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關於勤業眾信
以全球網絡為支援提供企業整合性稅務諮詢服務

勤業眾信係指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Deloitte 

& Touche)及其關係機構，為德勤有限公司(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之會員。集團成員包括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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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財稅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德勤財務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德勤不動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股份有限公司，及德勤商務

法律事務所。在台灣擁有150多位聯合執業會計師及

超過3,600名以上專業人員，服務據點包括台北、新

竹、台中、台南、高雄等五個地區。

勤業眾信以卓越的客戶服務、優秀的人才、完善的訓

練及嚴謹的查核於業界有著良好聲譽。勤業眾信稅務

服務團隊，擁有專業稅務諮詢、法律及產業專家，並

結合國內外專業人才及豐富的資料庫，成功建立起龐

大的租稅智識網，並以全球網絡為支援，提供企業可

靠、創新，以及兼具國際觀的租稅諮詢與建議。同時

勤業眾信積極掌握國際稅務發展趨勢，例如OECD於

2013年發佈之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EPS)行動計畫，

稅務部專家團隊亦投入研究，協助企業因應BEPS時代

須考量之關鍵議題與時程。

為提供企業高附加價值的各項專業服務，我們站在客

戶的角度解決問題，幫助企業充分掌握稅務法規的變

化、稅務機關監管政策、以及稅務風險管理，並積極

扮演徵納雙方良好的溝通橋樑，提供企業整合性稅務

諮詢服務，以及提昇競爭力的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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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殊榮
連續多年榮獲國際的肯定與青睞

勤業眾信持續提供客戶最高品質及前膽性的專業服務，已於

業界建立口碑，獲得國際的肯定及青睞，屢獲殊榮，連續多

年獲頒專業雜誌的最優評比如下：

獎項名稱

Taiwan Big Four Tax Team:

2013

Taiwan Tier 1 Leading Tax Firm:

2017、2016、2015、2014、2013、2012、2011、2010、2009

Taiwan Transfer Pric ing Advisory Firm:

2012

Taiwan Tax Disputes Firm:

2016、2010

Taiwan Indirect Tax Firm:

2008

袁金蘭會計師

榮獲Tax Controversy Leaders:2016、2015、2014、2013

以及Women in Tax Leaders：2016、2015

陳惠明會計師

榮獲Tax Controversy Leaders:  2016、2015、2014

林宜信會計師

榮獲Tax Controversy Leaders:  2016

以及Women in Tax Leaders：2016

陳建宏會計師

榮獲Tax Controversy Leaders:  2016

頒發單位

Acquisit ion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Tax Review

Acquisit ion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Tax Review

International  Tax Review

International  Tax Review

International  Tax Review

International  Tax Review

International  Tax Review

Taiwan Transfer Pric ing Firm:

2017、2016、2015、2014、2013、2010、2007、2006
International  Tax Review



  3

我們的服務

勤業眾信擁有具全方位租稅諮詢、投資建議與洞悉產業環境的資深稅務顧問，

我們提供的專業稅務服務包括：

國內稅務諮詢

稅務爭議解決及行政救濟

國際租稅諮詢

併購及交易支援

全球移轉訂價

中國稅務及商務諮詢

台商回台上市櫃諮詢

陸資來台投資及相關諮詢

全球高階主管調派稅務諮詢

家族稅務諮詢

IFRS稅務諮詢

投資法規諮詢及工商登記

會計及薪資委外

講座出版與企業人才培訓

日商服務

北區稅務服務

中區稅務服務

南區稅務服務



4

我們的團隊

陳光宇 營運長 Austin Chen

國際租稅諮詢

全球移轉訂價

+886-2-2545-9988 Ext.7178
austinchen@deloitte.com.tw

林宜信 會計師 Ye-hsin Lin
國內稅務諮詢負責人
+886-2-2545-9988 Ext.3505
yehsinlin@deloitte.com.tw

張宗銘 會計師 Ming Chang
全球移轉訂價負責人
+886-2-2545-9988 Ext.6828
mingchang@deloitte.com.tw

陳惠明 會計師  Thomas H. Chen
稅務爭議解決及行政救濟負責人
+886-2-2545-9988 Ext.5467
thomaschen@deloitte.com.tw

莊瑜敏 會計師  Kelly Chuang
投資法規諮詢及工商登記負責人
會計及薪資委外負責人
家族稅務諮詢負責人
+886-2-2545-9988 Ext.7499
kellychuang@deloitte.com.tw

橫井雅史 執行副總經理 Masashi Yokoi
日商服務負責人
+886-2-2545-9988 Ext.6914
myokoi@deloitte.com.tw

康玉葉 會計師  Ruth Kang
中區稅務服務負責人
+886-4-2328-0055 Ext.8569
ruthkang@deloitte.com.tw

張豐淦 會計師 Al Chang
國際稅務及併購交易負責人
+886-2-2545-9988 Ext.1385
alchang@deloitte.com.tw

林淑怡 會計師  Joy Lin
中國稅務諮詢負責人
陸資來台投資及相關諮詢負責人
台商回台上市櫃諮詢負責人
+886-2-2545-9988 Ext.1501
joylin@deloitte.com.tw

廖哲莉 會計師  Cheli Liaw
全球高階主管調派稅務諮詢負責人
+886-2-2545-9988 Ext.3943
cheliliaw@deloitte.com.tw

郭雨萍 會計師 Ping Gwo
IFRS稅務諮詢負責人
+886-2-2545-9988 Ext.3627
pinggwo@deloitte.com.tw

巫鑫 會計師 Marty Wu
講座與出版負責人
+886-2-2545-9988 Ext.6107
martywu@deloitte.com.tw

朱光輝 會計師  Allen Chu
北區稅務服務負責人
+886-3-578-0899 Ext.8388
allenkchu@deloitte.com.tw

賴永發 會計師 Kevin Lai
南區稅務服務負責人
+886-7-530-1888 Ext.8838
kevinylai@deloitte.com.tw

各服務項目及分區主要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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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金蘭 會計師  Glendy Yuan
國內稅務諮詢
+886-2-2545-9988 Ext.3371
glendyyuan@deloitte.com.tw

陳建宏 會計師  Robert Chen
國內稅務諮詢
+886-2-2545-9988 Ext.1211
robchen@deloitte.com.tw

陳文孝 執行副總經理 Jonathan W. Chen
中國稅務諮詢
+886-2-2545-9988 Ext.3801
jonathawchen@deloitte.com.tw

蔡育維 會計師  Ned Tsai
台南稅務服務
+886-6-213-9988 Ext.8023
nedtsai@deloitte.com.tw

曾嘉文 副總經理  Govern J. Zeng
全球移轉訂價
+886-2-2545-9988 Ext.3800
governjzeng@deloitte.com.tw

盧再龍 副總經理 Jerome Lu
國內稅務諮詢
+886-2-2545-9988 Ext.7139
jeromelu@deloitte.com.tw

林國琇 副總經理 Kathy Lin
國際租稅諮詢
+886-2-2545-9988 Ext.1240
kalin@deloitte.com.tw

張惟桔 會計師  Maggie W. Chang
高雄稅務服務
+886-7-530-1888 Ext.8722
maggiewchang@deloitte.com.tw

杜啟堯 會計師 Otto Tu
中國稅務諮詢
+886-2-2545-9988 Ext.1511
otu@deloitte.com.tw

徐瑩瑩 會計師  Judy Y. Hsu
國內稅務諮詢
+886-2-2545-9988 Ext.5283
judyyhsu@deloitte.com.tw

徐曉婷 會計師  Tiana H. Hsu
中國稅務諮詢
+886 2 2545 9988 Ext.3725
tihsu@deloitte.com.tw

藍聰金 副總經理  Bruce T. Lan
投資法規諮詢及工商登記
+886-2-2545-9988 Ext.3707
brulan@deloitte.com.tw

李惠先 會計師  Susan H. Lee
國內稅務諮詢
+886-2-2545-9988 Ext.3612
susanhlee@deloitte.com.tw

陳宥嘉 副總經理  Arthur Y. Chen
國際租稅諮詢
+886 2 2545 9988 Ext.3615
arthurychen@deloitte.com.tw

洪于婷 副總經理  Christine Y. Hung
國際租稅及間接稅諮詢
+886 2 2545 9988 Ext.3836
 christiyhung@deloitte.com.tw

各服務項目會計師

各服務項目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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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務
服
務

國內稅務諮詢
我們洞悉企業關注的議題，
為您發展事業不可或缺的最佳夥伴

服務介紹 

國內稅務法令不斷推陳出新且日益複雜，同時企業國

際化腳步與日俱增，為因應商業環境之瞬息萬變，交

易模式亦隨時進行調整，致企業陸續衍生諸多稅法適

用上之疑義，在這個過程中，如何洞悉每個稅務疑義

對於企業可能產生之影響，企業應如何及時且適當因

應，不致因稅務爭議成為企業成長及營運過程之絆腳

石，為企業關注之重心所在。

勤業眾信的服務與優勢

勤業眾信擁有國內最多且最頂尖，具備優異稅務服務

能力，以及豐富稅務爭議處理經驗之稅務專家及法律

專家，由林宜信會計師領導國內稅務團隊，竭力協助

您在時代恆流中專注於本業營運上精益求精，而經由

勤業眾信國內稅務團隊之深入分析，於企業創新營運

模式進行前，協助企業檢視最適的租稅負擔，防範可

能發生之稅務疑義，或協助解決已發生之稅務爭訟，

成為您發展事業過程中不可或缺之最佳夥伴。

服務項目

租稅疑義之申請核釋

國內稅務諮詢

併購交易相關租稅諮詢

權利金免稅之諮詢及申請

租稅協定之適用及申請

技術服務報酬適用免稅或較低稅率諮詢及申請

國際機場園區租稅優惠諮詢及申請

自由貿易港區租稅優惠諮詢及申請

稅務簽證及營業稅直接扣抵法簽證服務

產業創新條例之解析與應用 

BEPS稅務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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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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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稅務爭議解決及行政救濟
提供您橫跨財稅、會計及法律等 
全面性專業領域之解決方案

服務介紹 

商業環境變動激烈，交易型態因應環境之變化亦不斷

推陳出新，因而衍生諸多稅法適用上之疑 義，同時

稅務機關為因應環境變動，不斷更新稅務法令，以明

確規範納稅義務人遵循之方向，惟一方面源起於稅務

法令因立法過程延宕，無法及時符合納稅義務人之需

要，另一方面稅務主管機關對稅務議題之見解與納稅

義務人往往存有歧 異，以致稅務主管機關與納稅義務

人產生各種稅務爭議。

勤業眾信的服務與優勢

勤業眾信被國際知名財經雜誌  Euromoney 旗下 

International Tax Review評比為2016 & 2010 Taiwan 

Tax Disputes Firms of the Year，擁有多位嫻熟法令

並具備豐富稅務爭議處理經驗之稅務專家及法律專家

團隊，團隊中陳惠明會計師、袁金蘭會計師、林宜信

會計師及陳建宏會計師更連續榮獲International Tax 

Review評選為全球Tax Controversy Leaders。由陳惠

明會計師領導的稅務行政救濟團隊，從客戶稅務爭議

源起之初，就相關資料進行彙總分析，與客戶討論並

擬定策略，協助客戶能在第一時間因應其所面臨的稅

務爭議，並能在後續行政救濟過程中，不斷搜集新資

料以釐清疑義，精益求精，從不斷洗練萃取中，產生

新創意與有利客戶之見解，為客戶爭取應有之權益。

服務項目

針對可能衍生爭議之稅務議題，向稅務機關申請解

釋

針對與稅務機關間之歧見，於稅捐核課前協助與稅

務機關進行溝通協談，並提供諮詢服務

針對稅務機關已做出行政處分之稅務爭議，協助提

起下列各階段之行政救濟服務： 

–復查 

–訴願 

–行政訴訟一審 

–行政訴訟二審 

–再審 

針對符合要件之稅務爭議，協助聲請大法官會議解

釋（釋憲服務）

協助申請更正退還溢繳稅款

對移轉訂價之爭議，協助提供上述與稅務機關協談

以及行政救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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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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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國際租稅諮詢
結合全球網絡及國內專業人才， 
提供企業營運策略之最佳建議方案

服務介紹 

隨著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化、國際化、全球化，跨國交

易及投資已成為企業營運必須面對之議題。勤業眾信

依據提供跨國客戶稅務諮詢之多年經驗、全球150國

家會員所之緊密合作以及來自各國背景之專業人才，

能有效配合客戶之營運策略提供租稅諮詢，協助降低

跨國投資交易風險、租稅負擔並進而提升企業競爭

力。

勤業眾信的服務與優勢

身處一個瞬息萬變的時代，您的企業可能隨時需要檢

視或修正關鍵性的決策。勤業眾信由張豐淦會計師領

導，將近百人之國際租稅諮詢專業服務團隊，能整合

全球150國家會員所之資源，透過全球人脈網路從各

地稅務機關或專業機構取得最新的法令新聞，並依多

年來的經驗，提供您即時之國際租稅服務。勤業眾信

不僅依您的要求解答疑惑，更能從不一樣的角度替您

的企業思考，期能為您的企業提供更適合、更完善的

稅務建議。

服務項目

對外對內投資架構諮詢  

–跨國投資各國的直接稅與間接稅之諮詢 

–配合企業整體供應鏈提供最佳之投資架構諮詢 

–租稅協定及各項租稅優惠諮詢及申請 

–境外公司之設立及維持

跨國交易流程稅賦諮詢 

–跨國交易各國稅賦影響之諮詢 

–提供各國稅務優惠及稅務遵循之相關諮詢 

–跨國交易及常設機構(PE)之分析及相關法令遵循

跨國購併稅務諮詢 

–分析跨國併購稅務影響提供稅務諮詢及遵循 

–配合公司併購策略提供併購投資架構諮詢 

–稅務盡職審查

企業海外/回台上市投資架構諮詢 

–提供海外/回台上市投資架構、上市主體等諮詢

華僑及外國人(FINI)投資有價證稅務代理人 

–擔任FINI在台之稅務代理人並提供相關租稅諮詢 

–提供適用優惠扣繳稅率之相關退稅申請 

國際會計準則及美國會計準則之相關稅務服務 

–提供美國會計準則中FAS109以及FIN48相關稅賦　遵

循、覆核及諮詢 

–提供國際會計準則下所得稅會計處理之遵循、覆　核及

諮詢 

其他國際租稅諮詢服務

FATCA條款遵循與諮詢服務

BEPS稅務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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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購及交易支援
成為您全球化佈局及發展之最佳服務團隊

服務介紹 

隨著全球化營運之布局，企業往往透過不同形式之境

內外併購活動延伸經營觸角，勤業眾信以全球化之專

業，為企業提供不同執行階段之併購及交易支援稅務

服務，其中包括：

併購前之稅務可行性分析： 

於併購標的搜尋過程中提供不同產業於當地國之租

稅獎勵情形，並於投資架構建議過程中提供稅務優

惠性、可行性及風險性之專業意見。

併購標的審查與交易執行之稅務合理性分析： 

對於已確認之潛在併購標的執行稅務盡職審查，以

便評估後續交易執行模式〈包括資產收購或股權交

易〉，並依時程及內容逐步完成合稅性之整併程

序。

併購完成後之稅務遵行性分析：協助標的公司符合

當地國之稅務遵循規定，並依併購契約所訂之整併

後營運檢討、交易價金尾款結算等條款提供稅務諮

詢服務。

勤業眾信的服務與優勢

每一項併購交易都是獨一無二的。因此，針對不同性質

的併購活動，我們將安排各該業務領域之稅務專家組成

專業團隊，為客戶提供最優質之服務。

我們優秀的併購及交易支援服務團隊擁有豐富的行

業、技術和地域經驗，能夠提出具可行性及成效卓著

的解決方案。透過德勤全球組織之專業支援，我們不

但協助台灣企業延伸國際版圖，我們更引領海外集團

跨入台灣市場，以成就企業全球化營運之布局。

勤業眾信併購及交易支援稅務服務由張豐淦會計師領

導，以其境內外併購交易稅務服務方面之豐富經驗，

偕同具不同專業背景和海內外工作經驗之專業團隊成

員，致力於協助客戶降低交易成本與風險、優化交易

過程中之稅務效益及實現長期投資價值最大化之綜合

成效。

服務項目

併購前之稅務可行性分析 

–投資架構之稅務諮詢 

–併購活動之稅務諮詢 

–企業組織調整之稅務分析 

–無形資產跨國管理之稅務諮詢 

–全球供應鏈之稅務諮詢

併購標的審查與交易執行之稅務合理性分析 

–稅務盡職審查 

–併購交易流程執行 

–跨國融資稅務諮詢

併購完成後之稅務遵行性分析 

–日常營運稅務遵循之檢視 

–依併購契約檢討營運結果之稅務諮詢 

–全球企業盈虧互補之稅務諮詢 

–全球盈餘配置〈GEMS〉之稅務諮詢 

–全球股利與現金分配/稅額扣抵之稅務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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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移轉訂價
具有豐富專業服務， 
提供跨國公司整合之移轉訂價稅務諮詢

服務介紹 
鑒於跨國公司處於多變之商業經營環境，關係人交易

種類及金額增加、交易內容複雜度提高及各國移轉訂

價制度不一，使得移轉訂價成為跨國公司稅務議題之

重要一環。企業之移轉訂價政策與其所得稅、營業

稅、關稅及其他相關稅負高度相關，因此間接影響企

業整體利潤。跨國公司可能因缺乏完善移轉訂價政策

而承擔過高稅負，並增加移轉訂價調整、相關罰則及

重複課稅之風險。

勤業眾信藉由多年來在移轉訂價領域之深耕、綿密之

全球組織網絡、對各國移轉訂價法規之深刻瞭解、以

及由稅務專業人員及經濟學者組成之移轉訂價專業團

隊，具有豐富專業提供跨國公司整合之移轉訂價稅務

服務，以符合各國移轉訂價要求，並於合理範圍內有

效降低整體稅負，減少重複課稅之風險。

勤業眾信的服務與優勢
勤業眾信被國際知名財經雜誌Euromoney  旗下

International Tax Review評比為2006~2016 Taiwan 

Transfer Pricing Firm of the Year，且榮登2008~2015

連續多年World´s Leading Transfer Pricing Advisers

風雲榜，以及由Legal Awards評比為2012 Taiwan 

Transfer Pricing Advisory Firm of the Year。

勤業眾信由張宗銘會計師領導約七十餘位之全球移轉

訂價服務之專業人員，以最多客戶群，最豐富的產業

經驗並能整合國際租稅及國內租稅之相關資源，提供

您整合性之移轉訂價相關諮詢服務。

服務項目
移轉訂價及諮詢 

(Transfer Pricing Planning and Consultation)  

–移轉訂價稅務風險評估 

–經濟分析及利潤分配評估 

–全球移轉訂價政策(Global Transfer Pricing Policy)

　之諮詢

預先訂價協議(Advanced Pricing Agreement)  

–預先訂價協議申請之評估及諮詢 

–單邊、雙邊或多邊預先訂價協議之申請 

–協議內容之訂定及諮詢 

–預先訂價協議與國稅局之溝通及協調 

移轉訂價報告及替代性文據 

(Transfer Pricing Compliance)  

–台灣地區移轉訂價報告及替代性文據之準備 

–其他國家之移轉訂價報告之準備 

–全球核心移轉訂價報告(Global Core  

    Documentation)之準備 

–BEPS行動計畫13之準備

營運模式最佳化(Business Model Optimization)  

–企業整體供應鍊諮詢  

–供應鍊之重組及實行 

–企業整體稅負之分析及最佳化 

移轉訂價爭議解決(Transfer Pricing Audit Defense) 

–一般及專案移轉訂價查核之溝通協商 

–移轉訂價行政救濟之協助 

–降低可能之移轉訂價調整及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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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
台商企業投資中國大陸業務需要一群熟悉兩岸三地政策、投資法令
與稅務專家提供實用資訊及專業建議！

服務介紹 
中國大陸目前是全世界最主要的經濟體，為能深化

經濟體制改革及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於2011 年推動

「十二五」規劃以及接下來的十三五規劃、四大自貿

區的推展、一帶一路、2025中國製造等新政策的推

動，其中包括許多財稅體制之改革。對台灣企業不論

已赴大陸投資或者正準備過去投資，了解中國大陸

相關宏觀政策方向、稅制、稅負與稅收徵管是必備與

必需的技能，可避免因不熟悉法令，誤觸法令而不自

知，亦即＂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勤業眾信中國稅務及商務諮詢組由林淑怡會計師領導

專業服務團隊提供中國稅務服務，包括投審會及境外

公司設立及變更、集團營運交易流程諮詢、大陸台商

回台上市稅務諮詢、中國稅務法令諮詢、台籍幹部兩

岸個人所得稅諮詢、兩岸移轉訂價諮詢、中國子公司

稅務風險管理及勤業眾信E智網躍馬中原 GoChina 網

站www.gochina.com.tw 專業智識庫等，提供台商赴

大陸投資時整合性服務。

勤業眾信E智網 躍馬中原 GoChina  
www.gochina.com.tw
 常用大陸稅務及商務法令訊息

 中國稅務法令影音專區

 焦點話題與稅務評論

 常見Q&A及免費電子報

大陸台商營運經驗分享專區

勤業眾信E智網 躍馬中原 GoChina  

www.gochina.com.tw

Tel：(02) 2545-9988 分機 3609

E-mail：chinaservice@deloitte.com.tw

服務項目
諮詢服務  

–大陸台商回台上巿之投資與營運重組諮詢 

–中國大陸投資主體架構諮詢 

–台商新三版、主板上市投資架構重組及稅務　合規

性遵行諮詢 

–兩岸三地營運暨交易模式最佳化諮詢 

–兩岸移轉訂價諮詢及報告準備 

–中國大陸外資企業稅務管理制度建立諮詢 

–稅收徵管協商諮詢 

–中國大陸投資企業型式可行性分析及諮詢 

–兩岸企業購併可行性分析及稅務諮詢 

–兩岸台籍幹部個人所得稅諮詢 

–中國大陸外資企業稅務諮詢 

–陸資來台投資之企業形式及稅務諮詢 

–BEPS稅務諮詢

代辦工商登記 

–境外公司設立、變更、維持 

–投審會中國大陸投資及陸資來台投資申請核　准、 

核備 

–中國大陸外資企業設立登記 

–陸資來台設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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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回台上市櫃
具市場領先地位，擁有豐富經驗之專家服務團隊

服務介紹 

自2008年7月起，政府陸續提出「放寬國內企業募資

赴大陸投資限制」，及「海外企業來台上市鬆綁及適

度開放陸資投資國內股市」等方案，放寬外國企業來

台上市資格及籌資限制。同年9月，政府鬆綁大陸投

資上限、資金匯出等規定。目前台商回台上市櫃有第

一回台上市(櫃)及TDR回台掛牌兩種選擇。

由於企業上市前會面臨如何解決稅務議題、發現自己

的稅務風險、調整重組集團架構、合理規劃關聯交

易、自然人及高級管理人員個人稅負議題、選擇有利

交易營運模式以及上市後選擇調整稅務策略等需求，

勤業眾信擁有經驗專業團隊提供客戶上市前之整合性

服務。

勤業眾信的服務與優勢
勤業眾信一直以來，持續致力於海外企業來台掛牌之

業務推廣，目前在會計師事務所中，已成為台商回台

上市櫃業務之領導地位。除配合主管機關來台上市櫃

之業務拓展外，並同時於中國大陸、美國、新加坡、

馬來西亞、日本等地區，實地拜訪當地企業，進而提

供企業所需最完整且最及時的資源。

勤業眾信有提供中國稅務服務的林淑怡會計師負責之

台灣團隊，並與中國德勤聯盟所密切合作，也派遣審

計團隊進駐中國上海，就近提供台商審計服務，能夠

同時提供台灣及中國兩岸的會計及稅務完整性服務，

隨時將兩岸法令資訊傳達給公司管理層。台商在上市

前確實需要有了解台商大陸實際經營現況又熟稔當地

法令的台灣團隊進行輔導。

服務項目
審計服務  

–財會初步診斷 

–財務報表之查核 

–上市前內控輔導 

–期中財務報表之核閱財務報表之查核 

–期中財務報表之核閱 

–關係企業相關書表覆核 

–投資架構變更之會計處理輔導 

–上市櫃送件輔導服務 

–內部控制之項目審查 

–特殊目的之查核 

–關係企業相關書表覆核

稅務服務 

–稅務初步診斷 

–集團投資架構諮詢 

–投審會申請及諮詢 

–移轉訂價風險分析 

–台籍員工兩岸薪資諮詢 

–稅務、帳務及關務諮詢 

–兩岸營運流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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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資來台投資及相關諮詢
幫助您創造投資價值最化大之目標

服務介紹 
在全球化與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下，為創造區域的共

榮發展條件，台灣於 2009年 6月 30日開放陸資企業

來台投資。企業如何整合利用兩岸優勢互補，提升產

業國際競爭力已成為重要議題。陸資企業來台投資，

應針對投資相關法令、開放投資項目、投資方式及限

額、稅務處理、投資架構安排、公司設立登記及大陸

人士來台等議題，有基本之了解，達到控制風險及投

資獲利之目標。

勤業眾信的服務與優勢
勤業眾信陸資來台投資及相關諮詢團隊，由林淑怡會

計師領導眾多具豐富台灣投資及稅務諮詢服務之稅務

專家，提供陸資企業在台投資架構等相關諮詢服務，

同時此專業服務之提供過程中，與陸資企業與個人進

行廣泛討論，並根據其特殊需求，量身訂做所需要的

在台投資架構，以有效地協助陸資企業或個人在台灣

擴展營運據點乃至於擴大營運規模。

服務項目
投資架構諮詢 

公司稅務諮詢 

租稅獎勵申請 

租稅審查評鑑 

個人稅務諮詢 

陸資投資許可 

公司設立或變更等工商登記 

大陸人士來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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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高階主管調派稅務諮詢
以全球網絡資源為支援，幫助企業達到營運目標 

服務介紹 
因應全球化之部署及國際化經營，勤業眾信提供 跨國

企業高階主管調派稅務諮詢服務。可提供企 業人員調

派之典範，並提供專業的稅務諮詢服 務，使調派發揮

最大功效，且使企業因調派增加 之成本極小化及員工

稅負合理化，有效協助企業 達成整體營運目標，創造

雙贏。

隨著企業和個人在知識、發展前景、與外界接觸以及

自身表現方式等方面變得越來越全球化，如何利用薪

酬福利轉移價值到精明及有效地建立薪資架構，讓企

業及其雇員實現雙贏的目標。我們的服務目標是協助

客戶減輕人力資源和部門人手不足的問題，並協助其

作出能激勵並留住雇員和外派人員的正確決定。

勤業眾信的服務與優勢
Deloitte會員所的全球網絡使我們能夠滿足客戶在全

球高階主管調派服務上的需求。我們有超過 2,200名

全球高階主管調派服務專業人員，為近 60,000名全

球高階主管調派提供服務。我們在幫助客戶設計、開

發和管理全球高階主管調派計畫 等方面具有優良紀

錄，信譽昭著。

我們專職的全球高階主管調派稅務服務包括國際 派遣

稅務籌劃、調派政策之擬定、當地稅務諮詢等。勤業

眾信的全球高階主管調派稅務服務團隊 是由廖哲莉會

計師領導，擁有豐富的稅務經驗，協助跨國性企業進

行高階主管調派之相關諮詢及後續申報作業。

服務項目
人員調派之政策擬定及相關諮詢

人員調派之稅務諮詢

安排會議與調派人員介紹我國之稅務規定

代理我國個人所得稅申報

代理美國個人所得稅申報

依據公司之租稅平衡政策，計算公司 /員工應補貼

之稅額

提供員工及公司因執行認股權或認股計劃之稅務諮

詢

聘僱合約之稅務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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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稅務諮詢
結合Deloitte全球稅務專家，量身訂做您所需的專業服務

服務介紹 

您今日的理財策略及稅務管理，將對您及家庭成員具

有深遠之影響，尤其是稅務管理，影響您及家庭成員

之整體應納稅負。想要保障您及家人之生活無虞，除

了有效創造財富外，家族企業的傳承及其相關的稅務

議題更是必需且不容忽視的。

勤業眾信的服務與優勢
勤業眾信之家族稅務服務由莊瑜敏會計師領導，除有

多位深具家族稅務服務豐富經驗之專家外，更結合

Deloitte全球稅務專家共同合作，能夠有效地提供家

族成員海內外財富和投資相關稅務問題之最佳解決方

案，並能提供及時且有效之諮詢；勤業眾信服務團隊

將依您家族成員的需求，為您量身訂做符合需要的家

族稅務諮詢服務。

服務項目
家族投資架構諮詢及稅務分析

遺產稅申報及諮詢服務

贈與稅申報及諮詢服務

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及諮詢服務

信託稅務諮詢服務

復查、訴願及行政訴訟服務

公司股權上市櫃前之家族持股架構稅務諮詢服務

個人及家族企業投資海外之投資架構及稅務諮詢

家族資產重新配置之方案及稅務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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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稅務諮詢
Deloitte IFRS專業團隊，協助您一同因應IFRS稅務衝擊

服務介紹 
我國上市上櫃公司、興櫃公司與金管會主管之金融

業 (第一階段適用 IFRS公司 )已於 2013年正式採用

IFRS編製財務報表，非上市上櫃及興櫃之公開發行公

司、信用合作社及信用卡公司 (第二階段適用 IFRS公

司 )則應自 2015年採用。近年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IASB）為提升 IFRSs品質，陸續增 (修 )訂多項公

報，提升企業財務報告品質及透明度，為縮小我國會

計準則與國際間之版本差異，證期局日前公告第一階

段適用 IFRS公司自 2015年起由 TIFRS 2010年版本

改採 TIFRS 2013年版本 (不含 IFRS 9)，第二階段適用

IFRS公司自 2015年起由 ROC GAAP改採 TIFRS 2013

年版本 (不含 IFRS 9)。此外，自 2017年起，證期局

將就各號 IFRSs公報逐號評估，並宣布何時認可及適

用。另經濟部日前已委託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制定非

公開發行公司適用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公報內

容以 2013年版 IFRS為藍圖進行刪修，預計將全面取

代 ROC GAAP。為順利推動版本升級，企業宜儘早檢

視 2013年版本之各號公報，並評估採用新公報可能

產生之稅務衝擊。

勤業眾信的服務與優勢
勤業眾信 IFRS稅務諮詢由郭雨萍會計師領導專業服務

團隊，擁有Deloitte全球豐富的 IFRS資源及稅務經驗，

輔以扎實的 IFRS專業團隊，可協助企業及早因應，降

低公司不論是首次導入 IFRS，或因應 IFRS版本升級

亦或是未來導入「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的稅負負面影

響。

服務項目
所得稅會計

–協助第一階段適用 IFRS公司，重新檢視自 2015　

年起由 TIFRS 2010年版本改採 TIFRS 2013年　

版本對稅前財務所得之稅務影響

–協助第二階段適用 IFRS公司，重新檢視自 2015　

年起由 ROC GAAP改採 TIFRS 2013年版本對稅　

前財務所得之稅務影響

–協助非公開發行公司，重新檢視適用之「企業　　

會計準則」之稅務影響

我國所得稅現金流量及稅法遵循

–協助評估自 2015年起由 TIFRS 2010年版本改採　

TIFRS 2013年版本、自 2015年起由 ROC GAAP　

改採 TIFRS 2013年版本或「企業會計準則」之　

稅負影響，及分析盈餘分派之影響

–協助檢視重大所得稅稅務議題，列舉如下 : 

1.協助檢視 IFRS 收入認列準則導入之稅負影響 

2.協助檢視投資性不動產、顧客忠誠度計畫、租

賃、事業合併、重評價法等等適用之稅負影響

–協助檢視所得稅以外之稅務議題，列舉如下 : 

協助分析收入認列方式不同對移轉訂價、關稅、　

營業稅、貨物稅、印花稅及扣繳稅款之影響

全球稅務諮詢

–協助企業就導入 IFRS，評估對企業全球租稅之　

影響，列舉如下 :

1.跨國投資與融資架構以及股權影響

2.營運交易模式稅負影響

3.現金匯回及盈餘諮詢

 4.全球移轉訂價諮詢

 5.產品供應鏈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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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法規諮詢及工商登記
因應瞬息萬變的投資環境，Deloitte為您的最佳選擇

服務介紹 

投資法規之遵循乃企業經營業務時應注意之重要事

項，舉凡企業從設立、合併、變更，乃至於消滅，

均與投資法令密不可分。為符合政府投資法令之

規定及主管機關之要求，企業皆需要由專業人士

提供可靠及創新的建議與服務。面對政府為鼓勵投

資及穩定投資環境而陸續開放之多種特許行業，

以及日趨複雜之跨國併購案件，您在訂定投資決策

時，對於投資之相關法規及申請程序是否了解？       

 

勤業眾信的服務與優勢
勤業眾信投資法規諮詢及工商登記服務專業團隊係由

莊瑜敏會計師領導，對於提供外人及國人投資相關服

務具備豐富之經驗；對於政府開放之行業或頒布之投

資法令及更新，皆能於最短時間內成立專案服務小組

迅速熟悉法令及相關程序，協助客戶進行投資諮詢及

執行，以取得先機。勤業眾信於提供客戶投資及工商

登記服務時，能針對個別客戶成立專責之工作小組，

以迅速執行達成目標，符合客戶期望。

服務項目
公司設立、變更及解散清算登記

外國公司認許及分公司變更登記

華僑及外國人來台投資申請

陸資來台投資及大陸投資申請

跨國企業併購諮詢及申請

各種特許證照申請

外籍人員工作許可申請

非營利組織登記

公司法規事項之遵循服務

投資及工商法規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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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及薪資委外
Deloitte讓您的資源致力於核心事業

服務介紹 

讓您的資源致力於核心事業，由勤業眾信具豐富實務

經驗之專業服務團隊與公司之財會及人力資源管理人

員緊密合作，提供公司會計帳務整理、薪資計算、勞

健保處理、營所稅申報及相關諮詢整體性服務，可有

效降低企業內部管理、控制及人員流動等風險，同時

避免不必要的稅務風險，提昇經營效率。

勤業眾信的服務與優勢
勤業眾信會計及薪資委外服務專業團隊係由莊瑜敏會

計師領導，提供公司有關帳務、薪資及稅務優質服務，

並根據多年來的實務經驗發展出一套最有效率的標準

作業流程，能替您的企業提供精確且及時的專業服

務。勤業眾信專業的人員訓練及嚴謹的作業規範，能

確保企業資料的機密性，並以熱忱積極的態度為企業

提供服務。

服務項目
會計委外服務 

–出納代收代付服務 

–帳務及會計處理 

–編製傳票及財務報表 

–帳務重整及輔導
 薪資委外服務 

–薪資加班費保費計算及給付 

–編製及寄送薪資明細予員工 

–薪資給付扣繳稅額計算、申報及繳納 

–勞保、健保及退休金加退申辦服務 

–員工年度勞保及健保費證明開立 

–二代健保年度補充保費扣費明細申報 

–勞保、健保及退休金等勞工相關法規諮詢
 稅務遵循委外服務 

–營業稅申報及繳納 

–營業稅退稅申請 

–所得稅扣繳申報 

–營利事業所得暫繳及結算申報 

–營利事業所得決算及清算申報 

–稅務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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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出版與企業人才培訓
秉持「課程多元化，服務專業化」之經營理念
協助企業激發員工最大潛力，提升國際競爭力

服務介紹 
勤業眾信講座出版專為企業提供財稅新知及客製化的

專業訓練服務，幫助企業培育優質人才，課程豐富多

元，絕對可以滿足各種產業的多樣化需求。我們同時

也致力於各項專業書籍的出版，內容完整實用，不但

可作為各大專院校教學用書，更是專業從業人員最佳

指引之工具書。

勤業眾信的服務與優勢
勤業眾信之講座出版服務由巫鑫會計師領導，向來對

於提升辦訓及出版品質不遺餘力，希望可以善盡社會

責任，持續提供客戶更優質的全方位服務。並結合勤

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資深會計師、律師、知名大

學教授、政府主管官員及產業界實務專家等，共同為

您掌握最新學習動態及全球重要趨勢，提供各項專業

訓練課程，協助企業設計更完善的人才培訓計畫，確

保公司資源的投入到產出都能符合預期目標，達到訓

用合一的目的。

講座出版網站
課程相關資料及線上報名 

熱門趨勢議題及最新訊息提供 

免費電子報訂閱 

勤業眾信財稅顧問 (股 )公司 

網址：www.dttus.com.tw 

E-mail： twseminars@deloitte.com.tw 

聯絡電話：(02)2545-9988 

–專題講座：分機 1187、3824、3980 

–企業內訓：分機 7598、1187 

–特惠專案：分機 3824 

–書籍出版：分機 3980

服務項目
 專題講座 

–IFRS培訓課程　　　  –內控內稽課程 

–經營管理課程　　       –財務管理課程 

–兩岸經貿課程              –稅務會計課程 

–金融實務課程              –國貿實務課程 

–採購實務課程              –行銷業務課程 

–人力資源課程 

 企業內訓 

–企業內訓專案諮詢服務 

–企業年度培訓課程設計 

–客製化課程設計服務 

–課程滿意度調查分析 

–學習及行為訓練評估 

–訓後學習成效追蹤評估 

 特惠專案 

–簽約客戶享有勤業眾信所舉辦之課程、活動，優先

通知權益，以及新書出版之預購　優惠價 

–有利於企業大幅降低整體訓練費用，並節省相關作

業成本
 出版品 

–公司法那些事兒 

–這些年我們一起併購的稅 

–iGAAP 2013 IFRS全方位解析 

–我國營所稅查準導入 IFRSs解析 

–行政救濟案例精選 

–圖文並茂輕鬆悅財報 

–臺灣人的公司治理 - 我國公司治理之董監職權與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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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商稅務服務
Japanese Service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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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商稅務服務
為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針對日系企業之專業團隊，提供初始直接投資台灣相關
手續等各項服務之部門。

主要服務項目
台灣投資諮詢至外國人投資申請手續
針對現地法人、分公司或工程場所等投資型態之比較考

量、投資申請手續、合資契約內容，依日本企業立場，

通盤考量投資相關規定、稅務規定、外匯管制等各項層

面，依客戶情況提供最適切建議。提供自外國人投資許

可（FIA）申請開始，資本匯入、公司登記至國際貿易

業登記申請之一貫式完整服務。

工作許可、居留相關申請及個人綜合所得稅
申報手續
提供取得工作許可及居留簽證相關建議方案並協助辦理

申請，並協助辦理居留證申請之各項相關手續。協助於

一年內來台停留累計達91天以上之日籍人士或外派日

藉工作者辦理所需之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手續。

會計及帳務處理服務
依照台灣稅法及相關會計準則規定，提供憑證整理、資

料輸入、傳票開立、每月財務報表編製、日文財務報表

製作、結算申報書製作等會計帳務服務。依客戶需求指

導或建議適切的會計流程及帳務處理方式。

薪資計算等各種事務服務
提供薪資計算、勞健保及勞退準備金、銀行帳戶開立、

出納業務、與台灣業者溝通連繫、文件管理等企業基礎

之總務、人事事務服務。各項事務服務皆遵行台灣稅法

與勞動基準法，能讓客戶安心委託。

與其他部門共同提供之服務項目
財務簽證（Audit）
依照母公司合併財務報表之需求，查核根據公司會計原

則編製允當表達財務狀況與經營成果之財務報表。並依

公司法規定，同時查核簽證財務報表。

稅務簽證（Audit）
會計師製作報告書，調整申報金額後辦理結算申報。

稅務查核之優點為虧損扣抵年限可達十年、交際費列

入費用之限額擴大、並可避免稅務機關直接調查。

移轉訂價稅制相關服務（Tax）
由專業移轉訂價服務團隊提供移轉訂價報告書之製作

及移轉訂價相關基準分析，或依需要應對稅務調查。

法律諮詢服務（Legal）
本事務所之台灣律師可提供台灣之法令遵循諮詢與配

合各種全面性法務決策需求。

風險諮詢服務（RAS）
從台灣子公司內控制度相關支援至系統保全有關業務

等風險存在之所有項目相關業務提供。防止企業機密

外洩、舞弊發生之體制建構及舞弊發生時的之調查措

施。

財務顧問服務（FAS）
可事先查核出被投資公司財務面問題點之盡職調查

(Due Diligence)、企業價值評估及併購標的之交易媒合

等主要業務。

顧問服務（Consulting）
提供市場調查、營運計劃策略、人事、勞務管理及財

務長(CFO)支援等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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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ese Services Group
勤業衆信聯合会計師事務所の日系企業向け専門チームであり、台湾直接投資に関す
る手続きを初めとする種々のサービスを提供している部門です。

主なサービス内容
台湾投資の相談から外国人投資申請手続き
現地法人か支店か或いは工事事務所等の投資形態の比較検
討、投資申請手続き、合弁契約内容について、日本企業の立
場に立って投資関連規定、税務規定、外為規制等のあらゆる
側面からの検討を行い、クライアントの状況に最適な内容を
リコメンドし外国人投資条例に基づく許可（FIA）の申請か
ら、資本金送金、会社登記、貿易業登録の申請まで一貫して
行います。

労働許可、居留関連の各申請及び個人所得
税の申告手続き
労働許可及び居留ビザの取得に関する方策のリコメンドから
取得申請まで、さらに居留証の取得申請に関する各種の手続
きを行います。また、暦年の台湾滞在日数が累計91日以上
となった出張者や駐在員が必要となる、個人所得税の確定申
告の手続きを代行いたします。

会計記帳事務の代行
台湾の税法規定や会計関連規定に基づいて、証憑の整理、デ
ータ入力、伝票作成、月次決算書作成、日本語の決算書作
成、確定申告書の作成等の会計記帳事務を代行いたします。
必要に応じて合理的な整理の方法を指導またはリコメンドし
ます。

給与計算等種々事務作業の代行
給与計算、社会保険や退職金事務、銀行口座開設、出納業
務、翻訳や通訳を含む取引業者との連絡、書類管理等企業の
基盤である総務、人事に関するあらゆる事務を代行いたしま
す。各種事務の代行にあたっては、台湾の税法や労働基準法
に沿って行いますので、安心してご依頼いただけます。

その他の各部門と共同で提供するサービス
財務監査（Audit）
親会社の連結決算に必要な場合、企業会計原則に従った適正
な財政状態と経営成績を示す財務諸表が必要な場合に行う監
査です。また、会社法規定により必要な場合は、決算書監査
を同時に行ないます。

税務監査（Audit）
会計士が報告書を作成し、申告額を調整した上で法人税の
確定申告を行ないます。この監査を受けることで、欠損金
の十年間繰越控除が可能、交際費の損金算入額の拡大、税
務機関の直接調査の回避というメリットがあります。

移転価格税制関連サービス（Tax）
専門の移転価格チームによる移転価格報告書の作成や移転
価格に関連するベンチマーク分析或いは必要に応じて税務
調査への対応を行います。

法務サービス（Legal）
台湾の法令規定に遵守しているかどうかのご相談から各種
総合的に法律的な判断が必要な場合、弊事務所の台湾弁護
士が対応いたします。

リスクアドバイザリーサービス（RAS）
台湾の子会社の内部統制制度関連の支援を始め、システム
のセキュリティ関連の業務等リスクが存在する項目に関す
るあらゆる業務の提供を行います。企業情報の漏洩、企業
内不正の発生等を防止するための体制構築支援や不正発生
時の調査対応等を行います。

ファイナンシャルアドバイザリーサービス
（FAS）
事前に被投資会社の財務面を中心にした問題点を洗い出す
ためのデューディリジェンスや株価算定評価（注）、ある
いは取引先のマッチング等が主な業務になります。

コンサルティングサービス（Consulting）
市場調査、事業計画策定や人事・労務管理及びCFO支援等
のコンサルティングサービスを提供いた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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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北區稅務服務
擁有北區最完整及最專業之稅務服務團隊，
提供企業全方位的稅務服務

服務介紹 
勤業眾信北區稅務部常設於新竹分所，服務範圍遍及

台灣北部地區，服務內容包括移轉訂價稅務諮詢、國

際及國內稅務諮詢、企業併購諮詢、稅務行政救濟、

稅務簽證、專案退稅、外資及陸資來台投資、外人所

得稅申報、工商登記、會計服務及薪資等服務。

勤業眾信的服務與優勢
勤業眾信北區稅務部由朱光輝會計師領導，專業服務

團隊擁有豐富之實務經驗及專業知識，專精稅務、商

務及相關投資法規之諮詢、運用及解析，針對客戶之

需求提供客戶完整性之稅務服務。

服務項目
 國際及國內稅務諮詢

投資架構及 / 或交易模式、併購交易、回台上市相

關租稅諮詢、權利金免稅之諮詢、申請租稅協定

或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之適用、申請技術服務

報酬適用優惠稅率、營業稅專案退稅、關稅 / 貨

物稅等間接稅的諮詢等。
 移轉訂價服務

移轉訂價報告及替代性文據之準備及諮詢、預先訂

價協議之諮詢及申請、移轉訂價爭議解決、溝通協

商、行政救濟之協助。
 稅務爭議解決及行政救濟服務

針對可能衍生爭議之稅務議題，向稅務機關申請解

釋、協助提起行政救濟服務，包括復查、訴願、行

政訴訟、協助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
 投資及相關法規諮詢及工商登記服務

公司法及證交法商務諮詢、國內公司及境外公司之

設立、增、減資及一般變更登記、僑外投資公司認

許及登記、公司合併、股份轉換、分割、解散、清

算等申請及登記、外籍人士來台聘僱及居留的申

請。
 會計及薪資委外

協助處理會計及編製財務報表、帳務重整及諮詢、

薪資委外服務。



  25

分
區
服
務

勤業眾信中區稅務服務
擁有中區最完整及最專業之稅務服務團隊，
提供企業最全方位的稅務服務

服務介紹 
勤業眾信中區稅務部常設於台中分所，服務範圍遍及

台灣中部地區，服務內容包括國內稅務諮詢、稅務行

政救濟、企業併購諮詢、國際租稅、外人來台投資、

台商回台上市櫃諮詢、大陸投資及稅務諮詢、家族及

個人稅務諮詢、對外投資、境外公司設立及維持、外

人所得稅申報、移轉訂價(包括大陸移轉訂價報告諮

詢)、工商登記、會計服務及薪資等服務。

勤業眾信的服務與優勢
勤業眾信中區稅務部由康玉葉會計師領導之服務團

隊，於台灣中部地區提供客戶各種不同領域及多項專

業服務，擁有豐富之實務經驗及專業知識，專精稅

務、商務及相關投資法規之諮詢、運用及其變動與解

析，能針對客戶之需求提供客戶一站式且完整性之服

務。

服務項目
 國內稅務諮詢 

國內各項稅務、併購交易相關租稅諮詢、權利金免

稅之諮詢、申請租稅協定之適用、申請技術服務報

酬適用免稅或租稅優惠及產業創新條例之解析與應

用等。營所稅簽證、營業稅直接扣抵法簽證服務。
 稅務爭議解決及行政救濟服務 

針對可能衍生爭議之稅務議題，向稅務機關申請解

釋、協助提起行政救濟服務，包括復查、訴願、行

政訴訟(一審、二審及再審)、協助聲請大法官會議

解釋。
 國際租稅諮詢 

跨國投資稅務諮詢、交易流程、租稅協定及各項租

稅優惠申請。境外公司之設立及維持及其他國際租

稅諮詢服務。

 移轉訂價服務  

台灣地區及大陸地區移轉訂價報告及替代性文據之

準備及諮詢、預先訂價協議申請之評估及諮詢、

移轉訂價爭議解決(包括一般及專案查核之溝通協

商、行政救濟之協助)。
 中國稅務諮詢  

中國大陸投資架構及營運交易流程、台籍幹部個人

所得稅、外資企業稅務暨大陸台商回台上巿之投資

與營運重組等諮詢。
 投資及相關法規諮詢及工商登記服務 

公司法及證交法之商務諮詢、國內公司之設立、增

減資及一般變更登記、僑外投資公司認許及登記、

公司合併、股份轉換、分割、解散、清算等申請及

登記。

會計及薪資委外 

協助處理會計事項及編製財務報表、帳務重整及諮

詢、薪資委外服務。

個人租稅服務 

個人綜所稅申報及諮詢服務、贈與稅與遺產稅諮詢

及申報服務、個人投資暨租稅分析服務、協助成立

財社團法人及基金會、個人稅務行政救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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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南區稅務服務
擁有南區最完整及最專業之稅務服務團隊，
提供企業最全方位的稅務服務

服務介紹 
勤業眾信南區稅務部常設於高雄、台南兩事務所，服

務範圍遍及南台灣地區，服務內容包括國內稅務諮

詢、稅務行政救濟、企業併購諮詢、國際租稅、外人

來台投資、台商回台上市櫃諮詢、大陸投資及稅務諮

詢、家族及個人稅務諮詢、對外投資、境外公司設立

及維持、外人所得稅申報、移轉訂價(包括大陸移轉訂

價報告諮詢)、工商登記、會計、薪資服務、日商服務

及法律、稅務行政救濟等服務。

勤業眾信的服務與優勢
勤業眾信南區稅務部由賴永發會計師領導，並有張惟

桔會計師及蔡育維會計師等50名以上之服務團隊，於

高雄及台南均配置有提供客戶各種不同及多項服務之

專業人員，擁有豐富之實務經驗及專業知識，專精稅

務、商務及相關投資法規之諮詢、運用及其變動與解

析，能針對客戶之需求提供完整性之服務。此外，勤

業眾信南區稅務部與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策略聯盟，

提供法律服務，有效結合稅務及法律的專業領域提昇

客戶服務滿意度。

服務項目
國內稅務諮詢 

國內各項稅務、併購交易相關租稅諮詢、權利金免

稅之諮詢、申請租稅協定之適用、申請技術服務報

適用免稅或租稅優惠及產業創新條例之解析與應用

等。營所稅簽證、營業稅直接扣抵法簽證服務。

稅務爭議解決  

針對可能衍生爭議之稅務議題，向稅務機關申請解

釋、協助提起復查、訴願等行政救濟服務。

國際租稅諮詢 

跨國投資稅務諮詢、交易流程、租稅協定及各項租

稅優惠申請。境外公司之設立及維持及其他國際租

稅諮詢服務。

移轉訂價服務  

台灣地區及大陸地區移轉訂價報告及替代性文據之

準備及諮詢、預先訂價協議申請之評估及諮詢、

移轉訂價爭議解決(包括一般及專案查核之溝通協

商、行政救濟之協助)。

中國稅務諮詢  

中國大陸投資架構及營運交易流程、台籍幹部個人

所得稅、外資企業稅務暨大陸台商回台上巿之投資

與營運重組等諮詢。

投資及相關法規諮詢及工商登記服務 

公司法及證交法商務諮詢、國內公司之設立、增減

資及一般變更登記、僑外投資公司認許及登記、公

司合併、 股份轉換、分割、解散、清算等申請及

登記。

會計及薪資委外 

協助處理會計相關事項及編製財務報表、帳務重整

及諮詢、薪資委外服務。
 日商服務 

在台日商公司或擬投資日本的台灣公司，由日籍專

員及精通日文之台籍專員提供各種專業服務，其包

括：日商來台投資的諮詢及工商登記、國內一般性

或專案稅務諮詢、外人綜所稅申報、專門翻譯及台

商赴日投資諮詢等服務。
 法律及稅務行政訴訟服務 

各式中英文合約之諮商、撰擬及審閱、國內外法令

之遵循、商業及貿易糾紛之談判及爭議解決、各式

商業訴訟之代理出庭及辯護、勞資法令之遵循、稅

務案件之行政訴訟代理(一審、二審及再審)、協助

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及對常年法律顧問客戶提供法

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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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脈動，在地觀點
Deloitte tax@hand 提供您全球稅務新聞及資訊

來自世界各國的稅務專業人士，提供各國的稅務新聞及最新訊息，且可依個人需求選擇常用的稅務主題、國

家及語言，並即時接收以稅務新聞、資訊、專家觀點及稅率連結互動並儲存收藏。

www.taxathand.com
適用於所有iOS.Android及Black Berry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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