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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riefs 精彩免費網路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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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訊息通知

【BEPS】專區
即刻前往了解!

 國內稅務資訊

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

 國際稅務資訊

(BEPS)行動計畫持續生

 中國稅務評論 & 相關議題

業了解與應考量之關鍵議

 BEPS 專區

題與時程。

效。BEPS 專區將協助企

 律師看時事
 跨國人力調派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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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令更新

Deloitte
tax@hand
app
全球脈動 在地觀點
提供您全球稅務新聞及資
訊，適用於所有
Android/iOS/BlackBerry
移動裝置，並於網頁版同步
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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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riefs 精彩免費網路講座
併購稅務
M&A Tax
Tax structuring for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 in Indonesia,
Malaysia, Singapore, and Vietnam in the BEPS era
日期：2017 年 8 月 29 號
時間：2:00 – 3:00 PM (GMT +8)
【點此報名】

跨國人力調派
Global Mobility, Talent & Rewards
Rewriting the rules for talent management and mobility:
Insights from Deloitte's 2017 Human Capital Trends
Report
日期：2017 年 9 月 5 號
時間：2:00 – 3:00 PM (GMT +8)
【點此報名】

國際租稅
International Tax
Inbound investments into Japan: Practical insights on
recent developments
日期：2017 年 9 月 12 號
時間：2:00 – 3:00 PM (GMT +8)
【點此報名】

國際租稅
International Tax
Inbound investment into Thailand: Exploring current
incentives
日期：2017 年 9 月 21 號
時間：2:00 – 3:00 PM (GMT +8)
【點此報名】



關於「Dbriefs Asia Pacific」



更多網路講座訊息請連結至 Dbriefs Webcasts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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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講座請至 Dbriefs Library 查詢



關於亞太稅務動向請至 Dbriefs Bytes (英文講座，每週五播出)



Dbriefs 微播 (中文講座，每週二播出，與上週五英文講座內容相同)

重要訊息通知
國內稅務資訊
企業扣抵大陸地區所得稅相關規定
收錄自 tax@hand

外僑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常見的錯誤
收錄自 tax@hand

財政部公布跨境電子勞務交易課徵營業稅規範
收錄自 tax@hand

個人出售因配偶贈與所取得房地之財產交易損益計算
收錄自 tax@hand

營利事業境外來源所得申報扣抵國外稅額應注意事項
收錄自 tax@hand

我國營利事業委託外國營利事業登載網路社群廣告支付
之費用，應依法辦理扣繳及申報
收錄自 tax@hand

Court uses substance-over-form principle to
effectively apply POEM concept
收錄自 tax@hand

國際稅務資訊
義大利 - 稅務法院判決質疑控股免稅制度與歐盟法律之相容性
/歐盟 - 歐洲委員會提議電子商務營業稅法修正草案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陳光宇營運長、洪于婷副總經理

全球稅務重置 - 移轉訂價文據摘要
Deloitte 全球發布報告

全球稅務科技新趨勢 企業迎來顛覆性變革
Deloitte 全球發布報告

中國稅務評論&相關議題
解讀首部綠色稅法－環境保護稅法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陳文孝執行副總經理、趙慶章協理

台商宜調整營運模式思維 降低稅務成本再出發！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徐曉婷會計師、林志偉協理

BEPS 專區
BEPS 行動計畫 10─交易利潤分割法修訂準則之討論稿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 / 張宗銘會計師、周宗慶副總經理

律師看時事
行政法下的租稅處罰
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 張憲瑋資深律師

跨國人力調派新知
中國 - 升級外國人永久居留證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廖哲莉會計師、楊俐珊協理

￭

稅務法令更新
法規輯要
投資管理法規

欲瞭解更多稅務/法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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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閱讀：
 勤業眾信通訊八月號
 勤業眾信 E 智網 GoChina 網站
 IFRS 專區
 Deloitte Global Tax Alerts and News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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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聯繫：
 新增訂閱/取消稅務電子報
 Tax CIM 意見聯絡信箱

Deloitte("德勤")泛指德勤有限公司(一家根據英國法律組成的私人擔保有限公司，以下稱德勤有限公司("DTTL"))，
以及其一家或多家會員所。每一個會員所均為具有獨立法律地位之法律實體。德勤有限公司(亦稱"德勤全球")並不
向客戶提供服務。請參閱關於勤業眾信中有關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會員所法律結構的詳細描述。 德勤為各行各業之
上市及非上市客戶提供審計、稅務、風險諮詢、管理顧問及財務顧問服務。德勤聯盟遍及全球逾 150 個國家，憑
藉其世界一流和優質專業服務，為客戶提供應對其最複雜業務挑戰所需之深入見解。德勤約 220,000 名專業人士致
力於追求卓越，樹立典範。
勤業眾信(Deloitte & Touche)係指德勤有限公司(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之會員，其成員包括勤業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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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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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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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良好聲譽。透過德勤有限公司之資
源，提供客戶全球化的服務，包括赴海外上市或籌集資金、海外企業回台掛牌、中國大陸及東協投資等。
本出版物係依一般性資訊編寫而成，僅供讀者參考之用。德勤有限公司、會員所及其關聯機構(統稱"德勤聯盟")不
因本出版物而被視為對任何人提供專業意見或服務。對信賴本出版物而導致損失之任何人，德勤聯盟之任一個體均
不對其損失負任何責任。
© 2017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