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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Story

從國寶、幸福案
探討保險法相關法律問題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副總經理 / 葉光章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稱金管會)於

仍繼續營運，保戶權益依保險契約約定內容不

8月12日宣布接管國寶、幸福兩家壽險公司，

受影響、將相關人員資料移送檢調之動作、近

其理由係二家問題保險公司之淨值已低於負

來金融營業稅率之調升為金管會提供穩定財

二百億元，且長久以來仍無財務改善、彌補資

源，更有臆測接管選在立院開議前，似有想摒

金缺口之管道；兩家公司內部稽查、控管不

除政治干擾之可能等等，均可顯示出金管會對

佳，在資金運用上已令金管會處分多次；最

此應已策畫許久。然而，諸多舉措，仍避不開

後，據金管會主委曾銘宗表示，國寶與幸福二

的質疑係，兩家公司負值共達491億元，預估賠

家壽險，遲遲無法增資改善，為求健全保險市

付金額可能達五、六百億元，金管會之接管是

場發展，動用接管係最不願意看到亦係最不得

否來得太晚？又是否會如同國華案之翻版，保

已的最後手段。

險安定基金「補償」得標者883.68億元加上監
理寬容等措施，其成本最後仍係由全民買單？

接管處分雖引起了廣泛討論，惟至今市場上對
於金管會之接管似仍傾向肯定之態度。觀察金

以及應追究國寶與幸福二家壽險公司負責人及
幕後控制股東法律責任。

管會後續各項動作，如接管同時強調兩家公司

幸福人壽

單位：新臺幣億元

項目/年度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3月

103年6月
(自結數)

資產

550

617

606

545

627

642

585

627

597

595

579

負債

551

634

643

709

763

791

792

840

830

831

818

業主權益

-1

-17

-37

-164

-137

-149

-207

-213

-233

-236

-239

稅後損益

-3

-15

-21

-90

-25

-13

-57

-14

-19

-4

-9

12.5

2

2

2

2

163

178

253

260

264

269

272

增資金額
應增資金額

12.5

32

71

196

(圖表為金管會新聞資料)
註：上表該公司103年6月之淨值及應增資金額，尚未扣除金管會查核需增提備抵呆帳及資產減損之調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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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依據兩家公司之財務報告，國寶的淨值

司，自身卻躲在公司法人之後，享有權力卻未

自2006年由正轉負(負1.1億元)，幸福之淨值則

負擔義務或責任。以國寶為例，近年來國寶僅

係自2005年即為負值(負1.1億元)，2008年金融

在96年、99年、101年各進行增資過一次，三次

海嘯發生，二家壽險公司淨值更趨惡化，國寶

增資總額僅10億餘元，如未能強制真正控制公

淨值為負83億元、幸福淨值為負179億元，二

司之股東出資彌補虧損，而僅係令原本即已虧

家公司至今淨值已惡化至負值各為252億元、

損累累之保險業增資，卻無增資來源，似乎於

239億元，2014年8月金管會始作出接管處分是

事無補。又保險法第143條之4第2項與第149條

否太晚？面對此質疑，報導指出金管會主委曾

賦予主管機關相當之權限，令主管機關得以具

銘宗表示，「之前有給公司機會，希望大股東

體個案判斷擇其採取之措施或處分，此雖立意

能挹注資金，增資或引進外部資金，但公司沒

良善，卻往往導致主管機關消極不為重大效果

辦法做到，現在法律要件和經費來源都成熟，

之處分(如接管等)；而近來行政院修法草案朝向

才啟動接管措施」。對比國華案一例，國華自

「立即接管措施」進行研議，學理上更有提出

2000年即已出現資金缺口，至金管會2009年始

為避免再發生主管機關於符合接管等條件時，

正式接管時，9年期間其負淨值增加至負579億

仍消極不行為之情況，是否應考量設定一定條

元，其接管處分之主要原因亦係因國華人壽之

件之底限下，主管機關即不再具有裁量權限而

資本適足率未達法定標準，且未能完成限期增

「應」為必要之舉措或許係值得思考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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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要求，加上董監事更換頻仍，更因法人股東
股權移轉，導致無監察人之情況，有損及被保
險人權益之虞。觀察兩案可以發現大股東是否
願意(如期)增資或增資金額是否足以彌補資金缺
口係一大關鍵，然而保險法第149條第1項第3款
僅規定「令其增資」，自條文文義上理解，似
係令「保險業」者增資，然而在台灣公司實務
運作上，常可見大股東(甚或係所謂之控制股東)
得藉由其優勢股權或經營階層之掌握而控制公

其二，問題壽險公司經接管後，其首要之問題
便係尋求外部資金以挹注財務缺口，進而思考
如何維持原保險契約之正常運作。據分析，我
國現行法中為彌補問題人壽保險公司財務缺
口，其資金來源約可分為二：一為政府與保險
業提存資金(如安定基金等)，安定基金有不足
時，法律賦予其在特定要件下得向金融機構

國寶人壽

單位：新臺幣億元

項目/年度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3月

103年6月
(自結數)

資產

389

411

421

404

449

495

481

534

588

600

606

負債

383

412

427

487

537

606

668

743

820

842

858

業主權益

6

-1

-5

-83

-88

-121

-187

-209

-232

-242

-252

稅後損益

-3

-6

-4

-79

-6

-34

-58

-32

-28

-7

-17

增資金額

2.7

應增資金額

10

306

312

324

5
22

22

2
115

132

171

3
246

291

(圖表為金管會新聞資料)
註：上表該公司102年、103年3月、103年6月之淨值及應增資金額，
尚未考量應增提之準備金及尚未扣除金管會查核需增提資產減損之調整數。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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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第二，係倘若問題保險公司之有效保險契
約之保險費率與當時有顯著差異時，對原保險契
約條件進行調整，以求能尋找到有意願接手之保
險公司。金管會在宣布接管當日即已對外表示，
兩家保險公司的保單全額保障，員工權益也獲保
障，其後更提出給予得標公司監理寬容措施；保
險安定基金接管以兩年為原則，金管會將在五至
六個月內辦理公開標售。關於標售對象與方式，
更已有論者提出應不限於公股及配合壽險業長期
負債的屬性，因應利率變化「逐年浮動貼補」作
為標售方式，實有其依據。而在安定基金及金融
業特別準備金之運用上，配合金管會努力縮減兩
家問題保險公司之退場時程，審慎擇其成本最小
之方式進行，以減少全民之負擔。

最後，在責任歸屬上，金管會於宣布接管同時隨
即移送相關卷證資料於檢調機關，追究責任之舉
實值贊同。惟此僅在於事後之究責，如未能自
法制面上作預防，相似之案例可能會再重演。因
此，我們認為：國寶、幸福等公開發行公司，在
保險法等未特別規範之處，仍應有公司法、證交
法之適用，即解釋上對於國寶、幸福背後之實質
董事，當然應有公司法第8 條第3項等規定之適
用，故現行法下保險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之董
事或董事長應以公司法第8條第3項規定之概念解
釋，課予公司背後實質掌握經營權之人相同之責
任，始符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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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孝
稅務部執行副總經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中國稅物與商務諮詢

營改增跨境服務免稅管理探討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 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 / 陳文孝執行副總經理、陳建霖經理

自2011年11月發佈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方案

一、營業稅改增值稅重要政策

起，至今實行一系列的新政改革措施，相關稅

回顧2012年初於上海市先行執行試點，並於

收文件的發佈及廢止相當頻繁，故本文先行整

同年7月將試點範圍擴大至北京等8個省市。自

理重要政策及時效性，後續探討國家稅務總局

2013年8月開始，於全國執行交通運輸業和部分

公告[2014]第49號的影響，該文件已於2014年

現代服務業營業稅改增值稅的相關政策，同時

10月生效，除細化跨境服務免稅管理外，亦明

廢止前期試點的相關稅收文件。2014年陸續將

確納稅人提供予香港、澳門及台灣地區有關服

鐵路運輸業、郵政業和電信業納入營業稅改增

務，視為跨境服務之範圍，可參照有關規定享

值稅之範圍，並於同年10月重新發佈跨境應稅

受免稅政策。

服務之免稅管理辦法。

營業稅改增值稅為中國在結構性減稅政策背景

中國大陸國家稅務總局亦多次向外界明確表示

下，繼2009年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後，又一次的

未來改革試點將擴及金融、建築、不動產和現

重大改革，期望本文能增進台商管理階層對此新

代生活服務業等，下列表格為自2013年8月1日

政策的瞭解，亦有助與專家共同探討及研究其對

全國範圍實施後，陸續發佈相關重要稅收文件

公司兩岸業務合同交易及報表損益之影響。

及時效性之整理:

文號

文件名稱

發文日期

生效日期

時效性

財稅[2013] 第37號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在全國開展交通運輸
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稅收
政策的通知

2013年5月24日

2013年8月1日

失效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3] 第52號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發佈《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跨境
應稅服務增值稅免稅管理辦法（試行）》的公告

2013年9月13日

2013年8月1日

失效

財稅[2013] 第106號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將鐵路運輸和郵政業
納入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的通知

2013年12月12日

2014年1月1日

現行有效

財稅[2014] 第43號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將電信業納入營業稅
改徵增值稅試點的通知

2014年4月29日

2014年6月1日

現行有效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4] 第49號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重新發佈《營業稅改徵增值稅
跨境應稅服務增值稅免稅管理辦法（試行）》的
公告

2014年8月27日

2014年10月1日

現行有效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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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境服務免稅管理辦法新舊政策分析

跨境服務銷售額核算及免稅備案手續

在財稅［2013］第37號文出台後，國家稅務總

《新辦法》重申提供跨境服務免徵增值稅的納

局為規範跨境服務之稅收管理，於2013年9月相

稅人，應單獨核算跨境服務的銷售額，準確計

應發佈第52號公告《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跨境應

算不得抵扣的進項稅額，其免稅收入不得開立

稅服務增值稅免稅管理辦法（試行）》（以下

增值稅專用發票，此外，提供免徵增值稅跨境

簡稱《舊辦法》），並自2013年8月起執行。

服務的納稅人，亦應至主管稅務機關辦理跨境
服務免稅備案手續。《新辦法》並進一步刪除
不備案不得免徵增值稅之規定。

隨著2014年度鐵路運輸、郵政業及電信業陸續
納入營改增試點範圍，國家稅務總局遂於2014
年8月發佈第49號公告，重新發佈《營業稅改徵

《新辦法》的補充及調整

增值稅跨境應稅服務增值稅免稅管理辦法（試

《新辦法》做出的補充及調整，主要於免稅跨

行）》（以下簡稱《新辦法》），並於2014年

境服務類別中，補充了郵政業、收派和電信業

10月開始執行，原《舊辦法》失效。

服務，並整合了納稅人經營狀況和管理要求，
補充跨境服務書面合同類型，明確視同從境外

常見兩岸跨境服務交易類型
《新辦法》第二條列舉相關的跨境服務免徵增
值稅，主要納入鐵路運輸、郵政業及電信業相
關服務，下列表格為台商較常使用之服務類型
彙總，有助兩岸公司於跨境服務交易時，了解

取得收入之情形。其中納稅人向境外關聯方提
供跨境服務，從第三方結算公司取得的收入視
同從境外取得收入，此處所稱之第三方結算公
司，係指承擔跨國企業集團內部成員單位資金
集中運營管理職能的資金結算公司，包括財務
公司、資金池、資金結算中心等。

相關稅務影響。
《新辦法》

跨境服務免徵增值稅範圍

第二條

向境外單位提供的下列應稅服務：
1.電信業服務、技術轉讓服務、技術
諮詢服務、合同能源管理服務、軟
件服務、電路設計及測試服務、信息
系統服務、業務流程管理服務、商
標著作權轉讓服務、知識產權服務、
物流輔助服務（倉儲服務、收派服務
除外）、認證服務、鑒證服務、諮詢
服務、廣播影視節目（作品）製作服
務、程租服務。

最後《新辦法》明確了納稅人提供予香港、澳
門、臺灣地區有關的應稅服務，同樣視為“跨
境應稅服務＂，參照有關規定享受免稅政策。

綜上所述，企業應檢視相關合約，若有對境外
支付的合約，包括如技術服務、諮詢服務、軟
件服務等，是否屬於免稅範圍，是否有進行備
案。另外也需注意享受免稅的同時，其對應的
進項稅額也將不得抵扣等議題，所以建議公司
應檢視目前及未來交易以因應營轉增後的稅務

跨境服務合同及資金流規範
《新辦法》規定必須與服務接受方簽訂跨境服務
書面合同，否則，不予免徵增值稅。此外，向境
外單位有償提供跨境服務，該服務的全部收入應
從境外取得，否則，亦不予免徵增值稅。

2014 Dec

合理性以及稅務優惠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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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宇
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跨國稅務新動向

韓國 / 馬德拉 /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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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
法院判決股利所得最終受益人之認定及
租稅協定之適用
韓國稅務法院於2014年4月3日作出判決，其內容
提供申請人如何適用韓法租稅協定(Korea-France

接持有韓國子公司(股利給付方)至少10%之股
權，而係透過英國公司間接持有韓國子公司股
權，因而該股利所得應適用韓法租稅協定下適
用15%扣繳稅率，而非10%之扣繳稅率。

tax treaty)中有關股利所得最終受益人之認定及如

馬德拉(Maderia)

何適用租稅協定扣繳稅率之相關指導。

延長適用國際業務公司優惠
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已同意馬德

本案之韓國子公司(KOR1)係由另一韓國公司
(KOR2)及英國公司(UK Holding Company)各自

拉延長新設公司適用國際業務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Centre; IBC)優惠至2014年12月31日。

持股50%共同合資成立。英國控股公司之股東
為一家法國公司。該韓國子公司(KOR1)於給付

適用IBC優惠之公司在符合特定條件之情況下，

股利所得予英國公司時，英國法人股東主張其

針對與非居住者交易所產生之利潤可享有5%所

為股利所得之最終受益人，依據韓英租稅協定

得稅優惠稅率，同時，給付利息、權利金及服務

(Korea-UK treaty)，韓國子公司於給付股利時，

費免予扣繳，而資本稅及登記註冊費則免予課

須依股利扣繳稅率5%扣繳稅款。然而，韓國稅

徵。此項優惠將可適用至2020年12月31日止。

務機關不同意該英國公司為股利所得最終受益
人之主張，反而認定其為導管公司，不認定其
法人實質，故股利所得之最終受益人應為英國
公司之股東(法國公司)。因此，該股利所得應適
用「韓法租稅協定」而非「韓英租稅協定」。

歐盟委員會於2009年宣布馬德拉IBC稅務優惠
機制與歐盟內部市場(EU internal market)機制相
符，因於2013年11月核准馬德拉公司延長適用
該機制至2014年6月30日。此次新規定再次延長
適用IBC至2014年底，故適用該機制之新設公司

韓國稅務法院亦支持稅務機關之主張，認為實

於2020年前皆可享有IBC稅務優惠。

質上韓國子公司(KOR1)之營運管理及主要決策
均由法國公司負責，故法國公司才是股利所得
之最終受益人。同時，由於該法國公司並非直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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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2014-2015預算案公布

• 電力部門事業之免稅期將包含從2014年3月
31日至2017年3月31日之適格活動。

印度財政部長在2014年7月10日於國會提出2014

• 2014年10月1日起採用回溯條款（rollback

至2015年之預算案。該預算案需經國會兩院通

provision），允許納稅義務人與印度稅務機關

過及總統同意後方能成為法律。

間之預先定價協議在特定情況下（細節尚待討

本次預算案與稅務相關之重點臚列如下：
• 公司稅率、附加稅(surcharge)及附加捐(cess)並
未變更。
• 投資新廠房及機械設備金額大於10億盧比
之製造業適用15%投資減免優惠(investment
allowance)將延長適用至2017年3月31日前之
投資；自2015年4月1日起，投資新廠房及機
械設備金額大於2億5千萬盧比者，則可享有
額外15%之扣除額。
• 因從事企業社會責任活動所產生之費用（對某
些公司可能依法於2014年4月1日起必須執行
企業社會責任活動）於稅上不得認列。
• 持有非上市公司股權期間超過36個月（舊法規
定為12個月）時，出售股權所產生之資本利
得，才可視為長期資本利得而享有租稅優惠。
• 2014年10月1日後發放之股利，其股利分配稅
（本稅15%加上10%附加稅以及3%附加捐）
之稅額計算基礎由實際發放金額（股利淨額）
改為股利總額，預計股利分配稅之有效稅率將
因此增加近3%。
• 取得外國公司所宣告、分配或發放之股利將永
久適用15%之稅率（舊法僅限於2014年3月31
日前收到之股利）。
• 延長外幣借款利息優惠扣繳稅率5%之適用期
間至2017年6月30日，並將適用範圍由原先之
基礎建設債券擴大至所有長期債券。
• 給付予居住者時不得扣抵之扣繳稅額，其不得
扣抵金額將由給付額100%降低至30%。
• 2014年10月1日起引進不動產投資信託
（REITs）及基礎建設投資信託（InvITs）之特
殊課稅機制。

2014 Dec

論）可以往前回溯四年。其他移轉訂價相關細
節之提案（包含常規交易區間之概念以及多年
度可比較分析資料之採用等）則尚未提出。
• 個人稅方面，免稅額將增加50,000盧比，員工
公積金計畫下之每月薪資適用額也從6,500盧
比增加至15,000盧比。
• 關於關稅、貨物或服務稅之標準稅率雖有修正
提案（例如：針對某類進口的關稅稅率變更，
以及某類貨物或服務的貨物稅免稅額），但暫
時不會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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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哲莉
稅務部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跨國人力調派新知

中國 – 未遵循個人所得稅申報規定
之外國人可能被限制出境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廖哲莉會計師、呂逸雯經理

提要

此項合作關係讓北京地方稅務局更能有效地監

根據近期中國稅務新聞報導，北京市地方稅務

督外國人善盡報稅之義務。舉例來說：

局與北京市公安局決定合作以改善駐北京外國

1.北京市公安局能與北京市地方稅務局共享外國

人繳交個人所得稅的情況。未遵循個人所得稅

人的出入境紀錄以確保其在中國境內居留超過

申報規定之外國人除了被處以罰款及計算利息

90天或183天的外國人能誠實報稅。

外，甚至可能被限制出境。

背景

2.針對自北京市勞動局取得工作證及參加社保制
度的外國人，北京市勞動局和北京市人力資源

由於北京的外國人口在過去三年以每年3%之幅

與社會保障局皆可提供其登記資訊以利北京市

度成長，北京地方稅務局在許多地區稅務處皆

地方稅務局追蹤外國人的報稅情形。

設有國際稅務管理單位以確保外國人確實盡到
報稅責任。另一方面，北京地方稅務局亦盡力
與各市政機關建立合作機制，藉以提昇稅務資

重點提醒

訊蒐集、法令執行及行政管理的效率。

中國各政府機關之間透過合作關係以共享更多
資源之趨勢，此舉將讓稅務機關更容易偵查出

北京市地方稅務局與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北
京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及北京市公安局合
作，互相分享交流相關資訊。倘若發現有外國
人未遵循個人所得稅申報規定之情形，北京市
地方稅務局將會通知北京市公安局將該外國人

不遵守規定的外國人並限制該外國人出境。聘
僱外國人之雇主應定期執行內部審查，如掌握
員工之出差天數、檢視人員派遣政策及申報程
序以確保相關報稅文件及程序符合當地規定及
作法。

限制出境。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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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科技風險管控系列剖析證券期貨市場新興科技資訊
安全管控指引(上)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企業風險服務 / 周嘉明協理、楊怡芳經理

一、前言

二、雲端運算服務運作安全

金融管理監督委員會因應國際資訊安全的重要

雲端服務模式的發展，使得資訊科技更能夠有

議題，如：去年三月份韓國發生的APT駭客攻

效支援業務發展，然而以從伺服器的角度轉變

擊事件，造成多項金融服務與電視媒體停擺之

成以服務為基礎的思考，整體改變了雲端科技

狀態，以及新興科技的發展趨勢，針對雲端預

與應用的設計與提供方式，但是這樣的改變也

算服務、社群媒體的使用以及行動裝置的管理

衍生出許多新的資安議題。因此，在雲端運算

等，要求各周邊單位與相關公會召開會議並發

服務的資訊安全控管上，我們參考了雲端安全

展新興科技的資訊安全管理規範。

聯盟所發表之Security Guidance for Critical Areas
of Focus in Cloud Computing v1.4及v3.0，針對雲

勤業眾信受台灣證券交易所之邀，協助擬定
「證券期貨市場相關公會雲端運算、社群媒
體、行動裝置資訊安全管控指引」並與四大周
邊單位、證券商公會等進行多次討論後，此指
引已於今年8月函知證券商公會會員參酌，預計

端服務的特性以及國內雲端發展趨勢與業界實
務，提出雲端運算服務的資訊安全控管建議，
以涉及關鍵性系統、資料或服務之雲端服務為
主要範圍，且不包含建置於企業內部且僅對內
部提供服務之私有雲。

由臺灣證券交易所或櫃買中心於104年度進行證
券商業者之訪視作業。

依據雲端運算服務之特性，選定雲端服務提供
者之基本要求、雲端互通性與可移植性、雲端

除了證券商公會外，銀行公會會員已也收到此
份指引，未來金融產業因應此三大新興科技議
題，將參酌指引之建議，落實新興科技的資訊
安全控管要求。故，本文將分為上、下兩篇就

供應鏈管理及雲端基礎設施與虛擬化安全等方
面控管重點，分別說明如下，以供企業選用雲
端服務提供者或自行建置雲端服務之資訊安全
控管參考。

指引中雲端運算服務、社群媒體、行動裝置等
三大新興科技，分別說明指引發展依據、範

(一)雲端服務提供者的基本要求

圍、控管重點，以利充分了解指引設計之精

依事先了解雲端服務提供者所提供之服務水

神，作為業界建置相關控管之參考，進而達成

準，包含其對於雲端服務所採行之資安防護措

強化新興科技資訊安全之效。

施等，以確認符合企業需求，若有不足之處，
應採行適當的補償措施；針對雲端服務備援機

2014 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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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為確保服務的持續運作，應於合約中載明

三、結語

服務復原時間之相關要求，以保障權益。同

本文主要針對「證券期貨市場相關公會雲端運

時，企業應落實定期查核作業，以確保雲端服

算、社群媒體、行動裝置資訊安全管控指引」

務提供者確實執行各項作業。

中的雲端運算服務，說明針對金融產業的資

15

訊安全控管建議，以期協助企業降低雲端運算

(二)雲端互通性與可移植性
為確保雲端服務能夠配合業務發展需求，必須
考量雲端服務之互通性與可移植性，以有效運

服務之資訊安全疑慮，有效運用雲端服務的優
勢，提升企業經營成果，而社群媒體與行動裝
置的安全控管，將於下篇文章中說明。

用雲端服務之彈性。故對於使用雲端運算服
務之系統及資料應能夠維持互通性與可移植性
(interoperability & portability)，包含虛擬化平台、
虛擬機檔案格式、資料檔案格式以及應用程式
介面(API)，均建議採用業界常見之標準；若涉及
敏感性資料之傳遞，宜使用加密之網路協定。

(三)雲端基礎設施與虛擬化安全
為確保雲端基礎設施與虛擬化之安全，應著重虛
擬機映像檔之完整性、虛擬機隔離性(isolation)、
針對雲端作業系統應有適當的安全控管措施且針
對運作人員應採權限最小化原則授予權限，並輔
以適當之安全控管措施。其中針對IaaS(基礎設施
即服務)，應依需求將含敏感資料之虛擬硬碟進行
加密，且於服務終止後應出具資料完全刪除之證
明，以強化對資料的保護。

(四)雲端供應鏈管理
由於雲端服務的類型繁多且可能涉及許多的廠
商及其分包商，因此考量目前國內雲端服務發
展現況與企業之實務運作，要求雲端服務提供
者應定期提供服務水準協議中的各項指標報告
外，更應負責檢視雲端服務供應鏈中其他合作
夥伴的服務品質以及資安事見的即時通知與定
期更新事件處理資訊，以強化對於雲端服務提
供者之管理並降低因供應鏈上其他合作夥伴之
問題而造成之衝擊。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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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異常稽核報表
提升企業成本資訊正確性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企業風險服務 / 楊尚儒經理

成本管理的目的與重要性

什麼是異常稽核報表?

管理大師Peter Drucker曾說「企業主管應知道在

在資訊環境下，一般企業所有的營運交易與資

何時需要何種資訊，用什麼方式從那裡取得，

訊都在ERP系統上進行與產出，成本結轉與成本

做為正確營運決策之輔助 」。而成本資訊更是

資訊的產出也不例外，而在ERP系統與安全控制

影響公司決策的重要依據，從產品應如何定價

議題當中，除了完善的「系統授權」、「職能

的銷售策略、怎樣的產品組合有最好的獲利的

分工」與適當的「系統設定」外，「異常監控

生產與接單策略、委外或自製怎樣比較省錢的

機制」也在ERP流程控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適

委外策略、到想要降低成本應該從哪一部分著

當的監督機制能補強企業流程中控管機制較弱

手最有效率的Cost Down策略，種種企業營運過

或不足之處，更可進一步協助企業發現異常或

程中所需的決策，都需要仰賴公司的產品成本

錯誤的交易。「異常稽核報表」即是針對應用

資訊，而如何確保成本資訊正確且合理，一直

系統中重要交易定義異常的規則與邏輯，明確

是許多公司面臨的課題。

規範出各項異常稽核的目的、稽核的頻率、權
責以及異常事項的改善追蹤方式；定義完善的
監控機制，能確保營運流程中的重大風險或異
常，皆在企業可掌控的範圍之中。

2014 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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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透過異常稽核報表提升企業成本資
訊正確性

往往是月底結帳無效率的原因之一，一旦發生

在2012年3月號「以成本管理創造企業競爭優

重新開庫存帳以及結算的程序，因此除了結算

勢」的文章中曾經提到，公司要及時結轉正確

完成後的異常分析外，更應建立日常營運中之

的產品成本資訊，須從「提升成本資訊蒐集正

成本異常監控報表與機制，透過每天、每周、

確性」、「強化成本相關作業流程與系統控

每月的稽核，提前發現異常、解決異常，降低

制」、「優化成本分攤與成本制度」、「加強

成本資訊錯誤的機會。

17

前端資料輸入錯誤，隨之而來的可能是一連串

成本系統結轉功能」四大面向著手，從前端基
本資料的蒐集；領、退料、入庫、工時蒐集流

成本異常稽核報表設計實務

程控制機制設計；各項費用之成本動因辨識、

在實務上要如何透過異常稽核報表的建立，達

分攤及成本制度的定義；到系統結轉功能效率

到成本資訊異常有效監控，進而提升成本資訊

進行全面性評估、設計與優化。

正確性呢?我們認為需要透過以下三步驟：

異常報表邏輯定義：
在這些面向皆正確的設計之後，公司該如何確

第一步，應該分別從會影響料、工、費的各項交

保各項流程控制或資料正確蒐集的管控點能落

易出發，盤點出各項相關作業流程與系統交易，

實執行？如何避免同仁一時疏忽輸入錯誤資料

從交易邏輯上思考可能出錯的管控點，或著從歷

的情況？一般公司可能會透過在成本結算完成

史經驗歸納容易發生資料不正確之處，以下舉兩

後，針對結出的成本，與前期或標準成本進行

個案例進行說明：

差異分析，找出差異大於一定比例（ex.10％）

案例一：欲降低材料成本錯誤機會，應該思考

的資料，再進一步往前追查原因，看是進料價

怎麼透過異常機制發現材料領用不正確的情

格波動、製造費用變高、或著是領料數量、分

況，進而定義領料數量不正確的邏輯（ex.標準

攤基礎的資訊維護錯誤；然而這些事後的追查

用量與實際用量差異過大）或應領未領的情況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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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已進入某製程或已完工未領料）

之後，才能有效落實，成為公司日常運作

案例二：提升工、費分攤正確性，要從分攤基

制度的一環。

礎的正確性著手，假設公司某項製造費用是以

異常監控機制實施與改善：

人工小時作為分攤基礎，就應從此面向著手，

異常稽核邏輯與稽核機制皆明確後，當然就是要

定義人工工時異常的邏輯，如超過標準工時或

落實執行，依據已定義的稽核周期與方式，定期

前期工時10%、已完工未有工時回報、或回報

的檢討，找出各項異常狀況，確實透過異常報表

工時加總與出勤時間差異過大等。

檢討前端單據不正確、不完整、不及時的原因，

異常監控機制建立：

要求相關單位回覆改善計畫與改善時程並定期加

完整設計出從驗收、進貨、領料、退料、報

以追蹤，相信，確實執行一定期間之後，必定能

工、完工入庫、托外加工、雜項出入庫等異常

有效降低前端單據錯誤發生之機會。

檢核邏輯後，接下來可以分「系統面」與「管
理制度面」進行監控機制的建立
» 系統面：在系統需要將各項異常檢核的邏

常聽到一些公司內部認為，正確的成本資訊的

輯明確且充分與資訊單位或著是委外廠商

產出，是公司財會單位的責任，然而財會單位

溝通，確認是否為現行既有報表或需額外

往往只能扮演最後結算與分析的角色，前端製

開發，以產出正確且符合需求的稽核報表

造、倉管、採購等單位若發生單據數量的錯誤

資訊；同時，由於此類報表是使用率高且

或遺漏，都可能影響成本資訊的品質，此時就

須長時間執行，友善且便利的匯出介面也

須要透過落實在日常營運當中的檢核機制，來

是報表開發上必要的考量要點。

協助公司提前發現各項交易單據的異常；透過

» 管理制度面：在異常報表能正確產生之
後，公司需要依據各項異常報表的特性，
定義稽核周期（日、周、月）、稽核方式
（書面回覆、會議檢討）、稽核權責（稽
核單位、改善單位）等，明確定義且規範

2014 Dec

結語

完整異常稽核報表設計，以及事後稽核機制定
義，協助確保前端作業人員確實依正確之流程
進行成本相關作業，進而提升公司成本資訊品
質、增加對公司報價及管理決策支援程度，在
低利時代，為公司創造更多競爭優勢 !

企業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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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行動網路趨勢下
的營業秘密保護風險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企業風險服務 / 林彥良經理

一、企業存亡的戰爭

而近年來中國大陸的競爭對手以讓人難以拒絕

近年來人才資本管理的興起，多數企業將員工

的薪資帶走台灣企業大量的專業人員，除了人

視為企業持續運作的關鍵，許多的員工也在公

員挖角外也帶走了大量的技術文件與資料，對

司內逐漸累積經驗與身價，然而近年來國際間

於這些競爭對手而言，相較於研發過程龐大的

的人才大戰越演越烈，以換幣別不換數字的銀

學習成本，人員挖角的費用相對低廉，加以台

彈攻勢屢見不鮮。在2013年營業秘密法修正

灣企業的營業秘密保護措施普遍不足，除了獲

後，這樣現象似乎是不減反增，而面對這種人

得優秀的人才外，也能取得完整的技術文件，

才挖角、經驗複製的手段，對於台灣的企業而

更是一舉兩得，藉由人才與技術文件的取得大

言，這已經不是一般的商業競爭，而是企業存

幅縮短產業經驗的學習曲線，短時間內即可挾

亡的戰爭，萬萬不可等閒視之。

著中國大陸龐大的市場優勢超越台灣企業。

二、人員挖角與內部洩密兩大問題

人員的流動本該是企業的常態，然而台灣企業

台灣的企業多為國內外科技產品的代工製造，

普遍缺乏營業秘密保護措施，多半僅依賴競業

不論是OEM或ODM廠，除了需保護企業的營業

禁止限制及加扣押的手段讓員工不敢投效競爭

秘密維持競爭力外，也擔負著保護客戶的營業

對手，但企業往往忽略了員工在跳槽前與競爭

秘密避免鉅額的罰款，而從近來的營業秘密侵

對手接觸的過程中可能就已經發生營業秘密外

害事件可發現，企業正面臨兩大關鍵問題，一

洩問題。既然人員的流動形成常態，企業應該

是關鍵人員挖角、二是內部人員洩密。

朝向員工可帶走經驗另起爐灶重新研發，但是
不可帶走既有研發成果及相關資料文件，多數

(一)挖角能帶走經驗但不該帶走秘密

企業會認為員工跳槽不會笨到將前公司資料
原封不動的搬到競爭對手，然後從許多的營業

一直以來人員挖角都是企業難以防堵的問題，

秘密侵害事件中發現員工沒有企業想像中的聰

人員挖角也直接嚴重影響著企業的競爭力，人

明，在許多的案例中看到檢方從員工或競爭對

才是企業長久營運的關鍵，唯有好的人才方能

手所搜出的諸多帶有前公司Logo或保密標示的

使企業面對一波又一波的商業競爭。人員挖角

文件可以證明。

除了直接跳槽競爭對手外，在面對企業祭出競
業禁止限制時，其他方式包含服務競爭對手由
海外子公司轉投資的公司、擔任顧問提供服務

(二)洩密不是無知而是缺乏管理

予競爭對手，或任職於人頭公司以規避競業禁

除了人員挖角外，內部人員洩密是另一項關鍵

止的限制。

問題，內部人員洩密除影響企業的競爭力外，
如涉及客戶營業秘密，更可能為企業帶來鉅額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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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罰款，從近期的營業秘密侵害事件中發現，

含公開在社群網站、特定主題的討論區或網路

內部人員洩密有幾種類型：

硬碟，細究其原因發現多數發生該問題的員工

1.提供營業秘密給離職員工

多半表示不清楚公開的是營業秘密或是不清楚

人員被挖角後常見的問題即是離職員工回頭向
交情較好的前同事索取資料，當企業對員工的
法制教育與營業秘密保護意識訓練不足的情況
下，容易發生在職員工提供營業秘密給離職員
工。然而，離職員工並非全是競爭對手，更多
的情況是企業不清楚離職員工去向，或是掌握
去向後擔心另一波跳槽而未在內部正式通告禁
止與離職人員接觸。

問題的嚴重性，然而真的是如此嗎？在一些營
業秘密侵害事件中也發現到部份員工在明知是
營業秘密的情況下，以炫耀的心態在網站公開
營業秘密，藉以獲得眾多網民的崇拜，可能不
是為了個人獲利，但卻實際影響了企業的接單
情形與獲利能力。

三、新一代行動網路帶來更大的威脅
近年來行動網路與智慧型行動裝置的蓬勃發
展，新一代行動網路的發展除了提高關鍵人員

2.洩漏營業秘密給競爭對手

挖角的可能性也提供了內部人員洩密的管道，

洩密營業秘密給競爭對手常見的情形包含員工在

進一步可歸納出下列風險：

跳槽前向競爭對手展示在原公司的工作成果或職
務的重要性、經任職於競爭對手的好友或同學的

(一)行動網路資料傳輸成本降低，員工
不再依賴公司網路。

請託而洩漏營業秘密，或是不知手中資料的重要

不論在台灣、中國大陸或是鄰近的香港、日

性而誤將資料提供給同業競爭對手等。

本、韓國，4G/LTE的普及後使資料傳輸速度大幅
提升，同時服務的普及帶來傳輸成本的降低，

3.提供營業秘密給原廠或供應商
與洩漏給競爭對手類似的是將在案件的合作過
程中，將營業秘密提供給原廠或供應商，常見
的情況包含在與原廠溝通過程中提供過度資訊

企業員工可通過私人的行動網路下載或上傳資
料，而不再依賴公司網路，過往企業在網路出
口佈署的安全設備也因為員工不使用公司網路
而英雄無用武之地。

而造成營業秘密外洩，特別在代工業的機台配
置或是製程工序的秘密，此外在與供應商合作
的過程中，為了加快外包工作的效率而將內部

(二)智慧型行動裝置人手一機，員工隨
時隨地分享公司資訊。

未公開的營業資訊或營業秘密提供給供應商，

隨著中國市場低價品牌的崛起，使得智慧型行動

這種類型的營業秘密外洩常使企業喪失原有的

裝置的價格屢創新低，加上電信商採用智慧型行

競爭優勢，特別是在不瞭解供應商對於客戶營

動裝置搭配行動網路的方式銷售，消費者除了能

業秘密管理狀態的情況下，很容易發生競爭對

以低廉的價格購入行動裝置外，也可使用較快的

手通過供應商取得企業的營業秘密。

行動網路，然而對企業而言，這代表的是企業的
員工可能隨時隨地能通過文字、照相、上傳附件

4.將營業秘密公開於網路上
在智慧型行動裝置氾濫的現代，員工通過具有
照相、錄音或錄影功能的智慧型手機取得營業
秘密資訊後公開在網路上屢見不鮮，常見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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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分享公司的內部資訊。如果企業員工不清
楚資訊分級與營業秘密保護要求，可能發生員工
誤傳應保護的營業秘密資訊，而使企業關鍵資訊
遭外洩或面臨鉅額的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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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雲端儲存空間大且速度快，公司資
料統統放上網路硬碟。

問題，往往為時已晚，關鍵人才與技術早已被

除了行動網路及智慧型行動裝置外，雲端儲存

擇進一步緊縮支出也讓原本已不受重視的營業

服務的興起也是另一項讓企業頭痛的問題，從

秘密保護問題更是雪上加霜。

21

挖空，每當企業獲利能力下降時，多數企業選

早期的SugarSync、Dropxbox到Google Drive、
Amazon Cloud、Microsfot OneDrive、Apple
iCloud、Box、百度雲、360雲盤、騰訊微雲及華
為網盤等，各式各樣的網路硬碟以儲存空間大
及傳輸速度快的優勢提供服務，讓企業感到頭
痛的是不少員工為了方便在不同電腦工作而將
公司資料放上網路硬碟，更驚人的是，還有員
工為了獲取雲端網路服務的積分而任意的將公
司營業秘密資料上傳分享，以中國大陸知名的
百度文庫為例，台灣企業的內部文件包含訓練

企業應在業務規模擴張之際即進一步思考營業
秘密保護問題，以維持企業的核心價值，伴隨
著廠商設備的擴充同步強化營業秘密的保護，
積極佈建防弊機制才是長久經營維持競爭優勢
之道。

五、新一代行動網路趨勢下該如何保護
營業秘密

教材、經營管理會議記錄甚至是製程參數都一

面對新一代行動網路帶來的營業秘密保護風

覽無遺。

險，在考量私人行動網路及智慧型行動裝置普
及化、雲端儲存興起與新興社群、通訊軟體的
蓬勃發展，建議企業應至少投入資源發展下列

(四)社群服務與通訊軟體蓬勃發展，營
業秘密外洩風險遽增。
伴隨著行動網路而蓬勃發展的是社群服務與通
訊軟體，其中最大的轉變在於藉著智慧型行動
裝置人手一機的特性，通過社群服務與通訊軟
體大幅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如同在1996
年出現的ICQ一樣，WhatsApp、Line、WeChat的
興起形成另一波的通訊革命。而對企業而言，

營業秘密保護機制，以期新一代行動網路趨勢
下仍能妥善保護營業秘密。

(一)建立資訊分級管控制度
對於企業內需保護的營業秘密，應透過資訊分
級管控制度，確保所有員工均瞭解及遵守相關
資訊等級的控管要求，具體工作包含：
1.業務資訊流分析

面對這些安裝在員工私人智慧型行動裝置上的

針對各項業務流程分析其資訊流，具體識別內

通訊軟體，除了營業秘密資訊遭外洩，還需擔

外部資料使用單位、使用的資訊系統及產生的

心員工通過這些無法監控的社群服務或通訊軟

資料文件名稱與型態。

體與競爭對手聯繫或建立關係等行為。

四、不只興利更要防弊

2.建立資訊分級管控制度

營業秘密保護需要投入資源，在新一代行動網

依資訊流分析結果，針對企業所保有的各項資

路的趨勢下，更是需要企業投入人力與物力以

訊，建立資訊分級機制，例如機密、一般、公

妥善保護營業秘密，然而面對日益嚴重的營業

開等級別，針對各資訊等級依循資訊生命週期

秘密侵害問題，多數企業仍然以消極且被動的

包含資訊產生、傳遞、編輯、歸檔或銷毀等過

方式因應，而企業每年投入營業秘密保護的預

程的資訊管控措施，企業可適當地評估技術解

算比例仍遠不如興建廠房與購置設備，多數企

決方案以達成自動化管理的功能。

業往往在營業秘密侵害事件發生後才選擇面對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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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新一代行動網路趨勢，對於資訊分級管控

在於人員法制意識與保護控制能力的持續提

應加強遠端存取企業資源的安全要求，包含員

昇，藉由充足的訓練課程及適當的宣傳活動提

工在家工作使用遠端桌面連線的資料下載、使

昇員工的法制意識與營業秘密管控能力，唯有

用網頁信箱(OWA)的附件存取、使用信箱Push

人員意識提升進而形成企業文化，營業秘密保

Mail的附件存取等功能的安全管控。

護才能持續落實推動。

3.實施資訊分級管控

(四)規劃與演練營業秘密侵害應變機制
企業在面對各項天然災害多已規劃緊急應變機

依資訊分級管控制度，針對資訊流分析結果所

制，而對於營業秘密這項重要的資產，企業也

識別的資料文件標示資訊等級，同時針對資訊

應在事前規劃營業秘密侵害應變機制，包含成

生命週期相關的辦公實體環境、資訊系統實施

立應變組織定期開會、建立應變機制使員工在

資訊分級管控制度。

獲悉營業秘密侵害時有可遵循的處理流程。
針對已建立的營業秘密侵害應變機制，企業應

其中對於辦公實體環境應特別考量新一代行動網

考量各類營業秘密侵害情形設計演練情境，並

路發展，對於智慧型行動裝置的管制可考量特定

定期辦理應變機制演練，確保員工熟悉應變機

區域限制使用具有照相機、網路及儲存功能的智

制，以在營業秘密侵害發生後能即時因應避免

慧型行動裝置，具體檢查方法包含設置安檢門、

損害擴大而危及企業的競爭力。

使用金屬探測器檢測等，如辦公環境有行動電話
使用需求可考量配發公用手機代替。

(五)留存營業秘密管理證據
在許多案例中可發現，當企業需要透過法律維

4.定期辦理稽核

權時，常常因證據不足而造成無法起訴或敗

通過定期辦理內部稽核活動，確保員工均可遵循

訴，最常見的情況是發現營業秘密外洩時才開

營業秘密保護相關控制要求，以稽核方法及早

始蒐集或留存證據。

發現異常問題。

(二)建立人員保密制度

企業在面對保護營業秘密的過程中，應在規劃
前述資訊分級管控制度、人員保密制度及辦公

評估既有人員聘僱作業的風險，包含聘僱契

環境資訊保密等工作時即同步設計所需留存的

約、保密協議書及競業禁止條款的增修。針對

管理證據，包含資料存取及使用紀錄、資訊系

人員到職、調職與離職的各項狀態建立保密措

統操作軌跡、實體環境進出紀錄、監視錄影紀

施，包含到職前的背景調查人員，調職後的部

錄等，以確保完整紀錄行為發生的人、事、

門資訊更新、權限更新、聘僱契約更新、保密

時、地、物為基礎，具體識別行為、行為人及

協議更新、競業禁止內容更新，離職前的保密

行為標的等，針對各項稽核軌跡應訂定資料保

協議確認、資產歸還、權限移除，及離職後的

存年限並考量資料倉儲實體安全、資料備份備

競業禁止補償與去向追蹤等。

援管理，確保各項稽核軌跡均已妥佔保存。

(三)辦理法制意識訓練與營業秘密保護
宣導

當前述資訊分級管控制度、人員保密制度及辦

確保營業秘密保護機制能具體實施的關鍵因素

步留存各項作業之管理證據。

2014 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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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科技風險管控系列電子支付安全風險管理與契機(下)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企業風險服務 / 江榮倫協理、黃邦平資深顧問

我們在上篇就電子支付的潛在風險進行剖析

支付方式簡化與支付工具強化

後，在本篇將就電子支付發展契機與展望進行

電子支付最主要目的還是支付，只是透過更多

初步討論。今年1111光棍節讓阿里巴巴旗下

元化的支付方式來達到現代人追求便利、快速的

淘寶網、天貓商城又再一次地創造新的交易紀

效果；根據國外成功的實務經驗，第三方支付與

錄，全球有超過一百九十個國家和地區參與網

移動支付的結合已是趨勢，也是要件，主要是因

購，而根據分析，中國的第三方支付工具「支

為支付行為原本就帶有移動的本質，因此在智慧

付寶」更是網友支付的主要方式，這樣的盛況

型手機與穿戴式裝置快速演進的潮流下，第三方

也給國內電子支付業者帶來美好願景；縱觀電

支付業者如何強化支付技術創新與兼顧安全交

子支付發展歷史，其實並不長，但之所以發展

易，讓使用者能夠快速、便利的完成交易，將是

迅速與普及，主要關鍵因素之一還是良好的使

國內電子支付產業發展重點之一。

用者體驗；因此考量國外發展實務與經驗，國
內電子支付業者在擬定後續中長期的業務策略
時，不妨可就下列幾點進行考量：

小額民生消費與使用客群設定
由於國內多數人員的消費方式偏向使用信用卡

• 支付方式簡化與支付工具強化

或現金進行消費，但是綜合來看，信用卡或是

• 小額民生消費與使用客群設定

現金仍然有些許的不便利性，加上電子支付出

• 超級支付帳號與跨業結盟

發目的原本就是針對小額、快速、信賴的支付

支付方式簡化與
支付工具強化

電子支付安
全風險管理
與契機

Member Firms and DTTL: Insert appropriate copyright (Go Header & Footer to edit this text)

小額民生消費與
使用客群設定

超級支付帳號與
跨業結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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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進行優化，因此對於小額的民生消費行

綜合上下兩篇所論，電子支付在新興技術持續

為，例如便利商店、夜市、零售商場、事業費

創新的潮流之下，將扮演更重要的支付地位，

代繳等大量使用現金的交易行為，應該都是電

未來現金仍不會被取代，但是隨之而來的可能

子支付業者可以發展與突破的市場客群重點；

是消費者直接透過手機、眼鏡、戒指等設備直

如果電子支付業者能夠持續評估個人對個人

接進行選擇、感應與完成消費，一般消費者對

(P2P)款項移轉方面的支付創新技術與安全，甚

於眾多銀行的仰賴，也可慢慢轉向對於單一電

至搭配其他支付方式(例如生物辨識支付、語音

子支付帳號的依賴，而為了達成這樣的願景，

支付等)，提高使用者對電子支付的仰賴程度與

後續還有賴電子支付業者、政府主管機關與民

信心，則不難預見日後電子支付的發展將大大

眾共同的參與，也期許在大家的努力下，能夠

改變現在的思維模式。

開啟電子支付產業新的局面 !

超級支付帳號與跨業結盟
電子支付再方便，還是透過「人」的意志去完
成相關交易活動，目前電子支付業者多數是發
展自己的支付平台，在市場發展初期，這是必
然狀況，然而之後隨著大家對於電子支付的接
受程度提升，如何在市場競爭激烈的情況下，
共享市場大餅及產業利益，將是隨之而來的經
營挑戰之一；然而我們不禁可以試想，如果關
注使用者體驗，以消費者的角度出發，電子支
付產業透過跨業結盟或相互合作的方式，共同
為消費者發展出個人專屬的、單一的、 可信賴
的電子支付帳號，不僅可讓消費者不再需要適
應或是記憶不同的支付平台，透過後台作業更
能掌握消費者的消費習慣與趨勢，在巨量資料
分析的技術下，電子支付業者能夠創造更多的
商機，也能夠擴大整個電子支付產業的市場，
甚至涵蓋跨境支付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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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安控分享系列(一)：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風險與內部控制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企業風險服務 / 徐潔茹協理、呂欣燕副理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隨著資料庫儲存技能的強化透過例行備份資料

System簡稱ERP)有效整合前端交易到後端帳務處

及異地備援程序的完備，將可於企業可容忍的

理間的各式紀錄明細，於資料維護的過程更藉由

修復時間內於異地備援主機將系統運作回復到

系統功能權限有效區隔內部人員權責分工；整合

系統事件發生前的特定時間點的數據狀態；但

式的資料處理框架下不但促使資源管理的有效

是，系統結構化下大量、即時性的資料處理運

性，更提升了企業規劃資料來源的可用度。

作除了緊急危難事件所帶來的系統風險外，更
由於原生需求潛藏了對應系統風險：

企業受益於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各式好處的同

1.資料鉅量：以製造業而言，因應科技進步的效

時，更需考量系統風險因應而生的營業衝擊；

益帶來了多元資料整合技術如：上、下游廠

遭遇不確定災難事件所引發的系統當機或任何

商的電子資料交換或是公司與銀行間的立即

由於系統不穩定所產成的風險皆可定義為系統

收款沖帳功能，由於任何涉及貨幣的交易皆

風險。根據資策會於2010 年針對國內大型企業

存在較高的資料篡改先天風險，加上其電子

（1000 大製造業、500 大服務業、100大金融

化整合支應各地進、銷、存的作業需求，每

業）之調查資料顯示企業資源規劃系統的建置

日即時性資料處理、交換、儲存保管產生的

率約為78%，其中製造業廠商之建置使用率更

龐大資料量，於許多外在犯罪手法如：義大

達九成之多；此數據呈現了建置防範系統風險

義香腸術(Salami technique)、竄改資料法(Data

的內部控制機制將是國內大型企業應予以探討

diddling)發生時 ，將帶來資料處理程序的衝

的必要課題。

擊性系統風險事件。

依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2.邏輯性複雜：以公司內部成本計算而言，若其

九條及第七條、第八條，可進一步將內部控制

計價涉及複雜模型且需即時得知各計價因子改

活動類型區分二類：電腦化資訊系統一般控

變下正確的價格、成本數據，則往往也會採用

制、營業循環控制；就系統風險控制機制而

系統運算功能來協助計算，由於其邏輯的複雜

言，應先著手系統及資料相關營運衝擊分析

度造成程式邏輯遭人未經授權異動或以邏輯炸

(Business Impact Analysis)擬訂出符合企業的例

彈方式設定修改，在未有有效的存取檢核或程

行性備援計劃含括：資料及系統重要性等級盤

式驗證控管下，將由於資料錯誤的連鎖反應引

點、例行性備份資料足夠性分析、備援成員適

發相關使用者潛在系統風險事件。

任性分析以及備援作業的處理程序…等。並就
重要資料的潛在風險事件進行不定期的測試演

有鑑於上述資料處理過程的潛在系統風險因

練，以持續反饋程序不斷優化例行性備援計劃

素，列示常見的資訊循環控制要點、程式驗證

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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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管機制、流程控管機制，以期減緩企業資料
不正確性引發系統風險的可能性：

(7)檔案及設備之安全控制：有效強化重要檔案
及設備的邏輯、存取及實體存取機制，以「權
限最小化原則」避免未經授權人員的異動、編

一、資訊循環控制要點

輯，以期防護既有資料的正確、完整。

(1)資訊處理部門之功能及職責劃分：明訂資訊處
理部門內部職責分工，有效強化資訊檢核控制

(8)硬體及系統軟體之購置、使用及維護之控

的有效性，以預防性控制達到事前檢核機制。

制：依據硬體耐用年限及軟體版更狀況，內
部控管流程的需求及時購置或維護硬、軟體

(2)系統開發及程式修改之控制：系統開發及程
序修改控制程序的編碼原則明訂、程式上線

設備，以期達到支應營運需求各項設備可用
度(Available)。

前的驗收確認，皆以預防性控制的姿態，事
前減緩了惡意程式碼或人為無心疏失造成系

二、程式驗證控管方式

統風險的可能性。

(1)合理性檢查(Reasonableness Checking)：利用
內部規範(如：標準作業程序、程式開發編碼

(3)編製系統文書之控制：系統文書的明確及可
讀性，亦可降低由於人員系統操作不正確所
引發的系統風險。

原則等)或外部準則(如：ISO27002、SOX等)所
定義的規則作為標準，進行程式檢核相關交
易資料數值有效存檔前其資料內容是否符合
各規範的合理性檢查要求，以確保資料或其
相關報表皆可合理表彰原規範要求內容。

(4)程式及資料之存取控制：承續系統開發及程
式修改的控制，於程式碼及相關交易資料的
存取保管，若能有效明訂、落實權限規則及
相關設定，則能防範未經授權人員有意或無
心破壞程式及資料所帶來的系統風險衝擊。

(2)相依性檢查(Dependency Checking)：每項應
用系統皆由許多大大小小的物件(Object)所組
成，更存在單一物件支應系統間跨模組功能
或單一物件銜接跨系統功能仰或多物件同時
支應單一功能等狀況，為了確定系統功能不

(5)資料輸出入之控制：大量輸出入資料的權限控

致由於變更異動的物件造成其相關系統功能

管、系統資料輸入前的資料屬性檢核以及於系統

無法正常運作，我們必須於物件異動或新增

開發和程式修改時曾針對資料輸出入進行適切的

時進行物件間相依性檢查。

壓力測試，亦可降低由於存取或資料屬性、數量
的設定或處理的不適所造成的系統風險。

(3)存在性檢查(Existence Checking)：為確保交易
流程控制的有效落實，於各項主檔或交易資

(6)資料處理之控制：依據內部定義的重要性資

料維護欄位中，往往必須藉由必要欄位控制

料明訂其資料正確性的檢核機制，以減少人

以確保串接資料一致性、控管資料有效或完

為處理錯誤或系統處理錯誤所引發的資料不

整性的項目皆能完整維護，故其相關程式功

正確或不完整的風險。

能皆應啟用存在性檢查，查找各必要欄位皆
未存在空值，以避免欄位資料維護的不完整
而造成的控制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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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格式檢查(Format Checking)：若系統使用者

前後資料的有效及完整性，如以身份證後九

於數字欄位輸入文字符號或是將電話號碼欄

碼的加總數作為單位傳輸資料的檢核，資料

位輸入成地址，則此時原要進行後續報表數

儲存後先將各筆資料加總記錄於單頭檔，於

據彙總的資料將因部份欄位資料格式錯誤產

單身檔傳輸完成時再以單身檔身份證字號加

生合計值錯誤或難以合計運算的狀況，而電

總與單頭檔檢核碼比對以確保各筆資料的完

話號碼也因為人員維護失誤造成資訊無法使

整性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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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為避免此狀況發生可於系統設計內加入
格式檢查的機制，以欄位屬性進行輸入或系
統拋轉匯入資料的檢核，以強化資料的可用
度；常見的資料格式包含：日期、時間、字
元、字串格式或數據性資料號碼格式如：電
話號碼、身份字號、統一編號等。

(8)錯誤更正碼(Error Correction Code)：定義各項
交易資料處理錯誤的辨識條件及其對應的更
正碼，於交易處理過程若存在符合相關判別
條件的項目，則需回傳相關更正碼至資料處
理監控平台(Monitoring Console)報告，以利系
統管理人員與開發人員間溝通及加速問題解

(5)計算正確性檢查(Accuracy Checking)：資料處

決的程序。

理的正確性可分為常見的檢核包含總數、雜
錯、資料標記等檢核方式，透過總數及雜錯
大多用以確認整體資料的完整度，避免資料
於傳輸過程中因資料溢位或匯入錯誤造成後
續流程資料不正確。

(9)重複檢核(Duplicated Checking)：多系統或模
組間資料拋轉無可避免資料存在重複處理或
錯誤中斷系統再次回拋產生資料重複處理的
狀況；因此，於資料拋轉間設計資料有效性
檢核點以判斷各單位一有效的資料，並藉由

而資料標記則在確認驗證資料處理程序的有

資料唯一碼檢核各同質性資料不重複；若於

效性，透過抽核標記的功能確保原設計資料

系統開發過程再搭配例外檢核報表陸續確保

交易流程符合各程序必要欄位輸入或處理計

各筆資料皆僅處理一次的完整性狀況。

算程序的交易流正確性檢核監測機制。

三、資訊循環流程控管機制方式
(6)範圍檢查(Range Checking)：試想有一天使用

(1)職能分工(Segregation of Duty)：透過流程人員

者在百元單位的欄位以元為計價進行資料維

職掌盤點明確定義出內控作業流程各項重要權

護，則其相關報表資料將因其輸入錯誤造成

責職能(如：資料庫管理者、系統管理者..等)以

不可避免的決策判斷失誤，但此時若系統有

及職能間衝突的作業角色(如：是否存在系統

效的啟用範圍檢查功能則可藉由上下限的設

開發人員同時擔任程式上線或是資料庫管理者

定，避免不合理範圍區間資料存在。

同時擔任系統開發…等狀況)；再於作業流程
間輔以表單呈核、跨單位流程作業切割、系統
權限控制、職務輪調、代理人機制等職掌作業

(7)檢查碼核驗(Checking Code Verification)：常見
身份證字碼或統一編號皆由於其號碼設計存

間交互勾稽檢核、事前控管的作業活動落實強
化作業內容的正確、完整。

在特定邏輯，故可將其作為各單位資料唯一
性或有效性的處理或輸入檢核；另於系統資
料傳輸過程亦可自行設計檢查碼以確保傳輸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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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體保全(Safeguarding of assets)：交易流程作

然而，實務交易除與客戶端交易條件的協調

業端終將對應至實體資產，因此缺乏實體資

外尚需考量，例如：支付方式無法整合(如：

產標識明確、資產最小權限授權控管和進出

也許客戶僅接受採用電匯而相關電匯銀行尚

入保全機制的落實以及資產盤點的完善紀錄

未支應EDI付款到公司收款銀行、公司配合銀

時，將衝擊影響到內控作業的有效性。

行無法提供EDI收款..等。)、客戶未及時付款
(如：客戶因例外狀況延宕付款、付款程序錯

(3)調節(Reconciliation)：內部作業活動整合了企
業內的產品、行銷、人員、研發、材料等各

誤導致款項誤入其他帳戶..等)或是支付款金
額錯誤等因素。

項資源，在資源投入的程序中相映呈現出下
一階段資源的產出，因此過程投入、耗損的

因此，企業資源規劃系統交易紀錄的正確、

數量增減異動，若能利用系統或人工表單把

完整將難以端賴系統交易的事前檢核機制，

各類交易類別明細記錄串接、勾稽將呈現出

應就各交易流程資料的正確、完整或有效性

異動數據內相互調節的機能；因此，調節報

重點，明定其資料例外檢核條件並透過即時

表本身不僅提供給使用者即時資源異動的整

性的監控頻率，強化系統資料安全及內容精

合訊息，更提供給使用者有效辨識出不完整

確度。

或不正確的資源品項，故其相關系統報表或
檢核邏輯設計將是企業資源規劃內不可或缺
的主要機能。

(4)監控(Monitoring)：不論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內
設計了多少良好的檢核控管機制，若未能明
確定義監控者、監控者職責以及備有即時有
效的監控平台或工具以建置即時良善的溝通
通報機制，則紀錄、報表、表單終將僅流為
作業流程的歷程明細功能，無法切確落實持
續優化流程的控管機制。

(5)例外檢核報表(Exception reporting)：除了前述
流程或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內可建置的事前檢
核機制，為保留流程設計的彈性系統或作業
程序設計大多保留執行作業的彈性如：與主
要客戶以合約預定雙方應收交易款項皆採用
月結三十天的交易條件，系統功能可透過交
易條件於立帳日後三十天自動進行EDI收款的
自動沖帳作業達到交易紀錄的即時、完整及
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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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提升軟體測試品質以強
化IT服務品質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企業風險服務 / 許梅君經理、李界寬資深顧問

近年來新聞版面對於資訊服務或系統異常時有所
聞，例如實價登錄系統開放使用不到一天即發生
系統異常而停止服務、戶役政系統更新後造成
系統處理緩慢及無法跨區作業的狀況、國道ETC
上線後無法正常扣款的狀況等…，這些事件不
僅僅造成資訊單位的困擾，原有可自動化作業的
程序卻因系統異常而讓程序更為繁複且混亂。在
各大報章雜誌上，民眾對於這些事件的反應大多
是「這些系統上線前沒有先測試過嗎？」、「這
些系統的使用承載量似乎過低」、「這些系統設
備提供商的設備怎麼這麼不堪一擊？」…但是，

• 若需求涵蓋跨單位/跨系統，常發生跨系統界
接錯誤。
• 系統上線後一堆臭蟲(Bug)，在測試階段都沒
有測到。
• 系統發生問題進行程式修改，但卻影響到非修
改項目之功能。
• 正式環境系統回應速度緩慢效能不佳，但在測
試環境都沒有問題。
• 不同廠商或開發測試人員造成系統品質有很大
的差異。

不論是企業或是組織，在系統正式上線前真的未
進行測試嗎？據與各資訊單位了解，這個答案幾
乎百分之百是否定的。資訊單位於資訊系統上線
前，必會經過一定的測試程序方可進行正式發
布，但有些狀況總會在系統上線後發生，才查覺

基於以上於軟體測試所面臨的問題，資訊單位所
面臨之軟體測試主要挑戰在於四個構面，分別為
流程、可追溯性、環境、管理，細節如下所述：

當初未納入測試相關活動一併考量，導致上線後

流程

的系統異常。

• 未建立標準化測試流程，以支援一致性的測試
產出以及跨科別整合性測試重要里程碑追蹤。

資訊單位所面臨的測試問題
一般而言，系統上線後所發生的異常或事件，部
分來自於業務單位及資訊單位溝通時未將需求明
確且完整談定導致測試不完全，例如起初考量資
訊系統之使用者僅為A業務單位，但正式上線後發
現B及C業務單位皆有權限使用該資訊系統，造成B

• 缺乏從系統開發專案與測試管理方法論之連
結。

可追溯性
• 缺乏對於業務需求能充分涵蓋在測試內容中之
管理與衡量方式。

及C業務單位之使用者行為未被各階段測試活動所

• 專案範圍變更往往並未考量對於測試之影響。

考量，B及C業務單位於系統上線後完全無法使用

環境

或有異常的狀況。除與業務單位議定之需求不完

• 專案測試環境需求與實際提供狀況未能有效連結。

整外，資訊單位較常面臨的測試相關問題包含：
• 需求不斷修改或廠商開發時程延遲，導致測試

• 測試環境與測試資料往往無法展現正式環境對
應之能量與品質。

時程緊湊未能測試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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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測試成熟度整合模型，Testing Maturity Model

• 缺乏對於測試狀態或是需要完成時間的預測與

Integration），ISO 29119係基於ISO 25010軟體品

衡量。
• 缺乏專案及組織測試環境管理人員之日常溝通

質模型涵蓋構面所發展之軟體測試管理基準；而
TMMi則是基於ISO 15504以及CMMi1.2所發展之測
試成熟度模型。其中ISO 29119提到「測試是為了
評量和提昇被測軟體的品質，對測試軟體進行工

根據勤業眾信統計，隨著系統開發生命週期的演

程設計、實施和維護的整個生命週期過程」；而

進，所需的修復成本也會遞增，到達維運階段時

TMMi亦有提到「測試是一個由生命週期內所有靜

所需之修復成本可能超過十倍，且可能造成重

態和動態活動組成的過程，這些活動包括軟體及

工、時程延遲、業務機會損失的風險。故測試前

相關工作產品的計劃、準備和評估，以確定產品

必須先有效且完善的規劃，隨著系統開發生命週

滿足特定的需求，從而證明產品達到目的，並發

期時間持續演進，並盡可能提早進入軟體測試階

現缺陷。」兩者皆認為軟體測試活動應於產品/服

段，方能提升軟體測試品質。

務規劃、設計、準備、實施、評估、維護等階段
中一併參與，方能提升軟體的品質。因此，勤業

測試活動應於產品/服務創始階段即一併
考量

眾信基於各國際標準以及最佳實務，提出以管理

現行國際上較為普遍之測試管理標準及最佳實務

體軟體測試解決方案，如下圖所示。

為ISO 29119（軟體測試管理國際標準）以及TM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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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規畫面、維運面以及資源面之風險為導向整

企業風險
服務專欄

勤業眾信建議組織可先行定義測試方針為軟體測

• 環境管理、資料管理：確保測試環境與正式環

試管理之最高指導原則，並基於該方針開展資訊

境盡可能的一致，並確認測試資料使用時之正

單位對於測試管理、測試規劃與執行、測試環境

確性及完整性。

與工具之管理作為，並依此有效確保供應商所提
供之服務品質與能量。於測試方針中，須釐清並
定義整體組織測試目的、測試目標、測試策略以
及利害關係人，藉以讓組織內同仁理解軟體測試
所欲達成之目標以及對應之連結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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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體配置以及發佈管理：確保軟體於上線前之
配置及發佈作業被有效的規劃與評估。
• 對需求、錯誤以及測試的追蹤工具：透過工具
的協助追蹤各項使用者需求或資訊單位內部需
求被完整的追蹤，且於有錯誤發生時得以快速
的紀錄與追蹤。

於測試管理構面中，建議應整體考量以下因子：

• 自動化測試工具：依據組織的需求考量自動化

• 測試組織設計與人員能力培養：透過明確定義

測試工具之導入，例如測試案例與腳本管理工

測試活動中之測試角色權責以及根據選用之測

具、單元/整合/效能/安全性等測試方法之自動

試方法與技術進行培訓，確保軟體測試之角色

化測試工具以及測試缺陷追蹤管理工具等，協

權責分明以及人員能力符合組織需求。

助提升同仁作業的效能與效率。

• 測試管理方法與技術：有效評估該測試活動所
需選用之測試方法與技術，除提昇測試之精準

總結而言，軟體測試各項管理活動建議應落於組

度外，亦能確保一致的測試管理原則以及技術

織內規劃、設計、執行、追蹤等細節中，並盡早

使用。

於需求議定時一併考量未來測試活動所需之對應

• 最佳實踐和標準及知識管理：經由廣納組織內外

作為，較能有效提升軟體品質。軟體測試雖大多

部之經驗積累，藉以強化組織軟體測試能量。

任務落於資訊單位，但使用者驗收的角色應由業

• 測試時程管理與監督：強化專案管理以及各項

務單位擔任，不僅能確認需求是否被完整的執

活動之時程管理能量，確保各項軟體測試時程

行，並能適時的提供業務面建議，進而提升資訊

被有效的管理以及監管。

單位以及業務單位之合作關係，提供客戶及使用

• 測試狀態追蹤、報告以及結果衡量：透過日常

者更為高品質且優質的服務。

維運之服務及維運報表之監控，確保各測試結
果被持續追蹤並衡量其有效性。

而於測試規劃與執行構面中，建議應考量實際測
試活動進行時所需的資訊與技術，包含定義該此
所需使用之測試方法以及建立測試計畫，並依據
計畫制定測試情境與案例，而後準備對應所需之
測試環境並實際進行測試活動，於測試活動結束
以及驗收完成時，進行最終系統上線作業。

另外，針對測試管理中各項活動所需之環境管理
以及工具亦為組織須考量之重點構面之一，包含
以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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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Churn Rate analytics
客戶流失率分析客戶體驗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管理顧問服務 / 鄭興執行副總、黃志豪協理、羅善明副理

你有多了解你的客戶？大部分大型企業(如：銀

行數據分析常常是事倍功半，花了很多寶貴的

行)的主管都會回答：＂相當了解，謝謝＂。

時間卻得到錯誤的結論，依據Deloitte的實務經

但這樣簡單的一句回答是否就足以代表企業已

驗建議可以從以下面向著手。

經了解客戶的全貌或知悉客戶的需求？在現今
輪動快速的環境中，客戶的行為及偏好在任何
時間點都可能不同且快速轉變，企業如何能即

客戶獲得(Customer acquisition)：

時的掌握客戶的需求及偏好，並提供相對應的

以銀行為例，銀行應就自身未來的發展願景及

服務，以避免既有客戶流失機率(Churn Rate)提

業務目標，要能更有效率的去發掘出潛在的

高，這是應當重視的課題。

客群，同時透過市場研究、調查、心理變數
(psychographic)資料及分析工具等，結合社群分
析(social analytics)及非結構化

客戶流失(Customer Churn)指的是企業既有客戶
(如：銀行客戶、雜誌讀者、航空公司飛行常客
等)因為某種(些)因素，而終止與企業往來既有業
務，部分線上服務業者認定當某一線上註冊帳
戶(Account)超過一段時間後未有往來紀錄即視

(unstructured)資料分析的技術，將客戶進行分
群，後續才能針對不同的客群屬性提供差異化
的服務。
一般來說，將客戶分群可以以下幾項原則進行：

為該帳戶已流失。依據經驗，企業開發新客戶

• 客戶財力等級

的成本比維繫既有客戶並發掘出客戶的潛在價

• 通路使用偏好

值的成本還要高出數倍有餘，因此，如何透過
數據分析手法預測客戶可能的流失因素，並先

• 交易風險屬性

行採取措施以維繫客戶，企業可參考本文以下
說明。

客戶關係發展(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要能避免客戶流失，在客戶的生命週期

數據分析方法在客戶流失率分析的應用

(Customer lifecycle)中，能與客戶發展出更深入、

理論上，數據分析可以協助企業從既有的客戶

緊密的業務關係是相當重要的，銀行可透過與

資料中，挖掘出更多、更深入及更有決定性的

客戶每次的往來當中了解何時可以提供客戶甚

資訊，然而，過往曾發生過的經驗告訴我們執

麼樣的服務，以利及時滿足客戶的需求，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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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與其他競爭者差異化的產品與服務。一旦

是否利用現行的資訊技術，從相關的社群

建立了客戶的忠誠度，客戶將較不在乎價格，

媒體(social media)或其他來源得知客戶對於

而更在乎銀行可以提供他甚麼樣量身訂做的客

服務的反饋、產品的評價、服務的品質？

製化服務。銀行可透過對以下項目的分析決定
客戶關係發展的方向：
• 客戶皮夾深度(wallet share)
• 行銷活動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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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流失率(historical attrition)分析：
是否比較不同產品或客群間的客戶流失率
並分析流失因素為何？
• 分析客戶維繫活動效益(Customer retention

• 跨售分析

campaign effectiveness)：

• 客戶存續價值(lifetime value)

是否評估實際客戶維繫的效益達到預期

• 客戶價格敏感度(price sensitivity)

目標？
• 預測可能的客戶流失率(Forecast customer

客戶維繫(Customer retention)：
以企業的角度而言，客戶維繫應該是最優先要
進行的工作之一，業界較為常用的客戶維繫策
略要能分出客戶類型(silent attrition、desired and

attrition likelihood) ：
是否預測特定一段期間內，特定產品或客
戶終止往來的可能性？
• 調 整 客 戶 維 繫 策 略 ( I m p ro v e c u s t o m e r

dissatisfied)、創造客戶互動動機並改變客戶往來

retention tactic) ：

行為，舉例以下幾點：

是否評估依據不同類型消費行為的客群，

• 分析顧客心聲(Analyze voice of customer)：

對每個客戶，給予不同級別的待遇？如：
差異化定價、新優惠通知等。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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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因應之道―客戶流失率分析
(Customer Churn Rate Analytics)機制

(observation)具備大量的解釋變數(explanatory

企業要進行數據分析工作，先決條件要先了解

初步利用多變量統計方法將資料進行分群(如：

內部有哪些資料可供分析、資料是否完整、資

K-means、Clustering、Principle Components

料品質是否足以支持數據分析？後續才能進行

Analysis等)，先行了解流失客戶過往的行為態樣

資料清理及模型建置，在建置的過程中，同時

(behavioral churn)，並判斷資料屬性的合理性。

也要將相關智識移轉給業務同仁，確保客戶流

在分群過程中，同時也將大量的變數數量篩選

失率分析的結果在企業內部能確實有效運行。

至約15~20個具有較佳解釋力的變數，以利後續

variables)供模型建置及分析使用，此一階段可

模型建置使用。
勤業眾信全球會員所(Deloitte Global)在客戶流失
率數據分析的議題上，曾協助過多家大型企業
建置了完善的客戶流失率分析模型解決方案。
以下簡要說明解決方案的流程及內容：

1.問題及目標釐清(Problem statement)：
任何分析流程首要工作就是要將目前所面臨的
情境、問題以及欲達成的目標進行釐清，以客
戶流失率而言，企業的問題應在於某項業務或
產品其逐漸攀升的客戶流失率，因此短期的目

4.模型建置(Model implementation)：

標應是找出造成流失率提高的原因，是甚麼原

此步驟即是將所蒐集的資料及變數進行模型配

因導致流失率有提高的傾向？下一位有較高流

適，如多元適應性雲形迴歸(Multivariate Adaptive

失風險的客戶是誰？中長期目標則是透過預測

Regression Splines, MARS)，透過統計迴歸模型

模型先行採取措施來降低可能的客戶流失率。

可預測出那些變數對於流失率具有較高的解釋
力，而模型常使用的變數如：

2.資料清理及細化(Granular customer
insights)：
具有良好的資料品質是所有數據分析很重要的
步驟之一，客戶流失率分析也不例外，然而企
業所面臨的難題則是資料的品質及資料量的

• 會員生效起始天數
• 兩次消費/購買/往來間的平均間隔天數
• 近1/3/6/12個月的登入/往來/活動參與次數
• 近1/3/6/個月來電/客訴次數

不足，如：資料欄位有太多的遺失值(missing
value)或是資料期間太短，因此模型開發過程會

5.行動方案(Interventions were identified)：

有大部分的時間是在檢視並確保資料的品質及

對於預測可能造成高流失率的變數及趨勢，企

正確性，後續才能進一步進行變數衍生及資料

業應採取後續的行動方案，避免潛在客戶流

屬性了解。

失，舉例來說，經過模型預測，＂兩次消費/購
買/往來間的平均間隔天數＂及＂距離上次購買

3.資料屬性理解(Insight interpretation)：
透過前述資料整理的階段，每一筆觀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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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週數＂這兩個變數具有較高可能的流失率，
企業可進一步分析這兩個變數的背後的成因並
思考如何進行改善及調整。

管理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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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透過預測模型亦可將迴歸公式轉換成分

戶流失率應是金融業、零售業、電信業或其他

數(Score)將之繪成ROC曲線(Receiver operating

有大量客群的企業，應更加關注的議題之一，

characteristic curve )，除了可驗證模型效度(如下

透過數據分析的手法，讓數據說話，協助企業

圖，利用30%客戶排序的資料顯示有85%的機率

深入了解自身擁有的客群屬性為何？如何進一

可準確預測流失的客戶)外，亦可依據此圖調整

步在對的時間知悉客戶的需求並提供其所需的

企業未來對於客群維護的策略。

產品或服務，以提高客戶忠誠度(royalty)，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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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率，以有效提升競爭優勢並增加市佔率。
因此，建議企業應開始著手思考如何導入進階

結語
在目前變動快速的商業環境中，客戶的需求及
企業的競爭也與傳統的模式不同，如何降低客

的數據分析手法，預測可能的客戶流失率，同
時結合企業整體的發展策略，以達成預期的獲
利目標。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36

專家觀點

陳惠明
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銀行業代收轉付
所涉營業稅問題探討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陳惠明會計師、胡雅晴經理

隨著日前行政院通過《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

以假使消費者所持之信用卡非屬收單機構核發

例》（即第三方支付專法）草案，並將該法案

之信用卡下，收單機構則需將屬發卡機構部分

列優先法案送立法院審議，可預期未來非金融

之手續費轉付予發卡機構。換言之，在收單機

業者將可依法展開相關代收代付與儲值業務，

構與發卡機構不同之情形下，特約商店支付予

使得銀行業嚴陣以待。事實上，由於銀行業的

收單機構之手續費中所包含之發卡機構手續

行業特性，經營之業務範圍涉及代收轉付交易

費，就收單機構而言，究為收單機構為賺得特

實屬頻繁，然而銀行業在營業稅法中屬非加值

約商店手續費收入之成本呢？抑或收單機構代

型營業人，無法像加值型營業人採進銷項稅額

發卡機構向特約商店收取之營業收入而轉付之

扣抵之納稅機制，因此代收轉付交易中「轉付

性質呢？二者定性之不同將造成非加值型營業

行為」係屬銀行營業成本抑或屬代收代付性質

人營業稅有重複課稅之情形發生，因為非加值

之定性極為重要，因為不同的定性對於銀行業

型營業人之營業稅報繳並非採進銷項稅額扣抵

營業稅之負擔將有明顯不同。財政部於101年10

之機制，而是就營業收入總額直接乘上營業稅

月15日針對營業人經營信用卡收單業務，向特

率報繳，其所支付之成本如有進項稅額均不得

約商店收取轉付各發卡機構之手續費如何報繳

抵扣，因此非加值型營業人又稱總額型營業

營業稅發布釋令，以下就以此釋令出發來探討

人，也就是說總額型營業人如所收取之「收

銀行業代收轉付所面對之營業稅問題。

入」屬「代收」性質，則營業稅申報之銷售額
即可排除是項金額，由轉付之營業人來申報繳

信用卡收單機構代收轉付手續費之營業
稅報繳爭議

納營業稅，如果轉付之收入係屬收單機構之成

信用卡在台灣發行已行之有年，在運作實務

業稅。爰此，財政部101年10月15日台財稅字第

上，收單機構與特約商店簽訂契約，由收單機

10100186270號令即為解決此類交易之定性疑義

構提供信用卡刷卡機予特約商店，並授權特約

所發布之函令。

本，則收單機構將須全額列報為銷售額報繳營

商店於合法營業範圍提供消費者刷卡，之後由
收單機構代理收付特約商店信用卡消費帳款事

印花稅相關函釋可資參酌

宜。依收單機構與特約商店合約約定，特約商

如前言所述，信用卡交易並非是這一兩年才有

店需依一定費率計算手續費給付收單機構，因

之金融商品，在財政部101年函令發布之前，此

該手續費收入包括發卡機構應收之手續費，所

類交易是如何定性的呢？「貴公司接受各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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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機構之委託向特約商店收取手續費，並

86年9月19日函釋及75年4月14日函釋已就其交

轉付各發卡機構者，准參照本部75年4月14日

易定性認定收單機構代收轉付發卡機構之手續

台財稅第7522275號函規定，按代收代付方式

費係屬代收代付性質，因此參酌該印花稅函釋

處理，並由貴公司開立收據，貼用印花稅票，

認其非屬收單機構營業額自應無須報繳營業稅

交付特約商店作為費用憑證。」，及「貴中心

之意旨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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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財團法人聯合簽帳卡處理中心）接受各

屬代收代付款項，由貴中心開立收據，貼用印

財政部101年10月15日台財稅字第
10100186270號令對發布日前「尚未確
定之案件」如何處理

花稅票，交付特約商店，作為費用憑證。」，

「營業人經營信用卡收單業務，向特約商店收

分別為財政部86年9月19日台財稅第860553562

取轉付各發卡機構之手續費，如於其與特約商

號函及財政部75年4月14日台財稅第7522275

店之合約或相關收款憑證內載明者，該手續費

號函有關信用卡收單行及發卡行之交易有關印

得按代收代付方式辦理；未符上開規定者，該

花稅處理之函釋。在我國還未實施新制營業稅

營業人應就其向特約商店收取之手續費全額報

（即加值型營業稅制）前，其營業額除應總額

繳營業稅。」為財政部於101年10月15日所發

申報繳納營業稅外，所開立之銀錢收據另需繳

布台財稅字第10100186270號之釋令，如前所

納印花稅，而自新制營業稅制實施後，併入新

述，財政部為考量收單機構多係課徵總額型營

制營業稅之具有發票性質之銀錢收據不再課徵

業稅，其進項稅額不得提出扣抵，爰核釋參照

印花稅，其餘部分仍應依法貼用印花稅票，換

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8條第4項及前揭所述財政

言之，對總額型營業人而言，印花稅相關函釋

部86年9月19日台財稅字第860553562號函規定

仍有其參酌空間，尤其屬交易內涵定性之函

可按代收代付方式處理，惟前提須於與特約商

釋。由前開二函釋闡述之交易內涵可知，營業

店之合約中列明或於相關收款憑證內載明代收

人經營信用卡收單業務，其自特約商店收取之

轉付手續費之事實。財政部雖進一步解釋加上

手續費轉付發卡機構部分，實已核釋納稅義務

「前提」之理由認為：雖然收單機構若兼營他

人應按代收代付方式處理，並據以認定其所開

行信用卡收單業務，其向特約商店收取他行信

立之代收代付收據應貼用印花稅票，而參照財

用卡之手續費，依信用卡國際組織規定，均應

政部86年9月12日台財稅第861915311號函規

依特定費率計算交換手續費回饋予發卡機構，

定，「銀行業、保險業及信託投資業者因經營

因此認同該交換手續費係包含在收單機構收取

非專屬本業部分之銷售收入，依統一發票使用

之手續費中，並依規定必需核撥予發卡機構，

辦法第4條第22款、第23款及第24款之規定，均

且於收單機構間具「強制性」，惟上述規定並

得免用或免開統一發票，其等因免開立統一發

非公開資訊，對特約商店並無約束力，特約商

票而基於業務需要另立之收據，既係用以取代

店不會得知收單機構與發卡機構之約定為何，

原開立之統一發票，應屬兼具營業發票性質之

假使特約商店與收單機構簽訂合約中未能由雙

銀錢收據，依據印花稅法第五條第二款但書規

方簽訂合約或相關來源得知前開訊息，則特約

定，免繳納印花稅。」，如營業人轉付發卡機

商店支付之手續費，難認非屬收單機構銷售勞

構之手續費應列入銷售額申報繳納營業稅，因

務之全部代價。惟從財政部之解釋令人難以明

信用卡手續費收入係非專屬銀行本業之銷售收

瞭的是：既然財政部認同信用卡國際組織之規

入，其所開立之收據則應屬具營業發票性質之

定就交換手續費必須核撥予發卡機構於收單機

銀錢收據而免納印花稅。換言之，前開財政部

構間係具有「強制性」的，而信用卡相關作業

發行簽帳卡銀行（包括信託投資公司）委託向
特約商店收取手續費，並轉付各發卡銀行，核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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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受金融監督之規範，其代收代付之事實會因

函釋規定就收單機構有無實際轉付發卡機構手

與特約商店合約中未列明代收轉付之事實而有

續費之事實來認定較為妥適。

差異嗎？101年函令發布之後納稅義務人自可依
發布前之未確定案件，納稅義務人實無法有先

收單機構或發卡機構如有涉及外國營利
機構，其營業稅問題亦待釐清

見之明的預知未來函令所要求相關憑證之遵循

雖然101年函令已敘明代收轉付部分在符合一定

記載方式，況且財政部86年9月19日台財稅字第

要件下可認定為代收代付而不須列入銷售額報繳

860553562號函發布在前，其代收代付之定性並

營業稅，已解決非加值型營業人因代收轉付而可

無101年函令所謂「前提」之規定，納稅義務人

能產生重複課稅的問題，惟如有跨國交易，則收

在無此前提下須依「代收代付」性質繳納該部

單機構或發卡機構如涉及到外國營利事業時，其

分印花稅，就公平合理性而言，筆者認為101年

所產生之營業稅問題亦待釐清，包括：

其規定於相關收款憑證內載明，惟在前開函令

函令發布前未確定案件國稅局應依86年9月19日

收單機構

發卡機構

稅務申報
憑證載明代收代付，針對各自收入繳納營業稅

非加值型營業人

» 收單機構應否依營業稅法第36條規定繳納營業稅？
外國營業人

加值型營業人

憑證載明代收代付，針對各自收入繳納營業稅
» 收單機構是否依營業稅法第36條規定而無須報繳營
業稅？此部分營業稅是否無人繳納？

非加值型營業人

» 勞務屬境內提供境外使用？或境外提供境外使用?
» 有無零稅率適用空間？

外國營業人
加值型營業人

2014 Dec

» 勞務屬境內提供境外使用?或境外提供境外使用?
» 零稅率適用是否以外匯取得為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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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加值型營業人涉有代收轉付性質之營業稅函釋
尚有財政部98年5月22日台財稅第09804529880
號令，該函令指出：「國內證券商接受投資人委
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其所收取之手續費收入，
如國內證券商與委託人間訂有代收轉付合約者，
可按扣除轉付國外手續費後之差額，報繳2%營業
稅。至前開國內證券商代收轉付國外之手續費，
其委託人如屬國內投資人者，該委託人應依加值
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6條規定報繳營業稅，
惟前開國內證券商得代為報繳之。」，換言之，
若發卡機構為外國營業人時，收單機構如比照上
開函令規定，其營業稅是否由特約商店依營業稅
法第36條規定報繳營業稅即可？抑或應由收單機
構代為報繳？又如應由收單機構代為報繳，惟收
單機構為加值型營業人時，則依營業稅法第36條
規定是否其手續費支出如係供應稅貨物或勞務使
用者，即可免予繳納該部分營業稅？如依法確定
無須繳納下，該部分營業稅就無人繳納了嗎？還
是透由加值型營業稅申報機制，實際上已由加值
型營業人負擔了。又若當收單機構為外國營業人
時，境內發卡機構向其收取之手續費是否可主張
屬境內提供境外使用之勞務收入而有零稅率之適
用？零稅率是否適用於總額型營業人呢？又加值
型營業人零稅率之適用是否限定在「外匯」之收
取呢？由前述一連串問號可知，有關銀行業務所
涉手續費代收付相關營業稅之稅務處理，仍有很
多疑義亟待稅捐稽徵機關進一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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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哲莉
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緬甸投資環境剖析(上篇)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廖哲莉會計師

緬甸隨著文人政府於2011年上任後，便如火如

二、投資相關法令

荼著手政經改革，使得緬甸之政經情勢近年來

針對外商主要投資依據法令為2012年底通過之

變化甚多。本文僅就緬甸之商業環境、投資法

MFIL。緬甸政府並依據此法成立「緬甸投資委

令、投資公司種類、相關稅制及投資架構介紹

員會」(Myanmar Investment Commission, MIC)並

如下：

緊鑼密鼓於2013年1月底公佈相關施行細則。
MFIL反映緬甸主要之投資政策，包含進出口開

一、商業環境

放、協助生產鉅額投資的產品或服務、取得高

自2011年緬甸政府宣布改革起，近年已陸續發

端技術、增加工作機會等，並開放符合資格之

布或修訂投資及金融措施等相關法令及規定，

企業享有租稅優惠。對於外國人投資之相關限

如放寬對進出口之管制、發布新外人投資法

制，下述產業禁止外人投資

(Myanmar Foreign Investment Law, MFIL)、統一匯

1.妨害文化傳統者；

率等。

2.妨害國民健康者；
3.妨害環境生態者；

緬甸之投資優勢主要面向為豐富天然資源、較
為低廉之勞動力以及鄰近中國大陸及印度優越

4.產生有毒廢棄物或使用有毒化學物生產之工業；

之地理位置。此外，做為為東南亞國協(ASEAN)

5.法令保留給當地企業之生產事業，如某些服務

會員國之一，其享有區域性貿易優惠，主要投

業、農業、畜牧業及漁業；

資業別為能源發電、石油及天然氣、礦業、

6.工業技術、藥物及商品尚在測試階段或尚無國

製造業等。目前外人投資主要為中國大陸、香

際標準核准可安全使用者；

港、韓國及泰國等國家，

7.除政府核准之區域外，距離邊界10英哩內之
投資計畫。

然而，即使公布MFIL及其相關細則並逐步開放
市場，許多行業及服務業仍對外商投資有相當
的限制，相關基礎建設、金融體系相對落後以
及物流運輸成本高等問題仍使許多投資者卻
步。其中外國人無法持有土地，僅得租用土地
且租金成本高亦為主要考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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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外人投資之原則為1.除非MIC另有規定必須
合資之情形外，外資可擁有100%股權2.在投資
許可證核准下之所有經濟組織都必須向任一本
地保險公司投保3.依照MFIL規定登記之公司，於
取得MIC核准之情況下，得享有稅務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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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緬甸公司種類

1.合夥（Partnerships）。2.股份有限公司

外國投資人目前僅可於緬甸投資服務業及製造

（Companies limited by shares）為最普遍之企業

業，不得經營貿易公司。緬甸公司設立依循

型態。

之法令有緬甸公司法(Myanmar Companies Act,

3.外國公司之分公司（Branch or Representative

MCA) 以及MFIL。

offices of a foreign company）。分公司係依MCA

41

設立登記，無依MFIL設立之適用。
旅館、製造、工程、礦物等需大規模投資之

4.非營利社團（Associations not for profit）。

服務業或製造業，需依MFIL規定設立公司，
依MFIL設立之公司可享有租稅優惠。目前依照

若投資服務業，外國投資人可設立100%持有之

MFIL規定，服務相關行業之公司最低資本額為

股份有限公司、合資公司以及分公司；若投資

30萬美元，製造相關行業之公司最低資本額為

製造業，外國投資人則可設立100%持有之股份

50萬美元。

有限公司以及合資公司。惟MFIL以及MCA針對
不同公司型態有不同最低資本額限制。如服務

對於相對小規模投資之服務業，可依MCA設立

業之股份有限公司、合資公司之最低資本額，

公司，惟依MCA設立之公司無法享有租稅優

MFIL規定為30萬美元、MCA規定為5萬美元；

惠，其最低資本額為5萬美元。

MCA規定之服務業分公司之最低資本額為美金
5萬美元。製造業之股份有限公司及合資之最低
資本額，MFIL規定為50萬美元，MCA規定15萬

一般外國投資人在緬甸設立企業的型態可有下

美元。

列幾種：

兩種分類方式比較可詳下表：
公司類別

可設立之公司法律型態
a. 100%持有之股份有限公司

1. 服務業

b. 合資
c. 分公司

2. 製造業
3. 貿易公司

a. 100%持有之股份有限公司
b. 合資

MFIL規定最低資本額

MCA規定最低資本額

(美金)

(美金)

300,000

50,000

n/a

50,000

500,000

150,000

外國投資人不得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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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哲莉
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緬甸投資介紹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廖哲莉會計師、韓馥璟經理

緬甸自2011年陸續發布或修訂投資及金融措施

營利事業稅制部分，居住者之全球來源所得適

等相關法令及規定，主要優勢為豐富天然資源

用25%之稅率，資本利得適用稅率為10%。非居

並因東南亞國協(ASEAN)會員國之一而享有東協

住者之緬甸來源所得適用稅率為35%，資本利

國家區域性貿易優惠。惟其對於外商投資仍有

得適用稅率則為40%。

相當的限制，且基礎建設落後、金融體系不健
全等問題。此外，外國人無法持有土地，僅得
租用且租金成本高，亦為投資人之考量投資時
之主要因素。

緬甸針對外商主要投資依據法令為2012年
11月通過之新外人投資法(Myanmar Foreign
Investment Law, MFIL)及相關施行細則。設立公
司依循之法令為緬甸公司法(Myanmar Companies
Act, MCA)，外國投資人在緬甸設立企業的型態
包含合夥、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及非營利社
團。一般而言，大規模投資之事業須依MFIL規
定設立公司，並可享有租稅優惠。

就緬甸稅制部分，外國個人如於一課稅年度內
於緬甸居住達183天或以上，或該外國人為依
MFIL規定設立之公司員工，則為「居住者」。
居住者之一般全球來源所得，適用1%至20%之

利息、權利金、技術服務費用等在給付予居住
者時需扣繳2%~15%之扣繳稅款，非居住者適用
之扣繳稅率為3.5%~20%。

目前個人及營利事業之股利無須繳納或扣繳所
得稅。然就股利匯出之制度，僅有依MFIL規定
設立登記且取得MIC核發之投資許可證之公司，
在其完納相關稅捐後，方得將盈餘匯出緬甸。
如為依MCA規定設立登記之公司或分公司，尚
未有盈餘匯出之明確規範，且目前尚未有成功
匯出之案例。

緬甸之營業稅課徵範圍涵蓋進口或於境內銷售
或勞務，一般而言為5%，然特定商品如菸草、
石油等，無論國內生產或進口商品，稅率則為
8%至100%不等。

累進稅率，其資本利得之稅率為10%，專業、
經商及財產等所得則適用2%至30%累進稅率，

緬甸目前雖已與多國簽訂租稅協定，然因近年

未揭露來源之所得稅率為30%。非居住者之緬

才開始經濟改革，故就租稅規劃之角度而言，

甸來源所得適用稅率為35%，資本利得則為

尚無特定有效率之投資架構。若以台灣母公司

40%。此外，員工須就其薪資所得提撥2%作為

稅負遞延效果之考量，則可以海外控股公司間

社會保險稅額。

接投資。
(本文已刊登於2014.11.6工商時報A16稅務法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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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仁

台灣終起跑
第三方支付立法淺談
理仁法律事務所 / 謝文倩律師、滿子瑋顧問

「PayPal」、「支付寶」，

易手段及信用中介，第三方支付模式的以下特

到前陣子隨著新iPhone一併

點連結了網路賣家與銀行，實現了第三方監管

發表引起熱議的蘋果「Apple

和技術保障的作用：

Pay」，第三方支付自傳統電

一、除了資金傳遞功能外，尚可以較有效對交

腦端的網路支付開始，隨著

易雙方進行約束和監督，即使不必面對面

智慧型行動裝置的普及，戰

交易，也能在貨物質量、交易雙方誠信、

場逐漸走向行動支付，而如今又走進了實體世
界，不僅對全球電子商務帶來革命性發展，創
新科技亦再度引領了消費支付模式的進化。然
而，相對於近年國際間對電子商務第三方支付
模式的蓬勃發展，台灣在這部分卻因長期受法
規制度的種種限制，成長相對緩慢許多。在這
樣的背景下，為回應學界及業界的殷殷期盼，
行政院終於今年九月四日通過《電子支付機構

退換貨要求等重要方面提供保障。
二、有效幫助使用者處理交易流，使用者與第
三方支付平台合作，即不需要在各不同的
銀行開設不同帳戶，賣家省去與多家銀行
談判的麻煩，買家亦減少個人資料外洩風
險；對銀行而言，亦可以節省網路銀行的
開發費用，並帶來潛在利潤。

管理條例》草案，作為我國第三方支付專法，

三、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支付手段多元且靈活，

目前草案已經立法院一讀，可望今年底上路，

使用者可以使用網路、電話、手機簡

為台灣電子商務產業帶來新的一頁。

訊……等多種方式進行支付。

「第三方支付」

優點及風險

所謂第三方支付，是指電子商務企業本身，或
是具有一定實力和信用保障的獨立機構，採用
與各銀行簽約的方式，建立一個中立的支付平
台，為買賣雙方提供款項代收代付服務之網路
支付模式。在這樣的網路支付模式中，買方確
認選購商品後，透過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的帳
戶支付貨款，並由第三方通知賣家貨款到帳，
要求賣家發貨；而買家收到貨物並經檢驗確認
無誤後，通知第三方可付款給賣家，第三方再
將貨款轉至賣家帳戶。作為目前主要的網路交

然因涉及資金收付，無論是電子商務企業本身
或獨立機構之第三方支付模式，在收取的資金
達到一定規模後，都會產生如資金安全和支付
風險等問題。在第三方支付模式中，買家將資
金存入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帳戶中，此時第三方
支付平台相當於資金保管人，隨著使用者數量
增加，其保管的資金量將非常巨大，使第三方
支付平台本身的信用風險增大（無人為第三方
支付平台提供擔保），且大量資金沉澱若缺乏
流動性管理，對於第三方支付平台因此取得的
存款利息分配亦會成為問題。同時第三方支付
平台本身，亦是駭客覬覦使用者資料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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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第三方支付業務性質介於網路服務和金

儲值功能因須經金管會核准而被大幅限縮，而

融服務之間，法律地位不明確，使得第三方支

匯兌是禁止的。今年八月，數字科技公司的

付平台雖大多可以代行銀行職能，直接支配交

8591寶物網即因未向金管會申請就提供儲值服

易款項，卻不受到相關單位監管，而有越權調

務，被檢方以違反《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

用交易資金的風險，亦很容易成為資金非法交

起訴。然就有學者認為，細觀《電子票證發行

易或洗錢的管道。因此，立法規範第三方支付

管理條例》條文內容，其規定與第三方支付態

業務，以防範支付風險、保證資金安全，及維

樣明顯有違，如此準用實非妥適。

護使用者的合法權益就顯得特別重要。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
rs/20141108000154-260205 - onead

國內外發展
全球第一家第三方支付業者為創辦於1998年美
國的PayPal，自2002年被電子拍賣網站eBay併
購後就一直作為eBay主要的支付方式，在世界
各地政府皆嚴格管制金流服務的情形下，美國
政府在當時就認定類似PayPal這類服務屬網路服
務而非金融服務，使其免受金融業重重限制。
而隸屬甫於美國上市之中國阿里巴巴集團下的
支付寶，原先亦為集團之淘寶網的主要支付途
徑，面對同樣無法可管的情形，中國政府選擇
直接宣佈就地合法。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草案
如今第三方支付除前述功能，伴隨智慧型行動
裝置之普及，發展趨勢已由網路（線上）交易
之支付，延伸至實體通路（線下）交易之支
付，設置專法規範於我國第三方支付乃至於電
子商務之發展有絕對之必要。行政院參照日
本、美國、歐盟、英國與國內相關法規，研擬
了《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草案，草案中將
「電子支付機構」定義為，經金管會許可，(1)
以網路電子支付平臺為中介，接受使用者註冊
及開立記錄資金移轉與儲值情形之網路帳戶，
並(2)利用電子設備以連線方式傳遞收付訊息，

由於政府法令的支持與配合，第三方支付平台成

而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收受儲

長速度越來越快，業務範圍不僅有以實質交易為

值款項」、「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及其

基礎所從事之代收代付款項，亦衍生至預先吸收

他經金管會核定業務之公司。

社會大眾資金之儲值及非其於實質交易之資金移
轉（匯兌）等。支付寶如今已是全球交易金額最
高、用戶數量最多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並早於
2004年即獨立經營。而PayPal亦於今年九月底宣
布即將於明年脫離eBay獨立經營。顯示第三方支
付平台已從電子商務中支付方式之輔助角色，躍
升為產業營運不可或缺的主角。

反觀我國第三方支付發展，最早可追溯至90年
代末期成立之綠界科技、紅陽科技、藍新科技
等三家公司，然在缺乏專法規範的情形下，政
府以《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來規範業者，

然如僅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業
務，且其款項餘額未逾一定金額者，則不屬於
本條例下之電子支付機構。銀行如兼營此類業
務者，亦適用本條例，惟如於本條例施行前，
已經金管會核准辦理此類業務者，則毋庸再申
請許可。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其他重點有:
1.如電子支付機構應為專營（銀行及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及經金管會許可兼營者除外）；

然非適法管理的結果是使產業發展處處受限，

2.限制電子支付機構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嚴重落後國際，業者僅能經營代收代付業務，

三億元；境外機構除經金管會許可外，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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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境內經營或與他人合作經營第三方支

著提升。專家學者亦呼籲，創新業務是決勝市

付業務；

場的關鍵，「當法律跟不上科技，政府的態度

3.電子支付機構收受每一使用者之新台幣及外

決定創新的速度」，希望政府立法應採鼓勵而

幣儲值款項餘額，不得超過等值新台幣三萬

非限制態度，打造台灣更安全、便利、多元的

元，且上開帳戶間每筆款項之移轉亦不得超

電子消費環境與機制，滿足買方需求進而開發

過等值新台幣三萬元；

更多客戶，達到買賣雙方及第三方支付平台三

4.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之款項收取與使用者款項

45

贏之局面。

之提領皆需透過於銀行開立之相同幣別之存
款專戶為之；

本文之智慧財產權屬於理仁法律事務所所有，未經同意請勿
轉載、引用。

5.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收受之儲值款項合計達一
定金額者，應繳存足額之準備金。儲值款項
扣除應提列準備金之餘額，併同代理收付款
項之金額，應全部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
之履約保證；
6.使用者就其支付款項，有優先於電子支付機
構之其他債權人受償之權。以鼓勵業務創新
與發展、適度金融監理、維護市場秩序與公
平競爭、他律與自律雙重併行等立法原則，
就防範洗錢、確保使用者權益及資訊安全等
各方面皆有相關規範，使業者經營型態範疇
更明朗化。

未來展望
目前台灣有15家銀行依現行法規承作第三方業
務，而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的業者主要有台灣
雅虎之Yahoo奇摩輕鬆付、PChome Online網路家
庭之支付連等，而在「全球擁有手機的人多於
擁有電腦的人，相對於單純的網上支付，行動
支付將有更大作為」的浪潮下，隨著蘋果Apple
Pay的推出，各家莫不戮力搶佔行動支付市場，
如中信金控與玉山金控早已各自推出手機「QR
Code信用卡行動支付」；台新銀行宣佈與支付
寶合作，未來支付寶用戶將可在台新銀行合作
之台灣網路商店直接使用支付寶以人民幣付款
購物等。雖草案規定仍有許多尚待商討之處，
從目前各家業者摩拳擦掌的狀態，可預見未來
專法施行後，台灣第三方支付之發展可望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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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對美國專利維持費
做有效的成本控制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 / 文道格資深顧問

在不斷擴張美國專利佈局後，

可以肯定的是，我們不應該在收到繳費通知時

你完成了公司主管、董事會、

不假思索地決定繳納專利維持費。在決定一項

和股東的要求，然而，你是

專利是否應該繳納專利維持費時，或在不願繳

否確實幫助了公司呢？這些美

納而考量其他替代方案時，應由當初決定申請

國專利是否帶來了利益？這些

該專利的同組技術人員或具有相似技術背景者

專利是否成功嚇阻他人提起

進行評估。藉由以下清單，我們可以評估一項

專利訴訟？這些專利是否被競爭對手視為競爭

專利是否應繼續繳納維持費用：

障礙？競爭對手是否為了迴避專利所涵括的關

1.該專利的技術是否仍在我們或競爭對手使用

鍵技術，而削弱了產品的銷售能力？或者，如

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則該專利有繼續維護

同其他大多數的公司，你並不明確了解所擁有

的潛力。原因在於，該專利仍有潛力可以增加

的專利？或許你因為擁有一些有用的專利而獲

你的產品價值，以及／或者可以用來阻止對手

利，但有些專利卻只使用在已經停產的產品。

的競爭機會，但評估不應到此為止。

因此，在必須繳納美國專利維持費的期間，便
是你決定是否繼續維持專利的關鍵時間點。
2.如果我們仍在使用該專利的技術，究竟它對於
我們所有的產品時程及未來發展是否重要？使
美國專利法規定自領證日起第3.5年、第7.5年

用該專利技術的產品是否即將停產? 若是，那麼

及第11.5年須繳納維持費，費用分別為1,600美

繳納專利維持費的理由可能不再存在。

元、3,600美元及7,400美元。雖然不是大多數，
但對很多專利來說，專利維持費所花費的金額
會高出當初獲取專利時所支付的費用。不幸的

3.您的專利是否容易證明遭到競爭對手或其他人

是，無論是什麼專利的維持費用，很多公司在

侵害？舉例而言，對於只含有方法請求項的專

收到繳費通知後均一概繳納。如果你的專利組

利，我們很難找到遭受侵害的證據，因為製程通

合是由少於2、30項專利組成，這樣作法尚可接

常是機密，且無法光由製程生產的最終產品來判

受，但如果你的專利組合包含數百項專利呢？

斷專利是否遭到侵權。因此，如果您無法說明你

你要如何決定哪些專利應繼續繳費，而哪些專

的競爭對手是否侵害你的專利，繼續繳納專利維

利應讓它失效？或許更好的決定是，在繳納鉅

持費便可能只是浪費時間與金錢而已。

額專利維持費前將一些專利出售，尤其是在領
證日起的第11.5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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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專利的有效程度如何？假如上述問題的答案皆對
你有利，那麼，最後的關鍵在於該專利的有效程
度。如果該專利顯然無效，且可以清楚且快速的被
證明，那麼繼續繳納專利維持費便值得考量。例
如，所有在美國最高法院2007年作出KSR判決前所
獲准的專利，都有很高的可能性被認定為無效，因
為在進步性的有效性要件上，這些專利係以較今日
更為寬鬆的標準進行審查。

進行上述的費用繳納評估並非易事，也無法輕易地
納入您現有的智慧財產規劃，當然，這些也不容易
被執行。然而，當專利數量增加時，你自然會發現
您不該再繼續繳納7,400美元的專利維持費。你只
要從專利組合中找出20項較不具價值的專利，便能
讓你省下15萬美元，一筆為數不小的費用。

而當你認為某些專利對於公司已沒有價值時，你有
什麼選擇呢？你可以單純讓這些專利失效，或將它
們出售並同時取得非專屬授權，以便繼續實施該發
明。很多公司以收取少量佣金的方式與法律事務所
合作，協助專利權人出售其專利。然而，眾達國際
法律事務所樂於協助你建立專利評估系統，幫助你
剔除對於公司不再具有價值的專利。

藉由剔除沒有價值的專利，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期
待協助您強化您的專利組合，並為您做到成本控
制。請與我們聯絡，讓我們協助您停止在不必要的
專利維持費上浪費金錢。您的專利固然重要，但它
們並非神聖不可侵犯。如果它們不能帶來利潤，是
考慮將它們從您的專利組合中剔除的時候了。

（作者是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台北律師公會理事暨商標
專利委員會主任委員暨台北美國商會智財權保護委員會共同主
席，本文僅為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事務所及台北律師公會、
美國商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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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慧「製」造
重拾兩岸智慧自動化產業競爭力
精密工具機與機器人 是製造業之競爭關鍵
【2014／11／10，台北訊】日新月異的市場需求

偉龍會計師、工研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所長張所鋐

與持續增加的勞動成本成為當代製造業面臨之重大

等專家進行產學對談和演講，並發表《從＂中國製

挑戰，智慧製造(Smart Manufacturing)與其要角―

造＂到＂中國智造＂》研究報告成果，希望藉此協

精密工具機與機器人―的發展將是各國製造業維持

助業者了解兩岸智慧製造產業營運模式與機會，促

競爭力之關鍵。隨著十二五規劃啟動，中國智慧製

成產業成長茁壯。

造水準和市場競爭力與日俱增；同時，中國也為台
灣工具機與工業機器人最大的外銷市場，其智慧製
造的現況與台灣業者息息相關。有鑑於此，勤業眾
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與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
會(TAIROA)7日於台中舉辦「從製造到智造―兩岸智
慧自動化產業之競合」論壇，特別邀請中國機器人
產業聯盟理事長曲道奎、德勤中國製造業負責人董

勤業眾信產業負責人范有偉致詞時指出，勤業眾
信(Deloitte)全球製造業團隊長期關注製造業趨勢動
向，並結合全球網絡資源進行產業觀測研究。2014
年德勤中國與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共同發布《從＂
中國製造＂到＂中國智造＂》研究報告，分析了中

(左起)工研院副院長暨機械與系統研究所所長張所鋐、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理事長暨瀋陽新松總裁曲道奎、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
協會理事長卓永財、勤業眾信產業負責人范有偉會計師、德勤中國製造產業負責人董偉龍、勤業眾信製造產業負責人龔俊吉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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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智慧製造產業的發展與前景，並討論台灣智慧製

國大陸業者擁有較豐沛的資金，卻欠缺智能生產流程

造產業現況。面對益發激烈的全球競爭，兩岸如何

規劃以及高技術操作人才。台灣及中國大陸雖各自有

發揮彼此的優勢截長補短，找尋雙方研發、銷售以

其產業轉型的挑戰，在產業發展上能發現互相借鏡及

及培育品牌的利基，為兩岸自動化設備與機器人業

合作的空間。

者亟欲探究的議題。

中國智動化與機器人產業發展現況與前景

本次研討會也邀請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理
事長卓永財、臺灣大學教授羅仁權和上述貴賓進行

中國機器人產業巨擘－首家工業用機器人上市公

產學界對談。與談主持人勤業眾信製造產業負責人

司－瀋陽新松總裁曲道奎，針對「中國智動化與機

龔俊吉會計師指出，兩岸智能製造產業雖處於不同

器人產業發展現況與前景」進行分享。曲道奎表

的發展階段，但面對先進國家如日、德、美等的快

示中國製造業由勞動密集轉向智能製造的巨大轉

速發展，都深刻體認應急起直追，並尋求整合彼此

變，催化了中國工業機器人市場。然而，目前的研

的優勢，以強化產業長期競爭力。

擬體制仍存在無法與產業、市場接軌的隔閡，如
何明確定位產業需求，凝聚研發資源於實用導向
的產物，將是智能製造產業的突破口。曲道奎建議

《從＂中國製造＂到＂中國智造＂》報告藉由對近

企業應善用自身優勢盟，運用創新元素將技術成果

200家從事智能設備製造與應用之中國製造業者，

市場化與尋求跨界合作的機會。即便如此，中國智

進行問卷調查與企業訪談，深入分析中國智能製造

能製造產業卻難以避免遭遇外資壟斷、低價競爭等

之現狀與前景，並提供台灣及中國大陸業者在智能

不利局面；曲道奎分析智慧製造產業時常面臨研發

產業發展合作的優勢跟利基。研究報告完整內容歡

進度延宕、附加價值低或產能過剩等問題，若企業

迎至勤業眾信官網下載：http://www.deloitte.com/

只傾向力拼價格戰、數量戰，將可能失去發展轉型

view/tc_TW/tw/49823/49987/smart-manufacturing/

的契機，因此應積極透過創新突破重圍。以瀋陽新

index.htm

松公司為例，首度集結「產官學研用」領域，由製
造商、學校、科技研究單位、產業研究單位及客戶
端，形塑了一套完整的產業創新研發體系。

從製造到智造 兩岸智能製造產業發展之異同
德勤中國製造業負責人董偉龍會計師分享《從＂中國
製造＂到＂中國智造＂》報告結果時指出，中國智能
製造產業的優勢在於對國內市場的熟悉、市場規模大
以及成本優勢；然而，它也面臨著人才、核心技術的
短缺以及產業配套不足的艱難挑戰。此外，相關政策
制定與企業需求之間存在落差，智能應用產業業者的
策略性發展意識與規劃也待進一步提升。報告建議企
業應及早制定策略，評估人力成本、增加將對企業造
成的衝擊，及智能製造提升生產效率之潛力，逐步優
化製程以達製造技術與人力投入的最佳平衡。同時，
也精要比對了中國與台灣智能製造產業發展之異同：
台灣擁有研發智能科技的高技術人才及完善的生產流
程，卻有缺乏資金以及高人才成本的困難；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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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發布 2014年
高科技高成長500強評比
競爭激烈！南韓首登榜首、中國佔Top10五成、台灣入榜數第二
互聯網將成主流 軟體科技、綠能科技為產業發展新亮點
【2014／11／20，台北訊】勤業眾信所屬德勤全球

主要產業別分佈來看，台灣「半導體/光電產業」

(Deloitte Global)今(20)發布2014年《德勤亞太區高科技

仍排名第一，占整體的51%，其次「生物科技/醫

高成長500強》（Deloitte Technology Fast500 Asia Pacific

藥/醫療設備」和「通信/網路/系統連線」也表現不

2014）評比，由南韓企業＂Daum Kakao Corp “奪

俗，占整體的13%。今年台灣入榜成績最佳的「膠

冠，這也是該評比舉辦十三年來南韓首次登上榜首；

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14名)，精於各種膠原蛋

中國地區今年入榜數持續居高，再度問鼎上榜家數之

白的研發及生產製造，並代理國際知名品牌雷射儀

冠，並攻佔前10名半數席位；台灣地區則有90家企業

器、保養品、身體雕塑儀器等醫學美容相關儀器與

躋升500強，繼去年後再度蟬聯亞太區入榜家數第二

耗材，自2012年起迅速拓展台灣市場，近三年營收

名佳績，其中「膠原科技」、「元晶太陽能科技」分

成長率達2,298%。得獎結果顯示「生物科技/醫藥/

別獲得總排名第14名和第24名的榮耀。

醫療設備」成為台灣產業發展的新亮點。而台灣地
區入榜成績居次的「元晶太陽能科技」(第24名)，

勤業眾信高科技、媒體及電信業負責人林鴻鵬會計
師表示，德勤亞太區高科技高成長500強評比乃高
科技產業一年一度的「武林大會」，評選過程與

則主要從事太陽能電池、模組之生產及銷售、太陽
能發電廠系統的建置和技術服務，公司近幾年積極
發展綠能產業，近三年營收成長率達1,361%。

結果不僅有助了解相關產業在快速變動環境中的成
長板塊分佈，更為亞太高科技業者提供了一個公平

林鴻鵬表示本次台灣區雖沒有入圍高科技高成長

且透明的競爭舞台。從今年入榜企業的產業別、地

500強前十名，但入榜家數第二已顯示台灣高科技

區和整體趨勢分析，林鴻鵬指出屬於互聯網及軟體

產業仍有相當大的創新及成長潛力；尤其，台灣現

科技相關的企業數，已遠超過往年登榜主力的半導

正面臨到國際間盛行的區域經貿整合趨勢，在整體

體及光電產業；中國入榜產業別與亞太整體趨勢相

大環境不確定性提高的狀況下，高科技產業今年的

近，台灣則持續以半導體及電腦周邊製造產業為主

表現已屬不易。然而，評比結果也點出台灣科技業

力。另外，中國與印度高科技高成長企業的躍升和

正遭逢轉型發展的挑戰。林鴻鵬認為台灣科技業的

崛起，正挑戰台灣亞太地區科技中心的地位。

傳統強項半導體及電腦周邊製造的發展已漸趨成
熟，科技產業如何把握近期興起的互聯網及雲端應

台灣蟬聯入榜數第二名寶座 關鍵時刻科技
業應掌握轉型發展契機

用等新趨勢，整合研發能量及電子代工等強項，已
成為台灣科技業現正面臨的最大挑戰。

綜觀今年德勤亞太區高科技高成長500強榜單，
台灣與去年維持相同水平，和印度同列第二名(90
家)、僅次於中國大陸（100家）。而依得獎企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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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入榜500強產業分布概況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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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生物科技/醫
藥/醫療設備

電腦/周邊設
備

綠能科技

網際網路

傳媒/娛樂

半導體/電子/
光電

軟體

通信/網路/系
統連線

13

8

4

2

1

46

3

13

軟實力揚眉吐氣！南韓企業登榜首 行動通
訊與應用"夯＂

企業成功晉身50強之列，足以顯示綠能科技產業在

從亞太區整體得獎產業家數分佈來看，「軟體業」

各國政府重視下的成長動能，亦反映出在環境問題

入榜146家並連續兩年領先其他子產業，打敗多年

與挑戰的日漸增長下，綠能科技產業的投資和研發

成為成長主力的「半導體/光電」產業；另外「網

將會是各國未來發展的重點方向。綠能科技產業正

際網路」相關產業則排名亞太第三，得獎家數達到

在迅速適應市場環境，企業必須持續透過創新、研

94家，去年亦高達104家，皆高於2012年的85家；

發出持續發展的催化劑，以取得前瞻技術、建立模

今年度高科技高成長500強由南韓企業Daum Kakao

仿壁壘，最終達滿足市場需求、推動盈利和維持永

Corp以年度收入成長率高達11,618%穩奪第一名寶

續發展的目標。

公司」奪得第二名的佳績。同時，有4家綠能科技

座，主要營收來源包括發行遊戲、數位內容、行
動商務以及為品牌及明星構建宣傳管道。其中，

德勤全球高科技、媒體及電信負責人Jolyon Barker

旗下業務最廣受歡迎的為手機即時通訊應用程式

表示，高科技高成長500強評比為相關產業率先預

「KakaoTalk」，曾被Google Android Market 譽為

告了有助改善人類未來生活的相關技術之類別，並

「最頂尖開發商」之美譽，而Kakao Talk 亦獲CNET

彰顯成功突破現狀且優秀出眾的嶄新營商模型。

評選為免費SMS應用程式的第一名。

2014年《德勤亞太區高科技高成長500強》上榜企
業的完整名單，以及《德勤高科技高成長500強》

環境意識抬頭 綠能科技持續發威奪亞軍

項目提名和參加資格的詳情，可參考www.deloitte.

不同於以往的結果，今年度高科技高成長500強由

com/fast500asiapacific。

中國的綠能科技產業「西安泰力松新材料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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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入榜500強產業分布概況

亞太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Total

生物科技/醫 電腦/周邊設
藥/醫療設備
備
33

23

綠能科技

網際網路

傳媒/娛樂

半導體/電子
/光電

軟體

通信/網路/
系統連線

13

94

27

106

146

58

中國入榜500強產業分布概況

中國
30

25

20

15

10

5

0

Total

生物科技/
醫藥/醫療
設備

電腦/周邊
設備

綠能科技

網際網路

傳媒/娛樂

半導體/電
子/光電

軟體

通信/網路/
系統連線

9

10

8

11

3

21

2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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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德勤亞太區高科技高成長500強》前25名得獎名單
排名

公司名稱

地點

所屬行業

增長率

1

Daum Kakao Corp

南韓

軟體

11,618%

2

西安泰力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

綠能科技

9,793%

3

北京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

半導體、零件和電子產品

9,710%

4

成都尼畢魯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

軟體

4,638%

5

山東韓都衣舍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中國

互聯網

3,990%

6

NEXTDC

澳洲

電信/網路

3,626%

7

Ace Technologies

南韓

媒體/娛樂

3,536%

8

西安博深煤礦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

半導體、零件和電子產品

3,120%

9

Eat Now Services

澳洲

互聯網

2,768%

10

Edureka

印度

互聯網

2,768%

11

SSLM Co Ltd

南韓

半導體、零件和電子產品

2,693%

12

Cim Co Ltd

南韓

半導體、零件和電子產品

2,670%
2,377%

13

Happiest Minds Technologies Pvt Ltd

印度

軟體

14

膠原科技

台灣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2,298%

15

HEROZ Inc

日本

互聯網

1,969%

16

VoNEX Ltd

澳洲

電信/網路

1,926%

17

Asia Pacific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Inc

南韓

媒體/娛樂

1,844%

18

Temple & Webster Pty Ltd

澳洲

互聯網

1,645%

19

Oneflare Pty Ltd

澳洲

互聯網

1,635%

20

I AND C-Cruise Co Ltd

日本

互聯網

1,621%

21

Korea SUNLED Co

南韓

半導體、零件和電子產品

1,451%

22

Zomato Media Pvt Ltd (formerly known as DC
Foodiebay Online Services Pvt Ltd)

印度

媒體/娛樂

1,399%

23

Voyager Internet

紐西蘭

電信/網路

1,391%

24

元晶太陽能科技

台灣

綠能科技

1,361%

25

Vizury Interactive Solutions Pvt Ltd

印度

互聯網

1,308%

26

Pet Circle

澳洲

互聯網

1,295%

27

Tinnos Inc

南韓

媒體/娛樂

1,193%

28

IG ONE Co Ltd

南韓

媒體/娛樂

1,133%

29

Pepperstone

澳洲

互聯網

1,098%

30

Vend

紐西蘭

軟體

1,098%

31

I Love Ugly

紐西蘭

互聯網

1,087%

32

Akatsuki Inc

日本

軟體

1,070%

33

Toiion Inc

南韓

媒體/娛樂

1,067%

34

深圳市掌世界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

軟體

1,042%

35

Idea Brahama Consulting Pvt Ltd

印度

軟體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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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德勤亞太區高科技高成長500強》台灣地區得獎名單
排名

公司名稱

上市別

產業別

3年營收
成長率(%)

14

膠原科技

公開發行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2298.34%

24

元晶太陽能科技

興櫃

綠能科技

1360.71%

112

承啟科技

上市

電腦/周邊設備

381.76%

122

揚華科技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349.87%

130

矽力杰

上市

半導體/電子/光電

335.73%

140

安鈦克科技

上櫃

電腦/周邊設備

320.12%

154

敦泰科技

上市

半導體/電子/光電

301.58%

170

福登精密工業

上櫃

通信/網路/系統連線

273.64%

173

銳捷科技

興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269.02%

203

華德光電材料科技

興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235.95%

205

三貝德數位文創

未公發

傳媒/娛樂

234.17%

206

詠昇電子

興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234.04%

228

慕德生物科技

興櫃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217.02%

233

隴華電子

上市

半導體/電子/光電

214.70%

248

華美電子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198.93%

269

易通展科技

上櫃

通信/網路/系統連線

182.72%

276

齊瀚光電

興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174.15%

292

永旺能源

公開發行

綠能科技

161.41%

299

新洲全球

上櫃

通信/網路/系統連線

158.00%

300

億而得微電電子

公開發行

半導體/電子/光電

157.48%

304

邑鋒

興櫃

電腦/周邊設備

154.47%

306

中國通訊多媒體集團

上櫃

軟體

151.96%

316

聯鈞光電

上市

通信/網路/系統連線

142.78%

317

至寶電腦興業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142.25%

318

鴻方科技

公開發行

通信/網路/系統連線

142.06%

319

東碩資訊

上櫃

電腦/周邊設備

141.02%

335

聰泰科技開發

上櫃

電腦/周邊設備

130.71%

343

旭曜科技

上市

半導體/電子/光電

124.76%

344

日電貿

上市

通信/網路/系統連線

124.39%

345

家登精密工業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123.53%

348

樺漢科技

上市

電腦/周邊設備

120.94%

350

康聯訊科技

興櫃

通信/網路/系統連線

118.68%

355

訊映光電

興櫃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113.77%

357

鎧勝控股

上市

電腦/周邊設備

113.34%

367

長盛科技

興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108.01%

371

弘塑科技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105.89%

378

悅城科技

上市

半導體/電子/光電

99.72%

379

漢民微測科技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99.41%

383

智崴資訊科技

上櫃

軟體

97.59%

387

創傑科技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96.31%

388

鈺寶科技

興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96.26%

394

英特磊科技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92.82%

400

新揚科技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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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

基因國際生醫

上櫃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87.44%

410

和光光學

興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86.42%

411

新鉅科技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86.26%

413

寶聯通綠能科技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85.37%

415

威潤科技

興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84.96%

418

頂晶科技

上櫃

綠能科技

82.49%

419

聯德控股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82.39%

422

昂寶電子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81.17%

423

譜瑞科技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80.80%

425

同泰電子科技

公開發行

半導體/電子/光電

80.62%

429

德勝科技

上櫃

通信/網路/系統連線

79.92%

430

台郡科技

上市

半導體/電子/光電

79.88%

431

倚強科技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78.15%

434

振曜科技

上櫃

通信/網路/系統連線

77.08%

440

雷笛克光學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76.09%

444

研勤科技

上櫃

軟體

73.87%

448

大立光電

上市

半導體/電子/光電

71.63%

450

光麗光電科技

公開發行

半導體/電子/光電

70.93%

451

信驊科技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70.56%

452

視霸光學

公開發行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70.53%

454

天鈺科技

興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69.44%

455

合世生醫科技

上櫃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69.00%

456

昕琦科技

興櫃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68.71%

457

天鉞電子

上櫃

通信/網路/系統連線

68.67%

458

麗清科技

興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68.59%

459

德英生物科技

上櫃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67.50%

462

浩鑫

上市

電腦/周邊設備

66.47%

463

達輝光電

興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66.22%

465

榮創能源科技

上市

半導體/電子/光電

65.27%

467

波若威科技

上櫃

通信/網路/系統連線

65.08%

472

晶宇生物科技實業

上櫃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64.65%

473

基龍米克斯生物科技

興櫃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64.13%

475

怡利電子工業

上市

半導體/電子/光電

63.76%

476

明基三豐醫療器材

興櫃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63.31%

477

彩富電子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63.29%

478

宇加科技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63.20%

479

柏登生醫

興櫃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62.92%

482

永生生技

公開發行

生物科技、醫藥、醫療設備

62.43%

483

陽程科技

上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61.90%

484

誠創科技

上市

半導體/電子/光電

61.49%

489

華星光通科技

上櫃

通信/網路/系統連線

60.14%

490

邑昇實業

興櫃

半導體/電子/光電

60.06%

493

旭隼科技

上市

半導體/電子/光電

59.58%

494

碩禾電子材料

上櫃

綠能科技

59.16%

496

長天科技

上櫃

通信/網路/系統連線

59.04%

498

數字科技

上櫃

網際網路

58.91%

499

博磊科技

興櫃

網際網路

5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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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五步驟可防微杜漸有效管理!
勤業眾信籲企業社會責任規劃與實踐有賴企業全體動員
【2014／11／25，台北訊】近來公共安全和食品安

請金管會曾銘宗主委、台泥集團辜成允董事長、麗

全等危害大眾權益的事件層出不窮，不僅導致企業

嬰房林泰生總裁等先進，一同重振企業誠信道德與

形象或商譽受損，也引起社會媒體和公眾對於企業

強調企業實踐社會責任刻不容緩的信念。

實踐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之
極大關注。而國內金融監理單位亦研擬各類評鑑制
度，要求特定產業公司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期
望藉由非財務營運資訊的揭露，提供大眾做為檢視
依據以有效管理風險。為持續倡導永續經營的觀念
並為企業指路應如何兼顧環境、倫理、信任、風險
管理等層面，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與企業永
續發展協會、台灣證交所等單位於19日合辦「2014
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研討會」，由勤業眾信永續經營
與氣候變遷管理服務專家黃永婷協理，分享如何
藉由CSR報告書揭露，進行企業永續發展規劃；而
25日所舉辦的「2014台灣企業永續獎(TCSA)頒獎典
禮」，勤業眾信總裁陳清祥擔任評審委員，給予拋
磚引玉提升永續經營意識的企業獎勵和鼓勵，透過
評選過程也有助企業實現社會責任的承諾。

黃永婷於研討會指出CSR報告書是企業管理永續發
展的風險管理工具，藉由永續資訊的揭露，讓多方
利害關係人了解企業在「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
三大面向的政策、行動方針及成效，幫助企業透過
風險分析制定管理計畫及可行實踐方案。例如，越
南台商在排華運動中遭受重創打擊，面臨廠區停工
與人員安全的風險。若由風險思維出發，管理階層
必須重新檢視企業對當地環境、社會與經濟面向的
影響，並識別出利害關係人及其所關注的重大議
題，包括外部的政經發展，內部的人員管理，以及
上下游供應鏈的聯繫溝通等。

從上而下的全面性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對於公司營運來講，常會被視為「加

企業社會責任重點與趨勢
勤業眾信總裁陳清祥指出企業永續資訊揭露在十年
前被視為前瞻性作法，但演化至今已成為企業迎接
綠色經濟的必備要素。2010年證交所制定「上市上
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供企業邁向上市櫃
作為遵循條件，且要求年報中必須揭露相關資訊，
但企業社會責任往往面臨被歸類成公益或其他回饋
性活動，導致國內企業關注力偏低的問題。然而，

分」項目，許多公司高層往往直接交辦給單一部門
負責。但企業社會責任牽涉廣泛，在缺乏總體方針
的情況下，相關部門最終只能扮演資料彙整者的角
色，無法有效的提出長遠藍圖。黃永婷建議為使企
業有效回應利害關係人的期望，企業除需整合內部
資源，啟動跨部門溝通外，應由董事會、高階管理
階層，甚至專責單位從事相關議題治理行為。企業
可透過以下三步驟逐步實踐：

目前全球約有超過七千家上市企業定期公布CSR報

(一)取得管理高層對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承諾，並

告書，足以證實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已是國際趨勢，

從營運目標發想企業永續經營願景，進行由上而下

也意味著業者如欲成為產業領導者，公司治理與企

（Top-Down）的改造建構。

業社會責任將是決戰關鍵。勤業眾信也將於明年1

(二)依據企業特質、產品與服務特性及產業趨勢，

月6日(二)協辦「誠信經營與企業倫理研討會」，邀

檢視企業社會責任經濟、社會與環境三面向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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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作為，確保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之路和企業營運方
向的一致。
(三)實踐企業社會責除需自評實施重點外，「辨識
利害關係人」的重要也不容忽視，分析利害關係人
關注議題後需進行溝通回饋。

最後，黃永婷建議企業推動實踐社會責任，第一步
應先了解產業內所關注的議題；第二步是考量股東
與利害關係人價值；第三步為設定永續階段性推動
藍圖；第四步是進行年度永續績效資訊之揭露；最
後，是對永續績效進行查證。惟有有效運用企業社
會責任與永續發展五步驟，達到CSR管理經營風險與
開創商機。永續經營的企業應建立在持續獲利基礎
上，國際間有許多永續經營相關標準如ISO 26000、
GRI G4，均對企業於永續實踐有原則性及依循性的
說明，企業可藉此標準強化永續發展概念與實踐永
續發展執行要點。勤業眾信為服務客戶，也成立專
責團隊提供輔導客戶進行CSR策略規劃與實踐，企業
唯有加速自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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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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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接力！共同為台商稅務議題發聲

勤業眾信兩岸租稅協議高階論壇
正視查稅重點、勞務派遣及協商機制 避免重複課稅提升競爭力
【2014／11／06，台北訊】兩岸複雜稅務議題熱度

享了目前台港澳稅收工作的執行量大且交易複雜的情

再飆高！在兩岸經貿持續發展的同時，基於消除兩

況下，2013年台灣依舊高居大陸利用外資投資情況

岸雙重課稅，減少兩岸投資的風險與不確定性，促

的第四位，可看出租稅協議的簽署對大陸投資金額較

進國際貿易公平，提升台商企業競爭力，兩岸簽署

大的台商受惠較多。而呼應李雅晶的「一減二增三獲

租稅協議確有其必要性。為了讓台商了解不斷升高

利」的說明，以大陸所得稅法與現對外已簽署稅收協

之兩岸重複課稅之風險，以及日趨強烈的兩岸移轉

議之內容做對照比較，更詳細說明了非居民企業(常

訂價查核力道，德勤(Deloitte)稅務師事務所率先於10

設機構)、營利利潤及個人勞務所得重要的內容，在

月27日在崑山舉辦了「兩岸租稅協議高階論壇」，

未來即將簽署的租稅協議中對於台商只有更多的稅賦

就其內涵與效益及「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報告」對

減讓，不會增加額外負擔。

台商營運模式、稅務規劃及遵從的挑戰提出探討。
論壇獲得熱烈回響，勤業眾信今(6)在台北舉辦第二
場。兩岸接力，共同為台商稅務議題發聲！

其中藉由兩案租稅協議框架基礎介紹，也再次強調
創造良好的稅收環境、公平稅收待遇、解決稅務爭
端，以及強化稅收合作等的稅收協議簽署的現實利

租稅協定為避免雙重課稅、防杜逃漏稅及增進雙方

益。並藉由協議中的非歧視待遇條款及台商保障平

經貿及投資關係、文化交流及人民往來的重要依

等互惠原則，重申中國大陸對台商稅收安全與權益

據。勤業眾信稅務營運長張豐淦致詞時指出，全球

保障的重視。最後付瑤以台商角度說明了現況，指

目前有3,700多個租稅協議，中國大陸至今和99個國

出台商所擔憂的信息交換及轉讓訂價(移轉訂價)相

家及地區簽署了租稅協定，臺灣地區目前僅簽署了
27個，實力懸殊。面對國際競爭和區域經濟整合，
推動簽署兩岸租稅協議以互惠方式確定課稅權，將
大大提升台商在中國大陸的競爭力。勤業眾信稅務
部團隊長期關注此議題，為重新正視台商真正關心
及欲釐清的議題，在昆山和台北所舉辦的研討會特
別針對查稅重點解析、個人勞務派遣、實際管理機
構(PEM)認定與MAP協商機制等疑慮加以釐清。

本次論壇焦點由台灣財政部國際財政司李雅晶副司長
和中國大陸國際稅收研究會特聘專家付瑤處長，分別
以台灣和中國大陸觀點出發解析兩岸租稅協議，說明
其對台商所產生的效益與影響，以及簽署後對於法令
適用性與兩岸經貿營運之影響。付瑤首先在論壇上分

中國國際稅收研究會特聘專家處長付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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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調整的影響與程序適用，亦可透過協議中的雙

個人勞務及派遣抵稅議題

方稅務機構的合作機制為納稅人獲得確實解決。

台商所關心的個人勞務及派遣抵稅議題也有相關規

「劃分兩岸稅收權益，客觀增加了台灣稅收，降低

範。只要個人在大陸居留183天以下、所得非為對

台商在大陸的實際稅負」是付瑤提醒台商簽署兩岸

方雇主或居民企業(即中國大陸)支付、不構成大陸

租稅協議的終極精神，並期許兩岸透過稅收協議的

之常設機構，符合以上適用個人勞務派遣相關規定

簽署，答到促進雙方國際競爭力雙贏的局面。

者，即可透過協議簽署避免重複課稅。然而，目前
個人仍多以常駐性質於中國大陸提供勞務，居留天

台商企業面對的挑戰及查稅重點解析

數多半超過183天的情況下，中國大陸將被視為勞

轉讓訂價已成為近年來中國大陸的稅務查核重點，

務提供地，個人除須將來自中國大陸來源所得全數

相關法規制度與聯查作業也已成熟，對於如何選案

申報繳納個人所得稅外；，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

查核亦有一定之規則。近年來，中國大陸最新查稅

規定，個人於隔年五月底前須就該所得於台灣合併

趨勢也特別針對關聯企業進行交易查核。中國大國

申報個人綜所稅，中國大陸亦規定高所得者須於隔

家稅務總局透過「管理、服務與調查」等3種方式

年三月底前完成申報。再加上台灣現行的勞保投保

進行反避稅調查，造成補稅金額均較前一年大幅增

規定，必須於台灣公司支領薪資並為其員工後才能

加的效果。因此，中國大陸對於轉讓訂價(利用關

享有相關福利，因此台灣公司需為該個人支付薪資

聯公司進行，以減低稅額的商業行為)資訊揭露將

並投保以保障台籍幹部的福利與權益。如此一來，

更為要求，包括「組織結構、生產經營情況、關聯

不僅造成個人申報所得上可能有重複的議題，兩岸

交易情況、可比性分析及移轉訂價方法的選擇與使

在實際申報繳納稅負及扣抵先後順序適用的問題。

用」等五大面向，不難發現中國大陸將持續嚴查跨
國企業關聯交易的決心。

在本次的兩岸租稅協議高階論壇也提及了關係企業
及MAP協商機制、和PEM(實際管理處所)之定義與
適用的明確性，並加入了台商普遍關心的資訊交換
議題，提醒企業應正視之。並邀請了東吳大學校長
潘維大、東吳大學商學院副教授楊葉承、宏達國際
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財會處副總陳及幼和上述貴賓進
行對談。在所有專家熱烈討論後，勤業眾信再次提
醒台商企業應及早規劃分析各種可能因應方案，企
業應重新檢視集團組織架構、關係企業交易流程、
員工薪資規劃及雙邊APA簽定之評估，並有效掌握
及評估企業及關係企業間過去、現在及未來之可
能稅務風險，日後遇稅務爭議時，考量啟動MAP機
制，尋求一方稅務機關的協助，避免重複課稅，同
時尋求專家協助進行稅務風險管理。

勤業眾信稅務部營運長張豐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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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厲害！

勤業眾信輔導上(興)櫃申請家數近五成奪第一

獲櫃買中心頒發會計師事務所金桂獎
【2014／11／17，台北訊】為獎勵於永續經營成果

勤業眾信總裁陳清祥指出，勤業眾信為台灣最大的

等方面展現卓越績效之上(興)櫃公司，並獎勵中介機

專業服務組織，提供審計、稅務、財務顧問、風險

構協助支持擴大集中市場規模之優異表現，櫃買中

管理、管理顧問全方位服務，配合政府資本市場發

心14日舉辦「櫃買20．璀璨20－感恩音樂會暨金桂

展政策始終一馬當先、不落人後。自櫃買中心於民

獎頒獎典禮」，由國內最大且上市櫃經驗最豐富的

國83年成立以來，積極扶植新興高科技產業與中小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獲得「會計師事務所金

企業掛牌及籌資，大幅擴增臺灣證券市場的規模，

桂獎」之榮耀。截至2014年10月底為止，勤業眾信

乃至民國91年開放興櫃股票市場，勤業眾信不斷期

簽證的上(興)櫃家數為335家，占總上(興)櫃家數之三

許與櫃買中心一同成長，深耕「上(興)櫃輔導」之服

成五以上；而輔導上(興)櫃申請家數為43家，市佔率

務。獲頒「會計師事務所金桂獎」要感謝廣大客戶

達近五成；自創櫃板開放以來也創造市佔率五成之

及主管機關肯定，也要感謝券商、律師、創投的大

佳績，豐富經驗不斷獲得客戶肯定、屢創佳績實屬

力協助，這項榮耀也將砥礪勤業眾信持續朝著「勤

業界標竿。

於專業」及「公眾信任」目標大步前進！

總裁陳清祥代表勤業眾信受櫃買中心頒發「會計師事務所金桂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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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資本市場向來以透明及國際接軌見長，配合櫃買中心與時俱進的政策，2014年元月登板的創櫃板，勤業
眾信也傾全力支持，推出專業輔導團隊透過不間斷的溝通提供客製化及全方位整合性服務，獲得市佔五成的
輔導紀錄，戮力為資本市場再添活水，持續推動台灣資本市場多元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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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顆小藥丸的戰爭 聚焦全球最夯議題！

勤業眾信CEO論壇
權威透析華人特色醫藥未來關鍵成功因子
兩岸標竿醫藥企業第一手深入調查大公開
【2014／12／02，台北訊】經濟發展的代價帶給中

轉型發展拓展海外事業版圖。有鑑台灣所屬的樞紐

國的疾病市場越益龐大擴增的趨勢，韓國三星未來

位置，中國大陸已儼然成為極欲搶進的重要市場，

的發展策略已棄智慧手機改而投入製藥行列，醫藥

力求在其廣大藥品需求及豐沛資金匯集處開拓市場

產業龐大潛力再次被各界熱烈討論之際，FTA已幫三

契機。但邁入中國大陸商機卻非易事，政策法規及

星悄悄敲開了中國大門…。然而，台灣擁有享譽全

產業結構差異所衍生的風險，都是台灣企業不容輕

球的藥品研發實力及人才，生技醫療產業一直是眾

忽的課題。

所矚目的台灣經濟新實力，在政府鼓勵培植及各方
資金人才湧入下，台灣亟需尋找市場新利基。除了
2013年起成為PIC/S組織第43個會員正式與國際醫藥
組織接軌、同步引進健全醫藥管理制度外，也積極

勤業眾信與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此二權威
機構便即發現製藥產業的國家級戰略地位，短時間

勤業眾信今(2)舉辦2014華人特色醫藥產業未來關鍵成功因子分析高峰論壇，立法院長王金平與會指導並邀請到產業界龍頭先
進，一同為台灣企業進軍中國大陸提供策略方針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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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勢必將對各國的競爭實力重新洗牌！因此，2014

本研究跨足兩岸，歷時半年，共彙整了近30位事業

年勤業眾信CEO論壇再度挑戰最重要的產業議題，

版圖橫跨兩岸的標竿企業CEO深度訪談結果，同步

早在半年多前即以生技醫療產業做為研究主題，針

針對兩岸公協會及生物製劑廠商進行問卷調查，直

對華人特色醫藥產業關鍵成功因子進行深入探討，

接點出臺灣醫藥產業正面臨產業結構轉型期，該如

訪談兩岸醫藥產業標竿企業董事長、CEO、公協會

何接軌國際標準規範及強化競爭力、尋找於全球藥

及研究單位，取得第一手產業專業見解，全面釐清

品市場發展的藍海，在國際市場上爭一席之地。研

台灣生技醫療產業現今面臨的政策面、產業面、企

究報告內容總結如下結論：

業面之重重挑戰，並提出進軍中國大陸市場的優劣
勢關鍵分析，期盼為台灣生技醫療業者赴海外投資

一、台灣藥廠進軍中國大陸之優勢

佈局策略明確指路。

台灣藥廠具有產品研發創新能耐、國際級生產水
準、國際授權及臨床試驗豐富經驗、製劑廠實施國

本次「華人特色醫藥產業未來關鍵成功因子分析」

際PIC/S GMP標準規範、產品品牌及品質印象良好、

CEO論壇，集結產官學界重量級嘉賓見解。由立法

企業法制觀念強、企業經營注重品質、規範及細

院院長王金平、生技中心前董事長暨生物產業發展

節、人員素質高、資本市場較具彈性等經營優勢與

協會榮譽理事長李鍾熙，為未來可能的政策及產業

能力。未來可善用其獨特能力與競爭優勢，以中國

方向提供指引；並邀請太景醫藥董事長許明珠、鑽

大陸市場為推展華人特色醫藥產業之灘頭堡，積極

石生技投資副總裁湯竣鈞，分享如何強化華人醫藥

尋找台灣醫藥產業在全球藥品市場的發展利基。

產業品牌價值；也邀請泰合董事長李世仁、康聯執
行長李欣、美時製藥總經理史格瑞、台灣微脂體總

二、中國大陸醫藥市場之趨勢及機會

經理葉志鴻、永昕總經理溫國蘭、葛蘭素史克業務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漸趨成熟，生活水準逐步改善。

發展總監陳文姬、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負責人虞

人口結構也逐漸高齡化同時，對於老年病如退化關

成全等專家，共同探討華人醫藥產業的未來與發展

節炎及失智等藥物需求大幅增加。都市化帶來的環

契機。

境汙染，也使得過敏藥物、支氣管炎等藥物更為重
要。隨著生活改善，醫療知識的提升，自體疫苗藥

勤業眾信總裁陳清祥表示，過去高科技製造產業在
台灣經濟獨佔鰲頭，隨著人口紅利和高速經濟發展
等因素，造就生技醫療產業躍升為成長最快速的產
業，躋身成為下一波經濟趨勢要角。過往許多廠商
為了搶進中國大陸市場，貿然而行缺乏長期佈局策
略，繳出龐大學費卻綜效有限，勤業眾信為國內最
大會計師事務所，秉持發揮關鍵影響力之使命，投
入大量時間人力完成生技醫療產業商業經營模式之
研究報告，盼能指路企業應注意中國大陸生技醫療
政府政策、產業結構、法規不確定性之影響、新藥
審查制度、專利保護和產品獨特性，找尋利基捷
徑。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負責人虞成全指出，勤
業眾信長久關注生技醫療產業發展陪伴客戶深耕中
國大陸多年，專精於醫藥、醫材、醫管、醫美、農
業與生技等各領域，提供全方位商業服務協助台灣
企業維持卓越競爭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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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也是大陸醫藥市場炙手可熱的題材。研究報告發
現，在大陸屬高價自費項目的腫瘤用藥，是台商可
切入市場的機會。另外，新藥、新劑型新藥、生物
藥、首仿藥等其他特殊用藥，也是台商在中國大陸
醫藥市場可發展的優勢空間。

三、佈局中國大陸醫藥市場之策略
(一)入境隨俗：廠商赴中國大陸設廠或成立合資公
司，以成本及在地化優勢取得巿場。
(二)因勢利導（借力使力）：結合中國大陸夥伴或
以周邊及特色產品，借力使力進入巿場。
(三)遠交近攻：結合國際型夥伴優勢互補並分工進
擊中國大陸巿場。
(四)優勢入主：以歐美日或東南亞為主要投資巿
場，運用國際優勢再轉進軍中國大陸。

65

焦點報導

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負責人虞成全總結，生技醫療產
業勢必將成為中國大陸十三五的重點扶植產業之一，而
人才、資金、法規、市場是生技醫療業者面臨的四大課
題和關卡，台灣生技醫療業者欲進入大陸醫藥市場，必
須加快從政策、產業、企業著手：政策方面，運用兩岸
談判機制，參與大陸藥品政策法規與規格制定；推動兩
岸醫藥交流，並建立人才培育或服務機制，以便擴大廠
商營運規模。產業方面，樹立台灣自有品牌，積極尋求
異業結盟擺脫單打獨鬥模式，以團隊合作方式爭取發展
利基。企業管理方面，則需辨識投資風險，鑽研病種藥
種之研發核心技術，徹底了解當地法規並評估企業自身
能力，善用在地行銷通路接地氣，並且籌措充沛資金以
免捉襟見肘。此外，提高企業風險管理意識，提早建立
退場機制防範未然。

勤業眾信擁有豐富的輔導生技產業經驗，知名生技醫療
客戶包含國內的太景生物科技、中裕新藥、美時製藥、
中天生技、友華生技、杏一，國際大廠羅氏、輝瑞、禮
來、諾華、武田及大塚等等。截至2014年11月底，勤
業眾信擁有28家生技醫療上市/櫃公司服務經驗，占生
技醫療產業IPO總家數的31%強；而輔導外企來台上市
櫃勤業眾信高達43%，穩居龍頭地位。勤業眾信長期關
注台灣生技醫療產業，多年悉心輔導台商赴海外投資事
業。近年生技醫療業者在全球捷報頻傳，但整體產業因
競爭白熱化加上各國爭相保護國內醫藥產業而成長步伐
漸緩。勤業眾信希望藉由此份研究報告，幫助生技醫療
業者釐清自身優勢、重新發掘市場利基，並期望台灣產
業趨勢之星能夠在未來持續閃耀，布局大陸放眼全球華
人醫藥市場，共創台灣經濟新動能。

勤業眾信通訊 | 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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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管理法規
◢ 修訂一般行業IFRSs會計項目及代碼(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及權益變動表)
(103.11.06 臺證上一字第1031805431號)
◢ 發佈擴大公司應採電子投票之適用範圍(103.11.12金管證交字第1030044333號)
◢ 明年召開股東常會日期事前登記作業應行配合辦理事項(103.11.11臺證上一字第1031805396號)
◢ 落實國內外發行人申報首次股票公開發行及初次上市(櫃)前現金增資案之審查一致性及兼顧
行政效能，另為開放我國上市(櫃)公司參與發行於海外店頭市場交易之非籌資型存託憑證，
修正下列相關法規:
1.修正「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
則」及「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處理準則」部分條文及相關附表(103.10.24金管證
發字第1030041675號)
2.修正櫃買中心「審查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於國外店頭市場交易作業程序」及相關附表
(103.10.27證櫃監字第10300284521號)
3.公告金管會委託臺灣證券交易所受理發行人及外國發行人（第一上市）申報現金增資發行
新股為初次上市公開銷售案件，與外國發行人（第一上市）申報首次股票公開發行案件，並
自103年11月1日實施(103.10.27金管證發字第10300416756號)
4.公告金管會委託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受理發行人及外國發行人（登錄興櫃及第一上櫃）申報
首次股票公開發行及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為初次上櫃公開銷售案件，並自103年11月1日實施
(103.10.27 金管證發字第10300416757號)
5.配合103年10月24日修正發布「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修正前開
處理準則規定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103.10.27 金管證發字第
1030042282號)
6.配合103年10月24日修正發布「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處理準則」，增訂前開
處理準則規定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案件檢查表」(103.10.27金管證發字第
10300422821號)
◢ 自103年11月1日起，公司首次補辦公開發行及初次上市櫃之現增案件將向證交所或櫃買中心
辦理(103.10.27證櫃審字第10301016831號、臺證上二字第1030021132號)
◢ 關於會計師受託承辦資本額查核簽證業務，務請遵循相關法令規定及風險管控(103.10.22全
聯會字第103096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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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交所於修訂「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及「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並自即日起實施，修訂重點如下:(103.11.07 臺證治理字第1030022825號)
「誠信經營守則」:強化吹哨者(whistleblower)保護措施，並將「誠信經營」範疇擴大，除反
貪防弊，亦強調營業秘密保護與禁止從事不公平競爭行為。
「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加強產品安全及環境保護措施、提昇治理、經濟、環境與社會相
關資訊透明度，及重視利害關係人權益等議題。
考量近期食安事件影響消費者信心與經濟甚鉅，本次兩守則修訂都納入供應鏈管理相關規
定，要求企業制訂供應商管理政策並據以簽訂合約，以確保採購實務符合誠信原則，並保障
消費者權益。
◢ 證交所公告有關明(104)年度召開股東常會每日家數限額調整說明(103.10.22臺證治理字第
1032201179號)
◢ 證交所彙列近期重大訊息與資訊申報常見缺失及應加強注意事項(103.10.28 臺證上一字第
1031805146號)
◢ 配合強化公司治理藍圖計畫項目，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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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條文(103.11.11臺證上一字第1030022634號)
◢ 修訂第一(第二)上市公司訴訟及非訴訟代理人解任後，未於期限內補正者，得連續按日處罰
新台幣壹萬元之違約金至補正日為止(103.10.22臺證上二字第1031705072號)
◢ 證交所依修正後「外國發行人註冊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 表」訂定緩衝適用原則
(103.11.10 臺證上二字第1031706311號); 另櫃買中心亦修正「外國發行人註冊地股東權益保
護事項檢查表」(103.11.14 證櫃審字第10301018101號)
◢ 為使認購（售）權證發行人訂定之權證發行條件更具彈性，將非指數型權證之行使比例改由
發行人自行訂定(103.10.22臺證上二字第1030021905號)
◢ 配合法令異動及檢查實務需要，檢查局已完成103年第3季檢查各業別檢查手冊修訂(資料基準
日：103年9月30日)(103.10.23 檢查局重要公告)
◢ 配合受評公司得於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建置之「公司治理評鑑自評
作業平台」進行自我評鑑作業，修正「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附表一及
「外國有價證券櫃檯買賣審查準則」附表一(103.10.27證櫃審字第10301016841號)
◢ 增訂第一上市公司辦理對外募集與發行案件者，應於募集完成年度及其後2個會計年度，委
任主辦證券承銷商協助法令遵循事宜(103.10.27臺證上二字第1031706061號)
◢ 資訊揭露評鑑系統將於104年起整併至公司治理評鑑系統(103.11.04臺證治理字第1032201208號)
◢ 配合架構調整並將廢止「記者會作業程序」整合訂入，修正「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
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等規章(103.11.06 臺證上二字第10300214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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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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期貨、投信、投顧】
◢ 增訂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交易之相關規範(含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所訂給付結
算作業內容)，增訂「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部分內容(103.10.24證櫃輔字第
10300290771號)
◢ 為擴大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適用申報生效制範圍及放寬基金追募條件，修正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處理準則部分條文(103.10.21 金管證投字第1030040366號)
◢ 放寬融資融券限額及上櫃有價證券之最高融資比率，提前至11月3日起實施(103.10.30 金管
證投字第10300429801號)
◢ 境外結構型商品其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商品應符合信用評等機構之等級(103.11.06 金管證券
字第1030042052號)
◢ 提升期貨業競爭力及促使因違反法令之證券期貨業能迅速改善其缺失，預告修正「期貨商設
置標準」、「期貨商管理規則」、「期貨顧問事業設置標準」及「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
業務管理規則」等4項法規(103.11.06 金管證期字第1030044324號)
◢ 配合「證券商推介客戶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修訂，修正「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
範」(103.11.12 臺證輔字第1030023547號)
◢ 增修證券商月計表部分會計項目，適用日期詳如說明(103.11.12 臺證輔字第1030505034號
1.修正對照表(自民國103年11月份月計表開始適用)
2.修正對照表(自民國104年1月份月計表開始適用)
◢ 增訂金融業兼營證券業務除外規定及放寬證券商設置國外分支機構資本適足率要求，預告修
訂法規(103.11.11 金管證券字第1030045426號)
◢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共同修訂之「證券商風險管理評
鑑制度作業要點」條文(103.11.14 證櫃輔字第10300303701號)
◢ 預告修正「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規則」部分條文(103.11.19 金管證券字第
10300479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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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修正「公開發行銀行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金融控股公司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公開發
行票券金融公司財務報告編製準則」(103.10.21金管銀法字第10310006010號)
◢ 放寬金融控股公司之創業投資事業子公司在符合一定條件下，對文化創意產業之投資限額規
定(103.10.31 金管銀控字第10360004440號)
◢ 銀行以期貨交易人身分辦理期貨交易規定(103.10.20金管銀外字第10300277880號)
◢ 配合法令異動及檢查實務需要，檢查局已完成103年第3季檢查各業別檢查手冊修訂(資料基準
日：103年9月30日)(103.10.23 檢查局重要公告)
◢ 有關「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金融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12 條第1項之適用疑義
(103.10.29 金管銀法字第10300269340號)
◢ 為控管大陸地區授信風險，請於擬訂年度稽核計畫時將對大陸地區授信業務之徵審作業、風
險控管及貸後管理列入加強辦理查核事項(103.10.30 檢局(銀)字第1030154258號)
◢ 配合強制設立信託監察人等規定，修正「共同信託基金管理辦法」及「信託資金集合管理運
用管理辦法」(103.10.31 金管銀票字第10340003820號)
◢ 預告訂定「銀行流動性覆蓋比率計算方法說明及表格」(103.11.04 金管銀法字第
10310006532號)
◢ 預告訂定「銀行流動性覆蓋比率實施標準」(103.11.04 金管銀法字第10310006530號)
◢ 預告修正「銀行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計算方法說明及表格」部分規定草案(103.11.14 銀
行局法規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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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函令之資料來源摘錄自：保險局http://www.ib.gov.tw/ch/home.jsp?id=37&parentpath=0,3）
◢ 修正「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103.10.21金管保財字第10302507621號)
◢ 釋示「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第32條第3項第3款所稱特定或重大資金運用之
範圍(103.11.10 金管保財字第10302507701號)
◢ 「人身保險業新臺幣新契約責任準備金利率自動調整精算公式」及「人身保險業各幣別外幣
保單新契約責任準備金利率自動調整精算公式」(103.11.11金管保財字第10302509721號)
◢ 保險業及其海外分支機構於每年度結算日起3個月內完成保險年月報資料庫系統前1年度報表
申報(103.11.05 金管保綜字第1030093712F號)
◢ 配合103年6月4日保險法修正以及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發展現況及實際運作需要，預告修
正「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組織及管理辦法」及「保險業監管及接管辦法」部分條文(103.10
21金管保財字第10302508752號)
◢ 配合法令異動及檢查實務需要，檢查局已完成103年第3季檢查各業別檢查手冊修訂(資料基準
日：103年9月30日)(103.10.23 檢查局重要公告)
◢ 訂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保險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五十三條規定相關書件格式八
份(103.11.05 金管保綜字第1030093712B號)
◢ 協助保險業拓展大陸並加強兩岸業務，修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保險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
管理辦法」(103.11.05 金管保綜字第10300937121號)
◢ 鼓勵保險業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並兼顧相關交易監理強度及保險業資金運用安全，預告
修正「保險業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管理辦法」(103.10.28 金管保財字第1030251019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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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
◢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103.09.30)
修正第48條之7、56條、60條之1、61條之1、109條，刪除第65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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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管理法規
經濟部公告
◢ 公司法第247條

特許權屬無形資產（103.10.16 經商字第10302427210號）

依商業會計法第50條規定，特許權屬無形資產。又按公司法第247條第1、2項規定：「公司
債之總額，不得逾公司現有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及無形資產後之餘額。(第1項)無擔保公司
債之總額，不得逾前項餘額二分之一。(第2項)」，同法第248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公司發
行公司債時，應載明「公司現有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及無形資產後之餘額」，向證券管理
機關辦理之。復按公司法第247條第1項對「無形資產」並無除外規定，特許權既屬「無形資
產」之範疇，自應依上開規定辦理。

◢ 公司法第269條 公開發行優先權利特別股之限制（103.10.16 經商字第10302427230號）
按公司法第269條係規定公開發行具有優先權利特別股之禁止條件，公司「事實上」有本
條所述任何一種情形，即應予限制，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1年6月5日金管保財字第
10102508861號令，係屬二事。具體個案，允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職權認定範疇。

◢ 公司法第111條 有限公司股東仍得拋棄其出資額（103.10.21 經商字第10302345190號）
一、有關公司股份之拋棄，公司法尚無明文規範，似引用民法拋棄之法理（前司法行政部64
年6月17日臺64函參字第05196號函參照）。股份之拋棄應由股東向公司為拋棄之意思
表示。又股東如將其拋棄股份之意思表示送達發行公司之登記地址時，其拋棄股份之意
思表示即已發生效力（本部102年1月7日以經商字第10102446370號函參照）。
二、按有限公司資本總額雖以股東出資額計算，惟公司法並未明文排除有限公司出資額不得
拋棄。查本部102年1月7日經商字第10102446370號函之緣起雖是處理股份有限公司股
東拋棄事宜，但其函旨對有限公司仍有適用，且有限公司股東仍得拋棄其出資額（本部
94年4月15日經商字第09402045670號函併請參考）。

◢ 公司法第322條

1人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清算人無意願擔任清算人時，可由該公司之法人股

東指派適當人選擔任清算人（103.11.03 經商字第10302128450號）
一、按公司法第128條之1規定：「政府或法人股東1人所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不受前條第
1項之限制。該公司之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行使，不適用本法有關股東會之規定（第1
項）；「前項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由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第2項）。同法第322
條規定：「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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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在此限」（第1項）；「不能依前項之規定定清算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
聲請，選派清算人」（第2項）。準此，法人股東1人所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經董事
會決議解散者，除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全體董事為法定清算人，尚無由董事會代行股東
會職權而選任清算人之問題。又有關清算人之產生，清算期間如有變動，可由唯一法人
股東指派，並向法院聲報（本部98年11月2日經商字第09802144800號函參照），先為
敘明。
二、案述1人股份有限公司，經董事會決議解散後即進入清算程序（公司法第24條參照），
依公司法第322條第1項規定應由董事甲、乙、丙等3人為法定清算人，惟該3名董事倘
無意願擔任清算人，而公司章程又無規定清算人人選，且1人公司尚不得經由股東會選
任清算人的情況下，為便利公司之清算，使公司儘早了結現務，藉以保障股東及債權人
之權益，應可由該1人股份有限公司之法人股東指派適當人選擔任清算人，向公司登記
主管機關辦理解散登記，並向管轄法院聲報清算人就任，俾執行公司清算有關事務，以
善盡社會責任。末按民法第42條第1項規定：「法人之清算，屬於法院監督。法院得隨
時為監督上必要之檢查及處分」。是以，有關公司清算之相關事宜，仍以管轄法院

之意見為準。

◢ 經濟部令 中華民國103年11月4日經工字第10304605300號
為健全工廠管理及維護公共利益，從事食品製造、加工之新設工廠，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十三條規定辦理工廠登記，其載明主要產品應限於食品，且不得於同一廠址從事非食品製
造、加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
◢ 中華民國103年10月23日金管證投字第1030042306號
主

旨：預告修正「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設置標準」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四十五條，及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三條、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二十五條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
二、修正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六條、第六十六條、第七十條及第七十二條。
三、旨揭法規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本案另載於金管會「主管法規整
合查詢系統」網站（網址：http://law.fsc.gov.tw/）之「法規草案預告論壇」網頁。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翌日起7日內於前開
「法規草案預告論壇」陳述意見或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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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承辦單位：金管會證券期貨局投信投顧組。
(二) 地址：臺北市新生南路1段85號。
(三) 電話：(02)27747357。
(四) 傳真：(02)87734382。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設置標準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四十五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設置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自九十三年十月三十日訂定發布，歷經三次
修正，本次為兼顧信託業之發展並放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申請設立分支機構之限制，爰修正
本標準。

本次共計修正三條條文，修正要點臚列如下：
一、為兼顧信託業之發展，並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共同信託基金管
理辦法之修正，爰放寬現行信託業申請兼營證券投資信託業務之門檻規定。（修正條文
第十五條）
二、參酌現行信託業法第四十四條規定，配合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三、增訂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受處分之違規事由如已確實改善並經金管會認可者，得不受申請
設立分支機構之限制。（修正條文第四十五條）

◢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三條、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二十五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自九十三年十月三十日訂定發布，歷經七次
修正，本次係參酌相關法令規定並配合業者實務需求，爰修正本規則。
本次共計修正三條條文，修正要點臚列如下：
一、 經參酌公司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三條規定，明定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變更公司名稱應先報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其他公司章程變更事項無須
報經核准。（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 為提升國內業者在大陸轉投資事業之競爭力，爰刪除有關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其海外子
公司投資之大陸地區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不得對臺灣地區個人及事業提供服務之規
定。（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之一）
三、 為提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轉投資之效能，爰刪除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投資外國及大陸事
業，應以該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所營事業為限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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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令
◢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0月24日發文字號：金管證發字第1030041675號
修正「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六條、第九條之一、第五十八條及附表
一至附表二十八、附表三十至附表三十四、附表三十六至附表三十七、附表四十七、「發
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一條、第十一條之一及附表二至附表三十三、附表
三十五、「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處理準則」部分條文及附表十四、附表二十。
附修正「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六條、第九條之一、第五十八條及附
表一至附表二十八、附表三十至附表三十四、附表三十六至附表三十七、附表四十七、「發
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一條、第十一條之一及附表二至附表三十三、附表
三十五、「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處理準則」部分條文及附表十四、附表二十。

◢ 中華民國103年11月12日金管證交字第1030044333號
一、依據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規定，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二十億元以上，且前次停止
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股東人數達一萬人以上之上市（櫃）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將電子
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
二、本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生效；本會一百零二年十一月八日金管證交字第一
○二○○四四二一二號令，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廢止。

勞動部令
◢ 中華民國103年10月17日（補登）勞動發事字第10318055272號
修正「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有關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編號AFT14、AF-T15、AF-T16、AF-T17），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有關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編號AFT14、AF-T15、AF-T16、AF-T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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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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3/11/05 IAS 39「結構式定期存款合約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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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稅法
◢ 文號：海關總署令2014年225號
有效性：尚未生效
發佈日期： 2014-10-20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8735&class1=4&class2=18&class3=50&class4=0
◢ 關於發佈《融資租賃貨物出口退稅管理辦法》的公告
文號：2014年56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4-10-17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8728&class1=6&class2=79&class3=205&class4=0
◢ 關於調整增值稅納稅申報有關事項的公告
文號：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4年58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4-10-13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8734&class1=2&class2=6&class3=17&class4=45
◢ 食品藥品監管總局關於印發醫療器械生產企業分類分級監督管理規定的通知
文號： 食藥監械監2014年234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4-10-17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8731&class1=6&class2=82&class3=189&class4=0
◢ 國務院關於香港和澳門服務提供者在廣東省提供線上資料處理與交易處理業務有關問題的批覆
文號：國函2014年134號
有效性： 現行有效
發佈日期：2014-10-02
http://www.gochina.com.tw/focus_page1.php?id=8741&class1=1&class2=2&class3=6&class4=19

中國稅法完整內容請參考勤業眾信躍馬中原Go China網站
http://www.gochina.com.tw/e-pape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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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行事曆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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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0

15

2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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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期

項
次

申

報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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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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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內部人股權異動申報作業。
註：每月15日前申報上月份股權異動資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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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全體董事、監察人出席董事會及進修情形。
註：每月15日前申報上月份異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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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報經董事會通過之次年度內部稽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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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財務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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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月自願公告者應持續公告至當年度結束止。

五

三

一

六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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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上櫃公司適用)

日

5

10

星
期

項
次

20

報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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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發行公司債應申報上月份異動情形。每月10日前。

五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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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5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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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31日輸入之申報年月為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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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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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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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1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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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30日輸入之申報年月為10310，其內容為103年10月底之自結財務
數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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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申報經董事會通過之次年度內部稽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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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興櫃公司適用)

日

5

10

星
期

項
次

申

報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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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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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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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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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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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三

1

申報次年度內部稽核計畫。

(國內公開發行公司適用)

日

10

2014 Dec

星
期

項
次

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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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每月背書保證金額、每月資金貸放金額及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金額

三

報

事

項

財稅行事曆

日

10

星
期

三

項
次

申

報

事

8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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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

股權、質權變動
公司董監事、經理人及持股超過10%股東（簡稱公司內部人）之持股變動情形與股票質權
之設定及解除情形。
（申報對象包括：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超過10%之股東，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
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另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之代表人及金控子公司內部人，包括其
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股票者亦適用。）

31

三

1

申報次年度內部稽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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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次
1

5

申

報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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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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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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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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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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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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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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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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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
期

項
次

1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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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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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六

1

第一上市(櫃)、第二上市(櫃)、外國興櫃公司有發行海外股票、存託憑證、公司債者，應於
每月20日前申報截至當月15日止之流通及兌回情形流通餘額報表等，並應向中央銀行申報
其流通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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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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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上市(櫃)及外國興櫃公司申報經董事會通過之次年度內部稽核計畫。

31

申

報

事

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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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05
2.上櫃公司應辦事項一覽表 103.07.16
3.興櫃公司應辦事項一覽表 10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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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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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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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5

2014 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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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稅務工作行事曆
◢ 應辦事項

日

1.

11月份娛樂稅總繳10日截止。

2.

11月份各類所得扣繳稅款之報繳10日截止。

3.

零稅率廠商11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15日截止。

4.

營利事業預先訂價協議之申請，應於本月底前提出申請。

5.

本年度新設立之營利事業，欲使用藍色申報書者，應於本月底前提出申請。

星期

最近一個月內應辦稅務事項提要

1

一

1.
2.
3.
4.

10

三

1.
2.

11月份娛樂稅總繳本日截止。
11月份各類所得扣繳稅款之報繳本日截止。

15

一

1.

零稅率廠商11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本日截止。

1.

申請預先訂價協議之營利事業，應於申請預先訂價協議之交易總額達新台
幣十億元以上或年度交易金額達新台幣五億元以上之交易所涵蓋之第一個
會計年度終了前辦理。
本年度新設立之營利事業，欲使用藍色申報書之申請者，本日截止。

31

三
2.

11月份娛樂稅總繳本日開始。
11月份各類所得扣繳稅款之報繳本日開始。
零稅率廠商11月份統一發票明細表申報及營業稅報繳本日開始。
本年度新設立之營利事業，欲使用藍色申報書者，本日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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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Olym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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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 103 年 12 月-104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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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07

12/10(三)

09:00-16:00

IF13-05

12/11(四) 09:00-12:00

IF13-06

12/11(四) 13:30-16:30

OCT03

12/11(四) 09:00-16:00

全能會計人員專業培訓班
~台北場~第十三期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專業培訓班-IAS 10 報導期間後事項
IAS 33 每股盈餘
IAS 37 負債準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台北場~第十三期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專業培訓班-IAS 1 財務報表之表達
IFRS 8 營運部門
數據管理與深度運用決策分析實務

DEC03

12/11(四)&
09:00-16:00
12/12(五)

OCT16

12/12(五) 13:30-16:30

DEC04

12/12(五) 09:00-16:00

DEC05

12/12(五) 09:30-16:30

OCT08

12/16(二)

職工福利委員會相關稅法及年度結算申報與扣繳作業

DEC02

12/16(二) 13:30-16:30

IFRSs 架構下對企業稅務影響及因應之道

DEC06

12/16(二) 09:30-16:30

DEC07

12/17(三) 13:30-16:30

DEC14

12/17(三)

OCT13

12/17(三)

DEC19

12/18(四) 09:00-16:00

OCT12

12/18(四)

DEC16
DEC08

時數/

講師

VIP 扣點

費用

佘通權

6/8

黃海悅

3 / 5.5

3,000
【無折扣】

陳昭伶

3 / 5.5

3,000
【無折扣】

李進成

6/8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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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政琦

12/16

9,600

審計委員會設置暨薪酬委員會運作實務

巫

鑫

3/5

3,000

統一發票開立及申報扣抵實務精解

國稅局

6/8

4,800

會計人員必備之核心職能與相關能力

黃美玲

6/8

4,800

林東播

6/8

4,800

巫

鑫

3/5

3,000

從財會案例檢視企業管理問題

黃美玲

6/8

4,800

所得稅扣繳實務

黃純華

3/5

3,000

09:00-16:00

強化企業契約核心能力與關鍵條款實務

姜正偉

6/8

13:30-16:30

【超值回饋】~大陸電子商務稅務新挑戰

林信佑

3/4

4,800
客戶
2,000
非客戶
2,500

兩岸反避稅法令之解析與影響

張淵智

6/8

【超值回饋】~業務議價談判實戰技巧

王慶東

6 / 5.5

09:00-16:00

09:00-16:00

董事會/股東會實務完全解析
12/18(四) 09:00-16:00 贈送《臺灣人的公司治理-我國公司治理之董監事職權與 巫
鑫
責任》書籍乙套
張憲瑋
12/18(四) 13:30-16:30
企業反貪腐管理制度與不正行為實例分析
劉家全

4,800

4,800
客戶
3,000
非客戶
3,500

6 / 12

7,000

3/5

3,000

IFRS 時代如何編製現金流量表以掌握經營績效

蔡俊明

6/8

4,800

企業成本分析與有效控制實務

戴冠程

6/8

4,800

12/19(五) 13:30-16:30

績效管理與目標設定

戴師勇

3/5

3,000

12/22(一) 13:30-16:30

財報弊案與財會人員法律責任探討
~台北場~第十三期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專業培訓班-IAS 12 所得稅

曾開源

3/5

3,000

巫

鑫

6/ 11

採購重大問題分析暨實務解析

吳淑惠

6/8

DEC09

12/19(五) 09:00-16:00

DEC17

12/19(五)

DEC01
DEC10
IF13-07

12/23(二) 09:00-16:30

OCT11

12/23(二)

09:00-16:00

09:00-16:00

6,000
【無折扣】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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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公司與三角貿易、多角貿易操作實務解析

張淵智

6/8

12/23(二) 09:00-16:00

【超值回饋】~人力資源策略與管理實務

戴師勇

6 / 5.5

DEC11

12/24(三)&
09:00-16:00
12/25(四)

企業主管如何強化財務管理能力

佘通權

12/16

9,600

OCT09

12/25(四)

09:00-16:00

徵信及呆帳預防有效留住營收利潤

李進成

6/8

4,800

DEC12

12/26(五)

09:00-16:00

財會人員常犯營業稅錯誤類型實務解析

國稅局

6/8

4,800

DEC13

12/26(五)

13:30-16:30

適用 2013 版 IFRS 對退休金精算的影響

葉崇琦

3/5

3,000

DEC18

12/26(五)

09:00-17:00

最新 IFRS 9 金融工具之會計處理

洪老師

7 / 12

7,000

第一期 人資管理法令暨爭議處理實務班
勞動契約的法令認知與實務爭議

周志盛

6/8

4,800

多角貿易營業稅外銷適用零稅率實務解析
~台北場~第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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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場~第十三期
IFRS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專業培訓班-IAS 17 租賃
資本支出評估與財務報表相關投資報酬解析

國稅局

6/8

4,800

吳怡君

3 / 5.5

3,000
【無折扣】

許秀明

3 / 5.5

3,000
【無折扣】

彭浩忠

6/8

4,800

OCT05

12/23(二)

DEC15

09:00-16:00

4,800
客戶
3,000
非客戶
3,500

HC01-1

1/7(三)

09:30-16:30

JAN01

1/12(一)

09:00-16:00

IF13-08

1/13(二)

09:00-12:00

IF13-09

1/13(二)

13:30-16:30

JAN02

1/14(三)

09:00-16:00

NOV16

1/14(三)

09:00-16:00

財務分析指標判讀及經營風險預防

侯秉忠

6/8

4,800

周志盛

6/8

4,800

曾開源

3/5

巫

鑫

6/ 5.5

3,000
客戶
3,000
非客戶
4,000

彭浩忠

6/8

4,800

徐有德

3/5

3,000

巫

鑫

6 / 10

6,000

HC01-2

1/14(三)

09:30-16:30

第一期 人資管理法令暨爭議處理實務班
薪資管理的法令認知與實務爭議

NOV07

1/16(五)

13:30-16:30

內線交易實務案例暨相關法律責任

NOV09

1/16(五)

09:00-16:00

【超值回饋】實施 IFRSs 架構下之我國所得稅會計

JAN03

1/19(一)

09:00-16:00

JAN04
JAN05

1/19(一)
1/19(一)

13:30-16:30

產品製造成本計算與生產績效分析實務
跨國投資租稅規劃暨我國反避稅制度最新發展

09:00-16:00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實務解析

09:30-16:30
09:00-16:00

活用財報分析提升企業經營績效

6/8

4,800

JAN07

1/20(二)
1/20(二)

黃美玲

成本分析與削減成本具體方案運用

李進成

6/8

4,800

JAN16

1/20(二)

13:30-16:30

兩岸三地台籍人員個人稅務管理實務

陳欣旋

3/5

3,000

NOV05

1/21(三)
1/21(三)

13:30-16:30
09:00-16:00

結帳合併報導流程優化實務
IFRS 時代母子公司合併報表之編製暨會計處理

張琦琤

3/5

3,000

JAN08

蔡俊明

6/8

4,800

JAN09

1/21(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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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18

1/21(三)

09:00-16:00

心智圖-職場筆記術實務應用班

胡雅茹

6/8

4,800

周志盛

6/8

4,800

陳麗琦

6 / 11

6,000
【無折扣】

徐潔茹

3/5

3,000

JAN06

HC01-3

1/21(三)

09:30-16:30

IF13-10

1/22(四)

09:00-16:30

JAN10

1/22(四)

13:30-16:30

第一期 人資管理法令暨爭議處理實務班
職業災害的法令認知與實務爭議
~台北場~第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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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營運必備的風險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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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11

1/22(四)

09:00-16:00

JAN12

1/22(四)

09:00-17:00

JAN13
JAN19

1/23(五)

13:30-17:30

JAN14

1/23(五)
1/26(一)

09:00-16:00
09:00-16:00

JAN17

1/26(一)

NOV01

1/26(一)&
1/27(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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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企業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簡介暨
與現行商會法規、會計準則之差異分析

柳廣明

6/8

4,800

洪老師

7 / 12

7,000

董事會及股東會之規劃與運作實務

陳錦旋

4 /6.5

4,000

最新修正員工各種假別處理及規章制訂實務解析

87

楊淑如

6/8

4,800

稅捐稽徵法實務應用解析

國稅局

6/8

4,800

13:30-16:30

兩岸跨境交易稅負新挑戰

林信佑

3/5

3,000

09:00-17:00

IFRSs 2010 年與 2013 年正體中文版差異分析

洪老師

14 / 24

14,000

NOV02

1/27(二)

09:00-16:00

IFRS 觀念架構收入之認列與衡量

蔡俊明

6/8

4,800

JAN15

1/27(二)

09:00-16:00

票據交易陷阱預防暨債權確保實務

劉孟錦

6/8

4,800

NOV13

1/27(二)

09:00-16:00

採購議價策略及談判要領運用實務

姜正偉

6/8

4,800

HC01-4

1/28(三)

09:30-16:30

第一期 人資管理法令暨爭議處理實務班
解僱、資遣、調動的法令認知與實務爭議

周志盛

6/8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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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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電話(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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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報名：http://www.dttus.com.tw
手機

(

)

09___-__________

(

)

09___-_________

(

)

09___-_________

□三聯：統一編號 ___________
□二聯 (個人)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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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如：單堂課、課程禮卷…..等) 不需要準備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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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科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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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4 Shena、1187 Flora、3980 Betty
當您回傳報名表時，即表示您已閱讀並充分了解勤業眾信講座出版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與利用告知事項通知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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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書目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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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AAP 2013：
IFRS全方位深入解析
編著：江美艷
勤業眾信IFRS專業服務團隊

~加贈附冊~

出版日：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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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一~三冊，每冊定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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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完整涵括IASB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解釋委員會(IFRIC)
迄今已發布並生效之所有準則及解釋，並將艱澀的原文規
定，轉化為標準之中文會計用語。除附列IASB準則釋例外，
為加速初學者之了解，更進一步增加許多解釋範例及Deloitte
觀點說明。
各章節最後均附有IASB對各該準則未來發展之介紹，以
便讀者掌握各準則最新動態；對歷次各準則版本修正重點，
文中亦有說明。是以讀者可以鑑往知來，持續跟進學習而不
混淆，可謂目前坊間兼具即時性、完整性、專業性及實用性
的最佳會計參考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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