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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特幣的歷史

誰發明了比特幣？

2008年11月1日，自稱為「中本聰〈なかも

と さとし，Satoshi Nakamoto〉」的個人或團

體，在一個隱密的密碼學評論組上發表的一

篇論文，名為《比特幣：對等網路電子現金

系統》〈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介紹其對電子貨幣的最新構想，即

如何使用對等網路來創造一種不需依賴信任的

電子交易系統，也就是說，中本聰發明了比特

幣。

2009年1月3日，中本聰在P2P基金會網站上第一

次公開介紹比特幣時，描述其為一種新的、開

源的、P2P電子現金系統，隨後中本聰為比特幣

系統建立一個開放源代碼項目，象徵著比特幣

正式發行，並且很快就有第一筆50枚比特幣交

易出現，當然這是他親自所為的。

2008年年末，源自美國的金融危機演變成世界

金融危機，使得各界檢視世界貨幣金融體系，

即各國法幣的集合，而美元是中心法幣，扮

演著法幣中的法幣之重要角色，美國及英國等

政府大多採取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

QE〉政策來應對金融危機，其結果推動了新

一輪的全球通貨膨脹，法幣的先天缺陷再次顯

現，即法幣為政府所壟斷，而國家透過央行決

定法幣發行數量，其本質是不穩定的，比特幣

的誕生，提供了克服法幣先天缺陷的一種嶄新

選擇。世界金融危機和比特幣的誕生不只有著

時間上的巧合，更有著邏輯上的巧妙關聯。

揭開中本聰的神秘面紗？

自從中本聰出現之後，來自全球各地對其真實

身分的瘋狂「人肉搜索」，一直從未停歇。由

於能找到的資料少的可憐，甚至互相矛盾，例

如，從查到的資料看來，中本聰住在日本，可

是他的電子郵件信箱卻來自德國的一個免費網

站，惟他轉換自如的道地英式或美式英語，卻

又不太像日本人，因此有人大膽推測中本聰的

真實身分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或數個團體組

織。

2014年3月6日，新聞周刊〈Newsweek〉記者

古德曼〈Leah McGrath Goodman〉發表文章

(註一)稱自己已經找到了中本聰，是一位住在

加州的日裔美國人「多利安‧中本〈Dor ian 

Nakamoto〉」，其中最有力的佐證是，當記者

當面採訪並提出比特幣的問題時，多利安的回

答：「我已經不再參與它了，不能討論它。它

已經被轉交給其他人。他們現在在負責。我已

經沒有任何聯繫。」看起來確認了其比特幣之

父的身份，當時在場的洛杉磯郡警察亦可確認

這段話的真實性。

葉光章
副總經理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Cover Story

虛擬貨幣比特幣的歷史與未來發展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 葉光章副總經理、潘彥州資深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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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報導引起了媒體的巨大興趣，記者們蜂擁而

至多利安的住宅外蹲守，甚至追逐他的汽車，

但古德曼用侵略性手段的採訪受到了包括比特

幣社群在內輿論的質疑和批評(註二)，然而在

後來接受美聯社的專訪中，多利安更進一步澄

清新聞周刊的說法，表示他與比特幣無關，僅

是誤解提問，以為她問的是自己以前從軍方承

接的保密性工作，之後多利安‧中本聘請律師

發表了聲明，完全否認關於自己是中本聰的傳

聞。而中本聰在P2P基金會網站的帳戶於塵封

五年之後發了第一條留言：「I am not Dorian 

Nakamoto.」。從而，中本聰究為個人抑是一或

數個組織團體？其真實身分究竟又是誰？仍身

處一團謎雲之中。

(二)比特幣的運作方式

比特幣怎麼發行？

比特幣之設計乃採用P2P技術，英文為peer to 

peer，意思是「點對點」、「對等連接」、

「對等網路」，是無中心伺服器，每個用戶都

具有同等能力而互相交換資訊的技術，對等網

路的每個用戶端既是一個節點，也有伺服器

〈server〉的功能，每枚比特幣的產生與消費，

都會透過P2P分散是網路來查核紀錄，而避免偽

造的功能。新的比特幣則是由對等網路P2P的用

戶端電腦，在完成特定數學問題計算之後生產

出的。

這正是比特幣最大特色之一：「去中心化」，意

即為去中心化的貨幣系統，一反傳統貨幣，有中

央銀行在負責貨幣的發行管理，其與傳統貨幣不

同在於：可避免中央銀行的不良政策與人為干擾

所造成的通貨膨脹緊縮，還可降低交易成本，並

具匿名性。但有看法指出，因為比特幣的每筆交

易都被記錄在區域鏈〈block chain〉，並對所有

人公開，如果任何交易的地址能和一個身分相關

聯，就有很大可能性從該關聯出發，進而找到其

他地址的所有者。而將資料和程式透過對等網路

技術，分散到全球網路中，亦可避免傳統電子貨

幣將資料和程式儲存在中央伺服器，而易受外來

駭客攻擊之風險。

比特幣的發行數量？

就發行數量，比特幣之設計採取「總量恆

定」，此乃一反傳統貨幣之發行數量，只能任

由政府控制央行決定發行數量。由於比特幣的

運算難度是自動調節的，在最初4年會有1050

萬枚比特幣產出，接著，這數目會每4年減少一

半，第4年至第8年中，會有525萬枚比特幣產

出，第8到12年則有262.5萬枚比特幣產出，直

至2140年2100萬枚比特幣產出為止。或有質疑

說，此種設計不就便宜了早期開發者嗎？但越

早開挖的人回報越高，給善於及早抓住機會的

人，給予豐厚回報，在現實生活中比比皆是，

更何況比特幣的資訊是對外公開、非獨占的，

且如此設計，亦可提高初期參與者的意願，使

得比特幣經濟有持續發展的動力。

怎麼得到比特幣？

一、挖礦

在自己電腦上挖礦，而為何稱為「挖礦」？主

要是因比特幣之生產，是需要先經過電腦運行

特定程式，在完成特定數學問題計算之後生產

出的，此過程就如同黃金挖採，故又稱為「挖

礦」，而參與者則稱為「礦工」。

潘彥州
資深顧問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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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過程是礦工要在比特幣官網上下載用戶端

程式，安裝完成後會得到一個比特幣地址〈帳

號〉，並設定密碼，打開用戶端，就會自動下

載網路上的全部交易資料，其次礦工要下載比

特幣的專用運算工具，把上述的註冊地址和密

碼輸入運算程式中，開始運算，也就是開始挖

礦了，此時，電腦會不斷地計算一系列的數學

題，當成功解完一道數學題時，就會得到一定

數量的比特幣。

二、買入

上網購買比特幣，而購買流程則是，先登入比

特幣交易平台，輸入你的比特幣地址〈帳號〉

與密碼，接著就可進行交易了，在你付出款項

達成交易後，系統就會把比特幣送到你的比特

幣地址，你可選擇把比特幣用電腦檔案形式保

留在你的電腦裡或委託第三方儲存。但要注意

的是，一定要備份，否則一旦檔案丟是或被駭

客盜走，就無法找回了。

三、換取

不管你從事哪種行業，只要你對比特幣感興

趣，並看好比特幣發展潛力，你就可以用你提

供的商品或服務換取比特幣。

比特幣網路和比特幣交易平台之區別

「比特幣網路」，是一個大型P2P系統，即比

特幣生產系統，依照預定的計算方法產生比特

幣，與比特幣的本身價值或價格無涉；「比特

幣交易平台」，就是常見的交易網站，即比特

幣銷售、交易系統，一個比特幣交易平台，只

不過是比特幣網路中無數個P2P節點之一而已。

從消費者角度，與你有更多關聯的是比特幣交

易平台〈銷售系統〉；從投資者角度，則依據

投資方法是自行挖礦或上網購買，而與比特幣

網路〈生產系統〉或比特幣交易平台〈銷售系

統〉有不同程度的關聯。

比特幣的有什麼用處？

 一、虛擬錢包：比特幣地址

虛擬錢包就是你的比特幣地址，是由34個數字

與英文字母所組成，例如：「1GwSBEp9f1RzHb2

hg3Gb87BZyaJgNUgDSX」。因為比特幣是一種虛

擬貨幣，所以這個地址也被稱為虛擬帳戶或虛擬

錢包。其功能相當於現實生活中的銀行帳戶。

二、支付：用比特幣購物

支付就是當你購買商品或勞務時，可以用比特

幣來收款，相對地，當你出售商品或勞務時，

亦可使用比特幣來收款。例如：2013年5月29日

富比士公布了《接受比特幣交易的十大網站》

(註三)、而在台灣，華義國際旗下Wmall購物商

城從2014年起開放使用比特幣消費，成為台灣

第一個能使用比特幣的購物網站，並在2014年

4月初上架10枚比特幣試賣，短短幾分鐘內銷售

一空。

三、兌換：用比特幣換錢

兌換是指把比特幣與實體貨幣進行交換，也就

是說，把比特幣換成美元、歐元、日幣等，或

把美元、歐元、日幣等換成比特幣。從這角度

來看，比特幣已具備實體貨幣的兌換特徵了，

不僅是一種虛擬貨幣了。

四、創富：用比特幣賺錢

創富就是為投資者創造財富、帶來利益。比特

幣最早公開交易時〈2010年〉的價格是每枚

0.03美元，2013年11月時在Mt.Gox交易平台出

現高達1200多美元的歷史高價，4年間上漲近4

萬倍，當然如此地高投資報酬率，也伴隨著相

當高的風險，於2014年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比

特幣交易平台Mt. Gox關閉後，比特幣一度從每

枚逾1000美元急跌至每枚430美元左右，跌幅超

過50%。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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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特幣重大事件

2009年1月3日，世界第一枚比特幣在芬蘭赫• 

爾辛基的一台小型伺服器上誕生，中本聰擁

有全球首批50枚比特幣，並描述它：一種新

的、開源的、P2P電子貨幣系統。

2010年7月17日，世界最大的比特幣交易平台• 

Mt.Gox在日本成立，當時的比特幣價格是每

枚0.05美元。

2011年2月，比特幣與美元的匯率達到1：1。• 

2012年11月28日19時，比特幣來到新的里• 

程碑，已發行量達到發行總量2100萬枚的一

半，接著開採難度會每四年增加一倍。

2013年10 月，世界第一台比特幣ATM出現，• 

由Robocoin公司在加拿大溫哥華推出，其允許

使用者把比特幣兌換成加元提取，亦允許使用

者透過存入現金買入比特幣。

2013年11月18日，總部位於上海的BTC China• 

交易量超過總部位於東京的Mt. Gox，成為世

界規模最大的比特幣交易平台。

2013年11月21日，賽普勒斯最大的私立大學• 

尼科西亞大學成為世界第一所接受比特幣交易

的大學。同時設立比特幣〈數位貨幣〉碩士學

位，力造為世界比特幣交易中心和銀行樞紐。

2013年12月11日，台灣第一家承認比特幣交• 

易的上市公司，即線上遊戲商華義宣布，從

2014年元旦起，旗下Wmall購物商城，開始接

受比特幣交易。

2014年2月28日，世界最大的比特幣交易平台• 

Mt. Gox正式向東京地方法院申請破產保護。

2014年3月8日，南韓第一台比特幣ATM出現• 

在首爾的一家咖啡廳。

2014年3月14日，香港第一台比特幣ATM出• 

現，由虛擬貨幣交易平台 AXN所推出。

2014年4月初，華義旗下的Wmall購物商城• 

上架10枚比特幣試賣，短短幾分鐘內銷售一

空。

2014年4月15日，中國大陸第一台比特幣ATM• 

出現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廳(註四)。

2014年5月，台灣第一家比特幣交易所MaiCoin• 

開始進行beta測試，且即將對外開放。

(四)各國政府對於比特幣之看法

美國

2 0 1 3年 1 1月 1 8日，美國司法部及證委會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

之代表在出席參議院的一場主題為「探索虛擬

貨幣系統在美國社會的發展前景與風險」的聽

證會上，表示比特幣是一種合法的金融工具，

此說法預料會使比特幣合法化又向前邁進一大

步。

2014年3月25日，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頒布關於虛擬貨幣的注意事項

與常見問題集（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FAQ），說明諸如比特幣此類的虛擬貨幣屬於資

產，不是貨幣，凡是資產的交易便必須課稅，

資產的漲幅算是資本利得（capital gains），也

該被課稅。美國進一步將比特幣定性為資產，

而非貨幣，並納入稅法體系內規範，也意味著

其承認比特幣的合法地位。

德國

2013年8月19日，德國財政部正式認可比特幣

為合法的記帳單位，比特幣既不是電子貨幣，

也不是外幣，更像是一種私有貨幣，而為德國

銀行業條例下的一種金融工具，此意味著可用

比特幣交易，相對地，也將會被課稅。德國財

政部的馬丁‧喬杜裡表示，比特幣作為記帳單

位，和外匯一樣有結算功能，但不具法定支付

手段功能；比特幣也可作為私人貨幣，基於私

人間約定，比特幣才能作為支付手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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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作為世界第一個正式認可比特幣合法地位

的國家，正好呼應德國實事求是的務實精神，

因為承認比特幣合法，德國政府未來可以更合

理的課稅，也讓人民有另一種支付方式可以選

擇。

新加坡

2014年1月，新加坡稅務局針對公司使用比特

幣，訂有稅務管理指引，以買賣比特幣為營業

的公司，需繳納所得稅，但若是持有比特幣為

長期投資，因為新加坡免徵資本得利稅，故其

投資收益無須課稅。

新加坡是第一個對比特幣訂定稅務規定的亞洲

國家，將比特幣的交易納入稅法體系內，賦予

比特幣合法地位，有助於比特幣交易的穩定

性，這正是比特幣經濟的參與者所渴望的，也

說明了新加坡一直以來採取開放態度以吸引外

資的政策，讓檯面下的比特幣交易浮上檯面，

亦能更合理的課稅和監管。

中國大陸

2013年12月5日，中國人民銀行等五部委聯合

發布《關於防範比特幣危險的通知》，強調比

特幣不是由當局發行，不具法償性與強制性等

貨幣屬性，故不是真正意義的貨幣，而是一種

特定的虛擬商品。此外，禁止中國金融機構和

支付機構辦理比特幣相關服務，例如：不得以

比特幣為產品或服務定價，不得承保比特幣相

關保險業務，不得為客戶提供比特幣登記、交

易、清算等服務，不得提供比特幣的儲存、託

管、抵押等業務，不得辦理比特幣與人民幣或

外幣的兌換服務。

中國人民乃目前比特幣最大的買家之一，而中

國大媽的搶購黃金狂潮，一旦發生在比特幣身

上，將會帶來巨幅價格波動與洗錢等風險；再

加上比特幣的去中心化特性，增加中央集權掌

控的難度，更是中國大陸政府頭痛的地方。此

可能為中國政府積極管制比特幣的原因。

我國

2013年12月30日，我國央行及金管會共同聲

明，比特幣不是貨幣，其理由有：比特幣非為

社會大眾普遍接受之交易媒介，且其價值不穩

定，難具有記帳單位及價值儲存之功能，不具

真正通貨（real currency）特性；比特幣非由

任何國家貨幣當局所發行，不具法償效力，亦

無發行準備及兌償保證；依據中央銀行法規

定，央行發行之貨幣為國幣，對於國內之一切

支付，方具有法償效力。此外，進一步將比特

幣定性為數位「虛擬商品」，且缺乏專屬法規

之交易保障機制，提醒國人如接受、交易或持

有比特幣，務請注意五大風險：投資或兌換風

險、易遭駭客竊取或病毒攻擊、交易平台倒

閉、成非法交易工具、欠缺專屬法律保障等。

最後，央行與金管會將本於職權，對於金融機

構如辦理涉及比特幣之相關業務，於適當時

機，依據相關法令，採取必要之措施。

不過，我國政府目前並未禁止買賣比特幣，但

也未將比特幣定性為一種金融工具，目前我國

金融主管機關似採取較為保守審慎的立場，但

並無更進一步之管制或措施。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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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未來展望與結語

比特幣這種全新的P2P技術，到目前為止已經為

金融界及網路業界投下了一顆震撼彈。它具有

去中心化、數量恆定而能保值，交易不可逆且

能確保交易安全等特性，均優於傳統的貨幣，

很適合作為未來的跨國交易的清算機制。另

外，它在短短時間大幅增值，也讓全球網民趨

之若鶩，有許多人夢想著透過買入比特幣，以

便跟隨比特幣之上升趨勢達到致富的結果。

不論是從技術的完善性或是炒作致富的角度來

看，無疑地比特幣已經成為各國必須關注及處

理的現象。就如同當初網路世界的興起一樣，

新科技將帶來新的挑戰，而法規及制度都必須

演變來因應這種新的變化。面對此一嶄新的科

技及全球性的現象，台灣應如何自處，實應成

為政府思考的方向。

比特幣其實就是一種金融網路化的科技，所以

政府首先要面臨的是現有的金融法規，特別是

洗錢防制及交易實名化的規制，應如何適用在

網路金融科技上。再來，由於比特幣的參與者

往往係希望透過交易比特幣而獲得資本利得，

故傳統租稅特別是資本利得稅應如何適用於這

種交易，也是立法者必須鄭重思考的。以全球

的宏觀觀點而言，台灣傳統上並非如紐約、香

港或倫敦一般屬於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故網路

金融的興起實際上是讓在傳統金融上有所落後

的台灣業者獲得一個翻身的機會。我國政府如

果能趁這種新科技在各國尚未完全發展成熟之

際，以興利的態度制定法規，鼓勵業者投入這

個產業，或許可以讓我國的網路業者在此網路

金融風起雲湧的時代，取得有利的先機並占有

一席之地。

註釋:

註一 : 請參Leah McGrath Goodman：《The Face Behind Bitcoin》，Newsweek，2013-03-06

註二 : 請參Andy Greenberg：《Bitcoin Community Responds To Satoshi Nakamoto's 'Uncovering' With 

Disbelief, Anger, Fascination》，Forbes，2014-03-06

註三 : 請參Jon Matonis：《接受比特幣交易的十大網站》，富比士中國，2013-05-29

註四 : 請參嚴淑君，《中國首台比特幣ATM今登陸上海張江》，第一財經日報，2014-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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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里西斯 /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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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里西斯

強化GBL1公司之實質性要求

模里西斯金融服務委員會(Mauritius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ssion; 以下簡稱FSC)於2013年9月

4日公布加強Category 1 Global Business License 

(GBL1)公司之實質性(substance)要求。所有GBL1

公司皆須於2015年1月1日起符合該規定。實質

性要求係指模里西斯公司必須符合相關規定以

取得或維持GBL1身分，並得以適用GBL1之相關

優惠規定 。

GBL1身分適用於模里西斯當地註冊設立之公司

或是外商於模里西斯設立之分公司。GBL1公司

為模里西斯之稅務居民，同時亦是FSC核准可以

執行全球商業活動(雖有部分業務亦得於模里西

斯境內進行，然主要為模里西斯境外商業活動)

之法人。GBL1公司得享有特殊之課稅規定：模

里西斯境外所得之80%可享有視同國外稅額扣

抵,使得其有效稅率最多為3%。此外，依據模里

西斯稅法，GBL1公司為模里西斯稅務居民，故

可適用模里西斯與他國簽定之租稅協定優惠。

然為符合適用租稅協定之稅務居民身分，GBL1

公司的實質管理控制(central management and 

control)需於模里西斯境內進行，並且必須取得

模里西斯稅局(Mauritius Revenue Authority)核發

之稅務居住者證明。

此項新規定目的在使模里西斯能與其他致力於

要求公司具備商業實質之國家並駕齊驅，也

強化了外界對於該國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之形

象。同時，此舉也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針對反避稅所提倡之建議及最佳執行方

案之推行趨於一致。 

依現行規定，FSC於公司申請成為GBL1時會考慮

下列幾個因素，並決定該公司的管理控制於模

里西斯境內進行: 

該公司是否在模里西斯境內擁有至少兩位• 

以上董事，且該董事擁有執行決策之足夠

獨立性及判斷力。

該公司是否長期於模里西斯境內維持主要• 

銀行帳戶。

該公司是否長期於模里西斯境內的註冊處• 

所保留會計及帳簿紀錄。

該公司是否依模里西斯法律規定編製財務• 

報表，並將由境內會計師簽證財務報表。

該公司董事會是否有至少包含兩位來自模• 

里西斯的董事參與。

若該公司為集合投資工具 ( c o l l e c t i v e • 

investment scheme)、封閉式基金或是退休

金基金，其管理決策是否在模里西斯境內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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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現行規定外，FSC於新規定還會考量該

公司是否至少符合下列任一條件，以認定公司

的管理控制決策是否於模里西斯境內執行:

該公司是否已於或將於模里西斯設立辦公• 

處所。

該公司是否已僱用/或將會僱用至少一位• 

模里西斯的居民擔任全職管理/技術階層

的員工。

該公司章程規定，若有章程條文適用爭• 

議，都將依模里西斯相關規定進行仲裁。

該公司已持有/或預期將於未來的十二個• 

月內於模里西斯境內持有超過10萬美金的

資產(排除銀行存款及持有另一家投資GBL

公司之股份)。

該公司之股票於FSC核准之證券交易市場• 

上市發行。

該公司已有或預期於模里西斯境內發生之• 

年度費用支出與其它在模里西斯境內進行

實質管理控制之類似公司之費用水準相

當。

雖然公布了上述新規定，但實際上模里西斯當

局將依據每家公司之各自情況，給予相當程度

之彈性以認定其是否達到實質性要求 (例如:費用

支出之合理性將依個案認定，考量到公司營業

活動種類、平均營業收入、營運所在國家、資

產淨值或該公司產業之平均支出水準等因素)。 

若公司所在之集團中有任何一家擁有GBL1之

關聯企業符合上述新版實質性要求條件中之任

何一項時，則該公司將會被視為符合上述實質

性要求。這項規定特別適用於集團或基金架

構。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還有前面提到若公

司章程產生爭議時，需指派由模里西斯當局

(Mauritius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認

可之仲裁員執行仲裁。

評論

目前實務界對於模里西斯所提出之強化實質性

要求皆給予肯定，因為官方提供了相關指引，

進而提升投資人藉由模里西斯公司進行海外投

資之租稅確定性。鑑於近期OECD推動稅基侵蝕

及利潤移轉之專案計畫以及G20會議，模里西斯

為因應國際潮流而提出了一些強化實質性之措

施，讓國際間看到了模里西斯政府對反避稅所

做出之努力，並更加強化使其成為國際金融中

心之策略。

這些新要求同時也是為了要讓模里西斯國內經

濟能與全球企業有更多互動。「強化實質性要

求」措施之目的就是要增加模里西斯國內經濟

與全球經濟之連結以及使得GBL1公司之管理與

法規遵循與國內法規一致。

至2015年1月1日起，GBL1公司於申請或更新稅

務居住者證明時，均將必須符合這些實質性要

求。因此，公司須於新法實施前先行評估新法

之實質性要求，以便盡早採取應變措施。

西班牙

虧損扣抵處理之新規定及試行方案展期

西班牙政府於2013年10月30日政府公報中，

發佈特定損失之稅務處理方式以及展延原應於

2013年底屆期之稅法規定。

在新稅法規定下，除因營業活動終止或轉讓而

產生之損失外，對於西班牙公司或外國公司投

資股權之減損損失、位於外國常設機構發生之

損失、以及股東在國外營運之合資公司所發生

之損失均不得在稅上扣除。此項規定並追溯自

2013年1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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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原先應於2013年底屆期而展延至2014及2015

年之試行措施如下：

適用於新購置固定資產但廢止使用自由折• 

舊方法(Free Depreciation)之過渡性規定。

該規定准許公司可將減除營業虧損前之課

稅所得額之20%~40%認列為折舊費用。

若公司之總營收在歐元2,000萬至6,000萬• 

元間，該公司最多可扣抵課稅所得額50%

之前期虧損。若公司之總營收超過歐元

6,000萬元，前期虧損扣抵之金額以課稅

所得額之25%為限。

對於耐用年限無限期之商譽或無形資產，• 

攤銷率分別降低至1%及2%(原攤銷率分別

為5%及10%)。

對某些受獎勵之活動，其所得稅可抵減金• 

額維持在應納所得稅額之25%，且再投資

之投資抵減(Reinvest Tax Credit)亦可納入該

限額計算(過去不可納入計算)。可抵減年

度由10年延長為15年。

總營收超過歐元2,000萬元之公司，其最• 

低之暫繳稅額維持為帳列淨利之12%。

針對2014課稅年度，依據營業收入計算暫• 

繳所得稅之比例維持不變，例如，適用一

般所得稅率且營收超過6000萬歐元之公司

仍應以總收入之29%計算暫繳所得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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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看時事》
代言合約 一項項說清楚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 江美艷會計師

江美艷
IFRS專業服務團隊負責人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翻開報章雜誌、廣告新聞，不難發現，舉凡預

售屋、汽車、手機、飲料、皮包、服飾、藥

品、食品，美妝用品…等，非常多的商品都會

找明星代言宣傳。明星作為公眾人物，代言某

一產品，消費者就會不自覺地把對明星的仰慕

轉移到商品上，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群眾消費傾

向。

商家看中的是明星名人廣告效應所帶進的可觀

收入，而明星看中的是代言廣告的巨額利潤回

報。

不過，若產品出現問題，例如最近某周刊爆料

某醫美龍頭品牌的粉餅被驗出含鋇毒，或是明

星自身負面行為導致被商家認為已損及產品形

象，例如磕藥、面露膿皰等，則代言人很可能

在一夕間換成別人，甚至被求償，代言收入剎

時成了幻影。 

代言人及商家是如何共利、共益、共承擔，大

家應該都很清楚，不外乎是透過「合約」將代

言服務範圍內容說清楚講明白，那麼從會計的

角度來看又是如何呢？

其實代言人與商家簽訂之代言產品服務在會計

上屬於「勞務合約」的一種，一般常見的合約

內容包括於合約期間內，拍攝電視廣告幾次、

拍攝平面照片幾捲、參與發表會或促銷活動幾

次、演唱核心廣告歌曲幾首、廣告使用期限及

使用區域及方法…等，此等代言收入應該於簽

訂合約即可全額立即認列收入，抑或是須於合

約期間內，像分期付款一樣，分攤認列呢？

細看這類型的代言合約所要提供的服務內容，

通常不只一項，就像過年過節商家所推的「福

袋」一樣，包含多種商品或服務，若分開採買

一定比一整包買進還要貴。

但是當這種網羅很多服務內容於一個「單一合

約」的銷售行為發生時，會計上因銷售商品及

提供服務的收入認法不同，為了要清楚明白歸

屬每個商品或服務的收入及成本，就必須依據

合約的不同做不同的會計處理。

比方說，合約內容有明確羅列出應履行的工作

及每項工作之酬勞，且合理代表每項工作的對

價，則可依照明細項目於竣工時分別認列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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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只有一筆總代言費但可明顯區分出涵蓋不

同的服務，像是拍廣告及出席活動等，則應依

據各項服務的「相對市價」分拆該總代言費，

再分別認列收入。

惟當無法區分出個別服務時，則應估計出可靠

的完工程度，並依此進度依序認列收入；若連

完工程度都無法可靠估計，則只好就已發生的

費用限額內認列收入（不認列利潤），但前提

是此費用是至少收得回來的。

實務上，分期收（付）款的時程多與完工程度

不相關，不應以收（付）款時程當成完工程度

看待之。

特殊情況下，若於合約期間初期即完成所有應

履行的工作，是否即可於初期認列所有收入

呢？

其實還是要回歸合約的實質內容判斷，若以過

去曾發生過的商家控告明星因負面新聞而損及

產品形象所進行求償的例子來看，就算出席活

動工作均已完成，但代言合約期間尚未結束的

情況下，代言人「品質」的維護對公司來說是

相當重要的，倘若不維護是可實際向代言人要

求退回已收款項或尋求賠償。

因此，「品質」亦為一種應履行的工作，美妝

產品代言人當然要一直美下去。

(本文已刊登於2014.05.01經濟日報經營管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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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看時事》
訴訟和解 入帳時點不同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 江美艷會計師、陳怡婷協理

103年第一季，科技業發生了幾件重大的訴訟和

解案。 

仲琦與智邦子公司SMC於103年1月24日宣布雙

方訴訟達成和解，仲琦將賠償智邦子公司。據

報載，智邦最快可望於103年第1季入帳認列該

利益。反之，仲琦則將此訴訟與和解費用認列

於102第4季，拖累102年獲利表現。 

力成在103年2月24宣布，與Tessera針對技術

授權合約之訴訟達成和解，力成將因此支付

Tessera 1.96億美元賠償金並於102年財報中認

列，導致該年財報每股淨損5.24元。 

為什麼仲琦、力成的訴訟和解明明是發生在

103年1、2月，但損失卻要回頭認列在102年度

的財報？而智邦卻是最快在103年第1季才會入

帳？這就涉及到會計準則中所規定的「期後事

項」。 

「期後事項」指的是在財報報導期間之後的一

段期間內所發生的事項，而這段期間指的是從

會計期間結束日（亦即資產負債表日）到董事

會通過發布財報之日，此期間稱為「期後期

間」（簡稱為「期後」）。以102年度財報而

言，如果董事會通過發布財報之日是103年3月

18日，期後事項指的就是從102年12月31日到

103年3月18日這段期間所發生的交易或事項。

 

會計上將期後事項分為「調整事項」及「非調

整事項」兩種。 

「非調整事項」是指期後發生的事件不會去調

整改變所編製之財報（即舉例所述之102年），

但如果對企業而言是屬於重大事項，則要在該

份財報中附註揭露。例如，廠房在103年2月發

生火災造成重大損害，即屬於非調整事項，但

若是在董事會通過發布財報之日前發生，就必

須要在102年度財報中補揭露此一事件，惟相關

損失不會認列在102年度的財報。 

而「調整事項」是指期後發生的事件，因能更

進一步證明於資產負債表日以前已存在的情

況，所以雖然看似發生於資產負債表日以後，

但事情的源頭其實是發生在資產負債表日以

前，而應該調整認列在所編製的財報（即舉例

所述之102年）。 

就像上述的仲琦、力成，因訴訟已進行數年，

雖於102年12月31日尚未確定訴訟結果，但在

103年初達成和解，董事會也尚未通過發布財

報，因此，是在「期後期間」和解並確定賠償

金額，基於該和解是確認了原本就已經存在的

訴訟紛爭結果，是屬於「調整事項」，故必須

將相關的賠償損失金額，認列在102年的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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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勝訴方，認列收益的時點就不一樣了。損

失是在很有可能發生（通常是發生機率大於

50%）且金額能合理估計時入帳，而收益是要

等到收益「幾乎確定」會實現時才可以入帳，

認列的門檻要比損失來得嚴格。 

就訴訟案件而言，若是屬於勝訴方，通常是要

等到收到判決、簽定和解甚至是實際上取得賠

償款當期，才算是「幾乎確定」，也才可以入

帳。此外，會計準則也規定，如果收益從不確

定變為幾乎確定，應該在「改變當期」的財報

中認列資產及相關收益。 

因此，在期後發生的和解，若屬於勝訴方或是

可獲得賠償之一方，則屬於非調整事項，只能

在達成和解的當年度認列，不能回頭調整反映

到在此之前的期間。這也就是為什麼上述智邦

於103年1月達成和解可收取的賠償收益，不會

回頭調整認列在102年度的原因了。 

(本文已刊登於2014.05.09經濟日報經營管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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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看時事》
台幣走勢 影響你和我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 江美艷會計師、蔡素芬經理

對於近期人民幣的走貶，央行總裁彭淮南表示

「匯率是由市場供需決定，目前人民幣匯率的

波動還未超出市場的預期心理，新台幣尚看不

到跟貶的壓力」。 

另外，也常看到報載「新台幣對美元貶破30元
大關，創幾個月來的新低…」，或報載「這陣

子升破30元心理大關，回到2字頭…」。 

對新台幣匯率升貶的報導幾乎每天見諸報端，

到底新台幣匯率的走勢，是如何影響你、我的

荷包？ 

「匯率」簡單來說就是兩種貨幣之間互相兌換

的比例，如美金1元可兌換新台幣30元，則美金

兌新台幣匯率為1：30。而「匯率變動」就是貨

幣對外價值的上下波動。 

2013年2月人民幣業務開放後，因當時人民幣連

年升值的走勢，市場一面倒地看好人民幣會持

續走強，而掀起人民幣存款的理財風潮。 

若去年在銀行開立人民幣存款並存入人民幣1萬
元的企業，於帳上就有了一個「外幣貨幣性資

產」的科目。當時人民幣兌新台幣匯率約為1：
4.9，則人民幣存款1萬元為新台幣49,000元。

 

但近期人民幣連番下跌到約1：4.7，會計上在

看待外幣存款時，不能依存款當時的匯率折算

為新台幣，而是要依當下的匯率，所以在不考

慮利息及手續費的情況下，此人民幣存款1萬元

已變為新台幣47,000元，少了新台幣2,000元。 

而這2,000元就是因「匯率變動」造成的損失，

於帳上，是要在當期反映到損益，不會等到實

際將人民幣兌換為新台幣時才認列。 

再舉一例說明。民生消費中，出國旅遊消費會

明顯受匯率變動的影響。 

若計畫去美國旅遊，並預計帶美金1萬元享受

shopping樂趣，此猶如企業的外幣支出。 

最近，新台幣有走貶趨勢，美元兌新台幣匯率

從去年12月底約1：30到今年4月的1：30.4左
右，因此，對美金1萬元的支出，從原本只需花

費新台幣300,000元，但新台幣走貶後，則必須

花費新台幣304,000元。 

單就一筆旅遊支出，因新台幣貶值4角一事，就

讓消費者多花費新台幣4,000 元。 

不出國且不作任何新台幣以外的理財，是否

就可以遠離匯率波動的影響呢？答案恐怕是

「Impossible」。 

台灣的原物料及民生物品進口比重仍高，若新

台幣貶值，造成原物料及民生物品的成本變

高，使大多數的製造商及零售商的生產成本隨

之變高，這通常在幾個月內就會反映到民生用

品的售價上。 

所以，除非過著山頂洞人的生活，否則出門在

外吃個滷肉飯或排骨便當、幫小孩買個尿布、

奶粉及騎摩托車或開車加油…，會深深覺得物

價是漲聲不斷。

 

所以，匯率波動不但對持有較大部位外幣存

款、外幣支出等與外幣相關交易的企業事屬重

大，對你、我等小民的日常生活也有著不可忽

視的影響力。 

(本文已刊登於2014.05.21經濟日報經營管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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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銷勞務零稅率?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張衛義執行副總經理、李惠先協理、麥碩芬經理

張衛義
稅務部 執行副總經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目前我國營業稅為符合鼓勵外銷勞務取得外匯

之立法意旨，雖然於條文內容明定外銷勞務取

得外匯適用零稅率，但一直以來稽徵實務上徵

納雙方對法令解讀迥然不同，對於我國及跨國

企業在我國境內提供外銷勞務時所產生的營業

稅負擔因而有頗多爭議，租稅負擔的不確定性

不僅影響跨國企業來台投資成立勞務中心之意

願，跨國企業選擇在其他國家投資亦將使得我

國白領階級因此流失大量的就業機會，此情況

將不利我國發展高技術勞務之軟實力，因此本

文就目前我國外銷勞務是否適用零稅率略述淺

見。

以我國現行法令面而言，針對外銷勞務企業因

外銷賺取外匯不僅給予零稅率的優惠，且其進

項稅額並可全數退還，完全不必負擔營業稅。

但針對外銷勞務之交易，目前於營業稅法第7

條明定雖明定「與外銷有關之勞務，或在國內

提供而在國外使用之勞務可適用營業稅零稅

率」，其所提供之勞務是否屬於「在國內提供

而在國外使用」仍存在判斷上之困難度，或於

徵納雙方間存有不同認定觀點。而依據現行解

釋函令，雖可見「提供國外關係企業有關研

發、專業知識、技術服務、行銷服務、採購原

物料及代訓、聘用、生產與銷售所需人員等勞

務」，「在國內提供而在國外使用之資訊服務

收入」可適用零稅率，仍存在無法廣泛判斷各

種外銷勞務是否適用零稅率之情況。

就國際慣例而言，普遍將營業稅視為消費稅，

對於勞務提供之營業稅可參酌目前採行加值型

營業稅的歐盟地區，針對勞務交易主要的課稅

依據消費者之身分及勞務的本質，原則性區分

如下: 

1. 企業對企業之外銷勞務:以勞務買受人所在地

做為課稅地點。

2. 企業對個人之外銷勞務:以勞務提供人所在地

做為課稅地點。

3. 依據勞務之性質則另有例外規定，如提供與

文化、藝術、運動、科技、教育、娛樂或類

似活動相關之勞務時，係以勞務履行地為課

稅地。

依據上述歐盟對於營業稅課稅原則，企業對企

業間之勞務銷售，由勞務買受人為營業稅納稅

人。此原則亦與我國營業稅法第36條規定，外

國企業若於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銷售

勞務時，由勞務買受人負擔進口勞務之營業稅

一致。

另就實務上而言，由於勞務之交易通常僅屬於

交易流程之特定階段，檢視勞務完成後如何交

付成果予勞務買受人，及是否由勞務買受人享

受交付勞務後之成果，通常可視為判斷勞務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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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是否實際由勞務買受人使用之重要依據。若

可適當證明勞務買受人實際於勞務提供階段受

益並得自由支配使用其享有之權利時，該勞務

交易原則上可視為已符合被使用之定義。外銷

勞務亦可依據相同之判斷原則，若該勞務成果

已經由雙方約定方式交付勞務買受人，並全權

享有勞務成果，稅務機關似可認可已符合「在

國內提供而在國外使用之勞務」而可適用營業

稅零稅率。

同時，探究營業稅之本質係採多階段課稅原

則，因此即使勞務買受人因提供上述服務因而

有所產出，未來不論其以產品或勞務形式回銷

我國，其產品或勞務之售價中已包含原來勞務

買受人採購之勞務成本，且須依據營業稅法第

41條規定，由海關於貨物進口時代徵營業稅，

或依據營業稅法第36條規定，於進口時由勞務

買受人負擔營業稅，其營業稅將由我國境內最

終消費者負擔。因此，在多階段跨國生產模式

中，應以勞務提供人於提供服務階段判斷是否

適用零稅率。

因我國現行於各產業界皆已有能力扮演勞務提

供之角色，尤以我國擁有專業及高教育水準之

人力資源，又位處亞太樞紐，實具備發展為區

域服務中心或行政管理中心之良好機會，而政

府若能認定該等集團區域總部或行政管理中心

所提供之勞務，屬「在國內提供而在國外使

用」而得適用營業稅零稅率，不僅因該等服務

之主要成本為人力、進項稅額相對較少，適用

零稅率亦不致使我國營業稅收短少之外，更將

有效降低外銷勞務成本並增加我國勞務在國際

市場上的競爭力，並為我國創造成為區域服務

中心或行政管理中心之良好租稅環境，可達活

絡經濟、增加就業機會之效果。

(本文已刊登於2014.05.13工商時報稅務法務版)



2014 Jun

22 專家觀點

銀行業面對通路轉型衝擊 – 
以通路整合管理模式重新詮釋
顧客體驗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莊浩智協理、戴為森顧問

「通路」指的是產品轉移至顧客之過程中所使

用的各種管道或是產品接觸顧客的管道，一般

在通路與客戶接觸的過程中，客戶所感受到的

服務品質或是互動情形，往往是產品推銷能否

成功的關鍵。就銀行而言，在過去網路或是智

慧型裝置尚未普及的時代，傳統實體分行一直

是與顧客接觸最頻繁的地方，透過分行，銀行

能夠提供顧客產品建議、協助產品申購事宜或

者額外產品售後服務，也能有效的維繫顧客關

係以至於得到提升業績的效果，近年來隨著科

技發展，網路及智慧型裝置的普及化，國內各

大銀行開始積極拓展網路及行動銀行等電子虛

擬通路，提供顧客更加便利且迅捷的服務，特

別是這幾年間智慧型手機普及率大幅上升的狀

況下，行動網銀的顧客數量更是有突破性的成

長，與實體通路相比，虛擬通路為銀行不僅帶

來更多元的顧客接觸點(touch point)及大量的顧

客互動機會，更帶來全新的顧客體驗(Customer 

Experience)模式，而如何將實體及虛擬通路進行

有效的整合，發揮不同通路間之綜效，洞悉顧

客在通路間之行為模式，進一步打造具有一致

性之全方位顧客體驗，是銀行在未來幾年面對

通路大幅轉型衝擊之首要課題。

銀行面臨之三大通路難題

面對通路大幅轉型，銀行在通路面臨到三大難

題：

逐漸式微之實體通路• 

迅速轉變的顧客通路行為模式• 

跨通路顧客體驗之一致化• 

首先，根據Google台灣地區智慧型手機調查報

告指出，台灣智慧型手機普及率已從2011年的

26%成長至2013年的51%，曾經透過智慧型手

機使用網路銀行服務或其他金融相關活動之人

口也從2011年的26%增加至2013年的40%，台

灣民眾越來越習慣使用虛擬通路與銀行來往，

可以想見的是，銀行未來在實體通路與顧客接

觸的頻率會越來越低，其價值也相對應地隨之

降低，銀行該如何找出「目標客群」並提供正

確之通路服務模式，是未來面對的第一道難

題。
銀行業面對通路轉型衝擊– 以通路整合
管理模式重新詮釋顧客體驗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莊浩智／顧問戴為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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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種管道或是產品接觸顧客的管道，一般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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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建議、協助產品申購事宜或者額外產品售後服

務，也能有效的維繫顧客關係以至於得到提升業

績的效果，近年來隨著科技發展，網路及智慧型

裝置的普及化，國內各大銀行開始積極拓展網路

及行動銀行等電子虛擬通路，提供顧客更加便利

且迅捷的服務，特別是這幾年間智慧型手機普及

率大幅上升的狀況下，行動網銀的顧客數量更是

有突破性的成長，與實體通路相比，虛擬通路為

銀行不僅帶來更多元的顧客接觸點(touch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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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之全方位顧客體驗，是銀行在未來幾年面

對通路大幅轉型衝擊之首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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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成長至 2013年的 51%，曾經透過智慧型手
機使用網路銀行服務或其他金融相關活動之人

口也從 2011年的 26%增加至 2013年的 40%，
台灣民眾越來越習慣使用虛擬通路與銀行來往，

可以想見的是，銀行未來在實體通路與顧客接觸

的頻率會越來越低，其價值也相對應地隨之降低，

銀行該如何找出「目標客群」並提供正確之通路

服務模式，是未來面對的第一道難題。 

 
資料來源:google 2013智慧型手機研究調查報告 

 
銀行面臨的第二道難題，是顧客通路行為模式的

迅速轉變。銀行要關注的不應再是單一通路的顧

客行為模式，如何全面性的考量顧客在所有通路

間的互動模式，如何分析資料及通路購買流程，

以及深入理解並掌握顧客在購買流程中每一個

階段之需求，甚至預測顧客之喜好，以有效維繫

顧客關係並做好顧客體驗。比方銀行如何得知客

戶引發購買動機的通路主要為何？在購買前會

透過哪些管道進行資訊收集？又在哪種情況下

會放棄購買？ 
 
再者，許多銀行在組織架構上將分行(實體通路)
與網銀或行動銀行(虛擬通路)管理分屬不同單位，
造成個別通路之管理模式、顧客服務或是行銷策

略上有所差異。如何能夠有效整合通路及各種第

三方之接觸點，在不同通路或接觸點都能夠提供

一致化服務或是顧客體驗，使銀行整體效益提升，

是銀行面臨的第三道難題。 

銀行因應之道 - 通路整合管理模式 

綜合前段所述，銀行面對之問題在於如何建立一

個將「通路」、「顧客行為」及「顧客體驗」納入

範疇的管理模式。勤業眾信的通路整合管理方法

論利用三階段循環架構，以全行通路之整合管理

模式定位目標客群並深入剖析客群通路行為模

式，進而設計相對應之行銷策略以至於建立完美

顧客體驗，以下就勤業眾信通路整合管理方法論

之三階段循環架構作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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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行動銀行等電子虛擬通路，提供顧客更加便利

且迅捷的服務，特別是這幾年間智慧型手機普及

率大幅上升的狀況下，行動網銀的顧客數量更是

有突破性的成長，與實體通路相比，虛擬通路為

銀行不僅帶來更多元的顧客接觸點(touch point)
及大量的顧客互動機會，更帶來全新的顧客體驗

(Customer Experience)模式，而如何將實體及虛
擬通路進行有效的整合，發揮不同通路間之綜效，

洞悉顧客在通路間之行為模式，進一步打造具有

一致性之全方位顧客體驗，是銀行在未來幾年面

對通路大幅轉型衝擊之首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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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通路大幅轉型，銀行在通路面臨到三大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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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漸式微之實體通路 
• 迅速轉變的顧客通路行為模式 
• 跨通路顧客體驗之一致化 
首先，根據 Google台灣地區智慧型手機調查報
告指出，台灣智慧型手機普及率已從 2011年的
26%成長至 2013年的 51%，曾經透過智慧型手
機使用網路銀行服務或其他金融相關活動之人

口也從 2011年的 26%增加至 2013年的 40%，
台灣民眾越來越習慣使用虛擬通路與銀行來往，

可以想見的是，銀行未來在實體通路與顧客接觸

的頻率會越來越低，其價值也相對應地隨之降低，

銀行該如何找出「目標客群」並提供正確之通路

服務模式，是未來面對的第一道難題。 

 
資料來源:google 2013智慧型手機研究調查報告 

 
銀行面臨的第二道難題，是顧客通路行為模式的

迅速轉變。銀行要關注的不應再是單一通路的顧

客行為模式，如何全面性的考量顧客在所有通路

間的互動模式，如何分析資料及通路購買流程，

以及深入理解並掌握顧客在購買流程中每一個

階段之需求，甚至預測顧客之喜好，以有效維繫

顧客關係並做好顧客體驗。比方銀行如何得知客

戶引發購買動機的通路主要為何？在購買前會

透過哪些管道進行資訊收集？又在哪種情況下

會放棄購買？ 
 
再者，許多銀行在組織架構上將分行(實體通路)
與網銀或行動銀行(虛擬通路)管理分屬不同單位，
造成個別通路之管理模式、顧客服務或是行銷策

略上有所差異。如何能夠有效整合通路及各種第

三方之接觸點，在不同通路或接觸點都能夠提供

一致化服務或是顧客體驗，使銀行整體效益提升，

是銀行面臨的第三道難題。 

銀行因應之道 - 通路整合管理模式 

綜合前段所述，銀行面對之問題在於如何建立一

個將「通路」、「顧客行為」及「顧客體驗」納入

範疇的管理模式。勤業眾信的通路整合管理方法

論利用三階段循環架構，以全行通路之整合管理

模式定位目標客群並深入剖析客群通路行為模

式，進而設計相對應之行銷策略以至於建立完美

顧客體驗，以下就勤業眾信通路整合管理方法論

之三階段循環架構作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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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面臨的第二道難題，是顧客通路行為模式

的迅速轉變。銀行要關注的不應再是單一通路

的顧客行為模式，如何全面性的考量顧客在所

有通路間的互動模式，如何分析資料及通路購

買流程，以及深入理解並掌握顧客在購買流程

中每一個階段之需求，甚至預測顧客之喜好，

以有效維繫顧客關係並做好顧客體驗。比方銀

行如何得知客戶引發購買動機的通路主要為

何？在購買前會透過哪些管道進行資訊收集？

又在哪種情況下會放棄購買？

再者，許多銀行在組織架構上將分行(實體通路)

與網銀或行動銀行(虛擬通路)管理分屬不同單

位，造成個別通路之管理模式、顧客服務或是

行銷策略上有所差異。如何能夠有效整合通路

及各種第三方之接觸點，在不同通路或接觸點

都能夠提供一致化服務或是顧客體驗，使銀行

整體效益提升，是銀行面臨的第三道難題。

銀行因應之道 - 通路整合管理模式

綜合前段所述，銀行面對之問題在於如何建立

一個將「通路」、「顧客行為」及「顧客體

驗」納入範疇的管理模式。勤業眾信的通路整

合管理方法論利用三階段循環架構，以全行通

路之整合管理模式定位目標客群並深入剖析客

群通路行為模式，進而設計相對應之行銷策略

以至於建立完美顧客體驗，以下就勤業眾信通

路整合管理方法論之三階段循環架構作一概

述：

 

一、 客戶分群架構設計 
在勤業眾信通路整合管理方法論中，首先就是定

義顧客分群，顧客必須進行分群的原因在於銀行

不可能以人口普查之方式逐一了解單一顧客之

行為模式或者是需求，這樣做會造成服務成本過

高反而降低營運效率，因此透過顧客分群，將行

為模式相近或特徵類似之顧客獨立出來，便能夠

將行銷或是研究資源有效分配並集中於貢獻度

較高之客群上。顧客分群之方式，銀行過去可能

單純以 AUM(Asset Under Management)作為分
群之參考變數，雖較為簡單且易於蒐集資料，但

就實務上來說，並無法有效區分客戶，勤業眾信

建議客戶分群方法論應包含以下三個步驟： 
(一) 量化資料蒐集及訪談 
客戶分群的第一步，是進行量化及質化資料之蒐

集，量化資料之蒐集主要是為了下一步之統計分

析做為準備，但根據實務經驗來說，依靠群集分

析、決策樹等統計技術雖能夠得到分群之效果，

但卻難以應用於管理面，因此，必須參考高階長

官及顧客之訪談結果，在實際執行客戶分群時，

才能設計出符合高層行銷策略或是業務目標之

分群模式。 
 
(二) 客群及客群重要性分析 
根據資料蒐集及訪談所得之資料，配以質化及量

化之統計模型，就能辨識出符合高階主管關注焦

點或目前行內營運方向之各種客群，針對每一個

客群，再以顧客終身價值(Customer Lifetime 
Value)作為客群重要性之指標，將客群未來對於
銀行效益納入評估客群重要性之標準，據此，銀

行便能更有效率地將有限資源集中於未來預期

能夠帶較高收益之客群。 
 

(三) 客群態樣分析 
在執行客群及客群重要性分析同時，會建立客群

態樣(Customer Profile)資料庫以描述該客群的
特徵、地域特性、偏好或投資傾向等，客戶態樣

分析能夠描述難以透過數據表現之客戶特質，透

過客戶態樣分析提供之資訊，銀行能夠針對特定

客群之需求提供客製化之服務或利用其對於顧

客之洞見，協助未來目標行銷策略之制定及提升

決策執行之效率與效果。 

 
二、 通路行為分析架構設計 
做完客戶分群後，緊接著應進行的是通路行為分

析。通路整合管理最終目的在於一致化跨通路之

顧客體驗，但若設計不同銷售通路或是接觸點之

顧客體驗時無法測度顧客行為在購買流程中不

同通路間之變化，銀行就無法迎合顧客需求。要

設計完美顧客體驗，銀行必須了解不同客群、不

同產品在不同購買流程階段中所展現出來之行

為模式。勤業眾信在通路行為分析方法論上包含

兩大部分： 
 
(一) 顧客通路移轉分析 
通路行為分析的第一部分，是使用顧客生命週期

作為基礎，分析顧客面對不同產品在不同通路間

之移轉行為，以信用卡產品來說，某客群中大部

分人可能是因為第三方通路提供信用卡特別回

饋方法，因此引起申辦信用卡的興趣，但也有另

一部分人是親朋好友介紹才提起興趣，當進一步

想要研究或比較其他銀行同類型信用卡時，顧客

可能會到網站上搜尋，也有可能到分行詢問櫃員

的意見，到最後可能透過郵寄或是直接經由分行

遞交申請書，若能夠完全了解顧客從引起興趣至

最終購買在通路之移轉行為，便能洞悉顧客之來

源，並以此作為顧客接觸點態樣分析之基礎。 

客戶分群 

架構設計 

通路行為 

分析架構設計 

通路整合 

管理架構 

一、客戶分群架構設計

在勤業眾信通路整合管理方法論中，首先就是

定義顧客分群，顧客必須進行分群的原因在於

銀行不可能以人口普查之方式逐一了解單一顧

客之行為模式或者是需求，這樣做會造成服務

成本過高反而降低營運效率，因此透過顧客分

群，將行為模式相近或特徵類似之顧客獨立

出來，便能夠將行銷或是研究資源有效分配

並集中於貢獻度較高之客群上。顧客分群之

方式，銀行過去可能單純以AUM(Asset Under 

Management)作為分群之參考變數，雖較為簡單

且易於蒐集資料，但就實務上來說，並無法有

效區分客戶，勤業眾信建議客戶分群方法論應

包含以下三個步驟：

(一)量化資料蒐集及訪談

客戶分群的第一步，是進行量化及質化資料之

蒐集，量化資料之蒐集主要是為了下一步之統

計分析做為準備，但根據實務經驗來說，依靠

群集分析、決策樹等統計技術雖能夠得到分群

之效果，但卻難以應用於管理面，因此，必須

參考高階長官及顧客之訪談結果，在實際執行

客戶分群時，才能設計出符合高層行銷策略或

是業務目標之分群模式。

(二)客群及客群重要性分析

根據資料蒐集及訪談所得之資料，配以質化及

量化之統計模型，就能辨識出符合高階主管關

注焦點或目前行內營運方向之各種客群，針

對每一個客群，再以顧客終身價值(Customer 

Lifetime Value)作為客群重要性之指標，將客群

未來對於銀行效益納入評估客群重要性之標

準，據此，銀行便能更有效率地將有限資源集

中於未來預期能夠帶較高收益之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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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群態樣分析

在執行客群及客群重要性分析同時，會建立客

群態樣(Customer Profile)資料庫以描述該客群

的特徵、地域特性、偏好或投資傾向等，客戶

態樣分析能夠描述難以透過數據表現之客戶特

質，透過客戶態樣分析提供之資訊，銀行能夠

針對特定客群之需求提供客製化之服務或利用

其對於顧客之洞見，協助未來目標行銷策略之

制定及提升決策執行之效率與效果。

 

 
 
 
 
 
 
 

 

二、通路行為分析架構設計

做完客戶分群後，緊接著應進行的是通路行為

分析。通路整合管理最終目的在於一致化跨通

路之顧客體驗，但若設計不同銷售通路或是接

觸點之顧客體驗時無法測度顧客行為在購買流

程中不同通路間之變化，銀行就無法迎合顧客

需求。要設計完美顧客體驗，銀行必須了解不

同客群、不同產品在不同購買流程階段中所展

現出來之行為模式。勤業眾信在通路行為分析

方法論上包含兩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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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顧客通路移轉分析

通路行為分析的第一部分，是使用顧客生命週

期作為基礎，分析顧客面對不同產品在不同通

路間之移轉行為，以信用卡產品來說，某客群

中大部分人可能是因為第三方通路提供信用卡

特別回饋方法，因此引起申辦信用卡的興趣，

但也有另一部分人是親朋好友介紹才提起興

趣，當進一步想要研究或比較其他銀行同類型

信用卡時，顧客可能會到網站上搜尋，也有可

能到分行詢問櫃員的意見，到最後可能透過郵

寄或是直接經由分行遞交申請書，若能夠完全

了解顧客從引起興趣至最終購買在通路之移轉

行為，便能洞悉顧客之來源，並以此作為顧客

接觸點態樣分析之基礎。

(二)顧客接觸點態樣分析

通路行為分析之第二步，則是解析顧客在跨通

路不同接觸點時之行為模式，在每一個接觸點

提供360度全方位客戶觀點分析，包含顧客基本

資訊、財務資訊、歷史活動資訊等，透過全方

位客戶觀點分析，銀行便了解其顧客在不同接

觸點時之反應、顧客生命周期不同階段各種行

為之原因。顧客接觸點態樣分析主要強調以系

統化之方式真正理解顧客核心需求，全面性理

解客群之行為並建立分析機制後，方能設計出

顧客心中具有一致性之完美體驗。

三、通路整合管理架構

在完成顧客分群及通路行為分析後，銀行必須

重新調整通路整合管理體制，破除部門之限制

並擺脫過去通路各自為政之管理模式，用前兩

個階段對於目標客群分析後所得到之行為資

訊，強化顧客行為模式與銀行價值主張之連

結，未來再透過目標客群之意見回饋再更進一

步調整營運模型，訂定符合顧客期望之價值主

張及顧客體驗，最終達到提升整體銀行通路營

運效益及價值之目標。

結語

總括來說，顧客資訊來源與互動模式和過去實

體通路當道的時代已大有不同，對於顧客來

說，可以透過網路輕易地評估銀行服務優劣，

相對地，顧客要求之銀行服務及其標準也相應

提高，造成顧客在各種通路獲得之顧客體驗與

其心中期待有落差時，顧客忠誠度及關係之惡

化程度較以往更加嚴重，甚至連帶影響到其他

顧客之觀感。銀行面對這樣的轉變，未來必須

建立起相對應之通路整合管理機制及顧客行為

分析方法論，將顧客在各種通路之互動模式納

入決策考量，以顧客導向完美體驗為目標，強

化銀行與顧客關係之連結、提升服務滿意度及

改善通路營運效率，創造出獨一無二之銀行價

值，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穩操勝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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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資料分析協助銀行業降低風險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企業風險服務部 / 賴偉晏協理、王城聰經理、陳偉恩顧問

銀行業所面臨的問題與趨勢

銀行業是個充滿著變化與不確定性的產業，例

如銀行法規的變更會對獲利造成什麼影響？壓

力測試的情境該如何設定？如何正確地找出每

個產品的風險因素？如何建立更好的消費者模

型來減少損失並增加獲利？這些問題不僅難以

定義也不易找到正確解答。

要能了解現今如此複雜的環境已實屬不易，更

遑論要能有效的預測未來。因此，對於上述提

到的問題，銀行需要有更多且深入的資訊來得

到解答，並進一步透過商業分析將數據轉為有

用的資訊，以利有效管理風險與績效。

商業分析的重要性在銀行業日益增大，主要基

於下列三個因素：

監管改革(Regulatory reform)- FATCA及Basel III• 

等法案已改變銀行的商業環境，為了更有效的

控管系統性風險，監管機構正積極地推行透過

數據分析來協助商業決策，希望銀行能夠對於

內部數據有更深入的瞭解，法案中每個要求對

於數據收集、管理及報告都有重大影響。在接

下來的幾年，監管機構將會敲定這些法案的細

節，因此銀行應開始改變現有商業模型以配合

監管環境的改革。

顧客獲利(Customer profitability)- 提供個人化服• 

務將是吸引及留住最有價值客戶的重要因素之

一，但研究顯示只有少數的銀行有能力這樣

做。

營運效能(Operational efficiency)- 雖然銀行在過• 

去幾年已經積極進行改善，但仍有許多進步空

間，例如降低系統維護及技術成本。

數據管理與整合

整合數據的品質是執行資料分析的先決條件，

例如在建構系統性風險模型時，整合一致性的

數據會大幅提高模型的準確度。為了達成企業

數據整合，銀行應採取下列行動：

定義企業數據架構和發展藍圖，並按照藍圖規• 

劃重新分配預算至重點專案。

建立企業數據治理架構並制定管理規則，有效• 

管理數據品質以降低曝險程度。

透過系統自動化對帳提高報表的即時性與一致• 

性，並減少所需耗費人力。

整合並簡化資料介接至總帳系統、風險計算模• 

型及資料分析模型的資料流，以提高資料透明

度。

整合性風險分析

在現今的環境下，市場對於風險調整績效的壓

力更加要求，銀行需要更有效的風險管理分析

來達成目標。另一方面，金融監管機構的一些

法規要求，如壓力測試、系統性風險評估等也

都需透過分析手法來完成。這些分析手法可用

來協助量測每個營業線及產品之風險因子、辨

識交易對手的曝險程度及定義如何衡量風險調

整後績效表現等。我們可以利用下述的分析手

法強化風險管理：

壓力測試

凡是資產超過100億美元的銀行即需要定期執行

壓力測試，測試時會使用一些極端而可能發生

的不利狀況來測試銀行的商業模型，進而評估

對銀行盈利及償還能力的影響。就如同壓力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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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對於銀行資本規劃決策的重要性一般，分析

能力亦是壓力測試不可或缺的一環，分析時要

設想不同的模擬情境、假設(what-if)情境及針對

特定產品或組合設計分析模型。

貸款信用風險分析

鑑於近期經濟衰退的情況，銀行體認到僅使用

信用評分是不足以預測違約風險的。面對複雜

的經濟狀況，銀行需要額外使用總體經濟、產

品和借款人等相關資訊才能較精準的預測出違

約風險。銀行可發展分析模型預測每個貸款的

違約機率和訂定催收策略。透過辨識重要的風

險特徵和違約機率，銀行將能把資源做更適當

地配置並利用第三方機構來降低風險。

財務分析

銀行可利用進階分析方法來檢視總帳和分類帳

的財務數據，藉由分析交易層級的數據，能提

供支援日常經營決策的資訊，例如顧客和產品

獲利模型可幫助顧客關係管理與行銷策略運

作。若再納入外部數據分析，將能更進一步預

測客戶需求以提供決策參考。另一方面，加強

犯罪風險分析能力可幫助銀行更準確預測企業

舞弊，銀行財務與內部審計部門可以參考一些

上市公司使用的統計分析工具進行調查以降低

交易舞弊風險，並可即時檢測數百萬計的交易

數據。

顧客行為分析

為了能更有效率的服務顧客並提升獲利，銀行

可使用進階預測分析技術來剖析信用卡資料

庫、抵押貸款數據、存款數據，甚至是社交網

路資訊來找到一些線索以協助分析、分類和預

測顧客行為模式。顧客行為分析有助於行銷和

風險管理，並能針對以往被忽略的顧客群開發

產品。例如：可推出信用卡和貸款服務以幫助

首次違約的債務人重建信用記錄。此外，顧客

行為分析也可協助分析師快速地察覺顧客消費

異狀，例如以往消費低單價商品的消費者忽然

購買高價商品。這種顧客行為分析能力可幫助

銀行提供客製化的服務與商品給顧客，成為一

種差異化優勢。

顧客區隔

在過去幾年裡，儘管銀行業廣泛討論要從以產

品為中心轉換為以顧客為中心的服務方式，但

實際上只有少數的領先業者具備顧客分群能力

來制定顧客區隔策略，這種利用銀行帳戶、帳

單、人口及心理資訊等多種內外部數據資源的

創新分析方式，能夠提供銀行一個更有效區隔

顧客的工具，以提供客製化服務並有效提高獲

利。

產品定價與獲利分析

進階資料分析也能幫助銀行進行產品定價與獲

利分析。銀行可以分析產品組合，並針對產品

競爭力與顧客基礎去制定適當的定價策略，以

期更符合客戶需求並增加獲利的機會。定價模

型能夠讓銀行根據顧客價格彈性設定相關利率

與費用，能妥善運用的話將是一個能提高收益

且促進銀行成長的利器。

獲利分析除了能夠幫助銀行做出更有效的定

價、產品與服務決策之外，也開始在新的監管

環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監管法規的改變迫使

銀行需要摒棄一些舊有的商業獲利模式（如自

營交易）。此外，對一些像是小企業貸款、次

級信貸等繁重的傳統業務，更嚴格的資本要求

讓銀行對風險更避之唯恐不及。為了要能維持

獲利，銀行能夠透過分析發展出以需求為基礎

的定價模型，以幫助他們分析和重新評估策略

的優先順序，以及更清楚了解在跨不同地區、

業務和法人實體應該從何從中獲取最大利益。



2014 Jun

28 專家觀點

改善顧客服務與關聯性

近年來社交網路的發展快速，已成為品牌知名

度與忠誠度的重要影響因素，並為銀行社群建

立的一個重要催化劑。銀行能夠利用社交網路

資料加強現有分析，進一步了解顧客偏好、並

依據分析結果調整產品銷售策略、銷售管道和

顧客服務策略，以提供顧客更好的服務經驗。

運用社交網路和連結分析技術還能幫助找出銀

行帳戶、顧客、家庭、群體、和機構之間彼此

的關係，以更深入了解顧客。透過進階的資料

分析，銀行可以發展出更複雜的模型來了解顧

客生命週期的各個階段，並提供更好的差異化

服務。

顧客關係分析

進階資料分析可以幫助銀行發展出更有效的交

叉銷售以及向上銷售的方法。舉例來說，透過

情境模型，銀行可以得知下一個最有可能被顧

客或特定客群購買的產品或服務，更可以利用

類似關聯分類(affinity grouping)等統計分析方

式，找出哪些產品加入顧客現有的產品組合中

可以使銀行獲得最大利益。

許多規模較大的銀行已在行銷和非傳統銷售管

道（如分行）上投入巨資，例如自動櫃員機、

網路銀行和客服中心等。但是這些多元管道的

行銷活動和基礎設施通常都所費不貲，而且需

要一個完整的實施策略。因此，多元管道行銷

的實施會增加服務顧客的成本。為了要能減少

開銷，不少銀行正考慮要精簡其銷售管道，而

資料分析能夠提供更細緻的分析資訊，如各銷

售管道的交易分析及顧客使用狀況分析，使得

精簡銷售管道的過程更為合理化及科學化，並

協助銀行設計出更有效率的銷售管道模型，同

時也能幫助銀行計算廣告和促銷活動等的行銷

投資報酬，使得行銷預算能夠被更有效地分

配。

結論

資料分析於銀行業並不是嶄新的應用，但面對

巨量資料的時代來臨以及整體市場的激烈競

爭，如何更有效的運用資料分析從中挖掘出有

用資訊，將是與其他競爭者差異化的重要因

素，同時也是企業持續成長並提高獲利的動能

來源，能有效運用資料分析的企業，才能在這

競爭激烈的年代保持獲利並逆向成長，最終邁

向卓越的目標。

[本文部分內容係摘錄自De lo i t t e  G loba l之 

“Analytics in banking-Taking a fresh look at your 

challenges＂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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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仁法律事務所 / 謝文倩律師

大陸公司股權買賣伴隨之交易風險
台商撤出大陸投資應如何保障自身權益

理仁

近十幾年來，許多台商前往

中國大陸尋求不同之發展，

除了在中國大陸當地獨資自

行設立公司或廠房，更有不

少是藉由海外公司之名義進

入當地投資設立或經營公

司。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經濟之蓬勃發展，

許多大陸內資企業也逐漸茁壯而有足裕資金而

欲尋找新的投資標的，以求更多的合作機會。

此外，由於近年來大陸法令對於勞工或環保問

題上，對於企業經營者採取較為積極且嚴格的

控管，以致於在中國大陸之企業經營者相對也

須投注更多企業經營成本，此種情況也造就不

少原投資於中國大陸之台商有撤出當地投資之

念頭。因此在大陸內資企業欲找尋新投資標

的，而台商欲為撤出投資之情況下，在中國大

陸各地便出現許多公司欲進行股權買賣或併購

之契機。

緣此，台商目前最常在中國大陸所面臨的法律

問題也就是投資糾紛以及公司股權買賣糾紛之

問題，由於中國大陸現行法規對於外國人或

台、港商之投資以及公司股權買賣有許多繁瑣

之規定，且該股權買賣又需要當地政府主管機

關之審批簽核後才得為執行。如果有遇到外匯

管制之問題，則又需要再另行通過外匯局之審

批。因此許多已簽訂之合約，常常會因不同之

原因而有所延宕、遲誤或是無法履行，而必須

要修改、變更或終止原合約，如雙方溝通不

善，甚至會造成提出訴訟之可能。以下本所僅

根據實務經驗，提供以供留意參考。

　

1. 外國人或台、港商之投資欲進行公司股權買

賣時，首先要進行標的公司之出售價值評

估，關於出售價值評估，當地政府都會要求

賣方須對出售標的公司之企業價值進行審

計、評估，以避免發生明顯低於出售標的公

司企業價值之股權交易，而影響當地政府徵

收稅金。故其會要求明確須訂定一基準日來

為企業價值評估之日期。而目前實務上，相

關企業價值評估都應該是至少要高於或等於

原投資之資本額，方可獲得當地政府之批准

許可。

2. 由於大陸地區對於公司股權出售事宜乃採高

度管制，故即使雙方簽訂股權買賣協議後，

仍然是需要將股權買賣協議送交當地政府主

管機關(一般為商務局)進行審批，通過審批

後，該股權買賣協議方能生效。此點與台灣

現行一般股權買賣交易不需要經過主管機關

核准，只要買賣雙方簽署即有法律效力，是

有相當差異的，故在大陸公司之股權買賣協

議中常會見到簽署日與生效日之文字，此兩

種文字表述是各自有其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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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來說，中國大陸標的公司之股權買賣協

議應至少包含下列基本事項:(1)轉讓股權數

量(2)轉讓股權價金與支付方式(3)買賣雙方對

簽署該契約之保證與聲明(4)出售公司之企業

價值評估基準日(5)出售公司相關印鑑、文件

之交付移轉方式等。如無上列基本事項之約

定，當地政府主管機關均會要求再為補充，

否則其不會批准該協議可為生效。

因此，外國人或台、港商之投資欲進行公司股

權買賣時，一般操作流程是當雙方完成簽署股

權買賣協議後，便要檢送當地政府主管機關對

該股權買賣協議進行審批，審批後便須開始進

行出售公司之工商變更登記手續，而相關變更

登記完成後，如有外匯匯出需求者，買方才可

憑商務局之審批許可再向當地外匯局申請購匯

並匯出股權買賣價金。須留意的是，當地政府

主管機關可能會在上開程序中額外要求準備文

件，比如說出售公司外國法人股東的董事會或

股東會出售決議議事錄，且要求中國大陸駐外

使館為簽證等。 在上開程序中，最容易引起

爭議便在於股權轉讓價金之支付方式，由於許

多台商是以外國法人股東名義(通常是以租稅天

堂設立之投資公司)進入大陸投資設立公司，故

欲出售標的公司時，該所有股權買賣價金便理

應須透過外匯匯出之方式來支付予外國法人股

東。

依中國大陸現行規定，股權買賣價金如需進行

換匯時，是需要先向中國大陸當地外匯局申請

購匯，等待中國大陸當地外匯局許可後，該股

權買賣價金方得換匯匯出。而買方向外匯局申

請換匯匯出許可時，有幾個要件，一是申請換

匯時，該股權買賣價金是仍存留於買方名義之

帳戶中、二是需要當地商務局已批准該股權買

賣並完成辦理政府工商登記移轉。但買方所應

支付之股權買賣價金仍停留在買方戶頭內，而

買方可能毀約！如何有效避免此等風險之發

生，則有賴有經驗之本所律師在實務上找尋解

決方式。

除此之外，有些時候，買方可能一時無資力支

付股權買賣價金，而須預先藉由抵押標的公司

之資產向銀行借款然後再行支付予賣方。但由

於中國大陸銀行目前未像台灣本地銀行一樣，

可將抵押貸款藉由指定支付予第三人之方式，

而將抵押貸款之款項逕撥付予賣方，其是要求

抵押貸款須先進入買方帳戶中後方得再由買方

自行撥付。但此處風險是買方可能會違反股權

買賣協議之約定，而不將股權買賣價金給付予

賣方。為避免此種情形發生及避免交易複雜

化，一般會建議請買方自尋其他非以標的公司

資產抵押之方式先行籌資，等待標的公司之股

權轉讓完畢後，買方再自行使用標的公司資產

作後續財務規劃。

目前一般簡單之股權買賣交易，自股權買賣協

議送件審批起至外匯匯出許可批准，往往大約

需耗時2至3個月，如情況較為複雜時，則將

會更久，為避免延宕交易時程，且礙於中國大

陸當地對於交易程序之嚴格控管，在此建議買

賣雙方彼此間一定要先對股權買賣交易條件及

股權買賣價金付款方式有充分的溝通及默契，

在辦理標的公司之工商登記變更程序中應盡量

互相配合，以免導致交易因此延遲、取消或終

止，而浪費買賣雙方所已花費之人員、金錢、

時間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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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一般台商目前仍較信賴台灣律師之顧問協

助，再加上其自身多半也不熟悉中國大陸律師

業生態，故也不敢貿然於當地尋找律師。由於

中國大陸各省、縣、市，都有當地各自之不同

行政命令及法規，一般台灣律師尚難對該等行

政命令及法規充分掌握，尤其在股權買賣項目

中，各省、縣、市主管政府機關都可能有各自

不同之文件要求，為解決此種情況，本所已尋

找中國大陸當地律師事務所進行配合，中國大

陸當地事務所之工作主要在於可協助賣方監督

整個當地進行工商變更登記之流程，並隨時依

當地政府主管機關之要求提供或修正相關輔助

或必要文件，以求審批程序能順利進行。此種

海峽兩岸事務所彼此相互配合協助之模式，除

可避免許多潛在之交易風險、減少雙方溝通成

本外，更可提供台商更佳保障其原應有之法律

權利。可預見的是，中國大陸之公司股權交易

買賣日後將會更為頻繁，但伴隨之交易風險也

可能隨當地法規、主管機關態度而不斷增加，

如何於該等交易中保障自身權益，日後將是台

商所要面對之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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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 / 司徒嘉恒顧問

從群眾募資風潮看「創櫃板」上路

「 群 眾 募 資 」

（crowdfunding），是指群眾透

過同一個平臺（通常位於網際

網路），以小額出資或捐助的

方式，贊助或支持某些人提出

的活動或企畫。在國外，天災

救濟、文創製作、公民活動、

軟體開發等，都有透過群眾募資取得所需資金的

成功案例。在英、美、歐洲等地，對新創科技事

業的投資，也開始採用網際網路群眾募資的方

式。全世界已有超過四百個以投資新創事業為主

軸的群眾募資網站，具有新創意的創業團隊將自

己的創業計劃張貼在這些網站上，符合一定資格

的投資人可於網站登錄後瀏覽，並決定是否投資

這些創業團隊。美國於2012年制訂「新創企業啟

動法案」（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 Ups Act，簡稱

JOBS Act），將群眾募資平臺納入美國證券交易法

令的管制架構下。

無獨有偶地，櫃買中心也於今年1月3日推出了

參考JOBS Act鼓勵新興成長企業上市豁免規定及

股權基礎之群眾集資平台相關規範所規劃建置的

「創櫃板」，提供籌資及輔導功能，以協助富有

創意、創新之微型企業順利籌措資金。創櫃板可

視為現有興櫃市場之向下延伸，使得規模更小的

新創事業亦有籌資管道。這是繼日本企業原股第

一上櫃後，櫃買中心的又一重要貢獻。

外界對上路未幾的創櫃板運作方式有所顧慮。有

論者認為創櫃板有三大問題：首先，一般投資人

投資創櫃板的額度過於嚴苛，不論資力經驗為

何，一年僅能投資新臺幣六萬元；其次，創櫃板

僅有籌資功能而無交易制度，一般投資人轉手不

易；最後，目前創櫃板公司開放給一般投資人認

購股權的額度有限，不易引起大眾的持續關注。

上述問題似非創櫃板真正的難題。投資新創企

業的風險遠高於上市櫃公司，嚴格限制一般投

資人的投資額度有其道理，嗣後再視情形調整

即可。美國新創事業發行新股給透過群眾股權

募資網站（例如AngelList）媒合的專業投資人

時，由於美國證券交易法令原本即允許非公開

公司向專業投資人募集資金時，無須向美國證

管會註冊，因此為保護一般投資大眾，僅能轉

讓給其他專業投資人，同樣無可厚非。參與公

司開放認購額度有限的問題，可以透過櫃買中

心的持續經營及宣導而改善。

本文以為創櫃板潛在的問題有二。第一，申請公

司為證明其創新創意及潛力，必須先取得櫃買中

心認可外部單位的推薦，或通過櫃買中心的外部

專家審查，申請公司的募資案才有可能面對投資

人。這些審查程序，有別於國外群眾募資模式

下，創業團隊直接面對潛在投資人或使用者進行

訴求的民主精神，亦使得創櫃板未必適合僅有創

意、概念，亟需種子資金(seed money)的早期創業

團隊，而更適合已有可行銷產品的成長期公司。

第二，群眾募資在臺灣目前尚無法令規範。在

我國法令下，公司對不特定人公開募集發行新

股，必須向主管機關辦理公開發行申報，但何

種募資行為才不致於構成「對不特定人公開募

集發行」，現有規定並不明確。新創事業透過

網路群眾募資平臺（例如國內的FlyingV.cc），

向該平臺的社群會員直接募集資金的模式是否

會被認定為「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網路群

眾募資平臺是否會被視為「證券商」而必須取

得主管機關的執照並遵守業務財務相關規範，

在法律上尚有疑義，有待立法解決。

創櫃板向下拓展新創企業的籌資業務，原是美

事，但如何提升臺灣的群眾募資模式的多元性並

有效立法管理，是業界與主管機關的共同功課。

長遠來看，行政與立法部門仍應深入研究國外先

進立法例並博採創投業界的意見，修正我國現有

之證券交易法令，以寬容開放的心態鼓勵不同模

式的群眾募資平臺多元發展，為我國的經濟發展

與產業升級轉型打開一條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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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報導

勤業眾信玉山論壇 
白領犯罪與企業舞弊偵防

根據經濟學人智庫所發布的2013-2014 Global Fraud 

Report，在全球化與區域經濟的浪潮下，企業營運

模式與供應鏈架構日趨複雜，舞弊已成為企業經營

上最常遭遇也最難掌控的問題。勤業眾信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台灣玉山科技協會、與台灣大學會計學

系今(14)日共同舉辦【看不見的戰爭 - 白領犯罪與

企業舞弊偵防】研討會，邀集產官學界專家，從法

律、商業保險、企業營運策略與資料防護等面向提

供企業全方位的建議。

全盤檢視舞弊風險 建立舞弊防範框架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總裁陳清祥在致詞時指

出，企業應建立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作為第一道防

線，進而確立舞弊防範框架。首先，企業應瞭解日

常營運中各環節可能的舞弊風險，設計可行的舞弊

防範控制措施；其次，將相關措施與內外部相關團

體溝通並宣導落實；最後，透過定期或不定期的查

核、管理階層審查等方式持續性監督舞弊風險。此

外，為確保舞弊風險之評估能與時俱進，企業應定

期蒐集各類舞弊案例，作為舞弊風險的評估來源。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萬幼筠副總經理指出，

根據ACFE(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Fraud Examiners)的

2012年全球舞弊報告統計，43.3%的舞弊是透過內

部檢舉發現；因此，舞弊匿名舉報機制（Whistle 

Blower）對企業來說亦是相當重要的。

透過資料分析有效偵測舞弊情事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佳翰副總經理表示，

企業舞弊案件不易被發現的背後，體現的是傳統稽

核方式所面臨的挑戰。台灣眾多的中小型企業發展

初期規模較小，以人工控管方式即可順利運作，然

而，隨著企業營運的觸角擴及海外，交易的種類與

方式亦趨繁複，面對龐大且絡繹不絕的資料湧入，

與越來越高的員工流動率，造成傳統抽查的方式無

法因應此種重大的變革；吳佳翰建議企業應將資料

分析的技術運用於舞弊偵測中，以提前偵對可能的

舞弊情事，即時遏止舞弊的情事發生。

投保商業犯罪保險 分散舞弊風險

美亞產險鄭智友協理表示，根據Kroll´s Global 

Fraud Report之統計，2013年至少901家受訪公司曾

發生過重大經濟犯罪事件的公司，其中不乏致力於

風險控管的大型企業；此外，舞弊造成的公司損失

亦逐年增加中，因此對於企業來說，完善的舞弊風

險管理計畫中除應有事前的舞弊控制措施規劃與偵

測外，建議企業選擇投保商業犯罪保險，以分散舞

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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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弊發生後之處理措施

理律法律事務所湯偉祥律師表示，舞弊情事一旦發

生，企業可視實際情況，於徵詢律師意見後，決定

直接向司法機關提告，或先進行內部調查，以兼顧

公司利益及追訴犯罪之目的；因企業舞弊所引發之

法律風險係全面性，包括舞弊人員行政、民事、刑

事等責任之追究及公司政策、制度之調整；此外，

若欲將嫌疑對象解聘時，尤須遵照法定程序，以免

引發舞弊員工反控之風險。

(左起)勤業眾信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吳佳翰、玉山科技協會秘書長楊正秋、勤業眾信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總裁陳清祥、台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吳琮璠、法務部國際及兩岸法律司司長陳

文琪、理律法律事務所律師湯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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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剖析資訊安全未來發展趨勢

企業導入行動與雲端運算服務之挑戰

由於近年來資訊科技逢勃發展，我國行政院「電

子化政府計畫(101年-105年)」將「政府雲端運用服

務」與「行動電子化政府」列為旗艦計畫，雲端與

行動為政府與企業未來資訊科技發展之重點指標，

企業在與時俱進的同時應如何兼顧營運效率與資訊

安全，是目前業界最關注的議題。網際網路所帶來

之革命性變化，企業營運商業模式亦因此隨之進行

改變，如行動通訊、雲端服務與大數據之應用等。

資訊科技之運用已成為企業不可或缺之保護工具，

但伴隨而來的資訊科技安全風險議題亦始終令企業

無法有效掌握。

有鑑於此，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今(29)日

舉辦「雲深不知處：談企業導入行動與雲端運算服

務之挑戰」研討會，勤業眾信企業風險服務部萬幼

筠執行副總經理表示，勤業眾信期望透過舉辦本次

研討會將針對雲端治理、電子商務、雲端及行動資

訊安全、事件應變與數位鑑識等內容安排專題講

演，以及在安全事故發生時保存關鍵數位證據內

容，協助企業掌握未來面臨之科技風險，更加瞭解

雲端治理架構與其最佳實務。

 

為應付整體的經濟波動、業務發展以及全球化的市

場，企業確保其競爭優勢是必須的條件，國際市調

機構Forrester於《2014亞太資訊科技預測報告》指

出，企業對雲端服務之使用與依賴逐步增加，關鍵

業務亦加速虛擬化作業，但雲端服務管理有別與一

般資訊管理，雲端治理將成為企業資訊治理的重要

課題。勤業眾信企業風險服務部溫紹群協理表示，

企業導入雲端運算將面臨到的挑戰包含，雲端運算

的價值傳遞、作業最佳化、委外的風險管理與穩定

運作等多面化挑戰。因此，企業在導入雲端運算多

元化挑戰的同時，也需要一套完整的策略思維來因

應，因次建議在建立雲端運算服務時應從雲端服務

的策略、設計、維運到控制面進行規劃。

隨著社群媒體之興起，智慧型行動裝置與穿戴式設

備越來越普遍，企業亦開始思考行動裝置運用於業

務流程與創造營運價值之可行性，然而行動裝置小

巧方便攜帶之特性亦是管理面的嚴峻挑戰，潛在危

機也隨之而來，其中常見包含，使用未受信任的行

動裝置、使用未受信任的網路連線、存取企業資訊

未進行控管、存取網際網路上未受信任的資料、使

用未受信任應用程式。勤業眾信企業風險服務部陳

志明協理探討現行雲端與行動設備潛在危機，由行

動裝置安全政策架構 – 行動面、程式面、網路面、

資料面，以及企業如何在享有便利性的環境中強化

其安全能力。

對於企業雲端與行動鑑識，勤業眾信企業風險服務

部曾音勻協理表示，在企業數位證據之收集過程中，

常見的問題在於證據的真實性以及可靠性，這些目

的都在降低對已不利證據之證明力，甚至排除其證

據能力，所以數位證據防禦，兩項重點包含，數位

證據內容真實性之防禦，數位證據內容可靠性之防

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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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企業風險服務部門吳佳翰執行副總經理最

後呼籲，資訊安全的目的除了運用現有的的安全防

護機制來建構一個具防衛體系，及入侵偵測的高可

信度的運作環境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來確保資訊

網企業重要資訊資產能夠具體的得到保障和風險的

降低，因此，資訊安全未來發展趨勢與因應，考量

依據包含，瞭解各種安全防護機制的使用面和涵蓋

的範圍、掌握現有和未來安全科技的發展趨勢、取

得投資資訊安全機制成本和其保護資產的平衡點、

評估現有和未來自身的需求以便於作有效益的投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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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管理法規

證期局再次提醒:應設置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之公司，如現任董監將於104年屆滿，應注意 ◢

本年度股東會是否需修改章程(103.05.07 證期局新聞稿)

證期局發布有關訂定公開發行公司年度、第一、二、三季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檢查表及財務報 ◢

告目錄之令(103.05.01 金管證審字第1030015231號)。

一、訂定「公開發行公司年度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檢查表」、「公開發行公司第一、二、三季

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檢查表」及財務報告目錄。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適用情形如下：

（一）股票於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除財務報告公

告申報檢查表資產負債表項下有關投資性不動產後續衡量得採用公允價值模式之項目

11-2、11-3，暨附註及附表項下之項目4有關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公司得採用國際會計

準則理事會發布生效之各號公報編製財務報告，係自申報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第一季

財務報告開始適用外，餘自申報一百零二年年度財務報告開始適用。

（二）股票未於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應自申報

一百零四年第一季財務報告開始適用。但自願自一百零二會計年度適用一百零一年一

月一日修正施行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者，除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檢查表資產

負債表項下有關投資性不動產後續衡量得採用公允價值模式之項目11-2及11-3，係自

申報一百零三年第二季財務報告開始適用外，餘自申報一百零二年年度財務報告開始

適用。

三、本會一百零三年一月十四日金管證審字第一０三０００００九九號令，自即日廢止。

修正「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九條(103.04.24金管證審字第1030013142號) ◢

本次為配合開放企業持有投資性不動產續後衡量得採公允價值模式，考量投資性不動產公允

價值之評估，涉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與不動產估價之專業，為擴大財務報告中專家意見採用

之範圍，以提供企業多種選擇，爰修正本準則第九條，增訂會計師對發行人委外估價或自行

估價之合理性出具複核意見之規定。另為確保會計師執行複核之品質，爰明定會計師辦理不

動產估價複核業務應具備之積極資格及消極資格條件，及承接不動產估價報告複核業務前應

評估之事項、執行複核時應遵循之複核程序及複核報告之內容。

證交所檢送「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財務報告附註揭露IAS8新發布及修訂準則及解釋之影 ◢

響」揭露範例(103.04.25臺證上一字第1031802012號)

證交所修訂「一般行業IFRSs會計項目及代碼」、「一般行業IFRSs現金流量表及權益變動表項 ◢

目及代碼」、「異業合併IFRSs會計項目及代碼」及公開發行公司適用之「一般行業會計項目

及代碼」(103.05.05 臺證上一字第103180215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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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經報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3年5月1日金管證審字第1030013956號函准予備查。

二、為我國自102年起開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以下簡稱IFRSs）編製財務報告，經參酌

102年12月30日修訂發布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

簡稱會基會）101年179號解釋函及經濟部103年3月31日經商字第10300532520號函之內

容，配合修改本公司之「一般行業IFRSs資產負債表        及綜合損益表會計項目及代碼」

(附件一)、「一般行業IFRSs現金流量表及權益變動表會計項目及代碼」 (附件二)及「異

業合併IFRSs會計項目及代碼」（附件三）。另因會基會前開解釋函對目前採用原我國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財務表之公開發行公司亦同樣適用，爰併同修改公開發行公司適

用之「一般行業會計項目及代碼」(附件四)，前開附件請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twse.

com.tw「首頁/市場公告/公文查詢」下載。

三、本次修正內容摘述如下：

(一)「一般行業IFRSs會計科目及代碼」:

１、新增「3170 待註銷股本」、「3235 資本公積-認列子公司所有權權益變動影響

數」、「3997 待註銷股本股數」等項目。

２、刪除「AAAA 營業活動現金流量」、「BBBB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CCCC 籌

資活動現金流量」、「DDDD 匯率影響數」、「DDDD01 合併個體變動影響

數」及「EEEE本期淨現金流量」等項目。

３、參酌外界意見，酌修部分項目文字及備註說明。

(二)「一般行業IFRSs現金流量表及權益變動表項目及代碼」:新增「A24600投資性不動產公允

價值調整損失(利益)」及「M7 子公司所有權權益變動影響數」等項目，並參酌外界意

見，酌修部分項目文字及備註說明。

(三)「異業合併IFRSs會計項目及代碼表」：

１、新增「3160 待註銷股本」、「3235 資本公積-認列子公司所有權權益變動影響

數」、「3460 重估增值」、「3997 待註銷股本股數」、「6670 重估價之利

益(損失)」、「A24600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調整損失(利益)」及「M7 子公司

所有權權益變動影響數」等項目。

２、參酌外界意見，酌修部分項目文字及備註說明。

(四)公開發行公司適用之「一般行業會計項目及代碼」：新增「3170 待註銷股本」及「3997 

待註銷股本股數」等項目

公告櫃買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及「上櫃公司設置獨立董事之 ◢

處置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一及附件二，自公告日起施行(103.4.25證櫃監字第

10300089271號)

一、TDR一定期間流通量不足不宜作為強制終止櫃檯買賣之條件，刪除規定。

二、新增該投資控股公司應符合「最近一會計年度財務報告之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在新

台幣3億元以上且占資產總額比率應達1/3以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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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合業務規則業新增「經營權異動」、「股權流動性過低」等規定，配合款次調整，並

酌修文字。

上(興)櫃公司全面升級採用2013年版IFRSs編製財務報告前資訊揭露應注意事項 (103.05.07 證 ◢

櫃監字第1030010645號)

修正櫃買中心「外國發行人註冊地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表」及「審查外國有價證券櫃 ◢

檯買賣作業程序」之附件四「法律事項檢查表」，自即日起實施(103.05.19 證櫃審字第

10301006961號)

經濟部修正「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 1 0 3 . 0 5 . 0 6經濟部經工字第  ◢

10304601600號令)

預告修正「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部分條文及附表三、八、十三至十六、 ◢

三十三(103.05.19金管證發字第1030014530號)

修正「限制員工權利新股適用疑義問答」(103.05.19臺證上一字第1030009437號) ◢

證交所(86)台證上字第35415號等58個函令停止適用(103.04.28 臺證上一字第1031802067號) ◢

將新創發展部主管替換原交易部主管為上櫃審議委員會之審議委員，修正「有價證券上櫃審 ◢

議委員會組織細則」(103.05.19證櫃審字第10300119451號)

修正「創意集資資訊揭露專區使用管理辦法」部分條文(103.05.06證櫃新字第10311000181 ◢

號)

訂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輔導及獎勵主管事業機構成立關係企業僱用身心障礙者辦法」 ◢

【證券、期貨、投信、投顧】

發布有關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2條第2項規定本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 ◢

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之令(103.05.07金管證券字第1030016580號)

一、依據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二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二、依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二條第二項規定，本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

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係指本會證券期貨局網站「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s）下載

專區」（網址：http://www.sfb.gov.tw ）公告之IFRSs版本，包括「2010年版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IFRSs）」，應適用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及一百零三會計年度，及「2013年版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s）」，應自一百零四會計年度開始適用。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一百零二年二月四日金管證券字第一０一００六０五七０號令，

自即日廢止。

發布有關期貨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2條第2項規定本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 ◢

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之令(103.05.12 金管證期字第103001705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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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交所修訂「證券期貨業IFRSs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及權益變動表會計項目 ◢

及代碼」(103.05.06 臺證輔字第1030502242號)

一、為我國自102年起開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以下簡稱IFRSs）編製財務報告，經參酌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101年179號解釋函、經濟部103年3月31日經商字第10300532520號

函、證券商業務需要及證券商/期貨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修正內容，配合修改「證券

期貨業IFRSs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及權益變動表會計項目及代碼」(附

件)，並自即日起開始適用。

二、本次修正內容摘述如下：

(一 )參酌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1 0 1年1 7 9號解釋函、經濟部1 0 3年3月3 1日經商字第

10300532520號函、證券商/期貨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修正內容，新增「301080 待註

銷股本」、「302096 資本公積-認列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變動數」、「399997 待註銷股

本股數(單位：股)」、「602070 公允價值調整淨利益(損失)-投資性不動產」、「602071 

公允價值調整利益-投資性不動產」、「602072 公允價值調整損失-投資性不動產」、

「805140 重估價之淨利益(損失)」、「805141 重估價之利益」、「805142 重估價之損

失」、「A24600 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調整損失(利益)」及「M7 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

變動」等項目。

(二)配合證券商業務需要，新增「112560 匯率衍生工具」、「112570 商品衍生工具」、

「114136 應收即期外匯款」、「212560 匯率衍生工具」、「212570 商品衍生工具」、

「214136 應付即期外匯款」、「424585 評價利益-匯率衍生工具」、「424586 評價利

益-商品衍生工具」、「424595 評價損失-匯率衍生工具」及「424596 評價損失-商品衍

生工具」等項目。

(三)參酌外界意見，酌修部分項目文字及備註說明。

發布有關證券商年度(半年度、季)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檢查表之令(103.05.07 金管證券字第 ◢

1030010671號)

配合經濟部103年3月31日經商字第10300532520號函，增修證券商月計表部分會計項目，並 ◢

自103年6月申報5月份月計表開始適用(103.05.12 臺證輔字第1030502347號)

證交所修正「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及「期貨商經營證券交易輔助業務內部控制制 ◢

度標準規範」，自即日起實施(103.05.12 臺證輔字第1030008939號)

開放期貨信託事業得募集發行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配合修正「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 ◢

法」部分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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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條

文、「發行人發行認購（售）權證處理準則」第八條及「有價證券得為融資融券標準」第三

條、第五條、第六條(103.04.25金管證期字第1030012154號)

期貨信託基金編製風險預告書應記載事項及格式(103.04.28金管證期字第10300122113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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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達金管會所規定之標準者，應報金管會核准後終止期貨信託契 ◢

約(103.04.28金管證期字第10300122112號)

經許可之期貨商具有歐洲期貨交易所交易會員資格並取得歐洲期貨交易所結算公司之結算會 ◢

員為其辦理結算交割之證明者，得接受其他期貨商委託從事歐洲期貨交易所上市之臺股期貨

一天期期貨契約及臺指選擇權一天期期貨契約交易之令(103.05.06金管證期字第1030014971

號)

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不受期貨信託基金從事期貨交易下限比率之規範(103.04.28金管證 ◢

期字第10300122111號)

金管會97年1月17日金管證七字第09600711932號令，自即日廢止(103.04.28金管證期字第 ◢

1030012211號)

配合開放期貨信託事業得募集發行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修正證券金融事業辦理有價證 ◢

券交割款項融資之相關規範(103.04.28 金管證期字第10300122117號)

配合開放期貨信託事業得募集發行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修正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之 ◢

額度規範(103.04.28金管證期字第10300122116號)

配合開放期貨信託事業得募集發行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修正證券商擔任其流動量提 ◢

供者之造市及避險交易行為，得不受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1條第1項及第36條之1第2項之限制

(103.04.28金管證期字第10300122115號)

配合開放期貨信託事業得募集發行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修正證券商擔任其流動量 ◢

提供者，得不受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2條第1項「不得申報賣出未持有之有價證券」之限制

(103.04.28金管證期字第10300122114號)

檢查局修正各業別檢查手冊(103.05.07 檢查局新聞稿) ◢

公告更新期貨商得受託從事期貨交易之國外交易所及種類 (103.05.12 金管證期字第 ◢

1030006198號)

公告期貨商得受託從事期貨交易之交易所及種類(103.04.25金管證期字第1030014599號) ◢

103年3月19日金管銀法字第10300018280號函，自即日停止適用(103.4.24 金管銀法字第 ◢

10300059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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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期局再次提醒:應設置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之公司，如現任董監將於104年屆滿，應注意 ◢

本年度股東會是否需修改章程(103.05.07 證期局新聞稿)

證交所修訂「金融業 IFRSs會計項目及代碼」及「金融控股公司 IFRSs會計項目及代碼」 ◢

(103.05.05 臺證上一字第10300078781號)

一、案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3年4月24日銀局（法）字第10300107700號函准予備查。

二、為我國自102年起開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以下簡稱IFRSs）編製財務報告，經參酌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101年179號解釋函、經濟部103年3月31日經商字第10300532520

號函及公開發行銀行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公開發行票券金融公司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金

融控股公司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修正內容，配合修改「金融業IFRSs會計項目及代碼」及

「金融控股公司IFRSs會計項目及代碼」。

三、本次修正內容摘述如下：

(一)金融業IFRSs會計項目及代碼：

１、新增「31131待註銷股本」、「32561重估增值」、「38110待註銷股本股

數」、「48018公允價值調整利益－投資性不動產」、「48069處分投資性不

動產利益」、「58018公允價值調整損失－投資性不動產」、「58069處分投

資性不動產損失」、「65045重估價之利益(損失)」、「A24600投資性不動產

公允價值調整損失（利益）」及                「M7子公司所有權權益變動影響

數」等項目。

２、刪除「48015投資性不動產利益」、「58015投資性不動產損失」及「19303備

抵遞延所得稅資產評價」。

３、參酌外界意見，酌修部分項目備註說明。

(二)金融控股公司IFRSs會計項目及代碼：

１、新增「18001投資性不動產」、「18011重估增值－投資性不動產」、                

「18021累計公允價值變動數－投資性不動產」、「18031累計折舊－投資

性不動產」、「18041累計減損－投資性不動產」、「31131待註銷股本」、

「32561重估增值」、「39996待註銷股本股數」、「42700公允價值調整利

益－投資性不動產」、「42800處分投資性不動產利益」、「52700公允價值

調整損失」、「52800處分投資性不動產損失」、「69545重估價之利益（損

失）」、「A24600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調整損失（利益）」及「M7子公司

所有權權益變動影響數」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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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刪除「42600投資性不動產利益」、「52600投資性不動產損失」。

３、參酌外界意見，酌修部分項目備註說明。

修訂後之「公開發行銀行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檢查表」及「金融控股公司財務報告公告申 ◢

報檢查表」，自申報中華民國103年第2季起之財務報告開始適用(103.05.12 銀局(法)字第

10300129110號)

修正「銀行稽核工作考核要點」，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生效(103.05.16 金管檢 ◢

銀字第10301540730號)

修正「票券金融公司稽核工作考核要點」，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生效 ◢

(103.05.06金管檢證字第10301580360號)

檢查局修正各業別檢查手冊(103.05.07 檢查局新聞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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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條、第19條(103.05.09 金 ◢

管銀外字第10300084180號)

銀行對證券商辦理外幣拆款釋疑(103.04.24 金管銀法字第10300059431號) ◢

一、證券商與銀行間依「證券業辦理外匯業務管理辦法」規定所為之外幣拆款，有別於一般

授信，得比照銀行間同業拆款排除銀行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三十三條

之三第一項及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四條規定之限制。

二、有關會計處理請於銀行資產負債表「15500其他金融資產」及「25500其他金融負債」項

目下，分別增設三級會計項目「15551拆放證券公司」、「15552(減)：備抵呆帳―拆放

證券公司」及「25509證券公司拆放」。

三、有關資產品質評估及損失準備提列，應依「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

款呆帳處理辦法」第二條規定辦理。

四、各銀行辦理本項業務，應妥適評估風險並落實風險訂價，自行訂定對證券商外幣拆款之

上限，提報董事會通過，以控制風險。

五、本令自即日生效。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五條釋疑(103.04.24 金管銀法字第10300059430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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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院三讀通過「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案(103.05.20 保險局新聞稿) ◢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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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訂未辦理公開發行之保險業亦應設置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並以審計委員會替代監

察人。（修正條文第一百三十六條）

二、修正保險業保證金得申請發還之情況及條件、安定基金對保險業因與經營不善同業進行

合併或承受其契約致遭受損失所辦理之墊支及求償權規定、接管人之權限、安定基金應

擬定對經營不善保險業貸款等事項之單項金額及總額限制規定，及增訂得由接管人研擬

過渡保險機制方案報主管機關核准後執行等相關規範。（修正條文第一百四十二條、第

一百四十三條之三、第一百四十九條之一、第一百四十九條之二、第一百四十九條之八

及第一百四十九條之十一）

三、增訂就具有經營不善情況之保險業，主管機關應先令該保險業提出財務或業務改善計畫

及主管機關得採行之處分措施等相關規範。（修正條文第一百四十九條）

四、增訂保險業應提供安定基金必要之電子資料檔案、安定基金得對保險業辦理查核之事項

及其相關罰則。（修正條文第一百四十三條之三及第一百六十九條之二）

五、增訂限制保險公司行使被投資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表決權、擔任被投資證券化商品之

信託監察人等規範，另修正保險業投資持有單一被投資公司股票限額之計算基礎。（修

正條文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一及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九）

六、增訂保險業依本法規定投資於國內證券市場上市或上櫃買賣之外幣計價股權或債券憑證

之投資金額，以及投資國外保險相關事業經主管機關核准不計入國外投資金額等，不計

入其國外投資限額。（修正條文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四）

七、 增訂散布流言或以詐術損害保險業、外國保險業之信用者之罰則。（修正條文第

一百六十六條之一）

證期局再次提醒:應設置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之公司，如現任董監將於104年屆滿，應注意 ◢

本年度股東會是否需修改章程(103.05.07 證期局新聞稿)

證交所修訂「保險業IFRSs會計項目及代碼」如說明(103.05.05 臺證上一字第1030007878號) ◢

一、案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3年4月18日保局(財)字第10302045710號函准予備查。

二、為我國自102年起開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以下簡稱IFRSs）編製財務報告，經參酌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101年179號解釋函、經濟部103年3月31日經商字第10300532520號

函及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修正內容，配合修改「保險業IFRSs會計項目及代碼」。

三、本次修正內容摘述如下：

(一) 新增「31500待註銷股本」、「32607資本公積-認列子公司所有權權益變動影響

數」、「39700待註銷股本股數」、「A24600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調整損失

（利益）」、「A51220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增加）減少」、「A51230以成本衡量

之金融資產（增加）減少」、「A51240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增加）減少」、

「A51250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增加）減少」、「A52270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

債增加（減少）」及「M7子公司所有權權益變動影響數」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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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酌外界意見，酌修部分項目文字及備註說明。

預告修正「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三條、 ◢

第七條修正草案(103.05.01 金管保財字第10302503811號)

檢查局修正各業別檢查手冊(103.05.07 檢查局新聞稿) ◢

釋示「保險業得從事在國際債券交易系統交易之國際債券之附買回交易」(103.05.07 金管保 ◢

財字第10302503571號)

保險業得從事在國際債券交易系統交易之國際債券之附買回交易，並應以透過債券自營商交

易為限，且交易標的應為符合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管理辦法所定保險業得購買之國際債券。

訂定「投資型保險商品之連結標的異動免適用保險商品審查程序之原則」(103.05.09 金管保 ◢

壽字第10302543361號)

修正「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6點、第162點、第168點(103.05.09 金管保壽字第 ◢

10302543364號)

「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103.04.21 金管保財字第 ◢

10302503332號)

本次為強化我國防制洗錢與打擊資助恐怖主義機制，強化內部稽核制度及提升內部稽核人員

之適任性及專業能力，提高保險業對法令遵循制度的重視，強化法令遵循主管之專業訓練及

其角色功能，並考量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年度報表之申報期限業配合證券交易法修正為

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及參考一○二年六月五日修正公布之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一第三項規定，已修改內部控制聲明書申報期限為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配合調整內

部控制聲明書及會計師查核報告申報期限，爰修正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部分

條文。修正要點臚列如下：

一、為強化我國防制洗錢與打擊資助恐怖主義機制，並健全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爰

依據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ATF)二○一二年二月發布之國際標準第一項及第十八項

建議，要求保險業之風險控管機制，應包括建立辨識、衡量與監控洗錢及資助恐怖主義

風險之管理機制，及遵循防制洗錢相關法令之標準作業程序，以降低其洗錢及資助恐怖

主義發生之風險。（修正草案第八條）

二、為強化保險業內部稽核制度，確保內部稽核人員及各部室主管或分公司主管或具有相當

核決權限者適任及具備足夠專業能力，參考「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

度實施辦法」，增修該等人員就任前或就任後半年內應完成之訓練及條件。(修正草案第

十六條、第十七條)

三、為強化保險業內部稽核機制，經參考「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

辦法」，要求年度稽核計畫應交付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核議，及規定稽核計畫至少應包

含之內容。(修正草案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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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業配合證券交易法修正年度財務報告編製期限至三月底，年度

報表之申報期限已配合調整，另參考一○二年六月五日修正公布之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一第三項規定，已修改內部控制聲明書申報期限為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基於本

會監理一致性，爰修訂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及會計師查核報告之提報期限。(修正草案第

二十五條、第二十九條)

五、為提高保險業對法令遵循制度的重視，強化法令遵循主管之專業訓練及其角色功能，參

考「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改採法令遵循主管二階

制，將「法令遵循主管」修正為「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並要求法令遵循單位應為隸

屬於總經理之專責管理單位，法令遵循主管應為專職並提高其職位至副總經理層級及具

備領導能力，另考量保險合作社組織性質，爰增訂保險合作社之例外規定。(修正草案第

三十條)

六、為確認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法令遵循單位所屬人員及各單位法令遵循主管具備一定專

業能力，爰新增持續進修及每年最低訓練時數之規定，並新增應申報總機構法令遵循主

管、法令遵循單位所屬人員及各單位法令遵循主管名單、最近三年獎懲紀錄、資歷及受

訓資料等之規定。（修正草案第三十條）

七、為強化法令遵循單位之角色功能及制度之有效性，參考「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

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增訂法令遵循單位應達成之功能目標，並規定法令遵循單位

對各單位法令遵循重大缺失或弊端，應分析原因及提出改善建議，簽報總經理後，提報

董（理）事會。（修正草案第三十條之一）

八、鑑於法令遵循制度及計畫之擬訂應屬法令遵循單位之職責，並參考「金融控股公司及銀

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及「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

處理準則」條文內容，增訂法令遵循單位應辦理之相關事項。（修正草案第三十一條、

第三十二條）

九、考量保險業之商品或服務涉及消費者權益，及特定或重大資金運用可能產生的法令遵循

風險，應由法令遵循單位及法令遵循主管審慎檢視，爰新增法令遵循主管應出具意見並

簽署負責之規範，以使各項營運活動符合法令及內部規範。（修正草案第三十二條）

十、為確保法令遵循制度之有效性及強化法令遵循之功能，爰增訂要求法令遵循單位應對各

單位法令遵循作業之成效加以考核，並將考核結果作為人事考評之依據。（修正草案第

三十二條）

十一、為明確職責劃分，參考「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及

配合修正草案第三十條改採法令遵循主管二階制，修正其他單位應指派人員擔任該單

位法令遵循主管，另考量部分保險業亦設有國外分支機構，增訂法令遵循單位應督導

國外分支機構遵守其所在地國家之法令之規定。（修正草案第三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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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為強化保險業法令遵循制度，經參考「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

辦法」，修訂法令遵循自行評估頻率為每半年至少一次，並應將辦理結果檢送法令遵

循單位備查及應指定專人辦理之規定。（修正草案第三十四條）

十三、 本辦法施行後，保險業應依第八條及第三十條規定調整組織並配合辦理相關作業，為

避免施行後業者不及調整，爰新增調整期規定，俾利業者遵循。（修正草案第四十

條）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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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管理辦法」部分條文(104.04.22 金管保財字第1030250359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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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
財政部修正發布「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103.5.2) ◢

財政部103.5.2修正發布「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名稱修正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正相關文字。（修

正條文第16條之4）

二、配合郵包物品進口免稅辦法之廢止及郵包物品進出口通關辦法之訂定發布，修正進口郵

包營業稅額之計算。(修正條文第28條)

三、配合行政程序法第131條有關人民公法上請求權時效為10年之規定，修正營業人進項稅

額憑證之申報扣抵期間以10年為限。(修正條文第29條)

四、配合司法院釋字第706號解釋及財政部103年1月7日台財稅字第10204671351號令核定買

方營業人向法院、行政執行機關拍定或承受應課徵營業稅貨物，其申報進項稅額扣抵銷

項稅額之憑證，刪除有關法院及行政執行機關拍賣或變賣貨物，由稽徵機關填發之營業

稅繳款書扣抵聯得作為進項稅額憑證及將營業稅繳款書交付買受人或承受人作為列帳及

扣抵憑證之規定。(修正條文第38條及第47條)

立法院第8屆第5會期第10次會議三讀通過「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及「加值型及非加值 ◢

型營業稅法第11條、第36條」修正案。(103.5.16)

壹、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一、修正兩稅合一「完全設算扣抵制」為「部分設算扣抵制」

(一) 調整我國境內居住個人股東獲配股利淨額之可扣抵稅額為原可扣抵稅額之半數；另

為衡平租稅負擔，非居住者股東獲配股利淨額之可扣抵稅額中，屬加徵10%營利事

業所得稅抵繳該股利淨額之應扣繳稅額部分，亦調整為現行規定之半數。

(二) 為衡平獨資、合夥組織與公司組織在部分設算扣抵制度下之租稅負擔，爰規定獨

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辦理結算、決算及清算申報時，應繳納全年應納稅額之半

數；另基於簡政便民考量，針對46萬家小規模之獨資、合夥，仍維持現行課稅制

度。

二、修正綜合所得稅稅率結構

將現行綜合所得稅課稅級距由五級調整為六級，增加綜合所得淨額超過1,000萬元部分，適用

45％稅率規定，適度提高高所得者對社會之回饋，以達量能課稅及適度縮小貧富差距目標。

三、配套措施

為適度減輕中低所得者、薪資所得者及特殊境遇家庭租稅負擔，納稅義務人個人標準扣除額

由7.9萬元提高至9萬元、有配偶者由15.8萬元提高至18萬元，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及身心障

礙特別扣除額分別由10.8萬元提高至12.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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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11條、第36條修正案

一、恢復「銀行業、保險業經營銀行、保險本業」銷售額之營業稅稅率為5%，其中保險業之

本業銷售額應扣除財產保險自留賠款。至該二業其餘銷售額及其他金融業之銷售額適用

之稅率仍維持現行規定。

二、本次調增稅率部分所增加之稅款，由國庫統收統支；現行銀行業、保險業經營銀行、保

險本業銷售額稅率2%以內之稅款及金融業其他營業稅稅款仍維持專款專用，惟修正撥

入金融業特別準備金，並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統籌管理運用，以提升準備金之運用效

能。

三、基於稅制與預算體制之完整性，金融業營業稅稅款專款撥入金融業特別準備金之權宜措

施，將於113年12月31日退場，屆期後由國庫統收統支。

四、基於國內外一致原則，將外國金融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銷售第11條

第1項各款勞務者，比照我國金融機構適用相同營業稅稅率規定，以達租稅公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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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管理法規
衛生福利部令：修正「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103.5.7部授食字第1031403161號) ◢

修正「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第七十三條

第七十三條    申請藥品許可證展延登記，應檢附下列資料：

一、藥品許可證正本。

二、經申請人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核章之藥品許可證有效期間展延申請

書。如藥品係委託製造者，應由藥品許可證所有人提出申請，並由其所在地之衛生主管

機關核章。

三、國產藥品，應另附全處方內容；其為委託製造者，應另附委託製造契約書。

四、如係輸入藥品，應另附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正本、原廠委託書正本及輸入藥品之國外製

造廠符合藥品優良製造規範之證明文件影本。如符合藥品優良製造規範之證明文件持有

者非申請人時，得以原廠授權函或持有證明文件之國內藥商授權函，並載明其證明文件

之核准文號替代之。

輸入藥品許可證之展延登記，如其藥品未曾檢送安定性試驗資料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准予備

查者，申請展延時應另附安定性試驗資料，包括安定性試驗之書面作業資料及實驗數據。

申請生物藥品許可證展延，應另附成品檢驗規格、方法與檢驗成績書及外盒、仿單、標籤黏

貼表各二份。

內政部令：修正「外國人臨時入國許可辦法」（103.5.7台內移字第 1030951740 號令 ◢

修正發布第 9、12  條條文；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九 條外國人經許可臨時入國者，停留期間規定如下：

一、依第三條第一款至第四款或第四條第三款規定情形申請者，得停留至 當日或最近班次運

輸工具離開我國之日；停留期間屆滿，不得申請延 期。

二、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情形申請者，得停留至當日或最近班次運輸

工具離開我國之日；停留期間屆滿，因故未能依限 出國者，應依規定申請簽證。

三、依第四條第一款規定情形申請者，得停留至其航行任務班次運輸工具 離開我國之日；停

留期間屆滿，不得申請延期。

四、依第四條第二款規定情形申請者：

（一）依漁業法第五十四條第五款許可漁船船主在國外僱用之外籍船員， 得許可臨時

停留七日，必要時得申請延期一次，延長期間以七日為 限。因故未能依限出國

者，應由船長、運輸業者或其代理人，檢附直轄市、縣（市）政府證明（核准）

函，向外交部申請停留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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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目以外，得許可臨時停留三十日；因船舶進入我國港口有修護、補給或裝卸

貨而有繼續停留之必要者，得檢附船舶停靠港口之管 理機關核發同意之證明文

件，向港口之入出國及移民署所屬單位申 請延期一次，期間以三十日為限。因

故未能依限出國者，應由船長、運輸業者或其代理人，檢附船舶停靠港口之管理

機關核發同意之 證明文件，向外交部申請停留簽證。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最近班次或航行任務班次運輸工具離開我國之日，自 臨時入國之翌日

起逾七日者，停留期間仍以自臨時入國之翌日起七日為限。但依第三條第四款規定情形申請

者，其停留期間不得逾二日。

第十二 條      本辦法除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八日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內政部定之外，自

發布日施行。

公平交易委員會令：發布「多層次傳銷事業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營業額數額」 ◢

（103年5月1日公競字第10314604631號令）

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7條第2項規定，訂定上年度傳銷營運業務之營業額達新臺幣

一億元以上之多層次傳銷事業，其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自即日生效

交通部令：修正發布海運承攬運送業管理規則（103年4.29交通部交航字第 10350048811號 ◢

令

修正發布運承攬運送業管理規則全文20 條，自發布日施行。

交通部令：修正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及船舶理貨業管理規則（103.4.25交通部交航字第 ◢

10350045482號）

修正發布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及船舶理貨業管理規則第7條條文

第七條前條申請人，應於核准籌設期間內，依法辦理公司登記，並備妥營運設施後，檢具下

列文件一式二份，申請航港局或指定機關核發營業許可證，始得營業：

一、營業許可證申請書。

二、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公司章程。

四、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證明文件。

五、公司代表人、董監事、股東及僱用作業人員名冊。

商港經營事業機構會勘營運設施後同意證明文件。（國內商港由航港局或指定機關經營者得

免附） 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於申請營業許可時所投保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險期間內之最

高賠償金額為新臺幣一千萬元。其各項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為新臺幣四百萬元。

二、每一意外事故傷亡為新臺幣八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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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為新臺幣二百萬元。

前項之保險期間最短為一年，於期限屆滿前一個月完成續保作業，並將保險契約影本送航港

局或指定機關備查。

第二項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契約於簽訂、變更、終止或解除時，貨物裝卸承攬業者應以書面通

知航港局或指定機關；未經同意擅自終止或解除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契約，經航港局或指定機

關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航港局或指定機關得廢止其貨物裝卸承攬業營業許可並註銷

許可證。

經濟部令：修正「營運總部認定辦法」條文 (103.4.18經濟部經工字第 10304601870號令) ◢

修正發布第 2 條條文

第二條公司最近一年之營運規模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營運總部認定函：

一、僱用國內員工人數每月至少達五十人；其中大專以上畢業人員，月平 均達二十五人。

二、年營業收入淨額達新臺幣五億元。

三、年營業費用達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

四、其國外關係企業至少於一個境外國家或地區設立登記，且具實質營運活動。

五、其國外關係企業之年營業收入淨額，合計達新臺幣五千萬元。

六、應至少掌控下列十項營運範圍中之三項：

（一）經營策略訂定。

（二）智慧財產管理。

（三）財務管理。

（四）國際採購。

（五）市場調查研究或行銷。

（六）資訊或共通性服務之後勤支援。

（七）人力資源管理。

（八）核心技術、製造工程技術、產品、勞務或服務之創新、改進、設計或其他研究開發。

（九）新產品、高單價產品或高附加價值產品之生產。

（十）品牌商標或商業模式之營運管理或授權管理。

前項第二款規定營業收入淨額之計算，公司與關係企業間交易所產生之營 業收入，不得重複

計算。

外國公司在國內設有子公司並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核發該子公司之營運總部認定函：

一、僱用國內員工人數每月至少達二十五人。

二、在我國之年營業費用達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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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亞太地區至少一個國家或地區，提供人才、知識、製造加工、商情 或試點等五項運籌

功能至少一項。

前項第三款所稱運籌功能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內至少一項營運範圍：

一、人才運籌：人力資源管理或人力培訓。

二、知識運籌：設計、研發或商業服務模式之研發創新及管理、經營策略管理、財務管理或

智慧財產營運管理。

三、製造加工運籌：採購、檢測、維修、組裝、製造加工或物流配銷。

四、商情運籌：市場調查研究或營運資訊後勤支援。

五、試點運籌：試量產或市場行銷。

內政部令：修正「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中華民國103年04月22日  台內移字第 ◢

1030951510號)

修正「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部分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施

行。

第八條外國人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延期居留時，應於居留期限屆滿前三十日

內，檢具下列文件及照片一張，向入出國及移民署提出：

一、申請書。

二、護照及外僑居留證。

三、其他證明文件。

 外國人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居留，年齡在二十歲以上，其父或母持有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

留證，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延期居留：

一、曾在我國合法累計居留十年，每年居住超過二百七十日。

二、未滿十六歲入國，每年居住超過二百七十日。

三、在我國出生，曾在我國合法累計居留十年，每年居住超過一百八十三日。

 前項外國人應於居留期限屆滿前三十日內，檢具下列文件及照片一張，向入出國及移民署提

出：

一、申請書。

二、護照及外僑居留證。

三、親屬關係證明。

四、其他證明文件。

第九條     下列外國人之外僑居留證，其效期最長不得逾一年：

一、在教育主管機關立案之學校或大學附設之華語文中心就學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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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教育或其他有關主管機關核准，在我國研習、受訓之人員。

三、外籍傳教及弘法人士。

四、與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結婚，初次申請依親居留者。

五、其他有居留需要之人員。

前項第一款人員，係經教育部專案核列大學之獎學金受獎者，得不受最長有效居留期間一年

之限制。

前條第二項外國人申請延期居留經許可核發之外僑居留證，其效期自原居留期限屆滿之翌日

起延期三年，必要時，得再申請延期一次，期間不得逾三年。

第廿二條  外國人來臺投資，或依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及第四十八

條第一項第一款應聘來臺，或經外交部專案核准居留，於居留效期屆滿前，有必要者，本人

及其原經核准居留之配偶、未成年子女，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延期，

經核可後，得於原居留效期屆滿後六個月內離境。

第廿二條之一   外國人來臺就學，於居留效期屆滿前，有必要者，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入

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延期。

依前項規定申請居留延期經許可者，其外僑居留證之有效期間，自原居留效期屆滿之翌日起

延期六個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令：修正「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管理辦法」部分條文（103.4.22金管保 ◢

財字第10302503591號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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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修正本辦法。本次共計修正四條，增訂二條，合計增修條文共六條。修正要點如

下：

一、配合推動促進國內債券市場發展，及擴大保險業資金運用管道，增列保險業資金得投資

國外有價證券之種類，包括國內證券市場上市或上櫃買賣之外幣計價股權或債權憑證，

並明定相關投資條件及限額規範。（修正條文第五條、第十條）

二、為提高保險業投資國外及大陸地區不動產之作業彈性及資訊透明度，增列下列規定：

(一)增列保險業得以貸款方式提供其投資之特定目的不動產投資事業所需資金，或得經

由信託方式，取得國外及大陸地區不動產，並應定期揭露相關投資情形（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之一）。

(二)增列保險業以貸款方式提供其投資之特定目的不動產投資事業所需資金，取得國外

及大陸地區不動產之應遵循規範、貸款條件、限額及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應檢送之

書件等，並規定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適當機構或人員，得對該事業之財業務及其他

必要事項進行查核，以及保險業應訂定對該事業必要之內部控制作業事項。（修正

條文第十一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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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定保險業經由信託方式，取得國外及大陸地區不動產之應遵循規範，包括受託機

構應符合之條件及保險業與受託機構簽訂之信託契約應包含項目、保險業向主管機

關申請核准應檢送之書件及應每年檢具資料報請主管機關備查等。（修正條文第

十一條之三）

三、修正保險業資本適足率未達法定標準，但符合一定資格條件者，得投資大陸地區政府公

債及國庫券、基於避險目的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或經主管機關核准投資大陸地區

集中市場或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之公司債及金融債券、掛牌上市之證券投資基金及指數

股票型基金（ETF）等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令：證券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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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數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令(103.4.11金管證券字第1030008251號)

一、 證券商帳列投資性不動產後續衡量選擇依「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十四條第三項

第二款第四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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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持證券商財務結構之健全與穩定，除本會另有補充規定外，相關規範如下：

（一）證券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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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九日

金管證券字第一○一○○二八五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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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令自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生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令：期貨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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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數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令(103.4.11金管證期字第1030009577號)

一、 期貨商帳列投資性不動產後續衡量選擇依「期貨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十四條第三項

第二款第四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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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持期貨商財務結構之健全與穩定，除本會另有補充規定外，相關規範如下：

（一）期貨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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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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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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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一日金管證期字第一○一○○四八○二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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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令自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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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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4.01 IAS 28 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收益• 

◎ IFRS新知園地(資料來源：勤業眾信IFRS知識專區網站http://www.ifrs.org.tw/index.html）

2014.05.06 IASB釐清聯合營運權益之取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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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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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　摘　要

5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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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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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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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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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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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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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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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全體董事、監察人出席董事會及進修情形。

20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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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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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上市公司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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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 內　容　摘　要

5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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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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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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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公司債應申報上月份異動情形。
註：每月10日前。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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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30日輸入之申報年月為10306)。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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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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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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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 財務資料申報作業: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資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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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債財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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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30日輸入之申報年月為10306，其內容為103年6月底之自結財務數據資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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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上櫃公司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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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 內　容　摘　要

5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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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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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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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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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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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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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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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興櫃公司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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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 內　容　摘　要

1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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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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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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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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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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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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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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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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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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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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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 第一上市(櫃)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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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上市(櫃)公司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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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上市(櫃)公司依外國發行人所屬國或上市地國法令規定辦理。但年度財務報告應有會計師查
核且至遲不得晚於每營業年度終了後6個月內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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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稅務工作行事曆
應辦事項 ◢

(1) 5月份娛樂稅總繳10日截止。

(2) 5月份扣繳各類所得稅款報繳10日截止。

(3) 零稅率廠商5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15日截止。

(4) 使用藍色申報書之申請本月開始。

日 星期 最近一個月內應辦稅務事項提要

1 日

◎ 申請藍色申報書，採曆年制者本日開始申請

         （新設立之營利事業係於會計年度終了前一個月內申請）。

◎ 零稅率廠商5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本日開始。

◎ 5月份娛樂稅總繳本日開始。

◎ 5月份扣繳各類所得稅款報繳本日開始。

          （由於6月2日星期一適逢國定假日，順延至星期二）

10 二 ◎ 5月份娛樂稅總繳及各類所得稅扣繳之報繳本日截止。

15 日
◎ 零稅率廠商5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本日截止。

          （順延至星期一）。

30 一 ◎ 採曆年制者，使用藍色申報書申請截止（新設立營利事業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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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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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6 頁 

勤業眾信 103 年 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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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12-08 6/11(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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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RS 2  股份基礎給付 

 IFRS 5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及停業單位 

吳 怡 君 3 / 5.5 
3,000 

【無折扣】 

IF12-09 6/11(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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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租賃 
許 秀 明 3 / 5.5 

3,000 

【無折扣】 

IF12-10 6/25(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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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RS 9  金融資產分類及衡量 

 IAS 39  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 

 IAS 32  金融工具：表達 

 IFRS 7  金融工具：揭露 

 IFRS 13 公允價值衡量(金融工具相關規定) 

陳 麗 琦 6 / 11 
6,000 

【無折扣】 

IF12-11 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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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RS 3  企業合併 

楊承修 3 / 5.5 
3,000 

【無折扣】 

IF12-12 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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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合併及單獨財務報表 
 IAS 28  投資關聯企業 

 IAS 31  合資權益 

吳美慧 3 / 5.5 
3,000 

【無折扣】 

IF12-13 7/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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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員工福利 
 IAS 7   現金流量表 

黃海悅 3 / 5.5 
3,000 

【無折扣】 

IF12-14 7/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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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RS 10 合併財務報表 
 IFRS 11 聯合協議 

 IFRS 12 揭露對其他個體之權益 

許晉銘 3 / 5.5 
3,000 

【無折扣】 

《內控/內稽管理課程》 

FE01-1 7/11(五) 09:00-17:00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07 以上版本)  
第一期 企業舞弊查核實務研習班-- 
透過電腦控制關鍵點偵測舞弊 

洪 嘉 隆 7/9.5 5,500 

FE01-2 7/22(二) 09:00-17:00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07 以上版本)  
第一期 企業舞弊查核實務研習班-- 

利用企業舞弊查核量化數據，改善公司營運策略指標 
洪 嘉 隆 7/9.5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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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財會管理課程》 

MAR08 6/10(二) 09:00-16:00 多角貿易之稅務及帳務處理 財稅專家 6 / 8 4,800 

APR08 6/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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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02-2 6/10(二) 09:00-16:00 
第二期 財會人員實務養成班— 

認識與編製財務報表 
侯 秉 忠 6 / 8 4,800 

APR15 6/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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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01 

6/13(五) 

6/25(三) 

7/11(五) 

7/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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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05 6/17(二)  09:00-16:00 實施 IFRSs架構下之我國所得稅會計 巫 鑫 6 / 10 6,000 

JUN01 6/18(三) 09:00-16:00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10 以上版本) 

運用多層次樞紐分析，有效提昇財務報表管理效率 
柳 廣 明 6 / 8 4,800 

JUN02 6/18(三) 13:30-16:30 企業股權信託與風險規劃 梁 亦 鴻 3 / 5 3,000 

JUN03 
6/18(三)& 

6/19 (四) 
09:00-17:00 如何閱讀 IFRS財報暨實務案例解析 洪 櫻 芬 14/24 14,000 

JUN13 
6/19(四)& 

6/20(五) 
09:00-17:00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07 以上版本) 

合併報表速編巨集應用 
陳 政 琦 14/19 11,000 

JUN04 6/20(五) 09:00-16:00 境外公司與 OBU操作及查核風險解析 張 淵 智 6 / 8 4,800 

JUN12 6/20(五) 09:00-16:00 外匯及跨境人民幣最新管制對台商運作及融資影響 倪 維 6 / 8 4,800 

JUN05 6/23(一) 09:00-16:00 財會主管必備的問題分析解決與教練技巧 侯 秉 忠 6 / 8 4,800 

AG02-3 6/24(二) 09:00-16:00 
第二期 財會人員實務養成班— 

財務報表分析與運用 
侯 秉 忠 6 / 8 4,800 

APR13 6/24(二) 09:00-16:00 國貿條規實務解析與個案研討 陳 賢 芬 6 / 8 4,800 

APR16 6/25(三) 09:00-16:00 認識會計作業與報表編製 李 進 成 6 / 8 4,800 

JUN06 6/25(三) 09:30-16:30 企業成本管理與產品訂價實務 黃 美 玲 6 / 8 4,800 

JUN07 6/25(三) 09:00-16:00 企業營運資金規劃及管理 謝 永 明 6 / 8 4,800 

MAY11 7/10(四) 09:00-16:00 企業成本分析與管控技巧 李 進 成 6 / 8 4,800 
CMA01-

1 
7/10(四) 09:00-16:00 第一期  成本與管理會計實務研習班-- 

分批成本制與分步成本制 
蔡 俊 明 6 / 8 4,800 

AG02-4 7/11(五) 09:00-16:00 
第二期 財會人員實務養成班— 

會計制度與流程建立 
侯 秉 忠 6 / 8 4,800 

CH03-1 7/11(五) 09:30-16:30 第三期_企業主辦會計實務研習班— 
如何建全會計制度及應用會計管理技術 

黃 美 玲 6 / 8 4,800 

MAY06 7/17(四) 09:00-16:00 IFRS會計帳務處理編表實務精修班 蔡 俊 明 6 / 8 4,800 

MAY12 7/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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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01 7/18(五) 09:00-16:00 台商在大陸營運管理常見的問題與因應對策 陳 彥 文 6 / 8 4,800 

JUL02 7/22(二) 09:00-16:00 大陸投資架構與兩岸租稅協議解析 張 淵 智 6 / 8 4,800 

MAY15 7/23(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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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A01-

2 
7/23(三) 09:00-16:00 第一期  成本與管理會計實務研習班-- 

IFRS時代如何計算存貨管理成本暨期末存貨盤點評價 
蔡 俊 明 6 / 8 4,800 

CH03-2 7/23(三) 09:30-16:30 第三期_企業主辦會計實務研習班— 
財務報表解讀與分析實務 

黃 美 玲 6 / 8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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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03 7/24(四) 09:00-16:00 出納作業與金融往來實務 李 進 成 6 / 8 4,800 

JUL04 7/25(五) 09:00-16:00 產品製造成本計算與生產績效分析實務 彭 浩 忠 6 / 8 4,800 

AG02-1 7/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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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生產管理課程》 

APR11 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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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08 6/17(二) 09:00-16:00 通路佈局策略與年度行銷計畫 林 政 忠 6 / 8 4,800 

APR01 6/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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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05 7/11(五) 09:30-16:30 公文製作原理與實作 邱 忠 民 6 / 8 4,800 

JUL06 7/21(一) 09:00-16:00 如何運用創新提升企業經營價值 彭 建 文 6 / 8 4,800 

《採購管理課程》 

JUN09 6/12(四) 09:00-16:00 採購合約爭議處理與談判策略實務 姜 正 偉 6 / 8 4,800 

JUN10 6/20(五) 09:00-16:00 專業採購人才培訓班 彭 信 良 6 / 8 4,800 

《人資/行政管理課程》 

HRM01-

1 
6/13 (五) 09:00-16:00 

第一期 勞動契約、人事管理規章實務研習班— 
勞動契約內容範例及規劃實務 

楊 淑 如 6 / 8 4,800 

APR18 6/18(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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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11 6/20(五) 09:00-16:00 大陸勞動人事管理爭議案例暨實務操作對策 陳 彥 文 6 / 8 4,800 

HRM01-

2 
6/24(二) 09:00-16:00 

第一期 勞動契約、人事管理規章實務研習班— 
工作規則擬定及報備實務 

楊 淑 如 6 / 8 4,800 

HRM01-
3 

7/10(四) 09:00-16:00 
第一期 勞動契約、人事管理規章實務研習班— 

人資各項管理規章制訂實務 
楊 淑 如 6 / 8 4,800 

MAY08 7/15(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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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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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05 7/17(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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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09 7/23(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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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最新專題講座、系列講座 DM …more*【台北】6 月 DM、【台北】7 月 DM、【台北】第一期 成本與管理會計實務研
習班、【台北】第一期 企業舞弊查核實務研習班、【台北】第三期 企業主辦會計實務研習班、【台北】第一期 勞動契約、人
事管理規章實務研習班、【台北】第二期 財會人員實務養成班、【台北】第一期 上市櫃公司獨立董事、董事監察人培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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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中小網大□7.內科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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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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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   購   單 備註欄： 

※取書方式：郵資由訂購人負擔 

※消費滿 2500 元，即可免郵資！ 

1.□自取《來電預約自取日期、時間》  

2.□限掛《中午前完成匯款，隔日書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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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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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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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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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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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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版) 

出版日：2014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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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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