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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全面性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從企業自發到法令強制
勤業眾信集團 / 陳清祥總裁

一、企業社會責任趨勢：從企業自發到
法令強制

鼓勵性質的規定。如大陸深圳證券交易所所頒

印度上議院 （Rajays Savha）2013年8月通過了

案規定企業需在年度報告中納入與環境及社會

新公司法，其中包含企業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相關的活動與成果、以及我國在上市上櫃企業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Sustainability）

社會責任實務守則述明建議上市上櫃公司公司

的明確規範，這也是全球企業社會責任推動的新

「宜參照」本守則訂定公司本身之企業社會責

里程碑；企業社會責任是否從過去政府推廣鼓

任守則，並建議編制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軟

勵、企業自發實踐，逐漸邁向更具強制意義的法

性建議企業實施相關作為等。這些規定不具強

令化規範？此項法案是否會帶動各國進行相關立

制力，也降低了企業推行的動力。

佈的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指引、法國格勒納勒法

法雖有待觀察，但企業不能不及早因應，審慎評
估，一旦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轉化為規定，所需要

近年國內食安、環安事件頻傳，正凸顯出企業

的投入資源對營運可能造成的衝擊。

於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實踐上的不足，也因為
如此，金管會以一系列活動，包含強化公司治

就印度新公司法於企業社會責任的規範中，著

理，納入企業社會責任於內控項目及編制企業

重於企業營運與企業社會永續策略的整合規

社會責任指數，宣示政府對此議題之重視。銀

劃、公司治理的強化、資訊揭露透明度的增

行公會亦擬將赤道原則列入「授信準則」內，

加，及不同產業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方針。於

期望國內銀行進行放款時，能將放款對象在環

此項法案規定下，印度每年預估約有8,000家企

境保護、企業誠信經營和社會責任相關風險於

業需投入總額約1,500億盧比（750億新台幣）

授信過程中加以考量，進而提高融資企業對於

於企業社會責任活動內。

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重視。甚至已有立委參考
印度公司法之修訂，對國內現行公司法進行修
法提案，建議加入企業社會責任活動預算之機

相對於印度，目前各國法令於企業該如何履行
社會責任義務上，均偏向於一般性原則且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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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強制企業進行相關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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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最關鍵的成功因

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上，更需因應產業特性及

素還是在於企業是否真的了解企業社會責任的

企業文化進行調整，後續我們將以不同產業應

真正意義及重視程度為何？國內企業已陸續進

著重的實踐重點進行分析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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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編撰，期望藉由報告
書之發行，展現企業自身在於企業社會責任的
實踐績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本意應在企
業針對利害關係團體（stakeholders）所關注的
重大議題進行分析，確認對於企業經營的衝擊
與影響，進行永續的策略規劃並加以實踐。其

(本文已刊登於2014.05.28工商時報政經八百專
欄)

二、如何實踐全面性的企業社會責任

中必須包含對於永續的考量與企業社會責任實

企業社會責任，源自於20世紀中期的歐洲在工

踐的承諾，提出明確且可實施的策略規劃，於

業化造成高度污染後，引發社會對於環境保護

報告書中闡明對應於自身所提出之規劃與實踐

的關注；之後則陸續增加對於人權平等、勞工

成果的差異與後續將進行的策略調整。

權益的省思，最終形成整體企業永續經營－企
業如何在持續取得營運所需資源的同時，能夠
與社會共榮、環境共存的整體實踐。

須重視的是，該報告書應以事實呈現企業作
為，絕非僅揭露企業正面績效表現，更應該針
對企業作為中較不完善之層面甚至為缺失進行

所以在討論到企業社會責任的真義時，實

揭露，並提出相關改善措施，以達到資訊揭露

可用其在英文上的用字來解讀－Corporate

的高度透明，符合利害關係人之期望。於此實

Social Responsibility & Sustainability，其所

踐上，國內企業於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內容

注重的兩個字義，分別是代表企業應擔

揭露，多半仍停留在展現揭露良善實踐的績效

負責任（Responsibility）及考量永續發展

表現，而大多忽視利害關係人所關注的議題與

（Sustainability）。

負面資訊之回應，也失去了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應有的平衡性揭露。

因此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運用在實際企業運作
上，首先企業必須了解當前社經趨勢，環境變

對於經營者等永續經營除了是企業營運的目標

遷的影響，並確實考量自身產業中產品服務與

與成就以外，也代表了一種社會義務。而履行

客戶的特性，以永續企業的標的進行相關的規

企業社會責任，更是企業永續經營意圖的表

劃與實踐。基於前述思維呈現的企業社會責任

彰。不論法令上是否強制規範，企業都應基於

實踐，絕非僅透過贊助社會公益或提倡環境保

本身未來經營上的長遠規劃來考量企業社會責

護就能達成。正如上文述，企業應考量自身營

任的實施。建議企業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時，避

運，進行相關規劃，方能達成全面性的企業社

免僅考量跟進法規，而是在企業內部由上而

會責任實踐。

下，從願景、企業理念進行長期策略規劃，並
針對不同營運層面，規劃短中長期的實施方
案，並藉由定期的成果檢視，並觀察外在環境
的變化，進行策略調整與實踐改善，方可達成
永續企業的營運模式。更重要的是不同產業於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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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應依下列順序進行規劃與分析：

一、由上而下規劃與實踐
若要系統化的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必須由上而
下（Top-Down）的思維進行建構。首先必須取
得企業主與管理高層對於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
承諾，再從營運目標發想企業永續願景，並基
於前述願景往下展開，分析與評估在永續經營
的目標下，應該進行的作業改革。其中可能包
含產品與服務創新、人員管理上的改善，營運
流程的調整，同時間亦須確認需要的成本及預
期效益。而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成果則需要利
用良善公司治理機制控管，並在提升資訊透明

三、基於利害關係人期望，選定產業實
踐重點
在開展企業社會責任的行動時，經濟、環境、
社會等各面向的實踐方式包羅萬象，且依產業
有所不同。選擇實施方式時，若企業僅自行評
斷實施重點項目，可能導致自身經營需求考
量比重過高，卻忽略營運上各種利害關係人
（Stakeholders），如政府機關、客戶、投資
人、供應商、員工…等所關注的議題。因此企
業於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上不能忽視的一個重點
即為「辨識利害關係人，並針對其重視之議題
進行分析與溝通回饋」。

及利害關係人溝通的前提之下，將成果透過報
告書等形式公開揭露。

在獲得利害關係人與重大議題分析結果後，企
業應整合一開始所訂定之企業社會責任願景，

二、企業社會責任實踐面向分析
在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三重底線（Triple bottom

建立相關實踐計畫，並基於產業特性，著重營
運時對經濟、社會及環境層面造成的衝擊與影
響。

line）所建議下，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至少應以
經濟層面、環境層面及社會層面進行。而不同
企業對於此三面向的實踐比例，則需視其企業

過去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講求的是企業自發

特質、產品與服務特性及產業趨勢進行微調，

性的實踐以及成果的展現，在法令強制化的驅

進而建立不同可行方案，依據全球永續性報告

動下，除了營運獲利與市場占有率的競爭以

協會（GRI,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所建立

外，企業在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經營的思考廣

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框架G3.1版，大致可分

度與履行深度，將成為企業在現今環境中競爭

為六類，包含，社會面 （人權、產品責任、勞

長期營運資源的重要戰場，企業唯有加速自身

工、社會）、經濟面、環境面等六大類。

於企業社會責任的策略規劃與實踐，才能提升
自我競爭力，邁向永續企業之路。

然而，為了有效管理並確實達成企業社會責任
的實踐，企業並需於公司治理的機制上，建立
相關的控管機制，將企業社會責任所注重的經
濟、社會與環境三面向的規劃與作為納入，確
認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與其企業營運的一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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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宇
稅務部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跨國稅務新動向

日本 /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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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 常設機構

政府發布稅務改革草案

外國企業於日本境內有常設機構者，其利潤歸

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及公明黨)於2013年12月12日
發布2014年度稅務改革草案綱要，該草案主要
希望透過租稅獎勵方式鼓勵企業進行投資及擴
大消費，進而達到振興日本經濟目的。另外，
該草案亦將改變外國企業在日本之常設機構
(permanent establishment)之課稅方式。

以下臚列草案內容有關外商在日本的營運及或
個人於日本境內工作之稅務議題，包括更新消
費稅改革內容。須注意的是該草案目前尚未完
成立法程序，仍有進一步變動的可能。

屬方式將以「歸屬原則(attribution approach)」取
代過去的「吸入法則(force of attraction)」認定方
式，此舉將使日本更趨近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
組織(OECD)所提倡的利潤歸屬方法。該項措施
將適用於企業(2016年4月1日起之課稅年度)及個
人(2017年起之課稅年度)支付之所得稅。茲簡述
「歸屬原則」之重點如下：
» 常設機構將被視為個別且獨立之企業個體
來認定其獲利及損失，包括其與海外總公
司間之關係人交易；
» 歸屬於常設機構之利潤將被視為日本來源
所得；
» 常設機構若有境外來源所得，於境外繳納

企業所得稅
• 復興特別法人稅(Special Re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Surtax)

之稅額可扣抵應納所得稅；及
» 常設機構之相關交易文據必須妥善記錄保
存以備稅局查核。

原先自2012年4月1日起預計為期三個會計年
度，向企業額外課徵10%復興特別法人稅，將
於2014年4月1日起停徵，此舉將降低企業之有

• 國家計畫專區(National strategic special zones)

效稅率。以企業總部位於東京的公司為例，自

國家計畫專區為日本首相所提經濟成長計畫的

2014年4月1日起公司有效稅率將由原先約38%

一部分，政府將指定部分地區為計畫專區並透

降至35.64%。

過下列鬆綁法令限制及提供稅務優惠等措施達
到鼓勵內外資投資日本的目的：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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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許專區內適格公司可選擇於2014年4月1

» 鼓勵企業創造工作機會之稅額扣抵優惠將

日至2016年3月31日間購買特定資產其取

延長適用二年至2016年3月31日或該日之

得成本可認列50%的特別折舊費用或15%

前開始之課稅年度。

的稅額扣抵(建物可認列25%的折舊費用及
8%的稅額扣抵)；及
» 若為符合規定之核心營運設備，其取得成
本可立即認列100%扣除額。

• 修正法人住民稅及事業稅(Local Inhabitants and
Enterprise Taxes)
自2014年10月1日開始之課稅年度起，修
正(rebalancing)法人住民稅及事業稅(Local

• 交際費可認列費用扣除

Inhabitants and Enterprise Taxes)，惟前述調整尚

自2014年4月1日起為期兩個課稅年度，企業伙

不至於影響企業目前有效稅率。

食費用之50%允許於稅上扣除(不包括提供予董
事及員工的膳食)。中小企業若為目前可適用上
限800萬日幣伙食及交際費用扣除額者，可自行
選擇是否適用此50%的扣除額優惠。

• 運用先進生產技術之資產可享有稅上扣抵或提
列特殊折舊
針對運用先進生產技術之資產，適格公司將可
選擇享受上限為20%之稅額扣抵或將相關取得
成本直接認列費用，該優惠限於資產啟用日於
本草案實施日至2016年3月1日間。若資產取得
並啟用於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間，

• 備抵投資損失扣除
經由組織重組或藉由有限合夥投資之創投所產
生之備抵適格投資損失將被允許認列為損失。

消費稅
政府於逐步調升一般消費稅稅率至10%(預定
2015年10月1日起)時，也考慮降低日常必需品
之稅率。至於是否調升一般消費稅由當前8%至
10%將於2014年8月做出決定，至於不同稅率課
稅的細節將預計於2014年12月前決定。

納稅義務人仍可享受部份稅額扣抵或上限為購
買成本50%之折舊費用扣除額。

原消費稅課稅範圍擬擴大至境外提供之服務(包
括線上交易及數位內容)之條文，現已暫緩。

• 其他稅額扣抵的優惠
» 放寬因提高工資而可獲得稅額扣抵之適用

政府擬修正個人稅之薪資所得扣除額(依據不同

2016年3月31日或該日之前開始之課稅年

薪資而允許扣除為維持現有工作所發生之相關

度。

成本)，並自課稅年度2016年起(個人於2017年申

» 依據所增加之研發費用而享有之研發費用

報個人住民稅(Individual Inhabitants Tax)時)降低

稅額扣抵之比例將提高其上限為30%(目

可使用扣除額之薪資總額門檻及扣除額之使用

前為5%)，此稅務優惠將延長適用三年至

限制。

2017年3月31日或該日之前開始之課稅年
度。

2014 Jul

個人稅

條件，且此稅務優惠將延長適用兩年至

稅務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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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日趨嚴格之外幣限制
越南國家銀行於2013年12月26日發佈有關外匯
管制新規定(Circular 32)。根據此規定，除依據
外幣使用條例(Decree 160/2006/ND-CP)取得特別
許可外，不論居民或非居民企業，均不得在越
南境內以外幣進行交易，或以外幣進行廣告、
報價、訂定合約價格或其他類似用途。新規定
於2014年2月10日開始適用。

在越南得使用外幣之情況列示如下：
• 具有營業許可之銀行及信貸機構、外國銀行之
分行及其他經越南國家銀行准許可提供外匯服
務之機構。
• 在特定情況下，具有稅務居民資格之本國企業
或外國承包商得以外幣報價並收取境外匯入之
外幣款項。
• 若買賣雙方皆為加工出口企業(ExportProcessing Enterprise)，或加工出口企業採購境
內商品並用於加工出口，該交易得使用外幣進
行報價、訂定合約價格，並以外幣收取款項。
• 從事航空運輸或旅遊娛樂業務之居民企業針對
其商品或服務得以越南盾及等值外幣於網站及
僅以外語出版之刊物上標示價格或刊登廣告。
• 不論外籍員工是否為越南稅務居民，居民及非
居民企業得按照與其簽訂之聘僱合約以外幣支
付外籍員工之薪資、獎金及津貼。

若違反發佈之相關規定，其罰款金額可能高達5
億越南盾。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12

企業風險
服務專欄

卓越的成就：民間第一座
ISO 17025認證數位鑑識實驗室
認證經驗談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企業風險服務 / 曾音勻協理、宋子莉副理

ISO 17025實驗室認證通過

然而一般業界缺乏嚴謹鑑識服務，企業風險服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企業風險服務部門

務部門團隊為突破傳統風氣與自我標準提昇，

之「資安科技暨鑑識分析中心」於2014年5月7

在事務所慎重支持下於2012年末成立專業數位

日獲得ISO/IEC 17025授證，成為國內民間第一

鑑識實驗室，並冀望能透過國際標準之專業認

座通過認證的數位鑑識實驗室(如下圖)。勤業眾

可規格，提供企業客戶最高品質之數位鑑識專

信企業風險管理部門於2009年起即提供數位鑑

業服務。在經過為時一年多的努力下，藉由國

識專業服務，且在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營業秘密

家級授證與國際認可資格的肯定，「資安科技

保護法所引發之舉證需求下，促使企業客戶於

暨鑑識分析中心」證明了自身在數位鑑識領域

數位鑑識領域之需求日漸擴增。

的專業與品質。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實驗室/檢驗機構服務網http://service.taftw.org.tw/tafweb/
CNLA/lab-field.aspx?type=3&field=W&code=2710Z078

2014 Jul

企業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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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數位鑑識服務品質

驗室皆以取得其認證作為最高榮譽，更是實驗

數位鑑識服務之良莠，影響企業舉證有效性甚

室分析報告公信力的代名詞。ISO 17025對實

至訴訟之成敗；先進國家趨勢皆為推動數位鑑

驗室能力要求之認證不同於以往大眾熟知的＂

識機構通過ISO國際認證，以提升數位鑑識產

驗證＂(如ISO 9001……等)僅重視管理面品質，

出結果之品質。唯有專業服務與嚴謹品質之標

更同等要求技術面的實際證明，包含人員、環

準要求，才能提供給企業客戶具有公信力且可

境設施、設備、分析方法、技術能力與證物管

靠的數位鑑識服務，且於世界各國都能夠接受

控過程……等，皆使「資安科技暨鑑識分析中

法庭上的放大檢驗。「資安科技暨鑑識分析中

心」投入極大的資源與人員心血。且在日常維

心」自成立以來，以提供嚴謹專業數位鑑識服

運實驗室同時，確保管理與技術制度的持續改

務為承諾，並不斷朝向此一目標邁進；因此，

善，以提供客戶最高的服務品質與專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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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動建立ISO 17025制度的全面落實，以確
保實驗室的技術層面與與管理層面皆能符合品

實驗室制度建置過程

質水準，並在數位證據的專業服務過程中能維

在「資安科技暨鑑識分析中心」ISO 17025實驗

持可靠性與公信力。

室制度建置過程中，約可分為四大執行方向，

ISO17025實驗室認證，是國際標準組織(ISO)用

簡述如下表。

來審核實驗室能力的全球標準，許多領域的實
NO

建置要點

內容說明
基於數位鑑識實驗室領域之特殊性，實驗室之環境設施規

1

環境與軟硬體建置

劃必須滿足安全性控管與作業隔離要求（包含實體與資通
層面）
；而軟硬體之建置則需配合數位鑑識作業之專業技術
與嚴謹程序。
在 ISO 17025 的實驗室規範中，明確定義出實驗室人員職

2

人員訓練與準備

掌，除整體人員對於 ISO 規範之認知外，管理階層與證物
處理及技術性人員資格的教育、經驗、訓練與實作能力，
都需在實驗室成員的養成中滿足相關條件。
遵循 ISO 機制設計實驗室管理與技術制度之四階文件，並

3

制度建置與運行

實際維運實驗室，並規劃參與實驗室認證所必要的能力試
驗活動，以滿足對於實驗室整體技術能力的實質證明。
向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提出認證申請，經歷初

4

ISO/IEC 17025 認證取得

訪、文件審查、現場評鑑（包含人員晤談、紀錄查證、實
地觀察、實作審查及管理層面談等）各種方式之評估與改
善，最終取得認證。

結語

析結果，能在國際間有了極高的互相採認能力，

結語
取得ISO 17025實驗室認證的肯定，讓勤業眾信

且有國家級的公信力。期望未來藉由ISO 17025

實驗室管理與技術制度的永續維持，促使不斷精
在數位鑑識產業管理面程序、技術面的人員能力
取得 ISO 17025 實驗室認證的肯定，讓勤業眾信證明其在數位鑑識產業的領
進數位鑑識服務的高品質與專業性。
資格與軟硬體設施等，都符合國際標準的要求。
導地位，無論在管理面程序、技術面的人員能力資格與軟硬體設施等，都符合國
也讓「資安科技暨鑑識分析中心」的數位證據分
際標準的要求。也讓「資安科技暨鑑識分析中心」的數位證據分析結果，能在國

際間有了極高的互相採認能力，且有國家級的公信力。期望未來藉由 ISO 17025
實驗室管理與技術制度的永續維持，促使不斷精進數位鑑識服務的高品質與專業
性，共創企業客戶與勤業眾信的雙贏局面。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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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分析 (Data Analytics)
趨勢分享系列
在巨量資料 (Big Data) 的浪潮下，每個企業領袖都在思考如何利用Big Data為企業創造競爭優勢，然而
不管企業有無導入Big Data，更重要的是在於分析與應用，利用這些散落的資訊，找出規則與趨勢，
產出有利企業決策的資訊，才能為企業不管是採用產品差異化 (Product Differentiation)、成本領導
(Cost Leadership)、或是客戶體驗 (Customer Experience) 的競爭策略，拉大與對手的差距。

數據分析的應用極為廣泛，勤業眾信數據分析團隊在未來各期，根據台灣與全球的服務經驗，逐一
介紹金融業與零售業在應用數據分析的趨勢與應用：包含客戶成長分析、客戶維持分析、人才數據
分析、社群媒體應用分析、通路管理分析、風險智能分析等。

一、客戶智能分析 ― 運用客戶生命週期價值提高企業獲利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公司 / 黃志豪協理、王城聰經理

前言

也納入考量，進而有效地分配行銷預算至目標

客戶生命週期價值（CLV，Customer Life Value）

客群身上，以為企業帶來更多的利潤。經過數

的概念於西元1988年首次被提出，與一般常見

十年的發展，CLV理論已普遍為銀行業所採用，

的客戶獲利分析（CP，Customer Profitability）不

成為客戶分群的一個重要依據，且近年來的市

同的是，CP注重的是客戶過去的表現，而CLV則

場變化要求更有效率的掌握及回饋客戶需求，

聚焦在預期客戶可能帶來的未來價值的淨現值

並逐步朝向提供客製化的服務方向發展，在這

（請參考下圖一），由於CLV著重於客戶的未來

樣的環境下，能夠有效運用客戶資料進行分析

表現，因此可用來協助管理決策制定，使企業

並將其轉化為自身競爭力的企業，才能在競爭

於制定行銷策略時，不再只是追求短期的提升

激烈的市場中穩操勝券。

客戶獲利，而是將客戶長期可帶來的預期利潤

圖一：客戶生命週期價值示意圖
圖一：客戶生命週期價值示意圖
呈上所述，CLV 雖然可用來協助管理決策制定，但由於其涉及到預測客戶的未來行為且具有不
易量化的特性，要完整的落實到客戶分析並不是件簡單的課題，勤業眾信管理顧問根據過往經驗
2014 Jul

整理出金融業在分析客戶行為時常見的三個議題：


客戶分析指標難以明確定義，大部分企業仍仰賴財務指標來進行分析

管理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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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上所述，CLV雖然可用來協助管理決策制定，

度與日俱增，更豐富的360度客戶觀點資訊提

但由於其涉及到預測客戶的未來行為且具有不

供企業一個全新的機會重新審視現有之分析模

易量化的特性，要完整的落實到客戶分析並不

型，搭配勤業眾信的客戶智能分析方法論，以

是件簡單的課題，勤業眾信管理顧問根據過往

有效提升企業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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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整理出金融業在分析客戶行為時常見的三

銀行因應之道 – 勤業眾信客戶智能分析
方法論

個議題：

• 客戶分析指標難以明確定義，大部分企業
仍仰賴財務指標來進行分析
• 分析人員不知如何從客戶相關資料中挖掘
有用資訊

勤業眾信的客戶智能分析方法論（Customer
Intelligence Continuum，請參考下圖二）遵循
PDCA（Plan、Do、Check、Action）概念，按照
五大步驟不斷的循環演進，可協助企業分析客
戶相關資料以制訂更好的行銷決策，包含營運

• 客戶價值定義狹隘，無法以較宏觀的視角

策略面及日常作業面，並為企業財務績效帶來

來進行評估，例如客戶價值分析應將客戶

正面的影響，客戶智能分析能夠幫助企業回答

購買動力、客戶忠誠度、客戶信用風險、

下列問題：

客戶舞弊風險及未來價值等一併納入考量
• 哪些客戶有向上銷售或交叉銷售的機會？
面對以上課題，企業急須一合理且有效之方法
論協助進行客戶分析，以提升自身的市場競爭

• 哪些客戶是企業最有價值的客戶？

力，有鑑於此，勤業眾信整合過往於客戶分析

• 該向哪些客戶推行提高忠誠度活動？

上的數十年經驗，提出客戶智能分析方法論，

• 哪些客戶對企業有較高的風險？

以協助做為「資料」與「價值」之間的橋樑，

• 該將行多少銷預算投入在哪些客戶及產品

可有效協助企業提升其客戶分析能力，且隨著

以達到最大獲利？

巨量資料時代的來臨，客戶資料的廣度與精確

圖二：勤業眾信客戶智能分析方法論

圖二：勤業眾信客戶智能分析方法論
以下將分別說明勤業眾信客戶智能分析方法論的五大執行步驟：
一、 客戶智能成熟度分析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第一步即是針對企業現行之客戶智能成熟度進行評估，以確認企業目前所處狀態以及確認未來發
展方向，並透過差異分析明確得知未來發展機會點及決定資源投入之優先順序。勤業眾信根據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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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分別說明勤業眾信客戶智能分析方法論

二、客戶資料整合

的五大執行步驟：

要進行客戶智能分析，客戶資料是不可或缺

一、客戶智能成熟度分析

的，在企業與客戶的互動過程中，各通路皆會

有相當多的客戶接觸點（touch point），例如
第一步即是針對企業現行之客戶智能成熟度進
圖二：勤業眾信客戶智能分析方法論
分行臨櫃、客服電話、網路銀行等，每一次與
行評估，以確認企業目前所處狀態以及確認未
客戶的接觸都是企業蒐集資料的重要來源，透
來發展方向，並透過差異分析明確得知未來發
過蒐集及整合這些客戶相關資料，可建構出360
以下將分別說明勤業眾信客戶智能分析方法論的五大執行步驟：
展機會點及決定資源投入之優先順序。勤業眾
度客戶觀點資料集（請參考下頁圖四），後續
信根據資訊運用程度及策略影響程度將客戶智
才可進行細部分析以期最大化整體客戶價值
能成
熟度
區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起始階
一、
客戶智能成熟度分析
（CE，Customer Equity）。
段」、「發展階段」、「穩定階段」及「卓越
第一步即是針對企業現行之客戶智能成熟度進行評估，以確認企業目前所處狀態以及確認未來發
階段」，並針對各階段狀態皆有明確之定義，
展方向，並透過差異分析明確得知未來發展機會點及決定資源投入之優先順序。勤業眾信根據資
以協助企業判斷目前自身所屬階段以及研擬未
訊運用程度及策略影響程度將客戶智能成熟度區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起始階段」、「發展階
來改善方向。
段」、「穩定階段」及「卓越階段」，並針對各階段狀態皆有明確之定義，以協助企業判斷目前
自身所屬階段以及研擬未來改善方向。

圖三：客戶智能成熟度各階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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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客戶接觸點（touch point），例如分行臨櫃、客服電話、網路銀行等，每一次與客戶的接
觸都是企業蒐集資料的重要來源，透過蒐集及整合這些客戶相關資料，可建構出 360 度客戶觀
點資料集（請參考下圖四），後續才可進行細部分析以期最大化整體客戶價值（CE）。

圖四：360 度客戶觀點資料集示意
圖四：360度客戶觀點資料集示意
客戶生命週期價值（CLV）模型是基於客戶表現之歷史資料來推估客戶未來表現，因此上述 360

對客戶生命週期中的重要階段（重要階段的定
客戶生命週期價值（CLV）模型是基於客戶表現
度客戶觀點的資料集蒐集的越完善，CLV 模型的預估就會越準確，也更能夠精確掌握目標客群，
義可能視各企業有所差異）進行管控，可更深
之歷史資料來推估客戶未來表現，因此上述360
如此一來可針對目標客群制定特定之行銷策略，以將客戶價值（CE）最大化，但要實作
360 度
度客戶觀點的資料集蒐集的越完善，CLV模型
入了解客戶需求並妥善運用資訊系統協助滿足
客戶觀點分析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常會面臨到一些挑戰，勤業眾信整理金融業常見之議題如下：
的預估就會越準確，也更能夠精確掌握目標客

其需求，同時CRM也可協助企業蒐集360度客戶

群，如此一來可針對目標客群制定特定之行銷
觀點相關資料。

所有客戶皆一視同仁，未針對客戶價值高低進行適當調整
策略，以將客戶價值（CE）最大化，但要實作

各客戶接觸點蒐集之資料有限，且各接觸點間彼此獨立進行分析，並未進行整合
360度客戶觀點分析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常會面
三、客戶行為分析

企業資訊環境架構不支援跨部門進行客戶資料分析
臨到一些挑戰，勤業眾信整理金融業常見之議

未使用資料分析辨識重要客戶及產品發展趨勢 資 料 準 備 妥 善 後 ， 即 可 著 手 進 行 客 戶 資 料 分
題如下：
析，以預測客戶購買行為為例，企業可使用客

戶的基本資料加上其過去購買行為，使用統計
要解決上述議題，可透過制定客戶關係管理（CRM，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 所有客戶皆一視同仁，未針對客戶價值高
模型來辨識客戶之行為模式，然後再將此判斷
流程及輔以資訊系統來協助解決，CRM
流程能針對客戶生命週期中的重要階段（重要階段的定
低進行適當調整
邏輯套用到新客戶身上，即可產出新客戶的預
義可能視各企業有所差異）進行管控，可更深入了解客戶需求並妥善運用資訊系統協助滿足其需
• 各客戶接觸點蒐集之資料有限，且各接觸
期購買機率，例如下頁圖中的第一筆客戶資
求，同時
CRM 也可協助企業蒐集 360 度客戶觀點相關資料。
點間彼此獨立進行分析，並未進行整合
料，套用模型推估的結果可得出若將某基金推
• 企業資訊環境架構不支援跨部門進行客戶
三、 資料分析
客戶行為分析

銷給35歲、月薪56,000之男性客戶，該客戶有
95%的機率會購買此產品，行銷單位可利用此

資料準備妥善後，即可著手進行客戶資料分析，以預測客戶購買行為為例，企業可使用客戶的基
模型產出高購買機率之客戶名單並進行精準行
• 未使用資料分析辨識重要客戶及產品發展
銷，可有效提升回應率及客戶滿意度。
本資料加上其過去購買行為，使用統計模型來辨識客戶之行為模式，然後再將此判斷邏輯套用到
趨勢
新客戶身上，即可產出新客戶的預期購買機率，例如下圖中的第一筆客戶資料，套用模型推估的

要解決上述議題，可透過制定客戶關係管理
（CRM，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流
程及輔以資訊系統來協助解決，CRM流程能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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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行銷單位可利用此模型產出高購買機率之客戶名單並進行精準行銷，可有效提升回應率及
結果可得出若將某基金推銷給 35 歲、月薪 56,000 之男性客戶，該客戶有 95%的機率會購買此
服務專欄
客戶滿意度。
產品，行銷單位可利用此模型產出高購買機率之客戶名單並進行精準行銷，可有效提升回應率及
客戶滿意度。

圖五：客戶行為分析示意
圖五：客戶行為分析示意
圖五：客戶行為分析示意

四、 CLV 及 CE 績效管理
四、CLV及CE績效管理

戶風險分析、獲利性分析及客戶流失率分析等
四、
CLV
及
CE
績效管理
分析需求，才能夠進一步以整體客戶價值的角
客戶智能分析指標架構（請參考下圖六）按照階層式架構將客戶價值（CE，Customer
Equity）
客戶智能分析指標架構（請參考下圖六）按照
客戶智能分析指標架構（請參考下圖六）按照階層式架構將客戶價值（CE，Customer
Equity）
度評估並協助行銷決策制定，再由上而下制定
一層層拆解為可分析之因子，每一層的產出都會是下一層的組成元件，也就是說企業必須先能夠
階層式架構將客戶價值（CE）一層層拆解為可
符合企業營運策略之日常作業決策。
一層層拆解為可分析之因子，每一層的產出都會是下一層的組成元件，也就是說企業必須先能夠
分析之因子，每一層的產出都會是下一層的組
滿足取得客戶風險分析、獲利性分析及客戶流失率分析等分析需求，才能夠進一步以整體客戶價
滿足取得客戶風險分析、獲利性分析及客戶流失率分析等分析需求，才能夠進一步以整體客戶價
成元件，也就是說企業必須先能夠滿足取得客
值的角度評估並協助行銷決策制定，再由上而下制定符合企業營運策略之日常作業決策。
值的角度評估並協助行銷決策制定，再由上而下制定符合企業營運策略之日常作業決策。

圖六：客戶智能分析指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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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客戶智能分析指標架構
客戶生命週期價值會受到正向及負
向的因子
（Driver）影響，正向的因子包括取得新客戶
（AR，Acquisition
Rate）、交叉及向上銷售機
客戶生命週期價值會受到正向及負向的因子（Driver）影響，正向的因子包括取得新客戶（AR，
會、客戶獲利性等，負向的因子則包括流失率
Acquisition Rate）、交叉及向上銷售機會、客戶獲利性等，負向的因子則包括流失率及客戶風
及客戶風險等，要提高CLV意味著正向因子的影
險等，要提高 CLV 意味著正向因子的影響要大於負向因子的影響，企業可根據分析結果自行訂
響要大於負向因子的影響，企業可根據分析結
定適當策略以期達到 CLV 最大化（例如專注於降低客戶流失率）。
果自行訂定適當策略以期達到CLV最大化（例如
專注於降低客戶流失率）。

圖七：CLV 正負向因子之影響
圖七：CLV正負向因子之影響
當企業能妥善運用 CE 及 CLV 之後，可將其納入日常營運管理中，定期監控其表現狀況。針對
表現較差之處適時提出改善計畫並持續追蹤，以提高企業整體營運績效。
當企業能妥善運用CE及CLV之後，可將其納入日
策略，又或可計算行銷活動執行前後的CLV值以
常營運管理中，定期監控其表現狀況。針對表

評估活動效益等，一般來說，CLV可用來協助回

五、 運用 CLV 協助決策制定
現較差之處適時提出改善計畫並持續追蹤，以

答下列問題：

提高企業整體營運績效。
CLV 的最終目的是協助達成客戶價值（CE）最大化，因此須將 CLV 概念落實到日常營運決策，

以行銷活動管理流程來說，可運用 CLV 來協助行銷活動最佳化及評估行銷活動的效益，例如使
• 對哪各客群實施哪些銷售手段可使CLV最
用 CLV 客戶分群結果針對不同客群定義不同的行銷策略，又或可計算行銷活動執行前後的
CLV
大化？
五、運用CLV協助決策制定
值以評估活動效益等，一般來說，CLV 可用來協助回答下列問題：
• 對某些客群來說哪種產品較具吸引力？
CLV的最終目的是協助達成客戶價值（CE）最大
化，因此須將CLV概念落實到日常營運決策，以

• 客戶是否準備好購買某產品或服務？

對哪各客群實施哪些銷售手段可使 CLV 最大化？
行銷活動管理流程來說，可運用CLV來協助行銷
活動最佳化及評估行銷活動的效益，例如使用

對某些客群來說哪種產品較具吸引力？
CLV客戶分群結果針對不同客群定義不同的行銷

客戶是否準備好購買某產品或服務？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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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行銷活動管理流程示意圖

圖八：行銷活動管理流程示意圖

結論
總括來說，隨著市場變化與科技演進，更多元的客戶資料蒐集已從不可能變為可能，使得企業能
結論
以更細緻的
360 度客戶觀點支援分析模型建置以更精準地預測客戶行為，如此一來可針對各目
總括來說，隨著市場變化與科技演進，更多元
的客戶資料蒐集已從不可能變為可能，使得企
標客群所屬特性制定該客群專屬之行銷策略，以提高行銷回應率並為企業帶來更多利潤。若企業
業能以更細緻的360度客戶觀點支援分析模型
能對客戶生命週期價值有全面性的掌握，就可在任何時刻及任何決策層級運用
CLV 協助制定能
建置以更精準地預測客戶行為，如此一來可針

為企業帶來更多價值的商業決策，對台灣金融業而言，要在微利的經營環境下找到生存空間，找
對各目標客群所屬特性制定該客群專屬之行銷

到屬於自己的市場區隔是不二法門，而提升客戶智能分析能力將是差異化勝出的關鍵。
策略，以提高行銷回應率並為企業帶來更多利
潤。若企業能對客戶生命週期價值有全面性的
掌握，就可在任何時刻及任何決策層級運用CLV
協助制定能為企業帶來更多價值的商業決策，
對台灣金融業而言，要在微利的經營環境下找
到生存空間，找到屬於自己的市場區隔是不二
法門，而提升客戶智能分析能力將是差異化勝
出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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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應用數據分析進行人才管理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公司 / 黃志豪協理、羅善明副理

面對全球日新月異的商業環境，企業除了持續
專精於業務發展及創新外，對於員工才能的需
求，也一直不斷在改變，然而企業是否思考過
以下問題：
• 針對績效良好的員工，可否在他們離職前
的六個月，先行預測他們會離職的機率，
並設法進行慰留？
• 是否可將外部取得的數據與內部業務及人
力政策結合，預測未來一年或兩年後的人

進階數據分析應用在人才管理上的趨勢
對於人才發展的態度化被動到主動：
就目前各種跡象顯示，有越來越多業界領先企
業的人資部門，已搭上數據分析的浪潮，利用
內部人力資源系統既有的資料，對於不同的功
能業務進行人力資源分析，如：招募、教育訓
練、人員留任…等不同面向的業務，做更有效
益的分析及決策，同時提供科學化的數據供管
理階層參考。

力需求？
• 企業要如何從成堆的應徵履歷中，在短時
間內篩選出＂對的＂員工並預測該員工未
來可能的任期 - 在錄用他之前。

熟悉資料分析重要性的管理者：
近年來，擔任人力資源部門高階管理者背景，
已有明顯的轉變。過往，人資主管多半由公司
內部單位調任，時至今日，越來越多的企業意

現在多數企業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在內部企業資

識到人資單位管理者，應著重具備公司業務經

源規劃(ERP)的建置並運用於每日的業務執行當

驗或財務背景及思維，這些具業務經驗的新人

中，以提高相關同仁的工作效率，因此，經由

資管理者將資料的重要性融入人力資源管理的

資訊系統化的過程，企業理應累積了相當可觀

領域中，他們可以意識到透過對資料的運用、

的人力資源相關資料，若透過數據分析的手

數據的分析才能將人力資源管理的層次提升，

法，將可轉換成非常有價值的資訊，並可提供

而不是僅限於績效考核、出缺勤管理或是薪獎

企業決策高層，例如人資長(CHRO)對於業務推

發放等一般性的作業。

展不同的思考觀點，同時可作為內部人力資源
決策訂定的參考指標。然而，多數的人力資源
主管在面臨業務重大決策的同時，並未將這些

不同世代造就人力資源背景的多樣性：

有用的資料做最妥善的運用，仍是依據舊有的

現今人力資源背景的多樣性及複雜性迫使企業

人力資源管理思維進行決策，相較於某些跨國

思考如何將Y世代的員工融入既有的企業文化體

企業的管理階層已著手建置更為進階的數據分

制中，因此許多新一代的人力資源管理者除了

析機制，像是收集內外部資料並建立各類預測

自己本身即是網路世代的一群，他們更能夠接

統計模型，以預測未來的人力資源需求及人才

受資訊科技所帶來的好處，利用進階的數據分

管理議題，作為業務發展策略及人力資源規畫

析技術將不同質化面向的資料，轉化成系統化

決策之參考。因此，如何應用數據分析進行人

的量化指標，使得不同背景的員工都能放在對

才管理已是業界領先企業刻不容緩需面對的必

的位置上，達到適才適所的綜效。

要課題。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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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顧問
企業風險
服務專欄
服務專欄

的人才分析成熟度在哪個階段，未來有哪些發展
機會等，以作為人資主管及高層加速提升人力資
源單位的參考。
此外，依據此成熟度模型的分類，勤業眾信
會員所(Bersin by Deloitte)曾於 2013 年針對全

檢視(Da

• 善於分析

具備成熟
透過數據

美及加拿大共 435 家大型企業進行人才分析問

能面臨的
的難題，

卷調查如下圖。

管理人員

資訊科技技術更新及資料取得成本的降低

及顧問技

雲端計算技術的發展使得企業對於資料管理及

析的結果

分析的成本大大的降低，同時也讓複雜的人力

• 具備良好
具有良好

資源分析可以變得更快、更即時、更高的可讀
性。此外，拜新技術快速發展所賜，雲端計算
技術不僅可用於大企業，一般資源及成本有限

驟之一，
時間是在

的中小型企業亦可受惠於雲端計算技術帶來的

如此才能

便利性，更能增加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企業的因應之道―完善人才分析(Talent結果指出將近 86%企業人力資源單位在人才分
Analytics)機制
析所具備的功能，仍是以基本報表產製及報告為

結果指出將近86%企業人力資源單位在人才分
想要建置完善的人力資源數據分析機制，首先主，大部分的人力資源單位仍屬被動式的處理日
析所具備的功能，仍是以基本報表產製及報告
是要了解企業組織內部存在哪些資料及其對應常業務，僅產製報表供管理階層核閱，有一部分
為主，大部分的人力資源單位仍屬被動式的處
的管理系統，並開始著手檢視資料品質，以及的人力資源單位則是採取較為進階的報告方式，
理日常業務，僅產製報表供管理階層核閱，有

策訂定。
• 具備有效

除了良好
化的圖像
然，並抓
成熟的數
作。

進行資料的清理，接著要找到具有數據分析技如：標註目前企業內人力資源的現況並與業界現
一部分的人力資源單位則是採取較為進階的
能的人員來協助後續工作的進行，將所有可得況相比，同時也使用儀表板(Dashboard)的呈現
報告方式，如：標註目前企業內人力資源的
的資料進行整合並採用適當有效的模型分析工方式，可即時呈現及分析多面向的資料，供管理
現況並與業界現況相比，同時也使用儀表板
具進行數據分析，同時也要將相關智識移轉給

在現行企

業務同仁，確保人才分析的結果在企業內部能

最關注的議題
多數的企業仍
化人才管理作

(Dashboard)的呈現方式，可即時呈現及分析多
階層快速做出決策，然而以上仍只停留在傳統的

確實有效運行。

面向的資料，供管理階層快速做出決策，然而
報表呈報(Reporting)階段。另外調查結果有
10%
以上仍只停留在傳統的報表呈報(Reporting)階
的企業的人力資源單位已經採取較為進階的做
段。另外調查結果有10%的企業的人力資源單
法，也就是透過進階的統計數據分析去幫助企業

勤業眾信所屬德勤全球(Deloitte Global)研究機構

位已經採取較為進階的做法，也就是透過進階

Bersin by Deloitte針對人才分析(Talent Analytics)

的統計數據分析去幫助企業管理階層解決在人

設計了一套完整的人才分析成熟度模型。企業

才管理上所面臨的挑戰及難題，而最後僅有4%

可透過成熟度分析過程，先行檢視內部人才分

的企業是採用統計預測模型去預估未來人才管

析的發展現況，對應至人才分析成熟度模型，

理可能遭遇的情況，如：人才留用及招募等。

可確實了解企業目前自身所處的人才分析成熟
度在哪個階段，未來有哪些發展機會等，以作

由以上的調查可以發現，大部分的企業人力資

為人資主管及高層加速提升人力資源單位的參

源單位的管理思維仍停留在傳統作法，對於企

考。

業內部進階人才分析的議題仍尚未著手進行。
同時此調查亦發現，具備成熟的模型分析的企

此外，依據此成熟度模型的分類，Bersin by
Deloitte曾於2013年針對全美及加拿大共435家
大型企業進行人才分析問卷調查如下圖。

2014 Jul

結語

業具有以下幾點共通的特性：

管理顧問
服務專欄

具備強大的模型開發技能

結語

調查中發現，超過七成以上，已經運用進階的

在現行企業當中，人才管理的重要性一直是最

數據分析的受訪企業，內部均已建置完善的數

關注的議題之一，但從前述的調查中可發現，

據分析機制，包含具備專業統計知識的數據分

多數的企業仍尚未透過進階的數據分析工作強

析專家、完備的資料庫及完善的資料檢視(Data

化人才管理作為，Deloitte近年來在全球已協

Visualization)機制。

助過多家大型企業或政府部門執行相關人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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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專案，透過數據分析的手法，讓數據說話，
並依此科學的方法輔佐未來的人力資源決策判

善於分析資料背後代表的意義

斷，可有效提升自身競爭優勢並拉大與競爭對

具備成熟的數據分析能力的團隊，能很快地透

手的距離。因此，建議企業人力資源單位應開

過數據分析後的結果，推論並解釋企業可能面

始著手思考如何在傳統既有的管理機制外，也

臨的挑戰，並逐一解決業務上實際遇到的難

應積極尋求轉型的契機，使用進階的數據分析

題，因此，多數企業的數據分析團隊的管理人

手法，替企業創造最大的人才價值，才能於激

員，都同時具備業務、人力資源管理及顧問技

烈的商業環境中立於不敗之地。

能的背景，才能精準的說明數據分析的結果。

具備良好的資料品質
具有良好的資料品質是數據分析最重要的步驟
之一，因此成熟的數據分析團隊大部分的時間
是在檢視並確保資料的品質及正確性，如此才
能得出正確的結果供管理階層進行決策訂定。

具備有效及完善的儀表板(Dashboard)機
制
除了良好的資料品質外，如何將結果做有效化
的圖像呈現，讓使用者可以很快的一目瞭然，
並抓到分析結果要呈現的內容，這也是成熟的
數據分析團隊必須完善的一項重要工作。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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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觀點

袁金蘭
稅務部 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以債作股認列投資損失之探討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袁金蘭會計師、李惠先協理

營利事業之股款，股東除了可以現金繳足外，

以不良債權折價抵繳合資公司股款，該折價損

尚可以公司事業所需之財產抵繳股款，是以，

失核屬金融機構之財產交易損失…。」、財政

股東亦得以債權作為對公司之出資，抵繳增資

部92.10.01台財稅自第0920455312號函亦規定

發行新股之股款，此即俗稱之「以債作股」。

「公司之股東自93年1月1日起，依法以技術

而以債作股時，法令規定公司須於辦理變更登

等無形資產作價抵充出資股款者，該無形資產

記所應檢附之會計師資本額查核報告書中，出

所抵充出資股款之金額超過其取得成本部分，

具債權抵繳股款明細表，該表中並須載明股東

係屬財產交易所得，應由該股東依所得稅法規

姓名、債權發生之原因、日期、金額及抵繳股

定申報課徵所得稅。」，該二函釋均表明以現

款之金額，經債權人同意簽名或蓋章，並檢附

金以外之財產出資作價抵繳股款的情況下，如

債權發生之主要證明文件；股款如已動用，尚

所充抵之股款金額與該財產之取得成本間有差

應檢附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之資金動用明細

異，則對於出資作價抵繳股款之股東來說，應

表，說明其用途；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亦得

有財產交易損益之實現；此外，營利事業所

要求加附主要動用憑證影本。由此可知，當股

得稅查核準則(以下簡稱查核準則)第32條及第

東以債作股投資公司時，公司在辦理變更登記

100條亦在93.01.02分別增訂第五點「五、營

時，有關上述詳細債權資訊及文件，業經會計

利事業以應收債權、他公司股票或固定資產等

師查核簽證後始出具資本額查核報告書，且亦

作價抵充出資股款者，該資產所抵充出資股款

須附上相關明細表供商業登記主管機關審核認

之金額超過成本部分，應列為收益…。」及第

定，換言之，在商業登記上是經過詳細審查確

三點「三、營利事業以應收債權、他公司股票

認並有充分文件可稽的。

或固定資產等作價抵充出資股款者，該資產所
抵充出資股款之金額低於成本部分，得列為損

首先我們可探討的一個議題是：當一營利事業
(甲公司)以債權出資作價，抵繳其對另一營利事
業(乙公司)之股款時，對於甲公司而言，倘若
作價抵繳股款之金額，與債權之成本間有差異
時，對甲公司而言，是否應有處分債權損益之
實現? 針對這一個問題，財政部賦稅署90.05.15
台稅一發第0900452944號函規定「金融機構

2014 Jul

失…。」，亦揭示了類似之觀點。因此，在上
述甲乙公司之例子中，甲公司應有處分債權損
益之實現，但通常說來，債權較可能有發生折
價的情況，例如前述財政部賦稅署90.05.15函令
以不良債權折價抵繳公司股款的情形即屬之，
而在抵繳股款金額小於債權成本的情況下，甲
公司即應有處分債權損失之實現，而該處分債
權損失應得由甲公司在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

專家觀點

列為損失，自課稅所得項下減除；而如同第一

而在股東以債作股後，股東便把債權，轉換成

段所述，以債作股抵繳股款之價值、暨該等債

為對公司的持股投資。而依據查核準則第99

權之原因、日期、金額等，於會計師出具資本

條，其允許被投資公司辦理減資彌補虧損時，

額查核報告及辦理商業登記時，均有詳細資料

因股東之出資額已與累積虧損相抵而消失，法

可稽並經查核確認，當可作為處分債權損失之

人股東得計算並於報稅時列報投資損失。惟現

計算佐證及基礎。

行稅務稽徵機關實務上對於減資彌補虧損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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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時點過於靠近的案例，均一律認定先增資而
然而，過去稅務機關實務上核定公司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時，亦有見採取不同觀點
者，例如: 丙公司發行債券，丁公司為該債券持
有人之一，惟丙公司於債券到期時因故無法償
還本金，而進入重整程序，在重整過程中由各
債券持有人(債權人)以該債權折價抵繳丙公司股
款，在這種情況下，若依照上段所述之規定及
觀念，則丁公司就該折價抵繳股款部分，應可
認列已實現之損失，但實務上，過去卻曾見稅

旋即被減資彌補虧損的部分，並非股東實際參
與投資後所產生之虧損，因此不准營利事業股
東於報稅時計算並認列該部分之投資損失。然
而，這種認定方式，僅就增資與減資彌補虧損
時點是否過於靠近，而未將其他因素一併納入
考量，便據以認定是否為股東實際參與投資後
所產生之虧損，進而決定股東得否列報投資損
失，是否過無武斷，而似非正確適用實質課稅
原則之方式，實有思考之必要。

務機關不同意丁公司在以債作股時將該等債權
折價認列為損失，反而認為要等到丙公司未來

試舉一例，假設A公司把幾年前早已借給B公司

若發生減資彌補虧損或清算完結時，丁公司才

的借款，以債作股，轉作對B公司之股本投資而

可以計算已實現之損失並於稅上列報。然而，

抵繳增資股款，增資以後B公司便辦理減資彌補

筆者認為，在前述的例子中，以債權出資作價

虧損，以改善財務結構，此外，從B公司成立以

抵繳股款，本質上為資產之交換，既然現行查

來，A公司一直都是B公司的母公司而實際參與

核準則已明訂資產交換應有損益之認列，而不

B公司之經營，那麼，在此例中，稅務稽徵機關

再區分係同類或非同類資產之交換、是否有收

是否仍可以僅憑以債作股增資與減資彌補虧損

取現金等情況而有不同稅務處理之規定，那麼

時點太過接近，便可援引實質課稅原則，認定

縱使丁公司對丙公司之債權，係源自於丁公司

該部分損失，並非A公司投資以後實際參與B公

對丙公司債券之投資，但在債券到期時因丙公

司之經營而產生者，而否准A公司認列投資損失

司無法償還本金，丁公司之債券投資便成為對

呢?

丙公司之應收債權，則稅務機關仍應准丁公司
在將該等債權折價抵繳股款時認列處分債權損
失，始為合理，而不應認為對丁公司而言從頭
到尾均屬投資，故要求丁公司循投資損失方式
辦理—即要求丁公司遞延至丙公司辦理減資彌
補虧損、甚至清算完結時，才准其計算投資損
失於稅上列報之，否則顯然與前述之相關規定
有所違背。

筆者認為，稅務稽徵機關在援引實質課稅原則
否准投資損失時，納入考量之相關因素，似可
再更細膩、全面性一些；尤其稅捐稽徵法第12
條之1，已將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決議釋字第420
號解釋之要點，明訂於該條文內--「涉及租稅
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
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
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稅捐稽徵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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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專家觀點

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

參與被投資公司之經營情形無法呼應吻合，此

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

種「不切近實質」的判斷考量方式，所作出之

有為依據。納稅義務人基於獲得租稅利益，違

稅捐核定結果，不僅無法合乎或貼近實質課稅

背稅法之立法目的，濫用法律形式，規避租稅

原則的規定與精神，所達成的結果實為「寧可

構成要件之該當，以達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經

錯殺一百(個沒有刻意規避稅負的納稅義務人)、

濟效果，為租稅規避。前項租稅規避及第二項

不願放過一二(個有刻意規避稅負的納稅義務

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稅捐稽徵機關

人)」而已。

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此外，有關投資
損失之認定，財政部也已發布96.06.29台財稅字
第09604531560號函加以規定「二、…投資損
失之計算，屬被投資事業虧損而減資者，應以
實際投資成本乘以減資比例計算之；屬被投資
事業清算者，應以實際投資成本減除清算後實
際分配金額計算之。三、營利事業如經查明確
有不當藉被投資事業增資、減資或清算等方式
認列投資損失，以規避或減少其在中華民國境
內之納稅義務之情事者，應就個案情形，依實
質課稅原則核認其投資損失。」從上述規定，
我們可以發現，稅務稽徵機關似乎應該在可以
舉證，營利事業確實有透過被投資事業增減資
等方式，規避我國稅負之情形者，始有援引實
質課稅原則、跳脫查核準則第99條所規定之投
資損失計算方式，從實質的角度來核定營利事
業可於報稅時認列之投資損失應有若干。換言
之，倘若稅捐稽徵機關無法舉證，營利事業有
規避稅負情形，則在符合查核準則第99條所定
投資損失認列要件及計算方式之下，稅捐稽徵
機關似無否准營利事業依照查核準則第99條列
報投資損失之立場與適法性。筆者不否認，營
利事業確實有可能透過增資與減資密集性之安
排，來達到認列投資損失、刻意規避稅負之目
的，因此，稅捐稽徵機關以增減資時點作為判
斷因素之一，實可理解而並無不合理，但是，
實質課稅原則應該是用來矯正租稅規避之手
段，因此在運用該原則時，若只單憑增減資時

回到上段所述的A公司與B公司的例子來看，倘
若A公司與B公司間有關以債作股增資、減資彌
補虧損等行為，均有合理目的及理由，並未經
稽徵機關查得有不當安排以規避稅負情形，且
A公司從頭到尾都是B公司的母公司，並實際參
與B公司之經營，其以債作股用以增資B公司之
債權，也是早在數年前就已經借給B公司投入供
營運使用，則綜合這些因素加以考量之下，應
不致得出該例子中A公司所計算出之投資損失，
為A公司未實際參與B公司經營所產生之損失，
這種與經濟實質未能吻合的結論。因此，稅務
機關若要援引實質課稅原則認定投資損失未實
現，似不應一律由單一形式外觀條件(即只憑增
資與減資彌補虧損時點是否過於接近)來進行觀
察，而忽略每個具體個案中尚有其他各項因素
應予綜合考量，並應確實調查舉證納稅義務人
是否有刻意規避稅負之情，避免在調查、舉證
與判斷上過於粗糙，否則將有過度擴張適用實
質課稅原則之虞，除衍生諸多稅務爭訟以外，
將與該原則所擬達成之吻合經濟實質、實現租
稅公平之理念有所違背。筆者期待稅捐稽徵機
關在投資損失案例上，適用實質課稅原則之
際，能有更多的對案件事實背景的了解、是否
有刻意租稅規避之舉證、更全面性及綜合性的
對整體相關因素的考量，憑以認定經濟事實，
此將為人民之幸也。

點是否過於靠近作為唯一的判斷及考量因素，
並割裂同一股東對同一家被投資公司的各次投

(本文已刊登於2014.06.01會計研究月刊第343期

資，單獨就各次投資部分來判斷有無實際參與

行政救濟專欄)

經營，則似乎過於粗糙，且勢將與該股東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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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併購之租稅疑義 - 合併篇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袁金蘭會計師、李惠先協理

前我國訂有企業併購法、金融機構合併法等相

2. 消滅公司合併當年度及前一年度未分
配盈餘稅是否仍有要求其申報之必要，
建議稅務機關可再予思考

關法律，亦見稅務機關發布眾多解釋函令，針

現行公司合併，所得稅法令已要求合併消滅公

對併購產生之稅務處理以為規定，惟實務上仍

司應就合併對價超過出資額部分，視同分配盈

有諸多問題及疑義尚待解決，值得我們進一步

餘予股東而開立股利憑單，並得隨同計算股東

思考及主管機關於法令規範上再予考量。因受

可扣抵稅額帶給股東。雖消滅公司於被合併時

限於篇幅，本文謹先針對企業併購態樣中之

免經清算程序即消滅，惟上開規定極為類似公

「合併」，列舉其中幾項租稅疑義向讀者說明

司清算完結時結算股東投資利益之作法。而既

如下:

然在消滅公司被合併消滅時，稅法已要求結算

企業併購有多種態樣，例如合併、分割、收購
營業及資產、股份轉換、股份交換等等，雖目

消滅公司股東視同獲配之盈餘，則實質上，消

1. 虧損扣抵方面之疑義

滅公司合併當年度及前一年度，大多已無未分

依據企業併購法第38條，公司合併時，各參

配之盈餘，縱使有，金額往往也不大，且已無

與合併之公司於合併前經稽徵機關核定尚未扣

可能再分配予股東，因此，現行稅法仍要求存

除之前五年各期虧損，均應按各該公司股東因

續公司須代消滅公司申報其合併當年度及前一

合併而持有合併後存續公司股權之比例，來計

年度之未分配盈餘稅，似可再重為思考有無其

算得由合併後存續公司扣抵之金額。也就是

必要；更何況，實務上亦常發生合併消滅公司

說，存續公司及消滅公司合併前尚未扣抵之虧

於合併當年度有盈餘、但以前年度為累積虧損

損，均應按上述持股比例計算，以得出得由合

之情形，在消滅公司被合併消滅之時，並無法

併後存續公司繼續扣除之以前年度虧損金額。

針對其合併當年度之盈餘予以決算，並決議彌

此部分之規定，除尚待修法，使扣抵年限與所

補以往年度虧損，公司法亦未要求存續公司須

得稅法一致均為十年外，亦衍生當存續公司合

代消滅公司如此辦理，但是，卻因為在這種情

併當年度截至合併基準日止為虧損，因存續公

況下沒有彌補虧損之決議，導致存續公司代消

司不像消滅公司須申報決算期間之營利事業所

滅公司申報合併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稅時，無法

得稅，則該等合併前虧損，究竟應如何適用上

扣除彌補以往年度虧損數，而須繳納未分配盈

述依股權比例計算得由存續公司繼續扣抵金額

餘稅，既不合理又與實質不符，倘若可予檢

之規定—係用自結財務會計虧損數納入計算、

討，而重為規定存續公司無須代消滅公司申報

或是不須依股權比例計算、或是依存續公司當

合併當年度及前一年度未分配盈餘稅，既簡政

年度全年營所稅課稅虧損乘以期間比例推算合

便民、無稅收損失，亦可解決前述無彌補虧損

併前虧損金額等，實有疑義，而有待進一步解

決議導致虛增未分配盈餘稅之問題。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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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適用IFRS下所計算之商譽，於稅上列
報攤折時將衍生額外之稅務疑義
在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下，商譽之
計算若採公平價值法，則不具控制力之股權及
在併購前原持有被併購公司之股權部份，亦將
以公平價值評價，故與實際付出之併購對價未
必相等；另外，計算商譽係以收購日(取得控制
力之日)之價值為準，而收購日未必與合併日相
同，以上均將使得適用IFRS下商譽計算之金額，
與原本依我國財務準則公報所計算之商譽金額
不同，而稅務機關是否認同營利事業適用IFRS
計算而得之商譽金額，符合出價取得之規定，
而准其於稅上列報攤折，實有疑義，而該等問
題，可能將使原本對於稅上列報商譽攤折即有
不同見解及立場之徵納雙方間稅務爭議情形，
更加複雜化。

( 本文已刊登於2014.06.10工商時報稅務法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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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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師看時事》
七天鑑賞期 銷貨如何認列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 江美艷會計師、張芷翎協理

在過去，人們若要買商品只能到實體商店購

對消費者而言，有了法令的保護，讓郵購消費

買。隨著通訊、媒體愈來愈發達，現代人可以

行 為 更 加 有 保障 。 然 而 對 於 經 營 郵 購 業 者 而

透過各種方式消費，舉凡透過電視、電話、傳

言，在商品銷售後七日內，仍舊承擔著消費者

真、廣播、型錄、報紙、雜誌、傳單或網際網

可能會退回商品的風險，所衍生的會計問題

路等郵購方式購物，甚至可以透過同一消費平

是，業者應於商品送達時認列商品銷售收入，

台將所需的各類商品都買齊，這都是拜消費方

或在七日鑑賞期屆滿才能認列收入？

式多元化所賜。
消費者之所以選擇透過郵購消費，無非是仰賴
消費者透過郵購方式購物，最致命的缺點是在

這類消費方式所帶來的便利性，而法令提供消

收到商品前，無法實體感受商品是否符合預

費者七日鑑賞期的保障，主要目的在於補強消

期。因郵購銷售競爭激烈，業者為了提供更好

費者無法檢視商品的缺憾，並不是要影響郵購

的服務，通常會儘量呈現商品的樣態，例如電

業者銷貨收入認列時點。

視購物銷售服飾時，通常會請模特兒試穿；網
路購物銷售家具時，通常也會提供家具尺寸。
即便如此，消費者進行郵購時，仍然經常因為
賣方誇大的行銷手法，而在實際收到商品時感
到失望與受騙。

再者，消費者購物是因為對商品的需求，只要
收到的商品符合原先的預期，一般正常情況下
並不會任意退貨。業者在商品銷售後雖然承擔
七日退貨風險，依照過去經驗或許已能估計退
貨比率。

為避免層出不窮的消費爭議，消費者保護法規
定，透過郵購購物的消費者，對所收受的商品
不願買受時，得於收到商品後七日內，退回商
品，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

若業者能合理估算出退貨率，則在商品銷售時
即應認列收入，並同時估列退貨義務，會計上
並不會造成收入高估或過早認列的疑慮，無須
等到七日鑑賞期後再認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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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業者若無法合理估算出退貨率時，則應於七
日鑑賞期屆滿再認列收入。因此，如何可靠估
計出商品退貨率成為業者必要的課題！

由於郵購消費蓬勃發展，幾乎是所有商品都能
透過郵購購買，例如，線上購物業者可能在網
頁提供各式商品的銷售，舉凡3C產品、生活用
品、家電用品、服飾、食品等，都可以透過同
一平台消費。

然而，消費者可能會因為購買的商品品項不同
而影響是否退貨的判斷，例如，在網路購買一
台要價5萬元的液晶電視與購買一個價值不到
200元的文具，當收到瑕疵品時，消費者或許不
會將文具退貨，但一定會將有瑕疵的高單價液
晶電視退給業者。

因此郵購業者在估計退貨率時，必須同時考量
消費者的消費行為、產品性質等各方因素，再
個別決定各類商品的退貨率。這樣也才能正確
的反映出郵購業者各類產品應有的收入金額及
相關的退貨義務！

(本文已登於2014.06.06經濟日報經營管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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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看時事》
無形資產更能觸動人心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 江美艷會計師、陳欣怡經理

歷時八年籌建的台北文華東方酒店日前開幕，

這些「互動」，不光是把資金投入在硬體設備

頂著客房最大、房價最高等光環，一舉攻占全

上，還需要結合許多在服務、創意、設計等等

台頂級奢華飯店的龍頭。台北文華東方酒店的

無形範疇上的用心，才可能打造出讓顧客回味

房價由1萬7,000元左右的豪華客房起跳，最頂

再三的深刻體驗。

級的總統套房則是逼近70萬元，一晚超六星級
的體驗實在所費不貲。

飯店在無形範疇的投資，舉凡整體設計與動線
規劃，接待人員的儀態教育，主廚對食材的講

住一晚2萬元的飯店，你會期待什麼呢？是金碧

究與設計菜單的創意巧思等等，並不像硬體投

輝煌的接待大廳？講究的設計師家具？還是滿

資那樣舉目可見，而需要親身體驗才能發現這

載龍蝦鮑魚的豪華晚餐？這些或許幫飯店打造

些細節。反映在財務報表中亦是如此。

出高貴的形象，但不一定能讓顧客感到物有所
值。

建築及家具等硬體設備的成本，會在飯店的資
產負債表中列為資產（稱為「不動產、廠房及

以我個人經驗來說，精緻華美的建築與裝潢確

設備」），但上述無形範疇的投資，多數無法

實會讓人在第一眼看到時驚嘆出聲，但過不了

被列為飯店資產的一環。

多久，這感動就會褪色消失。真正會留存在心
底，讓人想再度光臨的是與飯店之間的「互
動」。

這是為什麼呢？
在會計上對於企業的支出可否認列為資產訂有
嚴格的條件。所謂「資產」，必須能在將來為

像是在入住前一天，飯店人員親切來電詢問房

企業賺取現金。雖說飯店是透過有形與無形層

客是否有飲食禁忌、偏好的浴袍尺寸或枕頭軟

面的結合以服務顧客而獲利，看似兩者均能為

硬度。踏進飯店那一刻，就能在絕佳的位置上

飯店帶來現金流入，但其賺得現金的機率卻有

找到舒適的座椅歇歇腳。

所區別。

在飯店遊憩時，與飯店員工輕鬆地閒聊，甚至

試想一種極端情況：飯店在硬體設備、服務及

在下次造訪時，發現對方還記得自己的那份驚

創意上都投注了許多成本，偏偏不受顧客青

喜。

睞，總是門可羅雀。在這樣嚴峻的情況下，飯
店無法如預期般從顧客的消費中賺取收入，業
主只好忍痛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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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建築及家具等硬體設備尚可一件件轉賣
而回收部分現金，但投入在服務、創意、設計
等無形範疇上的成本，已經是「覆水難收」，
連一毛錢也拿不回來。

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有形的硬體投資一定會
為飯店帶來現金的流入，只是金額有多有少。
但無形範疇的投入成本是否能夠回收，必須取
決於飯店的營運好壞，若是情況不佳，其現金
流入可能為零。

因此，會計上考量到多數無形範疇的投資是否
能產生未來現金流入尚存有不確定性，故規定
此類成本不得列為資產，而必須直接列入損益
表的費用之中。

而硬體成本確定能帶來現金，故可先列為資
產，未來再隨著硬體的耗損情況，將成本逐期
轉入費用。

雖說無形範疇的支出無法符合會計上的資產認
列條件，但不代表它不重要；反之，在許多顧
客心目中，飯店在服務、創意、設計等等無形
範疇方面的表現，才是決定飯店優劣的關鍵所
在。號稱超六星級的台北東方文華酒店，在重
金打造的硬體之外，究竟能帶給大眾怎麼樣的
獨特體驗，不妨拭目以待。

(本文已登於2014.06.13經濟日報經營管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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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看時事》
超商爭霸戰 拚人氣拚收益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 江美艷會計師、張玉玲協理

根據台灣連鎖店年鑑的統計顯示，台灣連鎖便

明星代言

利商店的密度已居世界之冠，至今年底為止

這類的活動主要是匯集人氣、創造話題或打響

預期將達到近1萬家的規模，也就是說，平均

知名度，以期增加客流量，一般而言，因為無

2,400人就有一家超商。

法確認可帶來多少效益，與銷售額只有間接而
無直接的關聯。

另根據AC Nielsen調查顯示，每人平均每兩天就
會光顧超商一次。

因此，明星代言的相關支出通常列為廣告行銷
費用。

四大超商 卯勁促銷
對台灣人來說，24小時不打烊的超商似乎已

價格促銷

成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究其原因，因

價格促銷就是針對特定商品或服務提供較低的

為台灣的超商能提供在其他國家或地區看不

價格，至於「第二杯半價」或「二件79折」，

到，也想像不到的服務，例如，上超商可以訂

只是在成交價的計算方法上有所不同。

購高鐵、展覽票券、換駕照、繳信用卡費及停
車費、叫計程車、取貨、寄貨，甚至可以洗照
片、送乾洗等。

因此，無論是以商品特價、超值組合價、「同
品項第二件半價」、「憑報紙折價券享指定商
品優惠」或「加一元多一件」等降價方式促

為了在地狹人稠的台灣占有一席之地，四大超

銷，皆應以折扣後的金額認列為收入。

商促銷的方式也愈來愈靈活、多樣，從明星代
言、價格促銷、贈品或樣品、到目前最受到消
費者青睞的集點換購，五花八門，不一而足。

贈品
超商有時亦會採取客戶消費達一定金額時，加
贈商品或樣品的方式，來刺激買氣。

撇開各式促銷方式所帶來的效益不談，不同促
銷方式可能會對財務報表產生不同的影響，因
此，在規劃促銷活動的時候，公司是否已將相
關影響仔細考量了呢？

贈品有可能是自家銷售的商品，例如「關東煮
買三送一」或「買大亨堡送罐裝飲料」，也可
能是為配合促銷活動而特地採購的限量商品，
例如，當年席捲全台，引領全民瘋潮的「滿額
送Hello Kitty磁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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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交易的實質來看，超商相當於同時銷售商品

因此，超商須參考過去點數的兌換率，衡量點

及贈品。

數的價值，將收入分成屬於商品銷售及點數部
分的收入，而屬於點數部分的收入應於未來點

點數收入 延後列帳

數兌換時才轉成收入。

因此，應將商品及贈品分拆其相應收入，也就
是說，贈品的成本亦應記入銷貨成本，進而影

商戰風雲 策略吸睛

響毛利率。

舉例來說，消費者每消費100元，則可獲得1個
積點（估計價值約為2元），則商店應記錄98元

集點換購

的商品收入及2元的遞延收入（類似預收現金之

超商提供的紅利點數，其用意是提供誘因以鼓

意），等到消費者日後實際兌換點數時，再將

勵客戶購買其商品或勞務，培養客戶對品牌的

遞延的點數收入轉為收入。

忠誠度。
由於便利商店提供的服務已與全民的生活緊密
消費者每次到超商購買之商品達一定金額時，

結合。許多人的一天，更是從超商的現煮咖啡

就能取得紅利點數，而累積至一定點數時，則

開始…。

可於未來兌換免費或折扣之商品。
隨著超商競爭的白熱化，誰能發展出最吸引消
例如，最近搭上療癒系商品熱銷風潮的「集點

費者的促銷方案，似乎就有機會在這場超商爭

換醜比頭小植栽」及「Line Friends立體公仔耳機

霸戰中拔得頭籌。

塞+觸控/原子兩用筆」。
惟在爭取客戶上門的同時，應一併了解各式促
以交易的實質來看，超商相當於同時銷售商品

銷方案最終對財報的影響，方能聚焦於合適的

及可換取特定商品的點數。

促銷方案，而不致面臨獲利不如預期之困擾。

與前述贈品不同的是，點數有可能會因過期、
遺失或可供兌換的商品對特定消費者缺乏吸引
力等種種原因不會被兌換，不像贈品通常是隨
當次購買行為而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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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仁

淺談對企業「惡意」挖角之權利主張
理仁法律事務所 / 謝文倩律師、滿子瑋顧問

台灣高科技產業發達，行業

角行為與他事業之員工離職行為該當民法第184

競爭激烈，各企業間互相挖

條第1項後段所稱「故意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

角、員工互相跳槽的情況屢

法加損害於」該他事業者；或民法第184條2項

見不鮮，如鴻海與大霸電子

「違反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之行為，則

之類的挖角跳槽糾紛頻仍，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至於所謂「善良風俗」，

曾引發企業挖角與員工轉業

學者認為是指「自由市場經濟」，而後者之

自由之相關討論。然此問題並非僅存在於高科

「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則是指「公平

技產業，近年來如代理國外之產品技術，其後

交易法」。

國外母公司收回代理權並自立新公司，挖角原
代理廠商之員工等此類案例亦時有耳聞，證明
在自由競爭的時代，經濟發展如今早已進入技
術與知識密集之型態，專業人才莫不是各企業
公司內部之重要資產，掌握關鍵技術往往即為
企業在產業立足之命脈。本文即為討論企業挖
角與員工轉業自由，尤其以當面臨企業惡意挖
角時應如何主張權利為討論重點。

挖角與惡意挖角

於公平交易法之角度，有學者認為惡意挖角之
行為屬於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1項第5款之「以
不正當方法取得他事業之產銷秘密」之行為。
另有學者認為惡意挖角之行為則屬於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19條第3款及第24條之惡意挖角行為，
如公司為取得競爭對手之營業秘密，而針對有
管道接近該秘密之員工有計畫進行挖角；或為
將競爭對手排除在市場競爭外，針對其生存競
爭不可或缺之重要員工進行挖角；或為抵銷競

俗語說：「良禽擇木而棲。」在自由競爭的市

爭對手因為某些關鍵員工而具備之競爭優勢，

場經濟中，企業尋求最符合自身利益需求的員

而針對此員工有計畫進行挖角；或以反社會倫

工，員工選擇符合自己最大利益的公司，理所

理手段挖角他人員工（例如以高價利誘方式使

當然，一般不認為挖角、跳槽有可非難性，不

員工跳槽）；或侵入他人事業之領域挖角其員

僅法律未特別規範，相關判決、學說討論亦不

工（例如派員直接到競爭對手之門口挖角）；

多。然若企業挖角為「惡意」，觸犯合法界

或利用競爭對手設立之通訊設備挖角員工；或

線，構成不公平競爭時，應有尋求救濟之法律

強化員工跳槽之決心（例如為其承擔可能發生

途徑。

之違約金）；或散布對競爭對手不真實且不利
之資訊（例如面臨破產、倒閉），致其員工無

探討挖角之合法界線，有學者認為可從民法及

法安於其位；或妨礙他人員工基於理性思考做

公平交易法兩個角度來探討。於民法部分，學

出判斷（例如威脅、色誘、恐嚇）；或妨礙他

者認為如第三人秉持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而介

人員工忠誠履行對原雇主之重要義務（例如雙

入或影響他人間之僱傭契約關係，基本上欠缺

重雇用）等等之惡意挖角行為。

侵權行為法上之主觀可非難性。但若企業之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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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專家觀點

然實務上法院及公平交易委員會直接處理惡意

另一案例是兄弟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兄弟象

挖角的成功案例不多，台灣高等法院曾在判決

公司）控告那魯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那魯灣

中明白表示公平交易法非消費者保護法，除維

公司）惡意挖角職棒選手王光輝之案件。對於

護消費者利益外，更重要之宗旨係在維護交易

那魯灣公司抗辯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3款所規

秩序，確保公平競爭。由公平交易委員會所頒

範之範圍係在於商業交易及消費關係之間（本

佈之公平交易法第24條案件處理原則來看，

案即為規範球隊與球迷觀眾間之交易關係），

企業不公平競爭可概分為「欺罔」及「顯失公

應不及於那魯灣公司與王光輝間之勞務契約關

平」行為。所謂欺罔，指對交易相對人以積極

係云云。在經過上訴發回判決後，台灣高等法

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

院認為公平交易法基本上係對兩種競爭類型行

式，從事交易之行為；所謂顯失公平，又可概

為 之 規 範 ， 一 為 對 限 制 競 爭 行為 之 規 範 （ 獨

分為三大類，即：一、不符商業競爭倫理行

占、結合、聯合行為），其終局目的在保護消

為，如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二、不符社會倫理

費者，另一為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規範，其目的

手段行為，如煩擾交易相對人使其決定交易之

是保護企業免於不公平競爭之傷害。故不當競

意思自由受到壓抑；三、濫用市場相對優勢行

業行為之禁止，自亦在公平交易法規範之範圍

為，如因資訊不透明所造成之顯失公平行為。

內。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規範，其目的是保護企

其所強調者，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判

業免於不公平競爭之傷害。就「惡意挖角」行

斷，以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交易秩序或有影響將

為言，不論企業所提供者是否具為求滿足而消

來潛在多數受害人效果之案件始有公平交易法

費之特性，均有保護其不受他人惡意挖角侵害

之適用，否則應尋求一般民事救濟。

之必要。那魯灣公司既係以高薪利誘王光輝與
之訂立職棒選手契約，無異是使其競爭者即兄

實務案例

弟象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為交易之行為，其行

如本文首段提到的大霸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為有違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3款之規定。

大霸公司）控告其離職員工違反競業禁止之案件
中，大霸公司曾主張鴻海精密股份有限公司（下

小結

稱鴻海公司）公開從事挖角行為，與離職員工構

綜上所述，挖角在我國基本上屬合法之行為，

成共同侵權行為。大霸公司主張民法第184條第

惟如競爭者之挖角行為被認定屬惡意挖角者，

1項後段為請求，惟台北地方法院審理後認為：

企業可就離職員工在原公司之重要性、待遇，

大霸公司僅空言謂離職員工之進入鴻海公司「確

競爭者挖角之人數、手段，以及因該員工離職

已達到無法避免使用原告公司智慧財產權及企

對企業造成的傷害影響等方面舉證，證明競爭

業秘密之程度」，原因僅為被告進入鴻海公司就

者之挖角行為為惡意，依民法第184條、公平交

業，並未具體主張其有任權利受損害，故判斷離

易法第19條第3款、第5款或第24條向惡意挖角

職員工與鴻海公司不構成共同侵權行為。

者為權利主張。

參考資料：
1. 劉孔中，挖角與惡意挖角，月旦法學雜誌97期187頁，2003年5月15日。
2. 黃章典，企業惡意挖角與員工轉業自由，經濟日報A7版，2005年3月22日。
3. 廖錦玉，對違反競業禁止條款員工及惡意挖角對手之權利主張，聖島國際智慧財產權實務報導，八卷七期，
2006年7月。
4. 台北地方法院91年勞訴字第129號判決。
5. 台灣高等法院88年重勞上更字第4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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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產業型升級的關鍵 - 海外併購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 / 林雋資深顧問

台灣許多企業在它們個別的領

海外併購雖是企業成長的重要途徑，但許多台

域中已經是大中華、亞洲、甚

灣企業至今仍難跨出這一步，主要是怕無法因

至全世界的領導者，但當今世

應跨國併購的種種挑戰。以下試就幾點跨國併

界是一個扁平化、全球化的世

購的重要事項提出討論。

界，競爭也是國際化，台灣企
業恐怕不能只滿足於現狀。全
球化和國際競爭迫使企業必須同時追求國內外
的成長。而併購往往是企業成長最直接，也最
便捷的途徑。

在併購活動熱絡的時代，單純的境內併購可能
不足以滿足企業成長與提升競爭力的需求。國
內產業龍頭併入老二或老三，加乘的效果有可
能是一加一小於二。因此，台灣產業領導者的
併購觸角必須延伸至國際，方能符合企業追求
成長的目標，並進一步蛻變為國際級企業。

根據經濟部投審會的數據，自2010以來，台灣
整體對外(包含對大陸)投資金額有逐年下滑的
趨勢。惟不變的是，各年度對大陸投資金額均
佔整體對外(包含對大陸)投資總金額的約60%至
70%以上，而對歐、美、亞、澳、非等地區之

首先，海外併購公開發行公司時，必須透別留
意各國不盡相同的收購法令(Takeover laws)，聽
取專業顧問意見，共同研擬最有利的合法交易
架構及途徑。

舉例來說，許多英國體系國家在收購法令方面
採強制性全面收購義務制度，收購方擬取得標
的一定比例(如：30%)以上股權時，視為經營權
的變更，收購方必須同時以同樣的價格向全部
在外流通的股份進行邀約收購。

在這類國家進行公開發行公司併購，必須承擔
交易資金及成本大量增加的風險，並且要忍受
高度不確定性。違反各國證券交易法令均可能
導致嚴重的處分，因此在別人的土地上進行併
購，應入境問俗且隨俗，馬虎不得。

投資僅佔30%至40%。
其次，海外併購私有企業時，最常擔心其透明
這些數據凸顯台灣企業似有將過多雞蛋放在同
一籃子的傾向，也難怪主管機關近期鼓吹金融
壽險業進行海外併購時，頻頻示意企業宜往東

度不足。財務資訊及營運狀況透明度不足問題
在落後地區尤其嚴重，但在先進國家也會出
現。

南亞地區尋找標的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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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併購前詳細查核工作極為重要，再好的
契約保障也僅是提供事後請求賠償的可能與機
會，並無法取代事前詳細查核所提供的風險評
估功能及決定繼續進行與否的選項。

最後，先進國家因公司治理水準及要求較高，
賣方董事會及經理人必須承擔併購後股東求償
或集體訴訟之風險，因而常採用競標方式出售
其業務，藉此彰顯他們已經盡力尋找最高價買
方。

競標原則各地大致相同，但實際進行方式和操
作常要仰賴有經驗的顧問參與提供協助，方能
增加入圍及中選的機率，否則常會陪榜到底，
最後為他人作嫁。

海外跨國併購案件的複雜程度比境內併購高出
好幾倍，因涉及跨多國的法律事務，單由各地
律師分別提出建議，經常會碰到雞同鴨講或顧
此失彼的尷尬狀況。如果能由跨國經驗豐富的
專業人士協助，海外併購案的規劃、談判與進
行就能事半功倍，大幅降低風險成本。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事務所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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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O商機無限
勤業眾信邀集電商企業e起來
指路電子商務產業的創新發展與資本籌資管道
在資本市場國際化的趨勢下，發展我國成為具區域

電子商務潛力邁向兆元

特色之國際籌資平台，已為政府積極推動之政策目

網路技術的日益精進及虛擬通路對消費者所帶來的

標之一。因此，有鑑於台灣正處在關鍵的經濟發展

便利性，造就電子商務產業的蓬勃發展。依據無店

轉型階段，電子商務產業歷經多年的揮灑，若能搭

面零售商業同業公會發布的資料顯示，2014年台灣

配完善的管理策略與輔導機制，將可望更上一層

電子商務市場規模將達到8,833億元，且近年來都

樓。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為提供業者多元

以每年15%以上的速度成長，預計2015年可望真正

的資訊管道，於10日邀集該領域的專家假台北舉辦

的成為兆元產業。台灣的網路店家，無論在硬體規

「O2O商機無限-電子商務企業之資本籌資與創新發

格或經營軟實力方面，都有望具備挑戰全世界電子

展趨勢」研討會。

商務產業的水準。在此優勢條件的配合下，也讓投
資環境與氣氛出現新的契機。

回顧近年來發展，台灣的服務業雖具創意、人才及
品質的優勢，惟受限於國內市場規模成長能量有

產業前瞻發展質量兼具

限，因此為落實主管機關之政策，彙整相關資源，

國內電子商務研究龍頭資策會電子商務組組長王義

了解企業對於資金需求面與供給面之差異，乃專業

智資深產業分析師指出，兩岸及新興市場在該領域

輔導機構當務之急。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

的下一步將朝向經濟型、智慧型、迫切性及個人化

清祥總裁於會中致詞表示，現今國內許多產業面臨

的趨勢。此外，櫃買中心林瑛珪副總經理介紹政府

轉型，電子商務產業也是政府所關切的發展重點產

對微型及中小企業之業者所提供之創櫃板政策，協

業之一，政府為建構良好的市場環境，使電子商務

助具發展潛力的業者有效利用政府資源取得資金。

產業在資金需求部位可以獲得充沛挹注，配合產業

而本次更力邀到擁有團購網、地圖日記、生活市

發展提供企業了解資本市場對其所帶來之正面效益

集、好魚網等知名網站的創業家兄弟 郭書齊總經

是勤業眾信積極努力的方向，期望透過專業諮詢輔

理對其創立電子商務平台分享了寶貴的實務經驗。

導計畫協助業者順利取得資金，注入的資金動能將
為未來電子商務與金融帶來長遠且多元的雙重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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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支付為不可或缺的管理配套機制
業者在電子商務在營運模式上往往需要搭配第三方
支付的模式，以兼顧交易安全性與業者的資金流管
理。勤業眾信企業風險服務部萬幼筠執行副總經理
提醒，電子商務業者在無疆界型態的快速發展下，
產業發展型態新穎且瞬息萬變，競爭和機會之多同
樣令人眼花撩亂，台灣對於第三方支付暫時缺乏對
網路交易之信賴保障，且買家對個資安全仍有疑
慮，故未來主管機關的管理重點將朝向洗錢防制、
消費者保護等方向，落實個人資料保護、資訊安
全、反洗錢與分析交易詐欺、舞弊調查與鑑識的執
行。

(左起)勤業眾信消費產業負責人柯志賢會計師、創業家兄弟總經理郭書齊、台灣網路暨電子商務產業
發展協會祕書長吳小琳、勤業眾信總裁陳清祥、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副總經理林瑛珪、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副理曹國榮、資策會電子商務組組長王義智資深產業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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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科技暨鑑識分析中心】
獲國家認證
超強數位鑑識能力協助企業嚇阻打擊犯罪
依據行政院核定「國家資通訊安全發展方案」，數

白領犯罪或營業秘密犯罪近年時有所聞，情節輕則

位鑑識能量不足已成為我國資安威脅主因之一。勤

延宕產品問世時程影響公司獲利，重則讓公司損失

業眾信配合國家政策共同努力下，繼法務部調查局

慘重瀕臨倒閉。而在諜對諜的攻防之中往往讓被告

【資安鑑識實驗室】率先全台於2013年11月通過

逍遙法外的關鍵問題出在提告方的舉證是否能被法

認證後，勤業眾信設立之【資安科技暨鑑識分析中

官所採信，「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數位鑑

心】亦2014年4月取得ISO 17025實驗室認證資格。

識科學近年受到法庭、企業的重視，無論是鑑識報

在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科技服務組主任柴惠珍博

告、鑑定人員的資格與鑑定方法，如今都受到更嚴

士見證之下，由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陳介山董

峻的審視與檢驗。

事長，親自到場頒發認可證書，並成為全台民間首
座國家認證的數位鑑識實驗室。陳董事長表示，實
驗室通過認證，即代表實驗室已具有國際水準的能
力，透過實驗室提出的報告，更具有國際公信力。

在資安產業規模在全球重要國家間產生了巨大變化
之下，顯示我國發展資安產業及數位鑑識之潛力與
機會的必要性，尤其當數位鑑識範圍以擴展由事前
的證據保存、事中的證據識別與擷取、事後的分析

勤業眾信總裁陳清祥11日接受全國認證基金會董事

與呈現，顯示其需求領域的廣泛度。行政院科技會

長陳介山頒發TAF認證證書，同時也期許【資安科

報辦公室科技服務組主任柴惠珍博士現場指出，我

技暨鑑識分析中心】肩負起提升國內鑑識水準能達

國政經情勢特殊，面對全球複雜多變的資通訊環

到國際級數位鑑識專業品質，協助企業客戶有效處

境，以及日益嚴重的資通訊安全威脅，除了持續落

理數位鑑識需求。陳總裁表示，勤業眾信投資成立

實並精進各項資通訊安全防護工作外，更應該以產

國內首座ISO 17025認證的民間數位鑑識實驗室，

業鏈及技術分析，規劃朝向高價值服務方向發展，

旨在積極地追求卓越，延續勤業眾信嚴謹從業的精

並提出以數位鑑識帶動資安產業融合之拓產策略。

神，以國際標準進行服務品質之自我要求，以達成
認證的成果對企業客戶證明鑑識服務之專業品質，
藉此奠定數位鑑識服務之穩健基石。此外，更能結
合事務所的商業智慧與稽核經驗，對於新領域的鑑
識會計服務與因應營業秘密法等商業舞弊內部調
查，都能以數位鑑識實驗室為支援，提供更高格局
的專業企業風險服務。

對於企業環境所需的數位鑑識能量，勤業眾信企業
風險管理部門營運長萬幼筠表示，在企業面對數位
蒐證與證據保全需求時，常見的問題在於證據的真
實性以及可靠性，影響訴訟策略數位證據攻防的關
鍵就在於數位鑑識作業執行的專業與品質。然而一
般業界往往缺乏嚴謹數位鑑識服務，勤業眾信突
破此一盲點，透過取得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評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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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7025實驗室認證，且藉由數位鑑識實驗室管

勤業眾信【資安科技暨鑑識分析中心】之宗旨，在

理與技術制度的永續維持，將促使不斷精進數位鑑

於提供企業客戶最高品質的專業數位鑑識服務，並

識服務的高品質與專業性，而能共創企業客戶與勤

提供具備公信力且為國際認可之分析報告。透過專

業眾信的雙贏局面 。

業級實驗室環境與設施建設、人員訓練、制度建制
與運行等技術與品質要求，提升數位鑑識之技術能

勤業眾信企業風險管理部門執行副總經理吳佳翰指
出，ISO/IEC 17025是實驗室管理與技術能力的國際
認證標準，凡獲得國家級評鑑機構認可的實驗室，
代表其所出具之分析報告具備國際公信力，對於實
驗室運作的管理面程序與技術能力都有同等強度的
要求。勤業眾信在全球會員國共有49間數位鑑識

力與服務成效。ISO實驗室認證不僅是數位鑑識服
務提供者的品質與技術肯定象徵，更是國際間推動
的實驗室領域認證趨勢。勤業眾信的鑑識實驗室能
量從此成為舞弊調查與鑑識會計的有力靠山，更期
望能透過專業服務創造台灣數位鑑識領域之精進與
發展的新氣象！

實驗室，台灣是唯一獲得此項認證肯定的國家，全
球第一。身為數位鑑識專業服務提供者，建置符合
ISO/IEC 17025認證規範的實驗室是勤業眾信的數位
鑑識服務高品質與專業性的首要目標，也是可對客
戶掛保證的依據。

(左起)勤業眾信企業風險營運長萬幼筠、勤業眾信總裁陳清祥、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陳介山董事
長、勤業眾信企業風險管理部門執行副總吳佳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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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抓出中國稅務關鍵問題
跨越兩岸經貿稅務新戰略
跨足兩岸之企業對於整合企業資源之需求與日俱

收集大量涉稅信息以評估納稅人的有關安排是否出

增，期望能在合法範圍內尋求最適化之營運模式以

於避稅目的，因此對受益所有人的認定日趨嚴格。

降低營運成本，據此，兩岸稅務法規之發展便成為
企業制訂整體策略時不可或缺之考量因素。勤業眾
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清祥總裁表示，結合德勤
(Deloitte)大陸事務所及時提供企業於經營及發展過
程中所需之顧問與諮詢服務是所努力不懈的目標。
近年來隨著台商兩岸三地布局，會計師不只要熟悉
國內各項法規，也必需瞭解大陸之各項規定，才能
不斷提供客戶需要的專業服務，勤業眾信除了有中
國業務部專門在台灣提供各項大陸稅務、財務規劃
等服務，郭心潔會計師原任勤業眾信稅務部負責

在常設機構的認定上，中國國家稅務總局近年陸續
發文要求對國際員工派遣是否構成常設機構進行嚴
格檢查，同時亦在考慮把眼光伸向代理人型常設機
構等過去較少涉足的領域。在轉移訂價方面，伴隨
轉移訂價調整額的逐年增長，中國稅務局在積累豐
富經驗的基礎上正在積極參與國際轉移訂價有關規
則的制定和討論，作為發展中國家地區的代表提出
了地域性成本節約等概念及其運用規則。

人，目前擔任德勤華東區稅務主管，加上兩邊稅務
專家經常往來交流，共同努力為客戶提供最佳稅務

整體來看，在中國大陸地區投資並從事經營活動的

服務，因此，全方位專業的會計師事務所，勢必扮

納稅人確實需要在透徹了解稅務局徵管現狀的同

演重要角色，協助企業成長、解決疑難問題、突破

時，積極思考如何做好企業的稅務風險管理和有關

轉型瓶頸。以下就跨境稅務熱點、營改增、上海自

的文檔製備，以有效應對來自稅局的潛在挑戰。此

貿區等議題提供專業見解，希望協助企業了解中國

外，郭心潔更進一步點出，針對兩岸聘僱安排下個

轉型改革並制定因應之道，以符合企業長久發展之

人稅的部份展開，以往的台籍幹部聘僱安排問題仍

目的。

舊是台商關心的重點，高收入人群（含在大陸工作
的外籍、台籍員工）的所得稅監控和徵管是近年中
國大陸稅局的工作重心；除了傳統的工資薪金以

跨境稅務面面觀：從企業到個人之稅務規劃
中國的崛起對於世界經濟版塊產生巨大的影響，過
去的十幾年間，不論是勞動力還是產品市場，與中
國相關的跨國、跨境交易有著驚人的成長，正因為

外，稅局亦愈發關注個人在資本交易（如股權轉
讓）方面的稅收合規情況。同時，隨著股權激勵計
畫的普及，相關的稅務和外匯登記、信息申報亦開
始成為稅務局、外匯管理局的日常監管重點。

跨國、跨境交易活絡，中國以往的經貿政策和稅制
已不符所需，因此，經貿稅務政策的改革變成為了
必然的趨勢。上海德勤稅務師事務所稅務部郭心潔

營改增全國試點和未來前景

會計師針對近期兩岸跨境交易稅法之更新、移轉訂

中國的改革向來是階段性的進行，從開放勞動力市

價新動態表進一步說明，在國際反避稅方面，中國

場、國內商品貿易市場到目前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

稅務局一直採取較為積極的態勢。許多地方稅局會

的金融市場改革，是中國與世界接軌依階段逐步落

考慮透過納稅人申報和國際情報交換結合的方式，

實。著眼於增值稅改革前瞻和海關焦點問題，上海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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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報導

德勤稅務師事務所稅務部張曉潔協理說明，儘管營

易試驗區由上海地區原先的四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

改增已推行近兩年之久，適用的產業和範圍正在不

合併組成，在繼承其原有的海關特殊政策基礎上，

斷地擴充，這項稅制上的重大變革代表著中國政府

更在投資、金融、貿易、稅務等多個重要領域享受

走向平衡型的經濟政策，服務型產業的重要性相較

國家級的優先開放和先行試點政策，因此具有得天

以往有顯著的提高，然而在2015年底完成全面目

獨厚的政策優勢與剖析近期更新之中國人民銀行最

標前，仍將有許多值得營改增的重要發展現況以及

新財務指引書，提供了解人民幣跨境投資與交易、

未來法規修訂方向。繼2013年8月營改增試點推廣

離岸金融中心、轉口樞紐、資本的自由流動及跨境

至全國範圍，標誌營改增試點提高速度後，鐵路運

資金池等未來國際熱門焦點，在金融領域，上海自

輸、郵政電信已陸續在2013年下半年和2014年上半

由貿易試驗區將試點建立自由貿易賬戶管理體系，

年納入試點範圍，預計2014年下半年營改增有望進

在資金利率、匯兌、人民幣和外匯的跨境結算和投

入生活服務業領域，金融業、建築業的營改增工作

融資方面享受便利，從而最大限度的打通上海自由

也將提上議事日程。有關服務出口的增值稅免稅和

貿易試驗區和境內外的資金流動管道，進而吸引企

零稅率政策的完善和落實將成為下一步稅局工作的

業在區內設立地區性投資、營運及資金調度中心，

一項重點。

推動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設，分享精闢入裡的看法。

上海試驗區優化兩岸營運模式
最後，郭心潔會計師說明上海自由貿易區的基本架
構以及為何選擇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上海自由貿

(左起)上海德勤稅務師事務所稅務部會計師郭心潔、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總裁陳清祥、上海德
勤稅務師事務所稅務部協理張曉潔、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林淑怡、勤業眾信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執行副總經理陳文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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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義賣物資大募集，邀您一起動起來，打包愛心物資踴躍捐獻!
收件期間： 即日起至08月15日(五)中午12:00止
♥
捐贈物資

收件熱線： 請洽02-25459988 蔡淑玲小姐 分機2852、邱鈺娥小姐 分機2853
物資收件說明： 1. 物資須乾淨完整，八成新以上尤佳，可轉予他人再運用
2. 請事先為您的物資標上建議的合適價格(請注意此非實際售價)
匯款期間： 即日起至08月15日(五)中午12:00止

♥♥
捐款

捐款熱線： 請洽02-25459988 蔡淑玲小姐 分機2852、邱鈺娥小姐 分機2853
擺攤說明： 如欲捐款，請先與捐款窗口聯繫匯款帳號、捐款收據等事宜
報名期間： 即日起至07月21日(一)中午12:00止

♥♥♥
擺攤邀請

報名熱線： 請洽02-25459988 林雯慧小姐 分機2851
擺攤說明： 設攤之廠商收入，須有一定收入捐贈予愛心義賣會，歡迎聯繫洽談
義賣期間： 2014年08月21日(四)至08月22日(五) 上午9:30-下午6:30

♥♥♥♥
愛心義賣會

義賣地點：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156號12樓宏泰大樓10樓C區 (1001及1002室)
所得捐助：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詳細情形歡迎透過右方QR Code進入勤業眾信官網查詢。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同時歡迎您將這項訊息分享予您的親朋好友，用行動支持愛心義賣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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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管理法規
◢ 檢送本公司「營業細則」第46條、「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補充規定」第15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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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條、「對
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2條、「對上市公司重大訊息說明記
者會作業程序」第2條修正條文如附件，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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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條第2項第24款自104年起實施外，餘自即日起實
施，請 查照。(103.06.18 臺證上一字第1030011703號)
◢ 參酌「對上櫃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查核作業程序」及「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
則」訂定「對興櫃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查核作業程序」(103.06.17 證櫃審字第10300142541號)
◢ 明定第一上櫃公司上市免提審議委員會及免6個月輔導期，放寬依所在國規定編製財報，規
定上市時集保及公開銷售規定，修正「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及「審查外國有價證券上市
作業程序」部分條文(103.06.11臺證上二字第1030011129號)
◢ 預告訂定外國發行人於我國發行僅銷售予專業投資人之外幣計價普通公司債豁免申報生
效之規定草案，及廢止102.08.27金管證發字第10200293696號令(103.05.23金管證發字第
1030015036號)
◢ 修正「出具上櫃公司合併或收購案意見函作業程序」及「出具上櫃公司股份轉換案意見函
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暨調整相關申請書件，如附件，自即日起適用(103.05.27 證櫃監字第
10302004152號)
◢ 參酌國際間通用之第四代「永續性報告指南」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或稱永續發展報告
書等)(103.06.05 臺證治理字第1032200523號)
1.G4 永續性報告指南報告原則與標準揭露
2.G4 永續性報告指南施實手冊
◢ 增訂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得為發行人發行認購(售)權證之連結標的範圍，爰配合修正
「營業細則」、「認購（售）權證上市審查準則」、「認購（售）權證公開銷售說明書應行
記載事項要點」、「認購（售）權證買賣辦法」、「認購（售）權證風險預告書應行記載事
項」相關條文及「認購（售）權證風險預告書樣本」、「認購（售）權證上市申請書」及其
附件檢查表附表六、七、八如附件，均自即日起實施(103.06.17 臺證上二字第1031702998號)
◢ 開放綜合交易帳戶得買賣興櫃股票並明訂委託明細申報時點，爰修訂「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有價證券業務規則」、「興櫃股票買賣辦法」及「綜合交易帳戶作業要點」(103.06.13 證櫃
交字第103001415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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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對發行人採取差異化之管理，修正「認購（售）權證發行人評等及獎勵辦法」及「認
購（售）權證上市審查準則」、「審查認 購（售）權證上市作業程序」及「認購〈售〉權
證流動量提供者作業要點」等條文，暨修正後「發 行認購（售）權證資格認可申請書」附
件檢查表附表一、四、五及「認購（售）權證上市申請書」附件檢查表附表七、十如附件
(103.06.16臺證上二字第1030011241號)
◢ 配合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之發行，修正「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等相關規章
(103.06.16臺證上一字第1031803009號)
◢ 為強化權證發行人造市功能、訂定發行人差異化管理之分級標準與獎勵、配合主管機關相
關法規修訂及考量證券商實務作業之需求，爰增修「認購（售）權證發行人評等及獎勵辦
法」全文及修正櫃買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認購（售）權證審查準則」部分條文、「認
購（售）權證流動量提供者作業要點」第6點及第8點、「審查認購（售）權證作業程序」
第6條及附件檢查表之相關附表如附件，並自103年7月1日起施行。(103.06.19 證櫃交字第
10300145692號)
◢ 檢送中、英文版「上市（櫃）及興櫃公司董監事法規宣導手冊」暨英文版「董監事及經理
人聲明書」及「獨立董事(選任時)聲明書」，前揭宣導手冊及聲明書可至本公司網頁(http://
www.twse.com.tw)「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文件下載區」查閱下載(103.06.19 臺證上一字第
1031802955號)

【證券、期貨、投信、投顧】
◢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應自103年起每會計年度第2季終了後45日內編具及公告(公募基金適用)或
通知受益人(私募基金適用)經會計師核閱之半年度財務報告，至財務報告前期(102年6月)資訊
尚無須經會計師核閱(103.2.12 中信顧字第10300502210號)
◢ 訂定期貨商依執行命令自客戶保證金專戶內提取款項之相關規範(103.06.19 金管證期字第
1030023421號)
核釋期貨交易人之債權人對該交易人依法取得執行名義而得為強制執行者，期貨商依該執行
命令自客戶保證金專戶內提取款項，尚無違反期貨交易法第71條規定。
◢ 開放證券商得為海外子公司融資為背書保證之令。(103.06.18 金管證券字第1030020595號)
◢ 放寬證券商外國轉投資事業間資金貸與限額之令(103.06.18金管證券字第10300205951號)
◢ 公告修正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35條及「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35條第9項規定補充事項」如附件，並自本(103)年6月23日起施行。
(103.06.17 證櫃交字第10300149421號)
◢ 為配合期貨商經營槓桿交易商業務，增訂「槓桿交易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103.06.17
證櫃輔字第103001401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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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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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證券經紀商擔任銷售機構得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令(103.06.12
金管證投字第1030021777號)
◢ 修訂定有關專營期貨商、兼營期貨商及外國期貨商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檢查表與期貨商財務比
率月報表格式(103.06.09 金管證期字第1030021800號)
◢ 修正期貨商調整後淨資本額附表『期貨商自有資金投資標的折算表（一）、（二）』、『期
貨商自有資金運用及業務範圍限額表』及相關附註(103.06.06 金管證期字第10300076562號)
◢ 修正期貨自營商擔任股票選擇權或股票期貨造市者之相關規範(103.06.06 金管證期字第
10300076561號)
◢ 修正期貨商自有資金運用之相關規範(103.06.06 金管證期字第1030007656號)
◢ 預告修正「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1條、第69條及「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
18條、第22條(103.05.30 金管證交字第1030020672號)
◢ 修正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運用委託投資資產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相關規範
(103.06.06 金管證投字第1030015417號)
◢ 預告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部分條文(103.06.06 金管證投字第1030022284號)
◢ 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從事投資或交易分析報告、決定、執行紀錄及
檢討報告書面之格式(103.5.28 金管證投字第1030019387號)
◢ 為降低對信用評等機構依賴度，修正「期貨商設置標準」第2條、第10條、「期貨商管理規
則」部分條文、「槓桿交易商管理規則」第10條、「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管理規
則」第2條、第17條、「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10條、第26條、「期貨經理事業設置標
準」第11條、「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期貨信託事業設置標準」第15條、
「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17條及「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部分條文(103.05.29 金管證
期字第1030013322號)
◢ 為降低對信評機構依賴度，修正「期貨商經營證券交易輔助業務管理規則」第21條、「證券
商辦理客戶委託保管及運用其款項管理辦法」部分條文及「發行人發行認購（售）權證處理
準則」第5條、第9條、第23條(103.05.29 金管證券字第10300133222號)
◢ 為降低對信評機構依賴度，修正「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7條、「境外基金管理辦
法」第2條、第10條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管理辦
法」部分條文(103.05.29 金管證投字第10300133221號)
◢ 公告期貨信託事業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11條第1項及第12條第1項規定申請募集期
貨信託基金應檢附書件之格式(103.06.03 金管證期字第103001527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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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證券交易法第55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9條及期貨商經營證券交易輔助業務管理規則第
21條規定之令(103.06.03 金管證券字第1030013323Ｂ號)
◢ 有關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管理辦法第2條第7項、第10
條第1項及第23條第3項規定之令(103.06.03 金管證投字第1030013323A號)
◢ 有關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10條第1項及第25條規定之令(103.06.03 金管證投字第10300133239
號)
◢ 有關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7條第1項規定之令(103.06.03 金管證投字第10300133238
號)
◢ 有關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9條第4項、第6項、第38條第1項、第40條第4項、第44條第1
項、第45條第1項、第46條、第50條第2項及第66條第1項規定之令(103.06.03 金管證期字第
10300133237號)
◢ 有關期貨信託事業設置標準第15條第2項、第3項、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17條第2項及第3
項規定之令(103.06.03 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6號)
◢ 有關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23條第5項、第30條、第31條第1項、第32條第1項及第33條第3
項規定之令(103.06.03 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5號)
◢ 有關期貨經理事業設置標準第11條第2項、第3項、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17條第2項、第3
項、第28條第1項規定之令(103.06.03 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4號)
◢ 有關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10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之令(103.06.03 金管證期字第
10300133233號)
◢ 有關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管理規則第17條第3項規定之令(103.06.03 金管證期字第
10300133232號)
◢ 有關槓桿交易商管理規則第10條第2項規定之令(103.06.0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1號)
◢ 有關期貨商設置標準第10條第4項、期貨商管理規則第14條第3項及第42條第4項規定之令
(103.06.0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號)
◢ 開放證券金融事業得接受證券商委託代理因當日沖銷交易券差所為之標借、議借(103.06.05
金管證投字第10300178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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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關銀行辦理「進口融資墊款業務」之管理方式及帳列會計項目乙案，請轉知會員銀行依說
明辦理，請查照。(103.05.07金管銀法字第10310002640號)
◢ 有關貴會函詢銀行逾期之放款債權如轉換為債券，其會計處理及出售該債權之疑義乙案，復
如說明，請查照。(103.06.16 金管銀法字第10300156150號)
◢ 預告修正「信用卡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第八點草案(103.06.12 金管銀合字第
10300141150號)
◢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發布，修訂金融控股公司法第43條條文(103.06.04華總一義字第
10300085831 號)
◢ 預告「銀行法第三十三條授權規定事項辦法」草案(103.05.27 銀行局新聞稿)
◢ 預告修正「票券金融公司辦理短期票券之保證背書總餘額規定」(103.06.06 金管銀票字第
10300147120號)
◢ 信用卡每期最低應繳金額之規定(103.05.23 金管銀票字第10340001781號)
◢ 「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24條第4項規定之解釋令(103.05.23 金管銀票字第
10340001780號)
◢ 預告修正「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103.05.19 金管銀法字第
103100028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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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險業依保險法第146-5條授權訂定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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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持有之殯葬設施，該設施之經營管理人應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鑑為
優良、甲等或相當等級以上之條件(103.06.17金管保財字第10302504406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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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17金管保財字第10302504401號)
◢ 預告修正「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及招攬處理制度實施辦法」部
分條文(103.06.03 金管保綜字第1030256520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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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
◢ 廢止「所得稅各式憑單填發無紙化試辦作業要點」(財政部1030507台財稅字第10304523640
號令)
◢ 核釋「土地登記規則」第119條有關父母與未成年子女同為繼承人，依法定應繼分申請為分
別共有繼承登記，仍應依「民法」第1086條第2項規定選任特別代理人(內政部1030515內授
中辦地字第1036650879號令)
一、 按民法第一千零八十六條第二項所定「依法不得代理」係採廣義，包括民法第一百零六
條禁止自己代理或雙方代理之情形，以及其他一切因利益衝突，法律上禁止代理之情
形。又法院實務見解認為，父母與其未成年子女協議遺產分割，因雙方利益相反（臺灣
高等法院九十四年度重家上字第六號、一○一年度重上字第二七○號判決參照），基於
禁止自己代理原則，父母依法不得代理未成年子女同意該協議，應由特別代理人代理之
（九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九八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一
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一○一年度家聲字第五五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一○一年度家聲
字第一○九號裁定參照）。
二、 至於父母與未成年子女同為繼承人時，除遺產繼承登記為公同共有，無利益相反或依法
不得代理之情形外，縱以法定應繼分代理未成年子女申請為分別共有之繼承登記，因將
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
院八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七四八號、臺灣高等法院九十四年度家上字第二三四號判決參
照），其以應繼分分割遺產之結果是否確實有利於該未成年人有欠明瞭，難遽認未成年
子女係純獲法律上利益，爰仍應依民法第一千零八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為未成年子女選
任特定代理人，以維護其權益。
◢ 廢止關於汽車運往國外修理復運進口仍屬關稅配額項目者按配額內稅率課徵規定(財政部
1030522台財關字第1031011173號令)
◢ 核釋「低底盤公共汽車」之認定標準(財政部1030523台財稅字第10300569690號令)
一、 貨物稅條例規定所稱低底盤公共汽車，係指符合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低地板大客車規格
規定」之公共汽車。
二、 修正本部98年8月26日台財稅字第09804552350號令，刪除第1點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 廢止關於疑似大陸大蒜除經雜糧蔬菜特作協助鑑定小組鑑定為大陸大蒜者外均得押款放行規
定(財政部1030528台財稅字第1031011579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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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海運快遞貨物通關作業規定」（財政部關務署1030604台關業字第1031012039號令）
◢ 財政部修正發布「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部分條文
財政部103.5.6修正發布「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增訂公司研究發展活動適用投資抵減之活動樣態。（修正條文第2條、第3條及第8條）
二、 增訂公司未設置研究發展單位，惟符合一定要件者，仍可申請適用投資抵減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4條）
三、 鑑於各產業之研究發展支出項目不盡相同，修訂公司僅需檢附其申請適用投資抵減支出
項目之相關文件。（修正條文第12條）
◢ 財政部修正發布「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第70條條文
財政部103.6.18修正發布「產業創新條例」，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公司或企業須於最近三年內未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
大，才可適用研發投抵。(修正條文第10條)
二、 增訂公司或企業最近三年因嚴重違反環保、食安、勞安的企業，將拒絕其申請獎勵補
助，並追回違法期間所申請的獎勵補助。(修正條文第70條)
◢ 財政部修正發布「稅捐稽徵法」第48條條文
財政部103.6.18修正發布「稅捐稽徵法」第48條修正案：
一、 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情節重大者，除依有關稅法規定處理外，將「財政部並得停止其享
受獎勵之待遇」修正為「財政部應停止並追回其違章行為所屬年度享受租稅優惠之待
遇」。
二、 增訂納稅義務人違反環境保護、勞工、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租稅優惠法
律之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財政部停止並追回其違章行為所屬年度享受租稅優惠之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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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管理法規
◢ 總統令修正「商業會計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十八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09326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1～13、20、22、23、27、28、29、31、41、42～47、49～53、55、57～
61、65、83 條條文及第四章章名、第六章章名；增訂第 28-1、28-2、41-1、41-2 條條文；
刪除第 63 條條文；並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 總統令修正「菸酒管理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十八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093241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59 條；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 經濟部令：修正「出進口廠商登記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十日經濟部經貿字第
10304602750 號令修正發布第7條條文)第 7 條

申請出進口廠商登記，應檢附申請書，以書

面、傳真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辦理。
◢ 內政部令：修正「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
六月十日內政部台內移字第 1030952142 號令修正發布第 17～19、26、27、30 條條文第 17
條 香港或澳門居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
一、其直系血親或配偶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但其親屬關係因收養發生者，應存續二年以
上。
二、香港或澳門分別於英國及葡萄牙結束其治理前，參加僑教或僑社工作有特殊貢獻，經教
育部或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會同有關機關審查通過。
三、在特殊領域之應用工程技術上有成就。
四、具有專業技術能力，並已取得香港或澳門政府之執業證書或在學術、科學、文化、新
聞、金融、保險、證券、期貨、運輸、郵政、電信、氣象或觀光專業領域有特殊成就。
五、在臺灣地區有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之投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通過。
六、在國外執教、研究新興學術或具有特殊技術與經驗，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七、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來臺就學或其畢業回香港或澳門服務滿二年。
八、經中央勞工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在臺灣地區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或第十一款工作，或依取得華僑身分香港澳門居民聘僱及管理辦法
許可工作。
九、其他經政府機關或公私立大專校院任用或聘僱。
十、對政府推展港澳工作及達成港澳政策目標具有貢獻，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
民間團體出具證明，並核轉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會同有關機關審查通過。
十一、有本條例第十八條之情形，經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會同有關機關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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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在臺灣地區合法停留五年以上，且每年居住超過二百七十日，並對國家社會或慈善事
業具有特殊貢獻，經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審查通過。
十三、經中央勞工主管機關許可在臺灣地區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
款工作。
十四、其配偶為經核准居留之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或經核准居留或永久居留之外國人、或
經核准長期居留之大陸地區人民。但該配偶係經中央勞工主管機關許可在我國從事就
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工作者，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來臺就學者，不得申請。
十五、來臺傳教弘法或研修宗教教義，經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通過。
十六、經行政院許可香港或澳門政府在臺灣地區設立機構之派駐人員及其眷屬。前項第一款
至第六款、第七款後段、第八款至第十二款及第十五款規定，申請人之配偶及未成年
子女得隨同申請，未隨同本人申請者，得於本人入境居留後申請之；前項第十四款申
請人之未成年子女得隨同申請，未隨同本人申請者，得於本人入境居留後申請之；前
項第十六款之眷屬名冊，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提供。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情形，應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其審核表，由主管機關
會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18 條 香港或澳門居民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應備下列文件，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
一、居留申請書。
二、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格證件。
三、保證書。但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來臺就學或第十六
款規定者，免附之。
四、最近五年內警察紀錄證明書。但經入出國及移民署許可免附者，免附之。
五、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六、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第五款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其應包括項目，準用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訂定之健康檢查證明
應檢查項目表。

第 19 條 香港或澳門居民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應覓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二親等內血親、
配偶或有正當職業之公民保證，並由保證人出具保證書。但符合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來臺就學或第十六款規定者，不在此限。前項有正當職業之公
民，其保證對象每年不得超過五人。
第一項保證書，應由保證人親自簽名，並由入出國及移民署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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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條 臺灣地區居留證或臺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為在臺灣地區居留期間之身分證明文件，
其有效期間，自入境之翌日起算為一年六個月至三年；依第二十二條規定程序申請者，其有
效期間，自臺灣地區居留證或臺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核發之翌日起算。
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八款、第九款規定之申請人與其隨同申請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或依同條
項第十三款規定之申請人，經許可居留，核發之臺灣地區居留證或臺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之
有效期間，依前項之規定。但不得逾申請人聘僱效期。
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四款規定之申請人及其隨同申請之未成年子女，經許可居留，核發之
臺灣地區居留證或臺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效期，與其親之配偶所持居留證件效期相同。但不
得逾其依親之配偶聘僱效期。

第 27 條 臺灣地區居留證或臺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有效期間屆滿，原申請居留原因仍繼續存
在者，得申請延期，每次不得逾二年。但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申請者，其直系血親
或配偶死亡者，仍得申請延期。
前項申請，應於臺灣地區居留證或臺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有效期間屆滿前三十日內，備下列
文件，向入出國及移民署辦理：
一、延期申請書。
二、臺灣地區居留證或臺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
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四項及第五項之規定，於本條準用之。

第 30 條 香港或澳門居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
一、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第七款後段、第九款至第十二款規定之申請人與其
隨同申請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經許可居留，在臺灣地區居留一定期間，仍具備原申請
在臺灣地區居留之條件。但依同條項第一款規定申請者，其直系血親或配偶死亡者，仍
得申請定居。
二、未滿十二歲，持入出境許可入境，其父或母原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三、有本條例第十七條之情形。
四、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來臺就學者畢業後，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許可居
留連續滿五年，每年在臺灣地區居住一百八十三日以上，且最近一年於臺灣地區平均每
月收入逾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公告基本工資二倍。
前項第一款所稱一定期間，指自申請日往前推算連續居留滿一年，或連續居留滿二年且每年
在臺灣地區居住二百七十日以上。
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其親屬關係因結婚或收養發生者，應存續三年以
上。但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已生產子女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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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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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之連續居留期間，一年內得出境三十日；其出境次數不予限制，出境日數自出境之翌
日起算，當日出入境者，以一日計算；其出境係經政府機關派遣或核准，附有證明文件者，
不予累計出境期間，亦不予核算在臺灣地區居留期間。
依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逕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變更居留事由者，其在臺灣地區居留一定
期間，自核准變更之翌日起算。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十日修正施行前，已匯入等值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之存款，
於修正施行後三年內，存款滿一年，附有外匯銀行證明者，仍適用修正施行前有關居留、定
居之規定。
◢ 修正「交通部觀光局受理觀光遊樂業籌設及變更申請案件審查作業要點」第二點附件二，並
自即日生效。(交通部觀光局令中華民國103年6月9日觀旅字第10350009221號)
交通部觀光局受理觀光遊樂業籌設申請案件審查作業要點
一、交通部觀光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審查觀光遊樂業籌設、變更申請案，依觀光遊樂業管
理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第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觀光遊樂業籌設申請案件於正式審查前，本局應於收件之日起十五日內完成左列輔導、
諮詢、協調事項，並函覆申請人：
（一） 籌設申請書是否符合應備文件格式（如附表一）。
（二） 興辦事業計畫是否符合應備之章節及書圖文件製作格式（如附表二）。
（三） 其他是否符合本規則第九條規定應備具之文件。
三、符合本規則第九條規定應備具之文件，得進行興辦事業計畫之審查，並依下列程序辦
理：
（一） 觀光遊樂業籌設申請案件之審查期限六十日，自申請人備齊書件，並向本局繳交審
查費之日起算，至本局受理觀光遊樂業籌設申請案件審查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作成審查結論為止。
（二） 檢附觀光遊樂業申請案件查核表（如附表三），提請本小組召開會議審查，並作成
會議紀錄通知申請人。
（三） 依本小組決議需限期補正者，本局得授權幕僚作業單位查核無誤後，於十五日內核
發同意籌設函。但申請人未依期限補正或未補正完備者，本局得駁回其申請。
（四） 本局依本規則第十二條規定核發興辦事業計畫定稿本時，經查核需補正者，請申請
人於限期三十日內完成補正程序，並經查核無誤後，於十五日內完成核發作業。
四、本局受理觀光遊樂業申請案件審查作業流程圖。
五、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觀光遊樂業籌設、變更申請案件，得準用本要點辦理或依本
機關需要另訂之。

2014 Jul

法規輯要

57

◢ 僑務委員會令：修正「僑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第十三點，並自即日生效。(中華
民國103年5月27日僑法字第10312000101號)
僑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第十三點修正規定
十三、捐助機關指派財團法人之董事長、院長、秘書長、執行長、總幹事及經理人，其初任
年齡不得逾六十二歲，任期屆滿前年滿六十五歲者，應於三個月內更換之
◢ 公司發行新股，所訂之「繳款期限」應在1個月以上，此一期間利益，不宜因公司將認股書
及繳款通知書併同辦理而受影響。繳款期限如有違反規定，應循司法途徑處理 （103.05.21
經商字第10300580150號）
一、按本部100年7月8日經商字第10002083810號函略以：「…惟目前實務運作上，若干公
司係將『認股期限』及『股款繳納期限』併同辦理，依此，原股東係以繳納股款作為同
意認股，亦即須於『認股期限』（與股款繳納期限為同一期限）內繳納股款，未繳納者
則為未認股，喪失認購權。原股東既未認購，即非認股人，則公司即無須催告繳款。如
此，將使得原股東無法適用公司法第142條規定，得於發起人所定１個月以上催繳期限
內繳款，逾期不繳，始喪失其權利。針對上揭將『認股期限』及『股款繳納期限』併同
辦理之情形，考量原股東如有認股之意思表示，其依公司法第142條催告期間規定，本
有較充裕之股款繳納準備期間，此一期間利益，不宜因公司將認股書及繳款通知書併同
辦理而受影響，本部爰作成99年10月21日經商字第09902138080號函釋，倘公司將認股
書及繳款通知書併同辦理，並載明逾期不認購者喪失其權利，雖非公司法所禁止。惟參
照公司法第141條及142條之意旨，公司所訂之『繳款期限』自應在1個月以上」。而公
司發行新股所訂繳款期限如有違反上開函釋是否有效？允屬司法機關認事用法範疇，如
有爭議，請循司法途徑處理。
二、又按公司法第388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於公司登記之申請，認為有違反本法或不合法
定程式者，應令其改正，非俟改正合法後，不予登記」。係指主管機關對於公司登記之
申請，僅須就其所提出申請之登記事項審核其所附申請書件是否符合公司法有關規定為
已足，至於該公司如有違反公司法其他規定者，當予另案依法處理（本部76年6月30日
經商字第32064號函參照）。惟公司登記機關受理公司登記之申請，如認為有違反公司
法有關規定，自應依公司法第388條規定辦理。準此，本案公司發行新股如有違反繳款
期限規定，自應受公司法第388條規範。
◢ 若公司於所訂提案期間內並無股東提案時，因無案可審，則公司尚無召開董事會向董事說明
此案之必要(103.5.21經商字第10302044950號)
一、按公司法第172條之1其立法意旨係鑒於公司法第202條規定，公司業務之執行，除公司
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將公司之經營權及決
策權，多賦予董事會。如股東無提案權，則許多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之議案，除非董事
會於開會通知列入，否則股東無置喙之餘地。為使股東有參與公司經營之機會，爰參考
外國立法例，賦予股東提案權，先為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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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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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按公司法第172條之１第5項規定：「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
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
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若公司於所訂提案期間內並無股東提案時，因無案
可審，則公司尚無召開董事會向董事說明此案之必要。
◢ 交通部令：修正「旅行業管理規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交通部交路（一）
字第 10382002191 號令修正發布第 11、12、30、32、34、37、47、53、56 條條文；刪除
第 54 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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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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04.11 IAS 18 主理人或代理人之判斷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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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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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行事曆

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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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上市公司適用)
日

星期

容

摘

要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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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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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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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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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年度董事及監察人酬金資訊申報（例：103年7月申報102年度之資訊）。
註：董事分派之員工紅利以擬議數申報者，應另於營業年度終了後10日內再行申報其實際配發
數。
9.每月10日前申報上月份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明細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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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2014 Jul

二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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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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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稅行事曆

日

星期

15

二

20

日

內

容

摘

61

要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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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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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法人董監及持股10%以上之法人大股東其董事、監察人及持股10%以上之大股東之資訊。
註：每年7月底前申報異動資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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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四

3.財務資料。
註：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資料。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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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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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5

星期

六

內

容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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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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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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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公司債應申報上月份異動情形
註：每月10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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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

內

容

摘

要

6.私募有價證券資金運用情形季報表
註：每季結束後10日內。
7.最近年度董事及監察人酬金資訊申報(例:103年7月申報102年度之資訊)
註：董事分派之員工紅利以擬議數申報者，應另於營業年度終了後10日內再行申報其實際配發
數。
10

四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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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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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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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二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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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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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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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財務資料申報作業: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資料。

31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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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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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及持股百分之十以上大股東為法人者，其董事、監察人及持股百分之十
以上大股東之異動資訊。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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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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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興櫃公司適用)
日

5

星期

六

內

容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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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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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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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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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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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公開發行公司適用)
日

星期

內

容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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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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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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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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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23
2. 上櫃公司應辦事項一覽表 103.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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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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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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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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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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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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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二

20

日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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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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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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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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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2.第一上市(櫃)公司財務資料。
註：每月底前申報上月份資料。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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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上市(櫃)公司董事、監察人及持股百分之十以上大股東為法人者，其董事、監察人及持股百
分之十以上大股東之異動資訊。

2014 Jul

財稅行事曆

67

07月稅務工作行事曆
◢ 應辦事項

(1)

6月份娛樂稅總繳及扣繳各類所得稅款報繳10日截止。

(2)

5及6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15日截止。

(3)

5及6月份印花稅總繳15日截止。

日

星期

最近一個月內應辦稅務事項提要

1

二

◎
◎
◎

5及6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本日開始。
5及6月份印花稅總繳本日開始。
6月份娛樂稅總繳及扣繳各類所得報繳本日開始。

10

四

◎

6月份娛樂稅總繳及各類所得扣繳之報繳本日截止。

15

二

◎

5及6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營業稅報繳及印花稅總繳本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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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講座出版

Learning Olympic
勤業眾信講座出版
專題講座暨出版品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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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 103 年 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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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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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承修

3 / 5.5

3,000
【無折扣】

吳美慧

3 / 5.5

3,000
【無折扣】

黃海悅

3 / 5.5

3,000
【無折扣】

許晉銘

3 / 5.5

3,000
【無折扣】

林宜慧

3 / 5.5

3,000
【無折扣】

林淑婉

3 / 5.5

3,000
【無折扣】

洪 嘉 隆

7/9.5

5,500

洪 嘉 隆

7/9.5

5,500

IFRS 3 企業合併
~台北場~第十二期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專業培訓班IF12-12

IF12-13

7/10(四)

7/24(四)

13:30-16:30

0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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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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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場~第十二期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專業培訓班-

IF12-14

7/24(四)

13:30-16:30

IF12-15

8/07(四)

09:00-12:00

IF12-16

8/07(四)

13:30-1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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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場~第十二期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專業培訓班IAS 11 建造合約
IAS 20 政府補助之會計及政府輔助之揭露
~台北場~第十二期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專業培訓班IFRS 1 首次採用 IFRSs

《內控/內稽管理課程》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07 以上版本)
FE01-1

7/11(五)

0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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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07 以上版本)

FE01-2

7/22(二)

0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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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財會管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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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A017/10(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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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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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11

第二期 財會人員實務養成班—
會計制度與流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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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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A017/23(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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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 美 玲

6/8

4,800

JUL03

7/24(四)

09: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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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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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 秉 忠

6/8

4,800

AUG01

8/8(五)

09:00-16:0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暨會計處理實務

洪 櫻 芬

7/ 12

7,000

JUN05

8/12(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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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16:00

**上課須帶電腦(Excel 2007 以上版本)
合併報表關係人交易情境解析

陳 政 琦

12/16

9,600

AUG02

8/14(四)&
8/15(五)

第二期 財會人員實務養成班—
會計處理作業解析

AUG03

8/18(一)

09:00-16:00 大陸外匯新制對企業跨境投融資影響及稅務規劃實務

廖 麗 娟

6/8

4,800

JUN04

8/19(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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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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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期_企業主辦會計實務研習班—
成本會計運用實務

黃 美 玲

6/8

4,800

柳 廣 明

6/8

4,800

JUN03

8/19(二)&
8/20 (三)

CH03-3

8/20(三)

09:30-16:30

JUN01

8/21(四)

09:00-16:00

AUG04

8/21(四)

09:00-16:00

企業經營績效分析與預算編製

彭 浩 忠

6/8

4,800

JUN06

8/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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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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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生產管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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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 建 文

6/8

4,800

AUG05

8/8(五)

09:00-16:00

如何運用創新提升企業經營價值
說故事行銷—
傳遞理念及商品價值的說服力

張 宏 裕

6/8

4,800

AUG06

8/8(五)

09:00-16:00

朱 爾 威

6/8

4,800

姜 正 偉

6/8

4,800

楊 淑 如

6/8

4,800

洪 嘉 隆

7 / 9.5

5,500

向 TED 學職場簡報術—
精簡、專業、有效傳達、促成改變

《採購管理課程》
JUN09

8/13(三)

09:00-16:00

採購合約爭議處理與談判策略實務

《人資/行政管理課程》
HRM01-

第一期 勞動契約、人事管理規章實務研習班—

7/10(四)

09:00-16:00

MAY08

7/15(二)

0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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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資各項管理規章制訂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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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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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09
HRM011
JUN11

7/23(三)

09:30-16:30

8/20(三)

09:00-16:00

勞動契約相關法律問題及實務爭議解析
第一期 勞動契約、人事管理規章實務研習班—

8/20 (三) 09:00-16:00

勞動契約內容範例及規劃實務
大陸勞動人事管理爭議案例暨實務操作對策

周 建 序

6/8

4,800

楊 淑 如

6/8

4,800

陳 彥 文

6/8

4,800

71

NEW~最新專題講座、系列講座 DM …more*【台北】7 月 DM、【台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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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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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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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
課程代號
(非上課日期)

課程日期
參加者姓名
(月/日)

公司抬頭
發票抬頭
聯絡人
公司地址

注意事項

部門&職稱

發票格式

□□□

名

類別

總點數

總費用

每點費用

簽證

A

50

26,000

520

客戶

B

100

48,000

480

非

A

50

28,000

560

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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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報名: (02)2546-8665

表

電話(分機)

 http://www.dttus.com.tw
手機

(

)

09___-__________

(

)

09___-_________

(

)

E–mail

09___-_________

□三聯：統一編號 ___________
□二聯 (個人)

電話/分機
( )

E–mail
傳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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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付費 □即期支票 □櫃檯匯款)
付款方式

參加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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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客戶(3 堂課以上者 9 折)
<折扣不適用於特殊課程>
全天課程有提供午餐：
□本所簽證客戶(9 折)，會計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
一般葷食 □素食，姓名_______________
□使用 VIP 儲值點數，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不需要準備午餐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如：單堂課、課程禮卷…..等)

您從何處得知此課程資訊：
電子報同意書
<此欄請務必填寫>
□1.DM □2.勤業眾信通訊 □3.dttus 學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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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朋友介紹 □5.電子報 □6.中小網大□7.內科網
□同意,請為我加入 □同意,定期已收到/已訂閱 □不同意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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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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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書目簡介
精選書目簡介
內容重點：
~加贈附冊~
內容重點：
~加贈附冊
｢新修正法規對民國
103 ~
年股東 1.擴大範圍至所有上市櫃公司強制須設置

本書是第一本將 IFRSs 結合國內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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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董事。獨立董事運作實務。
｢新修正法規對民國
103 年股東 1.擴大範圍至所有上市櫃公司強制須設置
會及董事會之影響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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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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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及董事會之影響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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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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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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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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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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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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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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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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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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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色版)
(彩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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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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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圖文並茂 輕鬆”悅”財報者能以讀故事的快樂心情來看懂會計、看
方式為股東會行使表決權管道之一。電
子投票運作實務。
懂財務報表，無論是企業經理人、股市投
書名
：圖文並茂
編著：
江美艷 輕鬆”悅”財報
會計師
書名：臺灣人的公司治理-我國 4.分配
子投票運作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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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RSs 財務報表元年，如何編製
編著： IFRS
江美艷
會計師
書名：臺灣人的公司治理
-我國 4.分配 IFRSs 財務報表元年，如何編製
專業服務團隊
公司治理之董監事職權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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