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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德勤商務法律團隊成員均畢業於國內外一流法律學院，

具有臺灣、美國或中國大陸之律師資格，部分律師亦具

備在日本執業經驗，取得日本外國法事務律師資格。團

隊成員擁有豐富的本土及跨國案件相關的專業能力、諮

詢服務及法庭實務經驗，擅長從客戶的角度出發，協助

客戶交涉談判，提供在地化、整合性的法律服務及解決

方案。作為德勤全球網路的一員，德勤商務法律團隊可

運用充分資源，提供客戶一站式服務，協助客戶於亞太

地區、國際性交易案件均享有適切、完整的專業服務。

國際知名法律評級機構《法律500強》（Legal 500）每
年對超過90個國家的律師事務所展開強項與策略評
定。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榮登臺灣前10大公司及併購領
域的推薦律所。

陳彥勳主持律師亦於Legal 500中，在爭議解決 
（Dispute Resolution）、稅務（Tax）、公司與併購 
（Corporate and M&A）等領域中獲得極高評價。陳盈
蓁合夥律師在公司與併購（Corporate and M&A）領域
中獲登Next Generatoin Partner榮耀。

Global Legal Network
德勤全球法律服務網絡遍及全球80個以上的國家及地
區，超過2,200位法律專業人士為客戶提供即時服務。
在臺灣，我們有臺北及高雄辦公室就近提供客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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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團隊

專長
• 日商法律服務
• 跨境/境內投資、併購、合資、股權轉讓等交易
• 台灣資本市場上市櫃、私有化、企業集團整併
• 公司法、證券交易法等法令遵循、公司治理或內部
控制制度諮詢

• 勞動法令遵循與爭議解決
• 能源、金融或新創產業法令遵循諮詢
• 企業營運法律風險管理與合約審閱等諮詢
• 跨境/境內商務爭議案件諮詢與解決

專長
• 境內/境外投資、合資、併購交易
• 集團組織架構重組、私有化、資本市場上市發行
• 金融法令遵循及申報、公平交易法議題
• 私人暨家族企業服務
• 新創產業

專長
• 行政救濟及民事訴訟或非訟事件代理與諮詢
• 稅務及財務會計之法律諮詢
• 個資管理制度及洗錢防制建置輔導及相關諮詢
• 勞動法及營業秘密法等各種法令遵循專案導入

專長
• 爭端解決(民、刑、行政訴訟之諮詢、代理及仲裁)
• 國際及兩岸專利、商標、著作、營業秘密、公平交易等智慧財產法、商事法之
相關法律服務

• 智慧財產之布局、申請、維護、管理及盡職調查
• 公司治理評鑑相關制度之輔導建立
• 數位鑑識等新興科技法律服務

專長
• 企業併購、國內外投資及合資
• 新創事業服務、股東協議
• 公司法、證券交易法與公司治理
• 勞工法及爭議（資遣/解雇）諮詢
• 中英文商務契約審閱
• 民事和商業訴訟

主持律師
陳彥勳
Justin Chen
Tel: +886-2-2725-9968 Ext.3088
justinchen@deloitte.com.tw

合夥律師
陳盈蓁
Ingrid Y. Chen
商業及併購法律服務負責人
Tel: +886-2-2725-9968 Ext.3735 
ingridchen@deloitte.com.tw

資深律師
張憲瑋
Hsienwei Chang
法律遵循服務負責人
Tel: +886-2-2725-9968 Ext.3933 
hsienwechang@deloitte.com.tw

副總經理
熊誦梅
Sungmei Hsiung
法律科技創新服務負責人
Tel: +886-2-2725-9968 Ext.3900 
sungmei@deloitte.com.tw

資深律師
陳月秀
Show Y. Chen
分區法律服務負責人
Tel: +886-7-971-3338 Ext.8715 
shochen@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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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
 • 智財布局、專利分析、專利檢索、智財盡職調查
 • 專利申請策略規劃、專利侵權訴訟策略擬定
 • 智慧財產權管理制度(TIPS)導入與建置
 • 專利自由運營檢索(Freedom to Operate Search，FTO) 
 • 生物科技、醫療器材

專長
• 臺灣專利師、中國專利代理師
• 國內外專利申請說明書與請求項之撰寫、審查意見
書通知回覆

• 專利申請技術挖掘顧問
• 半導體製程、發光二極體、顯示器技術、超解析光
學、量子力學、自旋電子學

專長
 • 境內/境外投資、合資、併購交易
 • 集團組織架構重組、私有化
 • 金融法令遵循及申報
 • 私人暨家族企業服務
 • 新創產業

專長
 • 企業併購、國內外投資、集團組織架構重組及合資
 • 資本市場上市上櫃發行、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合約
 • 金融法令遵循及申報、公司治理
 • 中、英文商務契約審閱及撰擬
 • 跨境/境內商務爭議案件諮詢與解決
 • 新創產業組織與股權規劃、營運及募資輔導

協理
吳致緯
Kevin Wu
Tel: 02 27259988 ext. 3144
kevinwwu@deloitte.com.tw 

副理
樓宗興
Eric Lou
Tel: 02 27259988 ext. 3862
elou@deloitte.com.tw 

協理 
李宜容
Emily I. Lee
Tel: +886-2-2725-9968 Ext.3090
emilee@deloitte.com.tw

專長
 • 日商法律服務
 • 跨境/境內投資、併購、合資、股權轉讓等交易
 • 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公司治理、金融相關法規
諮詢

 • 勞動法令遵循與爭議解決
 • 中、英、日文商務契約審閱及撰擬
 • 跨境/境內商務爭議案件諮詢與代理

資深律師
林昱瑩
Yuying Lin
日商法律服務負責人
Tel: +886-2-2725-9968 Ext.3089
yuylin@deloitte.com.tw 

我們的團隊

律師  
游意中
Joan C. Yu
Tel: +886-2-2725-9968 Ext.3708 
joayu@deloitte.com.tw



我們的服務

 • 勞動法議題諮詢
 • 勞動法令遵循度查核
 • 依勞動事件法進行勞資爭議解決諮
詢及代理服務

 • 涉外勞動事件之諮詢及服務

 • 租稅爭訟代理
 • 大法庭及憲法訴訟之諮詢及代理
 • 租稅法令諮詢服務

 • 境內/境外投資、合資、併購交易
 • 集團組織架構重組、私有化
 • 資本市場上市發行
 • 銀行保險金融法令遵循及申報

 • 法律科技
 • Legal Management 
Consulting(LMC)

 • 法律流程(Legal Process)
 • 法律風險管理(Legal Risk and 
Matter Management)

公司投資及併購 法律管理諮詢服務

 • 智財、商務及一般民、刑、行政訴
訟之諮詢、代理、仲裁及數位鑑識
服務

 • 智慧財產之布局、申請、維護、管理
及盡職調查

 • 營業秘密管理及保護制度之輔導
建立

 • TIPS智財管理制度輔導與公司治理
規劃專案

法律科技創新服務

 • 企業法令遵循專案導入及合約管理
系統等工具提供

 • 個人資料管理制度建置輔導與諮詢
 •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管理制度輔
導與諮詢

 • 反貪腐制度等法遵專案輔導與諮詢

 • 公司法令
 • 證券交易法令
 • 契約諮詢
 • 新創事業
 • 公司清算、重整
及破產程序

 • 商務爭端解決、

公司治理、風險及法令遵循

商業法

法律服務信箱 : twlegal@deloitte.com.tw

勞動法

稅務爭議解決及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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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訴訟代理
 • 不動產與旅館
 • 能源與環境法
 • 公平交易與反
托拉斯

 • 消費者保護、
連鎖加盟業

 • 家族傳承、財富管理
 • 家族治理、家族憲章
 • 信託、基金會、閉鎖性控股公司
 • 贈與契約、遺囑

私人暨家族企業服務

 • 日台企業併購與對台投資
 • 勞動法律服務
 • 企業商務法律服務及其他各種法
律諮詢

日商法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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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 / 境外投資、合資、併購交易

資本市場上市發行

集團組織架構重組、私有化

銀行保險金融法令遵循及申報

提供臺灣境內、跨境投資、合資、併購等交易相關法律服務，包括外資 /陸資
來臺投資、臺商赴大陸 /境外投資等，協助研擬交易架構、談判策略，就常見
之合併、分割、股份轉換、買賣、策略聯盟等或特殊交易類型提供分析，進行

法律盡職調查、審閱標的公司核准設立、特許證照、融資、重大契約、智慧財

產權、勞工、訴訟 /非訟事件等相關事項文件，撰擬及審閱交易契約，及相關
法律議題諮詢。

嫻熟於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有價證券募集與發行法規、公司治理及相關規範，

就本國企業及外資來臺上市櫃、臺商赴香港大陸美國等海外上市，及存託憑

證等發行案，均有豐富實務經驗，協助客戶進入臺灣或全球資本市場、善用籌

資平臺資源。

提供集團企業、跨國企業相關之組織架構重組，並可協助上市櫃 /公開
發行公司進行私有化等企業週期循環相關法定程序、風險評估、重要議

題諮詢等服務，亦可偕同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勤業眾信管理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及德勤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多元諮詢、策略思考

及因應措施規劃。

提供在地金融機構及集團公司有關銀行、保險等金融法規之諮詢、申報

服務，包含法令遵循、策略規劃、特許證照或相關諮詢。

公司投資及併購

1

3

2

4

資深律師 
林昱瑩 
Yuying Lin
Tel: +886-2-2725-9968 Ext.3089
yuylin@deloitte.com.tw

合夥律師 
陳盈蓁 
Ingrid Y. Chen
Tel: +886-2-2725-9968 Ext.3735 
ingridchen@deloitte.com.tw

協理

李宜容

Emily I. Lee
Tel:+886-2-2725-9968 Ext.3090
emilee@deloitte.com.tw

團隊資訊

律師  
游意中

Joan C. Yu
Tel: +886-2-2725-9968 Ext.3708 
joayu@deloitte.com.tw

資深律師  
陳月秀

Show Y. Chen
Tel: 886-7-971-3338 Ext.8715 
shochen@deloitte.com.tw

主持律師 
陳彥勳 
Justin Chen
Tel: +886-2-2725-9968 Ext.3088
justinchen@deloitte.com.tw



法律諮詢服務

7

法律科技創新服務

智財、商務及一般民、刑、行政訴訟之諮詢、代理、仲裁
及數位鑑識服務

智慧財產之布局、申請、維護、管理及盡職調查專精於與訴訟有關之諮詢、代理、仲裁及數位鑑識，特別是對智慧財產及商

務事件之紛爭解決，提供企業司法實務的觀點，且對專利、商標、著作權、營

業秘密及不正競爭等爭議事件，提供兼具在地化及國際化之服務。
協助企業強化智慧財產權之創造、管理、保護及運營，特別是專利之挖掘

申請及跨境布局，商標價值之提升，著作權之發想及合理使用，並協助企

業於併購或交易時之智慧財產盡職調查 。

1

營業秘密管理及保護制度之輔導建立

配合勤業眾信豐沛之諮詢管理專家顧問及團隊成員豐富之相關訴訟及法律

專業，輔導企業建立完備之營業秘密管理及保護制度，降低機敏資訊外洩

風險。並於營業秘密受侵害或有侵害之可能時，提供適時之訴訟及相關諮詢

服務 。

3

2

TIPS智財管理制度輔導與公司治理規劃專案

結合專業律師及專利師團隊，綜合跨產業別之豐富輔導經驗，協助企業評估並

規劃智慧財產管理制度，提升公司智財管理及布局之競爭力，且輔導客戶取得

TIPS驗證，同時滿足公司治理評鑑要求。另有公司治理規劃專案，協助企業評
估內部制度及作業流程，輔導企業強化公司治理，並提升評鑑分數。

4

資深律師 
張憲瑋

Hsienwei Chang
Tel: +886-2-2725-9968 Ext.3933 
hsienwechang@deloitte.com.tw

副理 
樓宗興

Eric Lou
Tel: +886-2-2725-9968 Ext.3862 
elou@deloitte.com.tw

副總經理 
熊誦梅 
Sungmei Hsiung
Tel: +886-2-2725-9968 Ext.3900 
sungmei@deloitte.com.tw

協理 
吳致緯

Kevin Wu
Tel: +886-2-2725-9968 Ext.3144 
kevinwwu@deloitte.com.tw

團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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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風險及法令遵循

企業法令遵循專案導入及合約管理系統等工具提供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管理制度輔導與諮詢

個人資料管理制度與 CBPR跨境隱私保護規則建置
與輔導專案

反貪腐等法遵專案輔導與諮詢

法令遵循與遵守法律的概念不同，前者需以管理學為出發，利用 PDCA（Plan-
Do-Check-Act）的方式使全體員工均能就其業務所應遵循的法令建立明確的
遵循意識，並有效的證明企業負責人已盡善良管理人責任，避免負責人個人

會因而負擔法律責任。本團隊可為企業量身訂作，使企業對現行或即將實施

的重要法令作專案導入或諮詢。另提供合約管理系統，以提升企業風險控制

及組織流程管理之完整性。本團隊多年服務金融產業客戶，可提供金融業所

需之法令遵循方案：包括公平待客原則遵循、全公司法令遵循風險評估專案、

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等新興法遵議題之諮詢服務。

偕同勤業眾信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輔導國內各大金控公司、銀行、證券、保

險及上市公司提供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管理制度的建置，協助金融業在管理

面上能有效遵循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及相關子法的規定。

偕同勤業眾信管理顧問各諮詢管理部門輔導國內各大金控公司、銀行、

證券、保險及各領域之公司提供個人資料管理制度（PIMS）之建置，並已
輔導多家公司獲得隱私權認證（BS10012、TIPIPAS）。另協助企業取得
APEC架構下之CBPR跨境隱私保護規則認證。

本團隊參酌德勤全球的相關國際經驗，協助企業在反貪腐及防止內線交

易等刑事法律能有效遵循相關法令，並可輔導企業獲得 ISO37001 認證。

1

3

2

4

資深律師

張憲瑋

Hsienwei Chang
Tel: +886-2-2725-9968 Ext.3933 
hsienwechang@deloitte.com.tw

主持律師 
陳彥勳 
Justin Chen
Tel: +886-2-2725-9968 Ext.3088
justinchen@deloitte.com.tw

協理

李宜容

Emily I. Lee
Tel:+886-2-2725-9968 Ext.3090
emilee@deloitte.com.tw

團隊資訊

副總經理 
熊誦梅 
Sungmei Hsiung
Tel: +886-2-2725-9968 Ext.3900 
sungmei@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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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管理諮詢服務

法律科技 (LegalTech)

法律流程 (Legal Process)

Legal Management Consulting(LMC)

法律風險管理 (Legal Risk and Matter Management)

科技已改變法律服務提供方式。新興數位科技工具可協助企業內部法務團隊

確保跨境作業一致性、降低風險，並提升效率及可靠性，將高重複性、例行性

之工作自動化，以協助企業內部法務團隊能專注於處理策略面向等高位優先

事項。德勤法律團隊可提供企業諮詢適用之法律科技工具。

德勤法律團隊可協助企業評估、重新配置內部法律流程，包含客戶 /供應商
合約管理、法令遵循協議之規劃及諮詢。

當前企業內部法務部門面臨日趨嚴格、複雜且多變之監管環境，為應對全

球化商機拓展所帶來之業務挑戰、不斷加速之技術發展，公司業務需求

與複雜性增加，使工作負荷量持續提高。於此環境下，法務部門必須重新

檢視其既有運作模式，提高運作效率，以提升商業價值。

德勤法律管理諮詢 (LMC)服務係由律師、技術顧問合作開發，運用廣泛
模組、框架及系統，旨在協助企業內部法務部門提高效率、優化流程，進

而滿足公司業務需求。

德勤法律團隊可與企業內部法務團隊合作，提供企業營運之法律風險管

理評估服務，協助辨識潛在法律風險及框架，並研擬因應策略，以防免重

大法律風險，例如訴訟爭議、法令變更、合約管理，及資料隱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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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資訊

資深律師

張憲瑋

Hsienwei Chang
Tel: +886-2-2725-9968 Ext.3933 
hsienwechang@deloitte.com.tw

主持律師 
陳彥勳 
Justin Chen
Tel: +886-2-2725-9968 Ext.3088
justinchen@deloitte.com.tw

資深律師  
陳月秀

Show Y. Chen
Tel: 886-7-971-3338 Ext.8715 
shochen@deloitte.com.tw

合夥律師 
陳盈蓁 
Ingrid Y. Chen
Tel: +886-2-2725-9968 Ext.3735 
ingridchen@deloitte.com.tw

協理

李宜容

Emily I. Lee
Tel:+886-2-2725-9968 Ext.3090
emilee@deloitte.com.tw

律師  
游意中

Joan C. Yu
Tel: +886-2-2725-9968 Ext.3708 
joayu@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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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法

勞動法令議題諮詢

涉外勞動事件之諮詢及服務

勞動法令遵循度查核

依勞動事件法進行勞資爭議解決諮詢及代理服務

提供之勞動法令相關服務包括為企業設計撰擬工作規則、聘僱合約、勞工安

全衛生規則，員工到職、離職時的流程諮詢，確保營業祕密保護、個資法令的

遵循，並於企業合併或組織重組時提供相關申請、工時爭議或勞資相關爭議

案件處理與諮詢等服務。

就主管機關及國際驗證實務關於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制度規範，提供管理制度

之輔導與諮詢服務，並可協助企業取得相關認證。

提供跨國企業聘用中高階外籍人員的適法性及合約諮詢，跨國勞工之員工激

勵措施之各國適法性諮詢。

就企業遵循勞動法令狀態，提供遵循度查核之服務，以相關勞動法令及

解釋函令、法院實務見解為基礎，以業務流程為中心進行訪談，查核企業

就勞動法令的遵循程度，與未來勞資爭議案件舉證之因應及諮詢。

勞動事件法施行後將增加企業在勞動法案件之舉證及審理強度，本團隊

可協助企業再平時即就舉證為相關準備，在爭端解決上亦可協助進行調

解及訴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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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律師

張憲瑋

Hsienwei Chang
Tel: +886-2-2725-9968 Ext.3933 
hsienwechang@deloitte.com.tw

資深律師 
林昱瑩 
Yuying Lin
Tel: +886-2-2725-9968 Ext.3089
yuylin@deloitte.com.tw

主持律師 
陳彥勳 
Justin Chen
Tel: +886-2-2725-9968 Ext.3088
justinchen@deloitte.com.tw

資深律師  
陳月秀

Show Y. Chen
Tel: 886-7-971-3338 Ext.8715 
shochen@deloitte.com.tw

團隊資訊

合夥律師 
陳盈蓁 
Ingrid Y. Chen
Tel: +886-2-2725-9968 Ext.3735 
ingridchen@deloitte.com.tw

協理

李宜容

Emily I. Lee
Tel:+886-2-2725-9968 Ext.3090
emilee@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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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爭議解決及訴訟

租稅爭訟代理

租稅法令諮詢服務

大法庭及憲法訴訟之諮詢及代理專精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營業稅、綜合所得稅、遺產及贈與稅等稅務救濟代

理及諮詢服務，並可偕同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專業會計師共同提供

服務。

可偕同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專案檢視企業或高資產客戶於經營、資

產配置所訂定之契約或法律文件，發現相關之會計與稅務風險，並提供相

關法律諮詢與契約審閱服務。

曾代理諸多稅務案件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已確定會實施的憲法訴訟

（現制為聲請司法院憲法解釋）與最高行政法院大法庭新制對通案、法

令規範違憲違法、過往實務見解歧異等難度較高案件，對納稅人租稅稅

救濟案件之勝負影響甚鉅，本團隊可就大法庭與憲法訴訟並提供相關法

律諮詢服務。

1

3

2

資深律師

張憲瑋

Hsienwei Chang
Tel: +886-2-2725-9968 Ext.3933 
hsienwechang@deloitte.com.tw

副總經理 
熊誦梅 
Sungmei Hsiung
Tel: +886-2-2725-9968 Ext.3900 
sungmei@deloitte.com.tw

主持律師 
陳彥勳 
Justin Chen
Tel: +886-2-2725-9968 Ext.3088
justinchen@deloitte.com.tw

團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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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暨家族企業服務

家族傳承、財富管理

信託、基金會、閉鎖性控股公司

家族治理、家族憲章

贈與契約、遺囑

提供家族及財富傳承之可行架構規劃、法律文件簽署。舉凡信託契約、股份買

賣契約、贈與契約、遺囑訂定、章程修訂等，均可能因合約文字條款差異而產

生舉足輕重的影響。而稽徵機關對實質課稅的認定、全球反避稅風潮等，也可

能對財富規劃產生預期之外的成本。本團隊能協助整合法務、稅務、財務顧問

等相關資源，提供完整諮詢服務。

就境內 / 境外之信託、基金會、閉鎖性控股公司等組織架構之選擇提供法律
諮詢，並可協助設立階段之執行、審閱相關合約文件、條款，並提供實務運作

經驗分享。亦可協助聯繫、諮詢境外律師，就當地法令適法性意見給予分析及

建議。

我們將投過專家深入訪談、探詢家族成員真意，提供分析及建議，協助制

定家族憲章、體現家族公認價值，俾日後共同遵守及執行。善用家族憲章，

宣示家族目標及價值觀、建立家族成員行為準則，不僅整合家族成員利益、

凝聚家族成員向心力，更有助於家族與企業間之互存共榮，達成有效家

族治理。

本團隊能整合法律、稅務等專家顧問，協助規劃及安排家族成員之財產

傳承，就贈與契約條款、遺囑內容等撰擬提供適法性諮詢，並可協助聯繫

信託機構、公證人等提供關聯服務，有助於個人生前意志之貫徹傳承，俾

利家族財富傳承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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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夥律師 
陳盈蓁 
Ingrid Y. Chen
Tel: +886-2-2725-9968 Ext.3735 
ingridchen@deloitte.com.tw

律師  
游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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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886-2-2725-9968 Ext.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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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886-2-2725-9968 Ext.3090
emilee@deloitte.com.tw

團隊資訊



法律諮詢服務

13

商業法

公司法令

契約諮詢

公司清算、重整及破產程序

不動產與旅館

證券交易法令

新創事業

商務爭端解決、商業訴訟代理

一般企業經營、股東會、董事會等事項常涉及公司法及相關子法、解釋、法院

實務見解，公司組織型態的選擇，合約條款撰擬，公司治理及法令遵循，本團

隊具有輔導多家上市櫃及外商企業公司法律諮詢之經驗，亦有來自主管機關

經驗之資深顧問，可提供公司法令遵循的完整解決方案。

商業合約諮詢、撰擬、審閱，包括投資類型的參股、合資、募資協議，商業營運

上常見之採購、借貸、承攬、委任、保證、保密等合約，以及商務合作之備忘錄、

技術指導、技術合作合約。

公司或其子公司、債務人公司在經營困難時，本團隊可就債務協商或申請清算、

重整及破產等解決方案結合德勤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整合性之諮詢

服務，並代理公司進行清算、重整及破產程序。

協助客戶處理不動產相關之各項合約撰擬與磋商、重大開發案法律事務處理、

不動產融資與信託法律諮詢等。對旅館業者經營所需訂定之個人資料保護、

訂位、管理服務授權或委託之相關法律文件亦可提供諮詢或專案導入。

公開發行公司有諸多證券法令之規範，包括內線交易、操縱股價、特別刑

事責任、收購及私募等規範，本團隊有提供多家上市櫃公司服務之經驗，

亦可提供上市櫃公司董監或其他特定員工相關證交法令教育訓練課程。

新創事業常見財務、會計、稅務、法律等方面的議題諮詢需求，本團隊擁

有輔導新創事業豐富實戰經驗，並結合德勤資源，提供企業家專業、全

方位的支援服務平台。

提供商務爭端解決包括訴訟前的談判、和解、調解與商務仲裁、商業訴

訟等程序，另本所熟稔於財務會計、稅捐法令、鑑識會計、數位鑑識實務，

提供專業的訴訟支援解決方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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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與環境法

消費者保護、連鎖加盟業

公平交易與反托拉斯涵蓋太陽能、風力、天然氣等各項能源與環境相關之交易、採購契約協商、國

內及跨國專案融資交易、環境相關法規遵循及諮詢服務。

專精於協助品牌業者、連鎖加盟業者或希望發展連鎖加盟之企業主盤點應遵

循之國內外消費者保護、食品安全、人事、個人資料保護、營業秘密等法規、並

提供處理消費糾紛之標準處理程序、撰擬與審閱加盟、供應鏈管理合約等相

關服務。

商業活動、併購交易涉及水平整合時，尤應注意銷售額、市場占有率是否

達到結合申報門檻。本團隊可協助企業評估是否需進行結合申報，並提

供不正當競爭、反壟斷法規、聯合行為及多層次傳銷等公平交易相關法律

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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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律師

張憲瑋

Hsienwei Chang
Tel: +886-2-2725-9968 Ext.3933 
hsienwechang@deloitte.com.tw

副總經理 
熊誦梅 
Sungmei Hsiung
Tel: +886-2-2725-9968 Ext.3900 
sungmei@deloitte.com.tw

合夥律師 
陳盈蓁 
Ingrid Y. Chen
Tel: +886-2-2725-9968 Ext.3735 
ingridchen@deloitte.com.tw

資深律師  
陳月秀

Show Y. Chen
Tel: 886-7-971-3338 Ext.8715 
shochen@deloitte.com.tw

資深律師 
林昱瑩 
Yuying Lin
Tel: +886-2-2725-9968 Ext.3089
yuylin@deloitte.com.tw

協理

李宜容

Emily I. Lee
Tel:+886-2-2725-9968 Ext.3090
emilee@deloitte.com.tw

主持律師 
陳彥勳 
Justin Chen
Tel: +886-2-2725-9968 Ext.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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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  
游意中

Joan C. Yu
Tel: +886-2-2725-9968 Ext.3708 
joayu@deloitte.com.tw

協理 
吳致緯

Kevin Wu
Tel: +886-2-2725-9968 Ext.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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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律師 
林昱瑩 
Yuying Lin
Tel: +886-2-2725-9968 Ext.3089
yuylin@deloitte.com.tw

日商法律服務

日台企業併購與對台投資

企業商務法律服務及其他各種法律諮詢

勞動法律服務提供日台企業併購之服務，服務內容包含併購前期，提供日商客戶併購相關

法令諮詢、投資架構之分析與投資策略規劃，並提供法律盡職調查等服務。

於併購中後期，提供併購相關契約審閱、研擬之服務，並可協助後續契約談

判之相關諮詢事宜，同時，亦可協助因應併購事宜而須向主管機關辦理之登

記或申請許可等相關業務。此外，針對日商客戶對台投資之服務，除能協助日

商客戶分析對台投資之架構與型態以外，亦可提供日商客戶對台投資之相關

法律諮詢服務，並可協助日商客戶對台投資所需之登記或申請許可等相關業務，

以及後續外國人來台工作所需申辦之工作許可、居留證等相關事宜。

提供日台企業進行跨國商務活動相關之法律服務，包含公司法、證券交易法等相關法令諮詢、公司章程或其他管理規章之審閱或撰擬、股東會或董事會之議案研擬、提供會議

過程中所需擬定之策略、協助公司處理破產、重整、清算等程序、契約之審閱與撰擬等服務，提供客戶適法且有效經營管理公司的各種對策與處理方式。其他並提供包含公平

交易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消費者保護法、智慧財產權法等相關法律諮詢、客戶收悉主管機關處分或函令時之處置以及協助商務紛爭解決，包含協助和解之談判、調解、仲裁

及訴訟代理等相關紛爭解決服務。

因團隊成員諳熟日商企業文化，亦同時了解日台企業文化間的差異性，在

提供勞動法相關服務同時，能整合日商企業思維與台灣企業思維的角度，

以最貼近日商客戶思維的方式，說明日台企業在處理勞資關係時的異同

之處，並針對客戶的各種勞動法相關問題，進行專業、全面的分析，提供

客戶最完善的勞動法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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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具備能以流利的日文提供客戶最完善法律服務的團隊，團隊成員除了有具備日本外國法事務律師資格之律師外，亦有取得日本知名學府碩士學位並具備在日工作經驗之律

師。不僅經驗豐富、擁有絕佳的日文能力，對於日商企業文化亦相當熟稔，能提供日商客戶最迅速、專業又全面的法律服務。

主持律師 
陳彥勳 
Justin Chen
Tel: +886-2-2725-9968 Ext.3088
justinchen@deloitte.com.tw

團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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