧問公司總經理范有偉表示，企業永續經

營的重要環節之一即為營運策略規劃，根據市場環

境與消費者需求彈性調整經營策略，產生整合併購

需求後，尋求專業財務顧問的協助，進行事前評估

擬定併購策略、選擇合適併購標的以達到最大效

益；後續併購程序中，包括程序管理、盡職查核

(due diligence)、價值分析、出價策略、交易架構設

計、交易條件談判、以及併購後之整合作業都需要

專業顧問協助規劃與執行。提供客戶全方位專業企

業併購服務與諮詢，一直是德勤財務顧問公司所致

力的目標，協助台灣產業尋找富有潛力的新技術，

加速產業轉型，提升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價值和

競爭力，專業中介機構提供的平台與諮詢服務將是

促成併購成功的重要關鍵之一。

力促企業併購新技術拼轉型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51法規輯要

如需連結法規之相關網頁，
請至勤業眾信首頁
www.deloitte.com.tw
下載全彩完整電子版通訊

證券管理法規

公開發行公司帳列投資性不動產選擇採用公允價值模式應就公允價值增加數依證券交易法第 ◢

41條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令(103.03.18 金管證發字第1030006415號) 

一、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二、 公開發行公司帳列投資性不動產後續衡量選擇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九

條第三項第二款及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四十號「投資性不動產」規定採公允價值模式衡

量者，為維持公開發行公司財務結構之健全與穩定，除本會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有補

充規定外，相關規範如下：

（一）公開發行公司帳列投資性不動產首次就後續衡量選擇採用公允價值模式衡量時，應就

其公允價值淨增加數額轉入保留盈餘部分，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但因轉入

保留盈餘後仍有不足提列前揭數額時，得僅就帳列保留盈餘之數額予以提列，且不足

提列部分免計入累積公允價值淨增加數額。

（二）後續帳列投資性不動產持續採用公允價值模式衡量時，於分派可分配盈餘時，應就其

當年度發生之帳列公允價值淨增加數額，自當期損益與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

之特別盈餘公積，屬前期累積公允價值淨增加金額，則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

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並次依本會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金管證發字第一

○一○○四七四九○號令及同年四月六日金管證發字第一○一○○一二八六五號令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

（三）嗣後帳列投資性不動產之累積公允價值淨增加數額有減少或有處分投資性不動產時，

得就其減少部分或依處分情形予以迴轉分派盈餘。

三、 本令自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生效。

發布有關公開發行公司採用IFRSs前財務報告應事先揭露規定之令 (103.03.04金管證審字第 ◢

1030005615號)

一、 配合本會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八日發布之「我國全面升級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IFRSs）版本之推動架構」，第一階段自一百零四年起由2010年版升級至2013年版

（不含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適用對象包括已採用IFRSs以及預計於

一百零四年採用IFRSs之公開發行公司。預計於一百零四年採用IFRSs之公開發行公司應

依下列規定於合併財務報告揭露採用IFRSs相關事項，依規定無須編製合併財務報告者，

則應於個別財務報告揭露之：

（一）採用IFRSs前二年之年度財務報告附註應揭露事項（一百零二年度財務報告）：

1、採用IFRSs計畫之重要內容及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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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會計政策與未來依IFRSs編製財務報告所使用之會計政策二者間可能產生之重

大差異說明。

（二）採用IFRSs前一年之期中及年度財務報告附註應揭露事項（一百零三年上半年度及年度

財務報告）：

1、採用IFRSs計畫之重要內容及執行情形，該計畫如有變更亦應揭露。

2、目前會計政策與未來依IFRSs編製財務報告所使用之會計政策二者間可能產生之重

大差異，包括採用IFRSs後對財務報告重要項目可能產生之影響金額。公司於編製

期中財務報告時，如未能估計上開影響金額時，應敘明其理由。

3、公司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號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規定所選擇之會計

政策。

（三）上開揭露採用IFRSs之資訊應以2013年正體中文版作為評估依據，並得依國際會計準則

「第8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第30段及31段規定，於財務報告附註中揭

露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發布且預計於公司採用IFRSs時生效之IFRSs或IFRSs草案，一併

敘明相關重大差異及影響。若確有時程未及之情形，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1、一百零二年度財務報告得依2010年版為準，揭露按2010年版評估之會計政策差異

說明等資訊；

2、一百零三年半年度財務報告得依2010年版為準，並應加強說明揭露第二款第二目

及第三目之內容與2013年版之主要差異，及提醒投資人注意閱讀一百零三年度財

務報告最新資訊之警語等。

（四）各公開發行公司評估過程如發現有對於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應注意重

大訊息之公告。

二、本會對於金融業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九十九年二月二日金管證審字第０九九０００四九四三號函，依

一百零三年三月四日金管證審字第一０三０００五六一五一號函自即日停止適用。

修正「○○股份有限公司關係企業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規範」參考範例(103.02.21臺證 ◢

上一字第1030003162號)

註:櫃買中心亦有類似規範:103.03.04證櫃監字第1030003743號

配合獨立董事不得少於席次1/5，修正「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 ◢

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10條第1項各款不宜上櫃規定之具體認定標準」第8款(103.03.12證

櫃審字第10300050031號)

考量發行公司設置符合前揭規定之獨立董事，應依法召開股東會修正公司章程並進行選任，

需有調整作業時間，爰103年度申請股票上櫃之公司，於申請上櫃時除應設置獨立董事，其

人數不得少於兩人外，其獨立董事席次倘不足五分之一者，應出具承諾至遲於104年股東常

會時完成設置符合旨揭規章條文規定之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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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股票上市申請書」(103.03.18 臺證上一字第1031801220號) ◢

增訂「附件二十三、擬於上市掛牌前向主管機關申請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者，應併檢附發行新

股申請書及其附件。申請後上市前有依證券交易法規定公布新財務報告者，應加送經會計師

查核（或核閱）之最近期財務報告。」    

明定得由副主管擔任審議委員事宜及配合評價公報修正「有價證券上市審議委員會簡則」第 ◢

三條條文(103.03.18臺證上一字第1030004757號)

配合證券商放寬接受專業投資人委託買賣外國債券及外國證券化商品相關信用評等規範，預 ◢

告修正「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限制風險揭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第十條附表三及附

表四之信用評等限制(103.03.12金管銀票字第10340000670號)

【證券、期貨、投信、投顧】

公告修正「證券商以媒體申報財務報表作業辦法」，本次修正內容自103年4月申報103年3月 ◢

證券商財務資料起適用(103.03.17 臺證輔字第1030501429號)

修正「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財富管理業務：以信託方式辦理財富管理業務) ◢

並自即日起實施。並提報最近一次董事會追認修正內部控制制度(103.2.21 臺證稽字第

1030003287號)

配合開放證券商擔任境外華僑及外國人保管機構業務，增訂「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 ◢

範」如附件(103.03.13 臺證輔字第1030501346號)

開放證券商辦理證券業務相關之外幣間即期外匯交易業務 (103.03.17 金管證券字第 ◢

1030006062號)

配合國外期交所上市之新臺幣計價商品而有結售為新臺幣之必要，修正「華僑及外國人從事 ◢

期貨交易應行注意事項」第11點、第13點(103.03.13 金管證期字第10300077754號)

增加證券商指撥專用營運資金2億元兼營期貨經紀業務者及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者 ◢

之業務範圍(103.03.13 金管證期字第10300077753號)

期貨經紀商於國外期貨交易所上市以新臺幣計價之期貨交易契約相關事項之國外期貨結算機 ◢

構或外國期貨商之代理人及代理項目相關規範(103.03.13 金管證期字第10300077752號)

核准期貨商得自客戶保證金專戶內提取款項相關規範(103.03.13 金管證期字第10300077751 ◢

號)

經核准與國外期貨交易所簽署合作協議，於該國外期貨交易所上市以新臺幣計價之期貨交易 ◢

契約相關事項規範(103.03.13 金管證期字第1030007775號)及業務範圍(103.03.11 金管證券字

第10300052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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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釋專業經紀商及證券商依證券商管理規則得採全權委託方式辦理(103.03.06 金管證券字第 ◢

1020051856號)

調降期貨經理事業接受委任人委託交易時之資金最低限額 (103.03.05 金管證期字第 ◢

1020053035號) 

開放證券商得以自有資金投資興櫃股票及私募基金(103.03.05金管證券字第1030001846號) ◢

配合開放募集發行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預告修正「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期貨信 ◢

託事業募集期貨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發行人發行認購（售）權證處理

準則」及「有價證券得為融資融券標準」部分條文(103.03.04 金管證期字第1030006423號)

期交所公告以證交所上市及櫃檯買賣中心上櫃之普通股股票為標的之股票期貨與股票選擇權 ◢

契約，為期貨商得受託從事期貨交易之契約(103.02.24金管證期字第1030002274號)

公告訂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相關人員應具備之資格條件中所稱「專業投 ◢

資機構」及「其工作項目」之範圍(103.02.20 金管證投字第103000480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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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險管理法規

（以下函令之資料來源摘錄自：銀行局http://law.banking.gov.tw/Chi/Default.asp）

檢查局公告102年度下半年金融機構主要檢查缺失(103.02.25 檢查局重要公告) ◢

訂定「金融控股公司稽核工作考核要點」並自104年01月01日生效(103.03.06 金管檢控字第 ◢

10301520580號)

預告修正「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限制風險揭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第十條附表三及 ◢

附表四之信用評等限制(103.03.12金管銀票字第10340000670號)

銀行、金融控股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投資大陸地區金融機構以外之金融相關事業之規定 ◢

(103.03.18 金管銀控字第10260005250號)

配合將消費金融業務相關資訊系統委外，預告修正「金融機構作業委託他人處理內部作業制 ◢

度及程序辦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草案(103.03.13 金管銀外字第10250003890號)

證券商擔任認購(售)權證之流動量提供者，為避險而於集中市場所為之交易，得依金管會102 ◢

年6月25日金管銀法字第10210003190號令規定採概括授權方式辦理(103.03.19 金管銀法字第

10300018280號)

金融控股公司之證券子公司擔任認購(售)權證之流動量提供者，基於履行法定造市義務所生

之避險需求，於集中市場從事下列交易，並已研擬內部作業規範，經董事會重度決議概括授

權經理部門依該規範辦理，視同符合金融控股公司法第45條第1項規定：

一、買賣以金融控股公司法第45條所定利害關係人為發行人之上市(櫃)有價證券；

二、買賣其他證券商發行以前款有價證券為標的之權證；

三、從事以第(一)款有價證券為標的之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貨或股票選擇權

交易。

規範對海外母集團之淨資產餘額內容，預告修正「外國金融機構在臺子銀行合格資產規定」 ◢

第二點、第五點草案(103.03.13 金管銀外字第103000376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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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函令之資料來源摘錄自：保險局 h t t p : / / w w w . i b . g o v . t w / c h / h o m e .

jsp?id=37&parentpath=0,3）

修正「保險業與利害關係人從事放款以外之其他交易管理辦法」第四條關於概括授權範圍釋 ◢

示內容(103.03.10 金管保財字第10302500031號)

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考量合作推廣與共同行銷同屬金融控股公司之各子公司間得從事之跨業行銷行為，兩者

於得否概括授權上應有一致之處理標準，爰將合作推廣行為所產生手續費、服務費或佣

金之分攤，納入得採概括授權方式辦理之範圍。

二、 考量金融市場交易實務，將「申購、買回受益證券」之內容修正為「投資取得、處分受

益證券」。

三、 增訂利害關係人為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者，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運用基金資產所為之

交易，得採概括授權方式辦理。

四、 增訂與金控母公司間接持股百分之百之子公司間單筆交易金額未超過新臺幣壹仟萬元之

交易，得採概括授權方式辦理。

五、 增訂第四條第三項第五款及第十二款所稱單筆交易之認定標準。

預告訂定「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安定基金計提標準」(103.03.05金管保財字第10302501881 ◢

號)

明定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安定基金風險指標核算之差別提撥率計提基礎及其核算方式

一、明定自一百零三年七月一日起，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安定基金應以總保險費收入為基

礎，並按「資本適足率」及「經營管理績效指標評等」等二風險指標核算之差別提撥率

計提，並明定差別提撥率之核算方式。(草案第二條及第三條)

二、明定保險安定基金風險指標之核算、資料保密暨異議處理方式、提撥率等級之通知暨繳

納方式、本標準實施所需填報相關表格之訂定方式等作業規範。(草案第四條至第七條)

配合推動促進國內債券市場發展，擴大保險業資金運用管道，及強化保險業投資國外及大 ◢

陸地區不動產之效益及監理，並持續以審慎循序方式開放保險業從事大陸地區相關有價證

券之運用，預告修正「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管理辦法」部分條文(103.03.17 金管保財字第

10302501492號)

為加強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之管理，並配合保險法第163條規定及任用人 ◢

員之實務作業，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預告修正「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保險經紀人管理

規則」及「保險公證人管理規則」，以符實務運作(103.03.17 金管保綜字第103025620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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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

核定一百零二年度財產租賃必要損耗及費用標準(財政部1030312台財稅字第10204050910號 ◢

令)

核定一百零二年度私人辦理補習班托兒所幼稚園與養護療養院所成本及必要費用標準(財政部 ◢

1030312台財稅字第10304529230號令)

核定一百零二年度自力耕作漁林牧收入成本及必要費用標準(財政部1030312台財稅字第 ◢

10204050911號令)

核定稽徵機關核算一百零二年度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財政部1030319台財稅字第 ◢

10304519070號令）

修正「外僑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作業要點(財政部1030312台財稅字第10200722160號令) ◢

自國外進口或國內產製專供製造觸控面板用之導電玻璃，可向進口地海關或所在地主管稽徵 ◢

機關申請免徵貨物稅(財政部1030321台財稅字第10304506860號令)

自國外進口或國內產製專供製造觸控面板用之導電玻璃，可檢具工業主管機關證明及承諾不 ◢

轉售或移作他用之聲明書，向進口地海關或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免徵貨物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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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管理法規
修正「文化創意產業內容及範圍」(103.03.19文創字第10330059511號) ◢ 修正「文化創意產業

內容及範圍」。

文化創意產業內容及範圍

  

  

投資管理法規 

 
●修正「文化創意產業內容及範圍」(103.03.19文創字第 10330059511號) 

修正「文化創意產業內容及範圍」。 

文化創意產業內容及範圍 

產業類別 
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內容及範圍 備註 

一、 視覺藝術產業 文化部 

指從事繪畫、雕塑、其他藝術品創作、藝術

品拍賣零售、畫廊、藝術品展覽、藝術經紀

代理、藝術品公證鑑價、藝術品修復等行

業。 

  

二、 音樂及表演藝術產

業 
文化部 

指從事音樂、戲劇、舞蹈之創作、訓練、表

演等相關業務、表演藝術軟硬體（舞台、燈

光、音響、道具、服裝、造型等）設計服

務、經紀、藝術節經營等行業。 

  

三、 文化資產應用及展

演設施產業 
文化部 

指從事文化資產利用、展演設施（如劇院、

音樂廳、露天廣場、美術館、博物館、藝術

館（村）、演藝廳等）經營管理之行業。 

所稱文化資產利用，限於該資產

之場地或空間之利用。 

四、工藝產業 文化部 

指從事工藝創作、工藝設計、模具製作、材

料製作、工藝品生產、工藝品展售流通、工

藝品鑑定等行業。 

  

五、電影產業 文化部 

指從事電影片製作、電影片發行、電影片映

演，及提供器材、設施、技術以完成電影片

製作等行業。 

  

六、 廣播電視產業 文化部 
指利用無線、有線、衛星或其他廣播電視平

台，從事節目播送、製作、發行等之行業。 

  

七、出版產業 文化部 

指從事新聞、雜誌（期刊）、圖書等紙本或

以數位方式創作、企劃編輯、發行流通等之

行業。 

1.數位創作係指將圖像、字元、

影像、語音等內容，以數位處

理或數位形式（含以電子化流

通方式）公開傳輸或發行。 

2.本產業內容包括數位出版產業

價值鏈最前端數位出版內容之

輔導。 

八、廣告產業 經濟部 

指從事各種媒體宣傳物之設計、繪製、攝

影、模型、製作及裝置、獨立經營分送廣

告、招攬廣告、廣告設計等行業。 

  

九、 產品設計產業 經濟部 

指從事產品設計調查、設計企劃、外觀設

計、機構設計、人機介面設計、原型與模型

製作、包裝設計、設計諮詢顧問等行業。 

  

十、 視覺傳達設計產業 經濟部 

指從事企業識別系統設計（CIS）、品牌形象

設計、平面視覺設計、網頁多媒體設計、商

業包裝設計等行業。 

1.視覺傳達設計產業包括「商業

包裝設計」，但不包括「繪本

設計」。 

2.商業包裝設計包括食品、民生

用品、伴手禮產品等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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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設計品牌 

時尚產業 
經濟部 

指從事以設計師為品牌或由其協助成立品牌

之設計、顧問、製造、流通等行業。 

  

十二、建築設計產業 內政部 指從事建築物設計、室內裝修設計等行業。   

十三、數位內容產業 經濟部 

指從事提供將圖像、文字、影像或語音等資

料，運用資訊科技加以數位化，並整合運用

之技術、產品或服務之行業。 

  

十四、創意生活產業 經濟部 

指從事以創意整合生活產業之核心知識，提

供具有深度體驗及高質美感之行業，如飲食

文化體驗、生活教育體驗、自然生態體驗、

流行時尚體驗、特定文物體驗、工藝文化體

驗等行業。 

  

十五、流行音樂及文化

內容產業 
文化部 

指從事具有大眾普遍接受特色之音樂及文化

之創作、出版、發行、展演、經紀及其周邊

產製技術服務等之行業。 

  

十六、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產業 

指從事中央主管機關依下列指標指定之其他文化創意產

業： 

一、產業提供之產品或服務具表達性價值及功用性價值。 

二、產業具成長潛力，如營業收入、就業人口數、出口值

或產值等指標。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令：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1條第 1項規定，訂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相關

規範，自 103年 1月 1日生效(103.03.18金管證發字第 1030006415號) 

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二、公開發行公司帳列投資性不動產後續衡量選擇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九條第

三項第二款及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四十號「投資性不動產」規定採公允價值模式衡量者，為

維持公開發行公司財務結構之健全與穩定，除本會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有補充規定外，相

關規範如下： 

(一)公開發行公司帳列投資性不動產首次就後續衡量選擇採用公允價值模式衡量時，應就其公

允價值淨增加數額轉入保留盈餘部分，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但因轉入保留盈餘

後仍有不足提列前揭數額時，得僅就帳列保留盈餘之數額予以提列，且不足提列部分免計

入累積公允價值淨增加數額。 

(二)後續帳列投資性不動產持續採用公允價值模式衡量時，於分派可分配盈餘時，應就其當年

度發生之帳列公允價值淨增加數額，自當期損益與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

餘公積，屬前期累積公允價值淨增加金額，則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

公積，並次依本會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金管證發字第一○一○○四七四九

○號令及同年四月六日金管證發字第一○一○○一二八六五號令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

派。 

(三)嗣後帳列投資性不動產之累積公允價值淨增加數額有減少或有處分投資性不動產時，得就

其減少部分或依處分情形予以迴轉分派盈餘。 

三、 本令自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生效。 

 
●經濟部令：修正「未登記工廠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辦法」(103.03.18經濟部經中字第 10304601350  號) 

第 5 條 未登記工廠申請補辦臨時工廠登記時，應於一百零四年六月二日前檢附下列文件，向工廠

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供第一階段審查： 

一、臨時工廠登記申請書。 

二、第三條所列於九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前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證明文件。 

  

  

投資管理法規 

 
●修正「文化創意產業內容及範圍」(103.03.19文創字第 10330059511號) 

修正「文化創意產業內容及範圍」。 

文化創意產業內容及範圍 

產業類別 
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內容及範圍 備註 

一、 視覺藝術產業 文化部 

指從事繪畫、雕塑、其他藝術品創作、藝術

品拍賣零售、畫廊、藝術品展覽、藝術經紀

代理、藝術品公證鑑價、藝術品修復等行

業。 

  

二、 音樂及表演藝術產

業 
文化部 

指從事音樂、戲劇、舞蹈之創作、訓練、表

演等相關業務、表演藝術軟硬體（舞台、燈

光、音響、道具、服裝、造型等）設計服

務、經紀、藝術節經營等行業。 

  

三、 文化資產應用及展

演設施產業 
文化部 

指從事文化資產利用、展演設施（如劇院、

音樂廳、露天廣場、美術館、博物館、藝術

館（村）、演藝廳等）經營管理之行業。 

所稱文化資產利用，限於該資產

之場地或空間之利用。 

四、工藝產業 文化部 

指從事工藝創作、工藝設計、模具製作、材

料製作、工藝品生產、工藝品展售流通、工

藝品鑑定等行業。 

  

五、電影產業 文化部 

指從事電影片製作、電影片發行、電影片映

演，及提供器材、設施、技術以完成電影片

製作等行業。 

  

六、 廣播電視產業 文化部 
指利用無線、有線、衛星或其他廣播電視平

台，從事節目播送、製作、發行等之行業。 

  

七、出版產業 文化部 

指從事新聞、雜誌（期刊）、圖書等紙本或

以數位方式創作、企劃編輯、發行流通等之

行業。 

1.數位創作係指將圖像、字元、

影像、語音等內容，以數位處

理或數位形式（含以電子化流

通方式）公開傳輸或發行。 

2.本產業內容包括數位出版產業

價值鏈最前端數位出版內容之

輔導。 

八、廣告產業 經濟部 

指從事各種媒體宣傳物之設計、繪製、攝

影、模型、製作及裝置、獨立經營分送廣

告、招攬廣告、廣告設計等行業。 

  

九、 產品設計產業 經濟部 

指從事產品設計調查、設計企劃、外觀設

計、機構設計、人機介面設計、原型與模型

製作、包裝設計、設計諮詢顧問等行業。 

  

十、 視覺傳達設計產業 經濟部 

指從事企業識別系統設計（CIS）、品牌形象

設計、平面視覺設計、網頁多媒體設計、商

業包裝設計等行業。 

1.視覺傳達設計產業包括「商業

包裝設計」，但不包括「繪本

設計」。 

2.商業包裝設計包括食品、民生

用品、伴手禮產品等包裝。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令：依據「證券交易法」第41條第1項規定，訂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相 ◢

關規範，自103年1月1日生效(103.03.18金管證發字第1030006415號)

一、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二、 公開發行公司帳列投資性不動產後續衡量選擇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九

條第三項第二款及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四十號「投資性不動產」規定採公允價值模式衡

量者，為維持公開發行公司財務結構之健全與穩定，除本會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有補

充規定外，相關規範如下：

(一)公開發行公司帳列投資性不動產首次就後續衡量選擇採用公允價值模式衡量時，應就

其公允價值淨增加數額轉入保留盈餘部分，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但因轉入

保留盈餘後仍有不足提列前揭數額時，得僅就帳列保留盈餘之數額予以提列，且不足

提列部分免計入累積公允價值淨增加數額。

(二)後續帳列投資性不動產持續採用公允價值模式衡量時，於分派可分配盈餘時，應就其

當年度發生之帳列公允價值淨增加數額，自當期損益與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

之特別盈餘公積，屬前期累積公允價值淨增加金額，則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

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並次依本會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金管證發字第一

○一○○四七四九○號令及同年四月六日金管證發字第一○一○○一二八六五號令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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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嗣後帳列投資性不動產之累積公允價值淨增加數額有減少或有處分投資性不動產時，

得就其減少部分或依處分情形予以迴轉分派盈餘。

三、本令自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生效。

經濟部令：修正「未登記工廠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辦法」 ( 103 .03 .18經濟部經中字第  ◢

10304601350  號)

第 5 條 未登記工廠申請補辦臨時工廠登記時，應於一百零四年六月二日前檢附下列文件，向

工廠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供第一階段審查：

一、臨時工廠登記申請書。

二、第三條所列於九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前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證明文件。

三、主要產品製造流程圖。

四、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五、工廠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如為華僑或外國人，檢附在臺設定居所證明文件。

六、 建築物配置平面簡圖及建築物面積計算表；如領有使用執照者，必要時，併附使用執照

清冊。

七、 最近三個月內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其比例尺不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但能以

電子處理方式取得者，免予檢附；如為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另檢附土地使用分區證

明。

八、 廠地位置圖（套繪於二萬五千分之一經建版地形圖，標示出廠地位置）及土地使用現況

配置圖（另附土地清冊及現場照片）。

九、 機器設備配置圖（加註使用電力容量、熱能），得與第六款之建築物配置平面簡圖合併

繪製。

十、 建築物或廠地非自有者，檢附所有權人同意書或租賃契約；如建築物或廠地屬國有者，

檢附申請人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支機構訂定之國有基地租賃契約書。

十一、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 7 條 申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地方主管機關應予駁回：

一、申請日期逾越一百零四年六月二日。

二、無法證明於九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前已從事物品製造、加工活動。

三、有本法第十五條第一款、第七款或第八款所定情形。

四、經工業單位認定非屬低污染事業。

五、經水土保持單位認定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

六、 經水利單位認定位於河川區域、排水設施範圍、水庫蓄水範圍或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

護區之污染性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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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申請案件未經駁回而有下列情形，由地方主管機關於通知函記載申請人應檢附下列規

定文件，於通知之日起六個月內申請第二階段審查。

一、 屬低污染事業且為環保法令管制之事業種類、範圍及規模者，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水污

染防治、空氣污染防治、廢棄物清理之類別，分別檢附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出具之各項核

准或許可證明文件。

二、 出具地方消防主管機關核發符合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

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之審查查驗核准或證明文件。

三、合法水源相關證明文件。

四、廢污水排注許可或同意文件。

五、位於山坡地範圍，經認定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者，應檢附核定證明文件。

六、已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標準者，應檢附建築物結構安全證明書或鑑定報告書。

七、屬本法第十五條第五款規定有設廠標準之工廠，應檢附符合標準之證明文件。

八、屬本法第十五條第六款規定產品者，應檢附該法令主管機關出具之許可文件。

前項文件之檢附與申請期限，申請人如有正當理由，得申請展延之，但以一次為限，且展延

期間不得超過三十日；申請人逾期未申請者，地方主管機關不予補辦臨時工廠登記，並通知

申請人。

第14條 臨時工廠登記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間，自核准登記日起至一百零九年六月二日止，並自

屆滿之次日起失其效力。

工廠於前項臨時工廠登記證明文件有效期間內，適用本法之規定；其有關 輔導事項，除其他

法令另有規定外，準用已依本法核准登記工廠之規定。

預告修正「外國金融機構在臺子銀行合格資產規定」第二點、第五點草案(103.03.13金管銀 ◢

外字第10300037610號)

為有效督促在我國設立之外國金融機構在臺子銀行，於利用海外母集團調節資金之際，仍能

兼顧風險分散，前參考澳洲主管機關作法，於一百年七月十三日修正「外國銀行子銀行合格

資產規定」部分條文，並將規定名稱修正為「外國金融機構在臺子銀行合格資產規定」。

隨著我國金融開放及經濟發展，我國企業對跨國金融服務需求與日俱增，其全球資金收付多

以具全球網絡之國際性銀行為其往來首選，為使外國金融機構於面臨客戶鉅額資金進出所致

對海外母集團之淨資產餘額波動過大時，具彈性因應與管理之空間，並仍可避免風險過度集

中，爰修正第二點並刪除第五點規定，重點如下：

一、 將外國金融機構在臺子銀行併計該外國金融機構在臺分行，對海外母集團之淨資產餘

額，以「每月日平均餘額」不得超過在臺子銀行前一年度決算後淨值之百分之五十控

管，並增訂每日之上揭淨資產餘額不得超過該在臺子行前一年度決算後淨值之百分之

一百。（修正規定第二點）

二、 第五點原相關調整期規定已屆期，爰配合本次修法予以刪除。（刪除規定第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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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金融機構在臺子銀行合格資產規定第二點、第五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外國金融機構在臺子銀行合格資產規定第二點、第五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外國金融機構直接或間接持有本

國銀行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之五十者，

該本國銀行之資產、負債與淨值

之比率，應符合下列標準： 

(一)持有下列各目資產之餘額依

其權數計算後，各目合計之

總餘額不得低於收受新臺幣

存款總餘額之百分之四十： 

1.持有新臺幣現金餘額以百

分之八十五計算。 

2.中央銀行定期存單、存放

中央銀行及轉存中央銀行

之新臺幣存款餘額合計數

以百分之八十五計算。 

3.持有我國政府發行新臺幣

債券及票券餘額合計數以

百分之八十五計算。 

4.持有我國公、民營企業發

行之新臺幣債券、票券、

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

券，符合投資等級以上者

之餘額合計數以百分之七

十五計算；未達投資等級

者之餘額合計數以百分之

七十計算。 

5.持有我國企業發行之新臺

幣股票之餘額合計數以百

分之五十五計算。 

6.對本國人新臺幣購屋貸款

餘額（不含催收款）以百

分之八十五計算。 

7.對我國公、民營事業、政

府機關及私人新臺幣放款

（扣除前款購屋貸款餘

額），有擔保之餘額合計

數以百分之七十計算；無

擔保之餘額合計數以百分

之六十計算。 

8.投資我國境內自用不動產

之投資總額以百分之六十

計算。 

 

 

 

 

二、外國金融機構直接或間接持有本

國銀行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之五十者，

該本國銀行之資產、負債與淨值

之比率，應符合下列標準： 

(一)持有下列各款資產之餘額依

其權數計算後，各款合計之

總餘額不得低於收受新臺幣

存款總餘額之百分之四十： 

1.持有新臺幣現金餘額以百

分之八十五計算。 

2.中央銀行定期存單、存放

中央銀行及轉存中央銀行

之新臺幣存款餘額合計數

以百分之八十五計算。 

3.持有我國政府發行新臺幣

債券及票券餘額合計數以

百分之八十五計算。 

4.持有我國公、民營企業發

行之新臺幣債券、票券、

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

券，符合投資等級以上者

之餘額合計數以百分之七

十五計算；未達投資等級

者之餘額合計數以百分之

七十計算。 

5.持有我國企業發行之新臺

幣股票之餘額合計數以百

分之五十五計算。 

6.對本國人新臺幣購屋貸款

餘額（不含催收款）以百

分之八十五計算。 

7.對我國公、民營事業、政

府機關及私人新臺幣放款

（扣除前款購屋貸款餘

額），有擔保之餘額合計

數以百分之七十計算；無

擔保之餘額合計數以百分

之六十計算。 

8.投資我國境內自用不動產

之投資總額以百分之六十

計算。 

 

 

 

 

一、第一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參酌「金融機構存款及其他各種

負債準備金調整及查核辦法」第

九條及十條對金融機構應提存存

款準備金之計算係採平均值為計

算基準，爰改以日平均餘額之控

管方式，以利外國金融機構於面

臨客戶鉅額資金進出所致對海外

母集團之淨資產餘額波動過大

時，具彈性因應與管理之空間。 

三、為避免金融機構於日平均餘額之

控管方式下，而有單日比率過高

致風險過度集中之虞，爰訂定每

日比率上限為百分之百。 

四、配合上揭修正，將本點第二款後

段對准予列入淨值計算基礎之內

容移列為第三款，並酌作文字修

正，以資明確。 

   

外國金融機構在臺子銀行合格資產規定第二點、第五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外國金融機構直接或間接持有本

國銀行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之五十者，

該本國銀行之資產、負債與淨值

之比率，應符合下列標準： 

(一)持有下列各目資產之餘額依

其權數計算後，各目合計之

總餘額不得低於收受新臺幣

存款總餘額之百分之四十： 

1.持有新臺幣現金餘額以百

分之八十五計算。 

2.中央銀行定期存單、存放

中央銀行及轉存中央銀行

之新臺幣存款餘額合計數

以百分之八十五計算。 

3.持有我國政府發行新臺幣

債券及票券餘額合計數以

百分之八十五計算。 

4.持有我國公、民營企業發

行之新臺幣債券、票券、

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

券，符合投資等級以上者

之餘額合計數以百分之七

十五計算；未達投資等級

者之餘額合計數以百分之

七十計算。 

5.持有我國企業發行之新臺

幣股票之餘額合計數以百

分之五十五計算。 

6.對本國人新臺幣購屋貸款

餘額（不含催收款）以百

分之八十五計算。 

7.對我國公、民營事業、政

府機關及私人新臺幣放款

（扣除前款購屋貸款餘

額），有擔保之餘額合計

數以百分之七十計算；無

擔保之餘額合計數以百分

之六十計算。 

8.投資我國境內自用不動產

之投資總額以百分之六十

計算。 

 

 

 

 

二、外國金融機構直接或間接持有本

國銀行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之五十者，

該本國銀行之資產、負債與淨值

之比率，應符合下列標準： 

(一)持有下列各款資產之餘額依

其權數計算後，各款合計之

總餘額不得低於收受新臺幣

存款總餘額之百分之四十： 

1.持有新臺幣現金餘額以百

分之八十五計算。 

2.中央銀行定期存單、存放

中央銀行及轉存中央銀行

之新臺幣存款餘額合計數

以百分之八十五計算。 

3.持有我國政府發行新臺幣

債券及票券餘額合計數以

百分之八十五計算。 

4.持有我國公、民營企業發

行之新臺幣債券、票券、

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

券，符合投資等級以上者

之餘額合計數以百分之七

十五計算；未達投資等級

者之餘額合計數以百分之

七十計算。 

5.持有我國企業發行之新臺

幣股票之餘額合計數以百

分之五十五計算。 

6.對本國人新臺幣購屋貸款

餘額（不含催收款）以百

分之八十五計算。 

7.對我國公、民營事業、政

府機關及私人新臺幣放款

（扣除前款購屋貸款餘

額），有擔保之餘額合計

數以百分之七十計算；無

擔保之餘額合計數以百分

之六十計算。 

8.投資我國境內自用不動產

之投資總額以百分之六十

計算。 

 

 

 

 

一、第一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參酌「金融機構存款及其他各種

負債準備金調整及查核辦法」第

九條及十條對金融機構應提存存

款準備金之計算係採平均值為計

算基準，爰改以日平均餘額之控

管方式，以利外國金融機構於面

臨客戶鉅額資金進出所致對海外

母集團之淨資產餘額波動過大

時，具彈性因應與管理之空間。 

三、為避免金融機構於日平均餘額之

控管方式下，而有單日比率過高

致風險過度集中之虞，爰訂定每

日比率上限為百分之百。 

四、配合上揭修正，將本點第二款後

段對准予列入淨值計算基礎之內

容移列為第三款，並酌作文字修

正，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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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金融機構在臺子銀行合格資產規定第二點、第五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外國金融機構直接或間接持有本

國銀行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之五十者，

該本國銀行之資產、負債與淨值

之比率，應符合下列標準： 

(一)持有下列各目資產之餘額依

其權數計算後，各目合計之

總餘額不得低於收受新臺幣

存款總餘額之百分之四十： 

1.持有新臺幣現金餘額以百

分之八十五計算。 

2.中央銀行定期存單、存放

中央銀行及轉存中央銀行

之新臺幣存款餘額合計數

以百分之八十五計算。 

3.持有我國政府發行新臺幣

債券及票券餘額合計數以

百分之八十五計算。 

4.持有我國公、民營企業發

行之新臺幣債券、票券、

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

券，符合投資等級以上者

之餘額合計數以百分之七

十五計算；未達投資等級

者之餘額合計數以百分之

七十計算。 

5.持有我國企業發行之新臺

幣股票之餘額合計數以百

分之五十五計算。 

6.對本國人新臺幣購屋貸款

餘額（不含催收款）以百

分之八十五計算。 

7.對我國公、民營事業、政

府機關及私人新臺幣放款

（扣除前款購屋貸款餘

額），有擔保之餘額合計

數以百分之七十計算；無

擔保之餘額合計數以百分

之六十計算。 

8.投資我國境內自用不動產

之投資總額以百分之六十

計算。 

 

 

 

 

二、外國金融機構直接或間接持有本

國銀行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之五十者，

該本國銀行之資產、負債與淨值

之比率，應符合下列標準： 

(一)持有下列各款資產之餘額依

其權數計算後，各款合計之

總餘額不得低於收受新臺幣

存款總餘額之百分之四十： 

1.持有新臺幣現金餘額以百

分之八十五計算。 

2.中央銀行定期存單、存放

中央銀行及轉存中央銀行

之新臺幣存款餘額合計數

以百分之八十五計算。 

3.持有我國政府發行新臺幣

債券及票券餘額合計數以

百分之八十五計算。 

4.持有我國公、民營企業發

行之新臺幣債券、票券、

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

券，符合投資等級以上者

之餘額合計數以百分之七

十五計算；未達投資等級

者之餘額合計數以百分之

七十計算。 

5.持有我國企業發行之新臺

幣股票之餘額合計數以百

分之五十五計算。 

6.對本國人新臺幣購屋貸款

餘額（不含催收款）以百

分之八十五計算。 

7.對我國公、民營事業、政

府機關及私人新臺幣放款

（扣除前款購屋貸款餘

額），有擔保之餘額合計

數以百分之七十計算；無

擔保之餘額合計數以百分

之六十計算。 

8.投資我國境內自用不動產

之投資總額以百分之六十

計算。 

 

 

 

 

一、第一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參酌「金融機構存款及其他各種

負債準備金調整及查核辦法」第

九條及十條對金融機構應提存存

款準備金之計算係採平均值為計

算基準，爰改以日平均餘額之控

管方式，以利外國金融機構於面

臨客戶鉅額資金進出所致對海外

母集團之淨資產餘額波動過大

時，具彈性因應與管理之空間。 

三、為避免金融機構於日平均餘額之

控管方式下，而有單日比率過高

致風險過度集中之虞，爰訂定每

日比率上限為百分之百。 

四、配合上揭修正，將本點第二款後

段對准予列入淨值計算基礎之內

容移列為第三款，並酌作文字修

正，以資明確。 

   

(二)與該外國金融機構在臺分行

併計，對直接或間接持有該

本國銀行已發行有表決權股

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

之五十之各法人及其關係企

業，其淨資產總餘額（各項

交易之資產餘額減除負債餘

額），應符合下列規定： 

1.每月上揭淨資產總餘額之

日平均餘額不得超過該本

國銀行前一年度決算後淨

值之百分之五十，日平均

餘額之計算期間為每月第

一日起至月底止，以每日

餘額之和除以當月天數，

非營業日之餘額以前一營

業日之餘額列計。 

2.每日上揭淨資產總餘額不

得超過該本國銀行前一年

度決算後淨值之百分之一

百。 

(三) 該本國銀行年度中之

現金增資，准予計入前款之

淨值計算，並以取得驗資證

明書日為計算基準日。 

(二)與該外國金融機構在臺分行

併計，對直接或間接持有該

本國銀行已發行有表決權股

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

之五十之各法人及其關係企

業，其淨資產總餘額（各項

交易之資產餘額減除負債餘

額），不得超過該本國銀行

前一年度決算後淨值之百分

之五十。該本國銀行年度中

之現金增資，准予計入上開

淨值計算，並以取得驗資證

明書日為計算基準日。 

 五、不符中華民國一百年七月十三日

修正發布之第二點第二款之本

國銀行，應於上開修正規定生

效後一年內調整至符合規定。 

前項調整期限屆滿前，如有正

當理由，本國銀行得檢具理由

及調整計畫向主管機關申請延

長，延展期限不得超過一年，

並以一次為限。 

一、 本點刪除。 

二、本點相關調整期已於一百零一年

七月十三日屆期，爰予以刪除。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令：專業經紀商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18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購買符合

經本會規定一定比率之有價證券及證券商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19條之 1第 1項、第 31條之

1規定自行買賣外國有價證券，得採全權委託方式辦理(103.03.06)金管證券字第 1020051856號 

一、專業經紀商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購買符合經本會規定一定比率之有

價證券及證券商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十九條之一第一項、第三十一條之一規定自行買賣外國

有價證券，得採全權委託方式辦理。 

二、證券商資金採全權委託方式進行有價證券之投資時，應遵守下列規範：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令：專業經紀商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18條第1項第4款規定購買符合 ◢

經本會規定一定比率之有價證券及證券商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19條之1第1項、第31條之

1規定自行買賣外國有價證券，得採全權委託方式辦理(103.03.06)金管證券字第1020051856

號

一、 專業經紀商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購買符合經本會規定一定比率

之有價證券及證券商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十九條之一第一項、第三十一條之一規定自行

買賣外國有價證券，得採全權委託方式辦理。

二、 證券商資金採全權委託方式進行有價證券之投資時，應遵守下列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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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受託機構之選任應考慮風險分散、經營績效及利益衝突等，明訂於內部控制制度，

並應經董事會通過，另應定期評估受託機構之經營績效。

(二)證券商內部稽核單位應將前款作業納為年度稽核計畫項目之一，並作成稽核報告。

開放證券商得以自有資金投資興櫃股票及私募基金。(103.03.05金管證券字第1030001846號) ◢

依據證券商管理規則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證券商得以自有資金投資符合經本會規定

一定比率之有價證券，其相關規範如下：

一、 專業經紀商投資於上市（櫃）有價證券（含外幣計價）、興櫃股票、依不動產證券化條

例募集發行之上市（櫃）受益證券（含募集期間，以下簡稱受益證券）、外幣計價之金

融債券、次順位金融債券（含外幣計價）、外國發行人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所

發行之豁免債券、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或私募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以下簡

稱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期貨信託事業對於國內不特定人募集發行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

憑證（以下簡稱期貨信託基金）及經本會核准或生效在國內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以

下簡稱境外基金）等原始取得成本總額不得超過該專業經紀商淨值之百分之三十。

二、 專業經紀商投資上市（櫃）有價證券及興櫃股票規範如下：

(一)投資外幣計價之上市（櫃）有價證券，除法令另有規範外，最近期自有資本適足比率

加計是項投資後之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二百。

(二)投資上市（櫃）有價證券及興櫃股票，應在其他證券商辦理開戶委託買賣，且買賣之

有價證券應由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保管，並不得以業務上所知悉之消息

為損害其客戶權益之交易。

(三)不得投資證券商股票、管理股票。

三、 專業經紀商以自有資金於受益證券募集期間投資者，不包括下列範圍：

(一)符合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定關係企業所募集發行之受益證券。

(二)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投資或運用之標的為該專業經紀商或其關係企業原所持有或發

行，或不動產資產信託之委託人係為該專業經紀商或其關係企業者。

四、 專業經紀商得投資之次順位金融債券（含外幣計價），以未附帶任何本息止付條款者為

限，且其標的以發行銀行或該次順位金融債券最近一年內（以最新發布者為準）信用評

等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經慕迪投資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A3級

（含）以上。

(二)經史丹普公司（Standard & Poor´s Corp.）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A-級（含）以

上。

(三)經惠譽評等公司（Fitch Ratings LTD.）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A-級（含）以上。

(四)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twA-級（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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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英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A-

（twn）級（含）以上。

(六)經穆迪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A3.tw級（含）以上。

(七)符合信用評等事業管理規則第九條第二項之國際知名信用評等機構，或經本會核准或

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為前述相當等級以上。

五、 專業經紀商運用自有資金購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期貨信託基金及境外基金之規範如下：

(一)專業經紀商購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期貨信託基金及境外基金金額不得超過該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期貨信託基金或境外基金（如該境外基金有多種類別，則依該境外基金

全球基金規模為準）前一日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二)前開所稱購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期貨信託基金及境外基金總金額，以原始投資成本

為認定標準，投資後如被投資基金之淨資產價值變動，以致未符規定時，證券商得不

需立即處分，惟嗣後只得賣出，不得再行買入，以調整至符合規定。

(三)不得購買其轉投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期貨信託事業所募集或私募之基金。但指數股

票型基金（ETF）、債券型基金及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四)以自有資金購買其轉投資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債券型基金及貨幣市場基金，相關

規範如下：

１、逐案提董事會討論，並經全體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２、應於投資日起二個營業日內檢具董事會議事錄、基金及經理人名稱、購買金額 

及數量、基金投資組合、符合前開投資額度及資本適足比率之聲明書等相關書

件向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申報，並轉陳本會。

３、專業經紀商最近期自有資本適足比率加計本次投資期貨信託基金、境外基金及

證券商轉投資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債券型基金及貨幣市場基金後之比率不

得低於百分之二百。

４、專業經紀商之自有資金自購買其轉投資投信事業發行之債券型基金、貨幣市場

基金之日起，不得再與該債券型基金、貨幣市場基金承作附條件及買賣斷有價

證券之交易。

六、 證券商僅從事證券承銷及證券經紀業務者，其自有資金運用應比照前揭專業經紀商投資

有價證券之相關規範辦理。

七、證券商從事證券自營業務者，其自有資金運用規範如下：

(一)自有資金購買開放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期貨信託基金及境外基金準用第五點規定辦理。

(二)經營自行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之結餘款項，得以委託人身分由國外執行下單之證券

機構，將其結餘款項運用於事前書面約定符合當地國市場規定之貨幣市場基金或債券

型基金。

八、 本會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四月十八日金管證券字第一○一○○○八八八五號令自即日廢

止；本令自即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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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有關公開發行公司採用IFRSs前財務報告應事先揭露規定之令。(103.03.04金管證審字第 ◢

1030005615號)

一、 配合本會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八日發布之「我國全面升級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IFRSs）版本之推動架構」，第一階段自一百零四年起由2010年版升級至2013年版

（不含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適用對象包括已採用IFRSs以及預計於

一百零四年採用IFRSs之公開發行公司。預計於一百零四年採用IFRSs之公開發行公司應

依下列規定於合併財務報告揭露採用IFRSs相關事項，依規定無須編製合併財務報告者，

則應於個別財務報告揭露之：

（一）採用IFRSs前二年之年度財務報告附註應揭露事項（一百零二年度財務報告）：

1、採用IFRSs計畫之重要內容及執行情形。

2、目前會計政策與未來依IFRSs編製財務報告所使用之會計政策二者間可能產生之重大差

異說明。

（二）採用IFRSs前一年之期中及年度財務報告附註應揭露事項（一百零三年上半年度及年度

財務報告）：

1、採用IFRSs計畫之重要內容及執行情形，該計畫如有變更亦應揭露。

2、目前會計政策與未來依IFRSs編製財務報告所使用之會計政策二者間可能產生之重大差

異，包括採用IFRSs後對財務報告重要項目可能產生之影響金額。公司於編製期中財務

報告時，如未能估計上開影響金額時，應敘明其理由。

3、公司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號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規定所選擇之會計政策。

（三）上開揭露採用IFRSs之資訊應以2013年正體中文版作為評估依據，並得依國際會計準則

「第8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第30段及31段規定，於財務報告附註中揭

露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發布且預計於公司採用IFRSs時生效之IFRSs或IFRSs草案，一併

敘明相關重大差異及影響。若確有時程未及之情形，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1、一百零二年度財務報告得依2010年版為準，揭露按2010年版評估之會計政策差異說明

等資訊；

2、一百零三年半年度財務報告得依2010年版為準，並應加強說明揭露第二款第二目及第

三目之內容與2013年版之主要差異，及提醒投資人注意閱讀一百零三年度財務報告最

新資訊之警語等。

（四）各公開發行公司評估過程如發現有對於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應注意重

大訊息之公告。

二、本會對於金融業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九十九年二月二日金管證審字第０九九０００四九四三號

函，依一百零三年三月四日金管證審字第一０三０００五六一五一號函自即日停止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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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審計資訊

◎ 最新發布IFRS問答集(資料來源：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網站http://www.ardf.org.tw/

tifrs4.html；詳細內容請至基金會網站查詢）

2014.02.26 IAS16、IAS27、IAS28 資產作價投資• 

2014.02.25 IAS18 公司間交易或售後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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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財稅行事曆
公開發行公司應公告申報證券主管機關行事曆一覽表

日 星期 內　容　摘　要

1 二 上市公司最大可買回本公司股份及金額彙總表。

5 六

1.每月5日前申報所發行之國內海外有價證券（含轉換(附認股權、交換)公司債、特別股、新股(認
購)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債券換股權利證書、員工認股權憑證等）之前月異動情形及辦理
上市普通股股數維護。

2. 海外股票流通情形或海外存託憑證申請兌回股票或海外公司債申請轉換或行使認股權之關係人
及累計申請兌回、轉換或認股股數超過該次海外有價證券發行總額達10%以上股東之姓名、國
籍及兌回、轉換或認股股數等資料。

註：每月5日前申報上月底之資料。

10 四

1.每月10日前申報上月營業額資訊，投控公司及金控公司尚須代符合標準之子公司申報月營業額
資訊。

2.衍生性商品交易資訊。

2.現金增資或發行公司債資金運用情形季報表。
註：每季結束後10日內。

3.合併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依法律規定進行收購或分割發行新股後主辦證券承
銷商之評估意見。
以增資發行新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方式，合併外國公司、受讓外國公司股份，或依法律規
定收購或分割外國公司後主辦證券承銷商之評估意見。

註：完成登記後一年內每季結束後10日內。

4.員工認股權憑證資訊：國內、外經理人及部門與分支機構主管認購認股權之情形。
註：1.每季結束後10日內申報前季資訊。
        2.未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者請設定「免申報」。

5.募集發行或私募國內公司債應於每月結束後10日內申報上月份異動情形。

6.募集發行或私募公司債者於公司債到期日或債權人得要求賣回日前6個月內之存續期間，應於每
月10日內申報依公司法第248條第1項第5款規定申報償還公司債之籌集計畫及保管方式之支應
償還款項來源及其具體說明。

7.私募有價證券於股款(價款)收足後，申報資金運用情形季報表。
註：每季結束後10日內。

8.每月10日前申報上月份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明細表資料。

15 二

1.內部人股權異動申報作業。
註：每月15日前申報上月份股權異動資料。

2. 前各次發行之轉換及附認股權公司債，其轉換或認購以新股交付者，公告增資發行新股情形。
1. 前各次發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認購以新股或股款繳納憑證交付者，公告增資發行新股情形。
註：應於交付股票當季結束後15日內公告。

(國內上市公司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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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 內　容　摘　要

1 二

1. 上櫃公司最大可買回本公司股份及金額彙總表
註：每季財報申報截止後一日內輸入

2. 每月5日前上網申報所發行之有價證券（含國內（海外）轉換公司債、特別股、債券換股權利證
書等）之前月異動情形。

5 六

1.發行海外股票、存託憑證、公司債（含轉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申報至上月底之異動情
形

註：每月5日前

2. 每月5日前上網申報所發行之有價證券（含國內（海外）轉換公司債、特別股、債券換股權利證
書等）之前月異動情形。

10 四
1.申報每月營運情形（含營業收入金額、背書保證金額、資金貸放金額及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
（各項產品業務營收統計表採自願申報）

日 星期 內　容　摘　要

15 二

3.上市公司獨立董事之主要現職、主要經歷及其兼任其他公司董監事之資訊。
註：每月15日前申報上月份異動資訊。
1.全體董事、監察人出席董事會及進修情形。

4.上市公司與關係人間重要交易資訊之當季申報數與會計師查核（核閱）數差異原因：上市公司
每月底前申報與關係人間截至上月份止重要交易資訊，若上年度第4季申報累計金額與會計師查
核（核閱）數差異達10%且金額逾5仟萬元者，應再申報各該季差異原因。

20 日

1.海外股票流通情形或海外存託憑證申請兌回股票或海外公司債申請轉換或行使認股權之關係人
及累計申請兌回、轉換或認股股數超過該次海外有價證券發行總額達10%以上股東之姓名、國
籍及兌回、轉換或認股股數等資料。

註：每月20日前申報截至當月15日止之資料。

2.各項產品業務營收統計表（自願性申報）。
註：自願公告者應持續公告至當年度結束止。

30 三

1.與關係人間重要交易資訊：
   次月底前申報沖銷母子公司間交易後與關係人間取得或處分資產、進貨、銷貨、應收款項及應
付款項等截至上月份之相關資訊。

2.財務資料。
註：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資料。

3.募集發行或私募公司債者
1.自公司債發行日起至到期日間之存續期間，應於每季結束後一個月內申報上一季自結數資料，
另於申報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時應同時申報實際數資料。

2.於公司債到期日或債權人得要求賣回日前一年內之存續期間，應於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自結數
資料。

4.自結損益資訊（自願性申報）。
註：按月自願公告者應持續公告至當年度結束止。

(國內上櫃公司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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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 內　容　摘　要

10 四

2.每月10日前申報上月份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限額及明細表。

3.現金增資、發行公司債、海外公司債、海外存託憑證及海外股票計畫資金運用情形季報表及預
定效益達成情形

註：每季結束後10日內。

4.員工認股權憑證資訊：經理人及部門與分支機構主管認購認股權之情形。
註：1.每季結束後10日內申報前季資訊。
        2.未發行認股權或有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惟當季無認購情形者請設定「免申報」。

5.公司合併或受讓他公司股份或依法律進行收購或分割發行新股後主辦證券承銷商之評估意見。
註：完成登記後一年內每季結束後10日內。

6.發行公司債應申報上月份異動情形
註：每月10日前。

7.私募有價證券資金運用情形季報表
註:每季結束後10日內。

8.發行國內外各類公司債（含金融債券及私募債券）公司定期申報之債信資訊公司債支應償債款
項資訊－

   發行公司債者應於距公司債到期日前或債權人得要求賣回日前6個月內之存續期間，於每月10日
內申報依公司法第248條第1項第5款規定申報償還公司債之籌集計劃及保管方式之支應償還款
項來源及其具體說明(例在103/4/30日輸入之申報年月為10304)。

15 二

1.內部人及其關係人股權異動申報作業
註：每月15日前申報上月份股權異動資料。
(內部人之關係人包含內部人之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受內部人利用其名義持有股票者)

2. 前各次發行之轉換及附認股權公司債，其轉換或認購以新股交付者，公告增資發行新股情形。
1. 前各次發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認購以新股或股款繳納憑證交付者，公告增資發行新股情形。
註：應於交付股票當季結束後15日內公告。

3. 獨立董監事之現職、主要經歷及其兼任其他公司董監事之異動資料暨全體董事、監察人出席董
事會及進修情形每月15日前申報前一月份異動資訊

4. 上櫃公司與關係人間重要交易資訊之當季申報數與會計師查核（核閱）數差異原因：上櫃公司
每月底前申報與關係人間截至上月份止重要交易資訊，若上年度第4季申報累計金額與會計師查
核（核閱）數差異達20%且金額逾1,000萬元者，應再申報各該季差異原因。

註：每季財報申報截止後15日內輸入

20 日
發行海外股票、存託憑證、公司債（含轉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申報至當月15日之異動情形
註：每月20日前

30 三

1.上櫃公司與關係人間重要交易資訊：
   每月底前申報上櫃公司與關係人間沖銷母子公司間交易後取得或處分資產、進貨、銷貨、應收
款項及應付款項等截至上月份之相關資訊。

2.財務資料申報作業: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資料。

發行國內外各類公司債（含金融債券及私募債券）公司定期申報之財務資訊。
註：
3.公司債財務資訊－
1.自公司債發行日起至到期日間之存續期間，應於每季結束後一個月內申報上一季自結數資料，
另於申報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時應同時申報實際數資料。

2.於公司債到期日或債權人得要求贖回日前一年內之存續期間，另應於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自結
數資料(例在103/4/30日輸入之申報年月為10403，其內容為104年3月底之自結財務數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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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 內　容　摘　要

5 六

1.發行海外股票、存託憑證、公司債（含轉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申報至上月底之異動情
形。

註：每月5日前。

2.發行國內海外有價證券（含國內（海外）轉換公司債、特別股等）申報至上月底之異動情形。
註：每月5日前。

10 四

1.申報每月營運情形（含每月營業收入金額、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明細表及衍生性商品交易處
理）。

註：每月10日前申報上月份資訊

2.現金增資、發行公司債、海外公司債、海外存託憑證及海外股票計畫資金運用情形季報表。
註：每季結束後10日內。

3.發行公司債（含轉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應申報上月份異動情形。
註：每月10日前。

於債信專區申報前一季底公司自結之財務資訊。
註：每季結束後10日內。

4.發行國內外各類公司債（含金融債券及私募債券）應定期申報財務及債信資訊。
註：
公司債財務資訊－
1.自公司債發行日起至到期日間之存續期間，應於每季結束後10日內申報上一季自結數資料，另
於申報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時應同時申報實際數資料。

2.於公司債到期日或債權人得要求贖回日前一年內之存續期間，應於每月10日前申報上月份自結
數資料。

公司債支應償債款項資訊－
發行公司債者應於距公司債到期日前或債權人得要求賣回日前六個月內之存續期間，於每月10日
前申報依公司法第248條第1項第5款規定申報償還公司債之籌集計劃及保管方式之支應償還款
項來源及其具體說明。

5.私募有價證券資金運用情形季報表。

15 二
內部人及其關係人股權異動申報作業
註：每月15日前申報上月份股權異動資料。
(內部人之關係人包含內部人之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受內部人利用其名義持有股票者)

20 日
發行海外股票、存託憑證、公司債（含轉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申報至本月15日之異動情
形。
註：每月20日前。

30 三

1.檢送年度財務報告每會計年度終了後4個月內。

2.財務比率重大變動說明、財務分析資料。
   每會計年度終了後4個月內。

3.會計師公費。

4.申報前一年度內部控制聲明書。

5.報債信專區最近一季財務資訊實際數。

6.產業分類申報。

7.赴大陸投資申報作業(年度資料)。

8.投資海外子公司申報作業(年度資料)。

(國內興櫃公司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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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 內　容　摘　要

10 四

1.每月營業額
一、金融保險事業：
１營業收入額。
２營業費用額。
二、其餘各公開發行公司
１開立發票金額。（採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者，得免申報開立發票金額）
２營業收入額。（採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者，將改為申報合併營業收入）

2.每月背書保證金額、每月資金貸放金額及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金額。

3.未上市(櫃)及興櫃之公開發行公司於每月終了後10日內，申報 IFRSs 轉換計畫執行情形進度表，
並按季向公司董事會報告，若有轉換進度落後並應提出改善方式。公司於辦理每次申報時除填
報前開執行情形進度表外，併請檢送相關產出資料，如：經董事會通過之 IFRS 轉換計畫及 IFRSs 
專案小組名單等重要產出資料。
另公司若已提前採用 IFRSs，仍須於首次申報 IFRSs 轉換進度時，檢送已依 IFRSs 編製之開帳日資
產負債表及各期比較財務報表暨 IFRS 1 相關之豁免選擇及會計政策說明等資料，經通知後自次
月起得免再申報轉換進度。(102.03.18證期(審)字第 1020007677 號)

15 二

1.股權、質權變動
公司董監事、經理人及持股超過10%股東（簡稱公司內部人）之持股變動情形與股票質權之設
定及解除情形。

（申報對象包括：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超過10%之股東，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
用他人名義持有者；另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之代表人及金控子公司內部人，包括其配偶、未成
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股票者亦適用。）

30 三
1.檢送年度財務報告每會計年度終了後4個月內。

2.申報前一年度內部控制聲明書。

(國內公開發行公司適用)

註：請參考下列資料來源

1. 上市有價證券發行人應辦業務事項一覽表102.12.23

2. 上櫃公司應辦事項一覽表 103.03.12

3. 興櫃公司應辦事項一覽表 103.01.09

4. 公開發行公司應公告或向本會申報事項一覽表 102.09.09

5. 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應公告及向本會申報事項一覽表102.03.06

6.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

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102.12.30 

7.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102.12.31

8.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10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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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企業來台申請第一上市(櫃)、第二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適用

日 星期 內　容　摘　要

1 二 第一上市(櫃)公司最大可買回本公司股份及金額彙總表。

5 六

1.第一上市(櫃)、第二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有發行海外之股票、存託憑證、公司債者，應於每
月結束後5日內申報截至上月底止之異動情形或流通餘額並向中央銀行申報。

2. 第一上市(櫃)及外國興櫃公司每月5日前上網申報所發行之有價證券(含國內（海外）轉換公司
債、特別股、債券換股權利證書、員工認股權憑證等）之前月異動情形。

10 四

1. 每月10日前申報上月營運情形：
(1)第一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應申報上月背書保證金額、資金貸放金額、衍生性商品交易情形
及上月份合併營業收入額。

(2)第一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有「重要子公司」者尚應代其「重要子公司」申報上述營收、背
書保證、資金貸放資訊。

(3)第一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申報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限額及明細表。
(4)第一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應代所有「未於國內公開發行之子公司（含國內及海外子公
司）」申報其衍生性商品交易資訊。

2. 第一上市(櫃)、第二上市及外國興櫃公司每月終了10日內向中央銀行申報「外國發行人於國內股
票流通情形月報表」、「外國發行人於國內債券流通情形月報表」；第二上市(櫃) 每月終了10
日內向中央銀行申報「臺灣存託憑證流通及兌回情形月報表」，並輸入金管會指定資訊申報網
站。

3. 第一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辦理國內(外)之現金增資、發行公司債或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計
畫及資金運用情形者，應於每季結束後10內輸入現金增資、發行公司債計畫及資金運用情形季
報表，應按季洽請原主辦證券承銷商或簽證會計師對資金執行進度、未支用資金處理合理性及
是否涉及計畫變更出具評估意見，於每季結束後10日內輸入觀測站。
第二上市(櫃)公司除以其股東持有之已發行股份於國內公開招募股票或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
者外，應於每季結束後10日內，輸入現金增資或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計畫及資金運用情形季
報表。

4.第一上市(櫃)公司及外國興櫃公司應於國內(外)之現金增資、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或募集公司
債計畫變更時及嗣後洽請原主辦證券承銷商對資金執行進度、未支用資金用途合理性出具評估
意見，並輸入觀測站。但第二上市（櫃）公司以股東持有之已發行股份參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
者，不在此限。

5. 第一上市(櫃)、外國興櫃及第二上市(櫃)公司應於國內(外)之現金增資、募集公司債發行相關資料
輸入觀測站。

6. 第二上市(櫃)公司於國內發行公司債者，應於距公司債到期日前或債權人得要求賣回日前6個月
內之存續期間，於每月10日內申報償還公司債款之籌集計劃及保管方法，暨支應償債款項來源
及其具體說明。

7. 私募有價證券者(含私募公司債)應於每月10日前定期向金管會指定資訊申報網站傳輸更新發行餘
額相關資料。私募海外有價證券者，尚應將前開輸入資料之畫面格式函報中央銀行外匯局。

8. 第一上市(櫃)公司合併或受讓國內(外)之他公司股份或依法律進行收購或分割而發行新股、參與
發行海外存託憑證等，應洽請原主辦證券承銷商就合併、受讓他公司股份等事項對外國發行人
財務、業務及股東權益之影響，出具評估意見。並於發行新股完成登記後一年內，於每季結束
後10日內，輸入觀測站。

9. 第一上市(櫃)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資訊：國內、外經理人及部門與分支機構主管認購認股權之情
形。

註：1.每季結束後10日內申報前季資訊。
        2.未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者請設定「免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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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 內　容　摘　要

15 二

1.第一上市(櫃)及外國興櫃公司每月15日前應輸入有關上月份之公司董監事、經理人及持股超過
10%股東[簡稱公司內部人(包含其關係人(註))]之持股變動情形與股票質權之設定及解除情形。

註:內部人之關係人包含內部人之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受內部人利用其名義持有股票者。

2. 第一上市(櫃)公司前各次發行之轉換及附認股權公司債，其轉換或認購以新股交付者，公告增資
發行新股情形。

1. 第一上市(櫃)公司前各次發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認購以新股或股款繳納憑證交付者，公告增資發
行新股情形。

註：應於交付股票當季結束後15日內公告。

20 日
1. 第一上市(櫃)、第二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有發行海外股票、存託憑證、公司債者，應於每月

20日前申報截至當月15日止之流通及兌回情形流通餘額報表等，並應向中央銀行申報其流通餘
額。

30 三

1. 外國興櫃公司檢送合併財務報告，並由我國會計師出具不提及其他會計師查核工作之查核報告
(個體財務報告外國興櫃公司不適用)。

2. 外國興櫃公司年度財務比率重大變動說明、財務分析資料。
註：每營業年度終了後4個月內。

3. 外國興櫃公司會計師公費
註：公告申報年度財務報表時輸入上年度支付會計師之公費。

4. 外國興櫃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註：申報上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5. 第一上市(櫃)公司每月底申報上月份財務資料。

6. 募集發行或私募公司債者於公司債到期日或債權人得要求賣回日前1年內之存續期間，應於每月
底前申報上月份自結數資料。

7. 募集發行或私募公司債者
1.自公司債發行日起至到期日間之存續期間，應於每季結束後一個月內申報上一季自結數資料，
另於申報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時應同時申報實際數資料。

2.於公司債到期日或債權人得要求賣回日前一年內之存續期間，應於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自結數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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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稅務工作行事曆
應辦事項 ◢

(1) 零稅率廠商3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15日截止。

(2) 3月份娛樂稅總繳10日截止。

(3) 3月份扣繳之所得稅款報繳10日截止。

(4) 汽機車牌照稅及營業用車輛上期牌照稅繳納期間為4月1日至4月30日。

日 星期 最近一個月內應辦稅務事項提要

1 二

◎ 零稅率廠商3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本日開始。

◎ 3月份娛樂稅總繳本日開始。

◎ 3月份扣繳之所得稅款報繳本日開始。

◎ 汽機車牌照稅繳納期間：

(一) 一般車輛：4月1日至4月30日止。

(二) 營業用車輛：

          （上期） 4月1日至4月30日。（下期）10月1日至10月31日。

10 四 ◎ 3月份娛樂稅總繳及各類所得扣繳之報繳本日截止。

15 二 ◎ 零稅率廠商3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本日截止。

30 三 ◎ 汽機車牌照稅及營業用車輛上期牌照稅繳納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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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講座出版 
專題講座暨出版品情報 

Learning Olym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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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 103 年 4~5 月份專題講座 
~本公司通過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TTQS訓練品質系統」評鑑，授課品質最有保證~ 

代號 日期 時間 課 程 名 稱 講師 
時數/ 

VIP 扣點 
費用 

《IFRS 專業培訓課程》 

IF12-01 4/10(四) 09:00-12:00 
~台北場~第十二期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專業培訓班-- 
 IAS 18  收入 

謝 建 新 3 / 5.5 3,000 
【無折扣】 

IF12-02 4/10(四) 13:30-16:30 

~台北場~第十二期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專業培訓班- 

 IAS 1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IAS 40  投資性不動產 

 IAS 38  無形資產 

徐 文 亞 3 / 5.5 3,000 
【無折扣】 

IF12-03 4/24(四) 09:00-12:00 

~台北場~第十二期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專業培訓班- 

 IAS 21  匯率變動之影響 
 IAS 23  借款成本 

王 曉 琪 3 / 5.5 3,000 
【無折扣】 

IF12-04 4/24(四) 13:30-16:30 

~台北場~第十二期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專業培訓班- 

 IAS 8   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 
 IAS 24  關係人揭露 

 IAS 34  期中財務報導 

邵 志 明 3 / 5.5 3,000 
【無折扣】 

IF12-05 5/8(四) 09:00-12:00 

~台北場~第十二期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專業培訓班- 

 IAS 10  報導期間後事項 
 IAS 33  每股盈餘 

 IAS 37  負債準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黃 海 悅 3 / 5.5 
3,000 

【無折扣】 

IF12-06 5/8(四) 13:30-16:30 

~台北場~第十二期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專業培訓班- 

 IAS 1   財務報表之表達 
 IFRS 8  營運部門 

陳 昭 伶 3 / 5.5 
3,000 

【無折扣】 

IF12-07 5/20(二) 09:00-16:30 
~台北場~第十二期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專業培訓班- 
IAS 12  所得稅 

巫    鑫 6 / 11 
6,000 

【無折扣】 

《IFRS 相關培訓課程》 

APR05 4/17(四)  09:00-16:00 實施 IFRSs架構下之我國所得稅會計 巫 鑫 6 / 10 6,000 

JAN11 4/24(四) 09:00-17:00 
中小企業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暨商會法規、會計準則

差異解析 洪 櫻 芬 7/12 7,000 

MAR02 
5/22(四)& 
5/23(五) 

09:00-17:00 IFRSs財報閱讀與企業徵授信實務研習班 洪 櫻 芬 14/24 14,000 

《內控/內稽管理課程》 

MAR03 5/16(五) 09:30-16:30 如何推動公司內控制度順利上市櫃 張 翔 皓 6 / 8 4,800 

《財務/財會管理課程》 

TX03-3 4/9(三) 09:00-16:00 
第三期_營業稅實務精修班— 
營業稅進項稅額申報扣抵實務 國 稅 局 6 / 8 4,800 

DB01 
4/10(四) 
4/23(三) 
5/09(五) 

13:30-16:30 
第一期 上市櫃公司獨立董事、董事監察人培訓班— 
【贈送 巫鑫會計師最新編著『臺灣人的公司治理-我國 

公司治理之董監事職權與責任』乙套】 
巫 鑫 12/21 12,000 



2014 Apr

78 勤業眾信講座出版

5/23(五) 
APR15 4/10(四) 09:00-16:00 企業資金規劃與長短期調度實務 李 進 成 6 / 8 4,800 
APR03 4/11(五) 09:00-17:00 ~台北場~董事會/股東會實務完全解析 巫 鑫 7 / 15 8,000 
FEB08 4/16(三) 09:00-16:00 出納人員操作與管理實務 戴 冠 程 6 / 8 4,800 
APR04 4/16(三) 09:00-17:00 ~高雄場~董事會/股東會實務完全解析 巫 鑫 7 / 15 8,000 
APR06 4/16(三) 09:00-16:00 如何計算存貨管理成本與製造成本暨盤點估計評價 蔡 俊 明 6 / 8 4,800 

FM04-2 4/16(三) 09:30-16:30 第四期_企業財務主管實務研習班— 
財務體質分析與銀行融資實務 黃 美 玲 6 / 8 4,800 

APR13 4/17(四) 09:00-16:00 國貿條規實務解析與個案研討 陳 賢 芬 6 / 8 4,800 

APR17 4/17(四) 09:00-16:00 創造報表的管理價值— 
精準掌握企業重要報表呈現技巧 耿 達 聖 6 / 8 4,800 

APR07 
4/17(四)& 
4/18(五)  

09:00-16:00 **上課須帶電腦 
合併報表關係人交易情境解析 陳 政 琦 12/16 9,600 

APR14 4/18(五)  13:30-16:30 電子商務對傳統實體交易的衝擊與影響 林 信 佑 3 / 5 3,000 
FEB06 4/18(五) 09:30-16:30 會計人必備之核心職能與相關能力 黃 美 玲 6 / 8 4,800 
APR02 4/18(五)  09:30-16:30 如何有效建立應收帳款制度，減少員工舞弊 張 翔 皓 6 / 8 4,800 
FEB04 4/22(二) 09:00-16:00 大陸台商重要稅制實務解析 陳 彥 文 6 / 8 4,800 
APR08 4/22(二) 13:30-16:30 外匯市場現況、匯率風險來源與企業之避險策略 李 宏 達 3 / 5 3,000 

APR09 4/23(三) 09:00-16:00 企業如何操作期貨、選擇權、遠期合約與利率交換以規避風險 蔡 俊 明 6 / 8 4,800 

APR16 4/24(四) 09:00-16:00 認識會計作業與報表編製 李 進 成 6 / 8 4,800 
FEB03 4/25(五) 09:00-17:00 財務報表解讀與企業價值分析 李 建 然 7/10 5,500 
FEB10 4/25(五) 13:30-16:30 大陸內銷市場稅務觀 林 信 佑 3 / 5 3,000 

FM04-3 4/25(五) 09:30-16:30 第四期_企業財務主管實務研習班— 
財務主管如何透過經營分析提升企業競爭力 黃 美 玲 6 / 8 4,800 

TX03-4 4/25(五) 09:00-16:00 
第三期_營業稅實務精修班— 
營業稅申報實務暨違章案例解析 國 稅 局 6 / 8 4,800 

MAR23 5/8(四) 09:00-16:00 徵信及呆帳預防有效留住營收利潤 李 進 成 6 / 8 4,800 

FM04-4 5/9(五) 09:30-16:30 
第四期_企業財務主管實務研習班— 

企業財務管理與外匯避險實務 
黃 美 玲 6 / 8 4,800 

MAY02 5/9(五) 13:30-16:30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實務 王 昭 悌 3 / 5 3,000 

MAY15 5/9(五) 09:00-16:00 台商帳務如何面對大陸稅局的查核風險 倪 維 6 / 8 4,800 

DB01 

4/10(四) 

4/23(三) 

5/09(五) 

5/23(五) 

13:30-16:30 

第一期 上市櫃公司獨立董事、董事監察人培訓班— 
【贈送 巫鑫會計師最新編著『臺灣人的公司治理-我國公

司治理之董監事職權與責任』乙套】 

巫 鑫 12/21 12,000 

MAR09 5/12(一) 09:00-16:00 營業稅網路申報暨稅法相關規定解析 國 稅 局 6 / 8 4,800 

MAY03 5/12(一) 09:00-16:00 職工福利委員會相關稅法及年度結算申報與扣繳作業 林 東 播 6 / 8 4,800 

MAY04 5/13(二) 09:00-16:00 盈餘分配暨公積發給新股或現金實務解析 巫    鑫 6 / 10 6,000 

MAY01 5/15(四) 09:00-16:00 
創造報表的管理價值— 

如何設計具實用價值的報表 
耿 達 聖 6 / 8 4,800 

MAR14 
5/15(四) & 

5/16(五) 
09:00-16:00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07 以上版本) 
合併報表 Excel編制實務 

陳 政 琦 12/16 9,600 

MAY06 5/16(五) 09:00-16:00 會計帳務處理編表實務精修班 蔡 俊 明 6 / 8 4,800 

MAR07 5/19(一) 09:00-16:00 票據實務暨常見交易陷阱解析 劉 孟 錦 6 / 8 4,800 

MAY07 5/19(一) 09:00-17:00 傑出財會主管的五大修練課程 佘 通 權 7 / 9.5 5,500 

MAR11 5/20(二) 13:30-16:30 退休三寶：勞退新制、勞保年金、國民年金 葉 崇 琦 3 / 5 3,000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79勤業眾信講座出版

MAR13 5/20(二) 09:00-16:00 如何有效編製及規劃現金流量提昇經營績效 蔡 俊 明 6 / 8 4,800 

MAY11 5/21(三) 09:00-16:00 企業成本分析與管控技巧 李 進 成 6 / 8 4,800 

FM04-5 5/21(三) 09:30-16:30 
第四期_企業財務主管實務研習班— 

年度預算編製與控管實務 
黃 美 玲 6 / 8 4,800 

MAY12 5/22(四) 09:00-16:00 兩岸反避稅法令之解析與影響 張 淵 智 6 / 8 4,800 

FEB07 5/23(五) 09:30-16:30 非財務人員如何輕鬆看懂財務報表 黃 美 玲 6 / 8 4,800 

AG02-1 5/23(五) 09:00-16:00 
第二期 財會人員實務養成班— 

會計處理作業解析 
侯 秉 忠 6 / 8 4,800 

MAY13 5/23(五) 09:00-16:00 財會人員常犯營業稅錯誤類型實務解析 國 稅 局 6 / 8 4,800 

MAY14 5/23(五) 09:00-16:00 如何與大陸廠商簽訂買賣合約才有利基 倪 維 6 / 8 4,800 

《經營/生產管理課程》 

APR10 4/15(二) 09:00-16:00 有效運用「心智圖法」提昇企業目標規劃及經營綜效 孫 易 新 6 / 8.5 

4,500 
(客戶) 
5,000 

(非客戶) 

APR11 4/15(二) 09:00-16:00 
向 TED學職場簡報術— 

精簡、專業、有效傳達、促成改變 朱 爾 威 6 / 8 4,800 

APR01 4/21(一)  09:00-16:00 
縱橫職場必備利器—  
高品質決策管理 

張 宏 裕 6 / 8 4,800 

MAR19 5/16(五) 09:00-16:00 一頁報告術：活用心智圖法於工作報告，促成關鍵決策 孫 易 新 6 /8.5 

4,500 
(客戶) 
5,000 

(非客戶) 

《採購管理課程》 

APR12 4/24(四) 09:00-16:00 創新採購談判思維與案例解析 朱 根 正 6 / 8 4,800 

《人資/行政管理課程》 

APR18 4/11(五) 09:30-16:30 
企業及勞工面對派遣勞動法制化後的具體因應措施及

實務案例研討 周 建 序 6 / 8 4,800 

FEB05 4/16(三) 09:00-16:00 2014年職工福利委員會相關法規解析與管理辦法擬定 
(含行政法暨相關稅法解析) 林 東 播 6 / 8 4,800 

FEB09 4/22(二) 09:00-16:00 績效獎金與分紅設計實務 吳 桂 龍 6 / 4.5 

2,500 
(客戶) 
3,000 

(非客戶) 

APR19 4/25(五) 09:30-16:30 工作規則爭議訴訟實務案例與訂定、核備技巧 周 建 序 6 / 8 4,800 

MAY09 5/13(二) 09:30-16:30 勞動契約相關法律問題及實務爭議解析 周 建 序 6 / 8 4,800 

MAY05 5/14(三) 09:00-16:00 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精算與執行實務 楊 淑 如 6 / 8 4,800 

MAY08 5/21(三) 09:00-17:00 
**須帶電腦(Excel 2007 以上版本)， 

Excel在二代健保與薪資試算及個資保護之運作實務 
洪 嘉 隆 7 / 9.5 5,500 

MAY10 5/22(四) 09:30-16:30 勞工假別及留職停薪常見疑難爭議及實務案例解析 周 建 序 6 / 8 4,800 

NEW~最新專題講座、系列講座 DM …more 【台北】4 月 DM、【台北】5 月 DM、【台北】第三期_營業稅實務精修班、 
【台北】第四期_企業財務主管實務研習班、【台北】第二期 財會人員實務養成班、【台北】績效獎金與分紅設計實務、 
【台北】當責共好執行力與高品質決策管理、【台北】創造報表的管理價值、【台北】第一期 上市櫃公司獨立董事、董事監
察人培訓班、【台北．新竹．高雄】董事會&股東會實務完全解析 
NEW~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培訓班 …more 第十二期—IFRS 台北班 DM 
NEW~最新出版品 …more *訂購單 DM 
NEW~企業內訓服務…more *手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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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代號 
(非上課日期) 

 課程日期 
 (月/日) 

 參加者姓名  部門&職稱 電話(分機) 手機 E–mail 

    (  ) 09___-__________  

    (  ) 09___-_________  

    (  ) 09___-_________  

公司抬頭 
發票抬頭 

 
 
發票格式 

□三聯：統一編號 ___________ 
□二聯 (個人) 

電話/分機 
(  ) 

聯絡人  E–mail                 

公司地址  □□□  傳真 (  ) 

注意事項 

1. 為維護課程品質，本公司保有基本開課人數之權利。 
2. 請以收到上課通知為繳費依據，未達基本開班人數，將延期或取消該課程。 
3. 開課標準將於上課前 3~5天寄發電子通知信，告知課程是否開課成功及繳費注意事項。  
4.為尊重講師之智慧財產權益，恕不提供講義電子檔，上課時間不得錄音、錄影。 

付款方式 

□現場付費  □即期支票  □櫃檯匯款) 

1. 抬頭/戶名：勤業眾信財稅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 銀行名稱：玉山商業銀行 ，分行：營業部 ，帳號：0015-435-108125         
3. 支票掛號郵寄：105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56號 13樓 會計部收 
4. 繳納後請將您所寄繳支票或匯款收據影本(填寫課程代號、公司抬頭、學員姓名、電話)傳真至本公司確認 

參加類別 

□非客戶(3堂課以上者 9折)       <折扣不適用於特殊課程>  
□本所簽證客戶(9折)，會計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 
□使用 VIP 儲值點數，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如：單堂課、課程禮卷…..等) 

全天課程有提供午餐： 
□一般葷食  □素食，姓名
_______________ 
□不需要準備午餐  

您從何處得知此課程資訊： 
□1.DM □2.勤業眾信通訊 □3.dttus學習網 
□4.朋友介紹 □5.電子報 E-DM  

電子報同意書                                <此欄請務必填
寫> 
凡報名本公司課程者，我們將持續寄送 E-DM訊息(課程/出版品) 
□同意,請為我加入   □同意,定期已收到/已訂閱   □不同意 

 勤業眾信簽證客戶九折；同一月份三人以上或報名同月份三堂課以上者九折(費用含講義、文具、餐點及營業稅等)。 
 本公司課程已獲內部稽核協會持續進修時數、終身學習護照、會計師持續進修時數單位認可登錄進修時數。 
 上課地點：新領域教育訓練中心—鄰近台北火車站 (上課地點、樓層，以課程前 3~5天的上課通知為準) 
 傳真報名表後請來電確認：(02)2545-9988轉 2697 Sanya、3824 Shena、1187 Flora 
 當您回傳報名表時，即表示您已閱讀並充分了解勤業眾信講座出版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與利用告知事項通知書內容 

 報   名   表  

 

 

 

傳真報名: (02)2546-8665 
 http://www.dttus.com.tw 
 
                                            

 
 

 
 

 類別 總點數 總費用 每點費用 

簽證

客戶 

A 50 26,000 520 

B 100 48,000 480 

非 

客戶 

A 50 28,000 560 

B 100 52,000 520 

   

●有意願購買 VIP 儲值點數，請來電索取申請單。 

  ●服務專線：(02)2545-9988 分機 3824 郭小姐  

    

 

 

 VIP 專案儲值點數權益與優惠  

 一次購買並完成付款手續，節省日後作業成本，並大幅降低企業
整體訓練費用。 

 專案點數在期限屆滿前使用完畢再續購者，將視同勤業眾信簽證
客戶予以優惠。 

 客戶享有勤業眾信所舉辦之課程、活動優先通知權益，並不定期  
  針對 VIP 客戶推出專屬課程優惠、福利活動專案。 
 參加本特惠專案者，可於專案點數內依需求報名本公司課程。 
 報名後如需取消課程，必須於開課前兩天通知本公司，若未事先 
  告知者，將抵扣一點之點數。 
 如遇點數用完需補差額者，每一點以 600 元計。 
 特惠專案有效期間為自簽約日起 1 年，如超過使用期限，將換算  
  剩餘點數之現金價值後使用，恕不再享有 VIP 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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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書目簡介 
 

~加贈附冊~ 

｢新修正法規對民國 103 年股東

會及董事會之影響及注意事項 

 

 

 

 

書名：臺灣人的公司治理-我國

公司治理之董監事職權與責任 

編著：巫鑫 會計師 

出版日：2014年 3月 

定價：1,000元 

內容重點： 

1.擴大範圍至所有上市櫃公司強制須設置

獨立董事。獨立董事運作實務。 

2.要求資本額 100億元以上以及 20億元以

上的上市櫃公司，應分階段設置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人。審計委員會運作實務。 

3.要求資本額 50億元以上暨股東人數一萬

人以上之上市櫃公司，強制須採電子方

式為股東會行使表決權管道之一。電子

投票運作實務。 

4.分配 IFRSs財務報表元年，如何編製 IFRSs

架構下盈餘分配表。 
 

 
 

(彩色版) 

書名：圖文並茂 輕鬆”悅”財報 

編著： 江美艷 會計師 

IFRS專業服務團隊 

出版日：2014年 3月 

定價：550元 

本書是第一本將 IFRSs 結合國內實務

規定的會計故事書，結合了會計學理和完

整陳述閱讀財務報表技巧。內容涵括：財

務報表的面子(四大財務報表的內容)、財務

報表的裏子(每一項會計科目之介紹及運

用)，到財務報表底子(如何解讀重要會計附

註內容)逐一加以說明，再輔以案例、上市

上櫃公司財務報告，和生動的漫畫，讓讀

者能以讀故事的快樂心情來看懂會計、看

懂財務報表，無論是企業經理人、股市投

資人、在校學生或會計專業人士，都值得

收藏，隨時隨地，邊讀邊看、邊看邊記、

學以致用，簡單輕鬆的將財務會計的規定

運用在工作及生活之中。 

書名：證管法令全書 
(第十二版) 

出版日：2014年 3月 

定價：800元 

本書內容涵蓋基本法規、財務報告編製

相關法規、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相關法

規、上市/上櫃相關法規、公開發行相關法

規…等諸多重要證管法令，係目前證管法

規最新最完整之工具書，此書採聖經紙印

刷，輕巧耐用，是方便隨身攜帶的口袋書，

更是相關專業工作人員以及事務所從業人

員日常工作之必要參考工具書。 
書名：稅務法令全書 

(第十二版) 

出版日：2014年 3月 

定價：800元 

本書內容涵蓋所得稅法、產業創新條

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稅捐稽

徵法、遺贈稅法…等諸多重要稅務法令，

係目前稅務法規最新最完整之工具書，此

書採聖經紙印刷，輕巧耐用，是方便隨身

攜帶的口袋書，更是相關稅務工作人員以

及事務所專業從業人員日常工作之必要

參考工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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