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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公司所得稅法完成修訂

亦比照辦理。有限合夥企業得自行選擇其
採用前述新規定之起始時間為 2021 年 1
月 1 日亦或 2021 年 5 月 1 日。

• 年營收超過 5,000 萬歐元（約新台幣 17
億元）之實體或適用波蘭連結稅制度之集
團企業，須揭露該年度其稅務政策有關資
訊。應揭露事項涉及多方面，不排除涵蓋
商業敏感資訊，且要求在稅務年度結束後
12 個月內於公司官網發布。

• 針對不動產構成其主要價值之公司進行定
義。

背景

2020 年 11 月 30 日，波蘭於官方法律公報
（Journal of Laws）正式公布公司所得稅修
正法案，修訂後之法案將於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

詳細討論

此次修正案涉及諸多稅務議題，影響深遠。以
下為各項說明：

• 有限合夥企業將成為公司所得稅法規範下
之納稅義務人（即視為不可穿透實體），
未揭露合夥人（不限自然人）之普通合夥

實體 基準日 評價方法 條件

初始營運公司
財政或稅務年度起
始日

市價

• 50%以上資產係由波蘭境內不動產（或其相關權
益）直接或間接構成

• 波蘭境內不動產價值超過1,000萬波蘭茲羅提
（PLN）

其他公司
前一財稅年度最後
一日

帳面
價值

• 除以上兩項外，60%以上收入來源於租金及相似性
質之合約、轉讓不動產所有權及其相關權益或持
有其他不動產公司之股份。

因此，若外國公司持有波蘭公司股份，而該波
蘭公司擁有不動產，可能導致外國公司符合以
上之定義。

• 轉讓不動產為其主要價值之波蘭公司時，
若股東為境外稅務居民且具該公司 5% 以
上表決權或得參與盈餘分配權益達 5% 以
上，被轉讓公司而非境外股東須負責相關
資本利得的稅款繳納。

• 針對不動產構成其主要價值之公司，若其
為歐盟及歐洲經濟區外稅務居民，須指派
波蘭稅務代理人。

• 不動產構成其主要價值之公司，以及直
接或間接持有其 5% 以上表決權或得參與
其盈餘分配權益達到 5% 以上之股東，須
每年分別向稅務機關揭露股東身分、持
有份額，以及相關權利義務。

• 因清算而分配實物資產將被認定為應稅
行為（視為出售資產）。

• 擴大交易實質性審查，即與設立於租稅
天堂的實體進行交易，且當年度直接或
間接交易額超過 PLN50 萬時，皆須確保
其結果符合常規交易原則及備妥移轉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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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 +886 2 2757  8888  
國際及併購重組稅務諮詢服務 聯絡人: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分機 88858 
• 林宜賢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0 
• 周黎芳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2 
• 周釧培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1 
• 林志仁 執行總監  分機 67076
• 劉小娟 副總經理  分機 67100

• 陳怡凡 資深協理  分機 67106
• 林明臻 協理   分機 67150
• 馮葦祺 協理   分機 67273
• 黃新棠 資深經理  分機 67285
• 鐘振東 資深經理  分機 67285
• 林    楷 資深經理  分機 75530

價相關文據佐證。此外，在無相關解釋證
明下，若當年度有與租稅天堂居民進行任
何交易，則將假定該交易之實質受益人設
立於租稅天堂。

• 限制特定集團企業重組過程中對可扣除虧
損之運用。

• 對無須繳納所得稅之納稅人，限制其變更
折舊率。

• 如 COVID-19 疫情蔓延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後，將延用免除商業房地產最低稅

率有關規定，直到 COVID-19 疫情解除當
月月底。

• 適用較低之 9％稅率之「小額納稅人」 所
得額門檻，從 120 萬歐元提高至 200 萬
歐元。

我們的觀察

此次稅法修訂將會對波蘭之納稅義務與稅務負
擔產生重大影響。在修正案生效前，我們建議
相關企業儘快檢視其業務活動，以確保符合新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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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0 年 11 月 12 日墨西哥行政部門宣布一項
針對聯邦勞動法、所得稅法、營業稅（VAT）
法以及聯邦稅法等法規進行修訂之提案。雖該
案仍處於立法初期，且預計會再進一步修改，
但若提案通過，將嚴格限制外包服務業在墨西
哥境內之運作。

根據提案之說明，此次修正案旨在嘗試杜絕與
墨西哥勞工僱傭相關之不實交易，此類交易常
導致諸如薪資與社保金之短付。政府希望能藉
此促進就業，廢除墨西哥雇主損害勞工權益與
規避其應盡義務之陋習。該提案禁止個人或公
司提供外包服務，換言之，個人或公司將不被
允許任意要求其雇員為無關方工作。透過引入
具體條款，該提案僅允許提供專業性或具特殊
性質工作之公司提供外包業務。

修法重點
所得稅法

針對外包服務所支付之款項將不被允許作為扣
除項目。如主張支出係歸屬專業性或具有特殊
性質工作項目，則須備妥佐證文件。

墨西哥提案修法限制外包業務

營業稅法

涉及外包服務所發生之進項稅額將不得用於扣
抵。如備妥合規之佐證文件，針對專業性或具
有特殊性質工作項目所發生之進項稅額應予以
扣抵。

我們的觀察

上述提案一經生效，可能會給墨西哥企業在人
事聘用和稅務方面帶來嚴峻挑戰。相關企業應
持續關注該提案進程對其營運之影響，並在必
要時評估是否進行調整，以符合新規。

聯絡電話: +886 2 2757  8888  
國際及併購重組稅務諮詢服務 聯絡人: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分機 88858 
• 林宜賢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0 
• 周黎芳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2 
• 周釧培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1 
• 林志仁 執行總監  分機 67076
• 劉小娟 副總經理  分機 67100

• 陳怡凡 資深協理  分機 67106
• 林明臻 協理   分機 67150
• 馮葦祺 協理   分機 67273
• 黃新棠 資深經理  分機 67285
• 鐘振東 資深經理  分機 67285
• 林    楷 資深經理  分機 75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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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在稅務、醫療、移民
與氣候等議題上之政策和川普政府將有顯著
歧異。本次稅務剖析將為您介紹拜登政府的
稅務政策及美國稅務的最新發展：

拜登政府之國內稅務政策

• 將企業所得稅最高稅率從 21% 提高到
28%

• 年收入超過 100 萬美元之個人，其資本
利得和股利將被視為一般所得課稅（稅率
39.6%）

• 對於財務會計收入超過 1 億美元之企業，
將訂定最低稅率 15%

拜登政府表示增稅政策是為了支應改善基礎
設施、醫療、教育和環境方面之支出，而不
是為了減少政府之債務或赤字。然而，拜登
政府可能將面臨國會不願意增加稅負或提高
支出之局面。

拜登政府之國際稅務政策

拜登政府指出其政策將支持企業投資美國
（on-shoring），而不鼓勵美國企業至海外
投資（off-shoring）

• 拜登政府預計將提高美國企業海外子公司
之全球無形資產低稅所得（GILTI）稅率
至 21%

• 鼓勵「美國製造」，相關投資額的 10%
可抵稅

• 對美國企業的海外關係企業 （如子公司）
進口到美國的部分商品和服務，徵收附加
稅 （Surtax）

美國國別報告資訊交換協議之最新發展

美國國稅局（IRS）近期更新了其官方網站，
列出已與美國簽署國別報告資訊交換協議（ 
Competent Authority Agreement, CAA ）以
自動交換國別報告（CbCR）的國家，以及正
在針對 CAA 進行談判的國家。

美國國稅局新增了新加坡至其已簽署 CAA 的
國家名單中，亦與法國主管機關發表聯合聲
明，表示兩國正在協議簽訂 CAA。根據該
聲明，對於會計年度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 月 1 日間之跨國企業，主管機關
擬自動交換其國別報告。

我們的觀察與建議

整體而言，拜登政府的稅收政策提高了美國
企業稅負成本，台商欲投資美國需考量企業
所得稅率提升以及 10% 投資稅額抵減之影
響。目前拜登政府針對其欲執行之稅收政策，
僅公布了預期之施行方向，爾後任何細節發
布，我們會立即為您掌握並更新。

美國稅務最新發展

聯絡電話: +886 2 2757  8888  
國際及併購重組稅務諮詢服務 聯絡人: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分機 88858 
• 林宜賢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0 
• 周黎芳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2 
• 周釧培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1 
• 林志仁 執行總監  分機 67076
• 劉小娟 副總經理  分機 67100

• 陳怡凡 資深協理  分機 67106
• 林明臻 協理   分機 67150
• 馮葦祺 協理   分機 67273
• 黃新棠 資深經理  分機 67285
• 鐘振東 資深經理  分機 67285
• 林    楷 資深經理  分機 75530



安永通訊 稅務新知

8

摘要

依據荷蘭稅法，若企業所屬集團前一財政年度
合併營收達 5,000 萬歐元以上，須於當期財
政年度企業所得稅申報截止日前備妥當期財政
年度集團主檔報告及本國移轉訂價報告。

近期，我們注意到荷蘭稅務機關因應 BEPS 第
13 號行動計畫，加强了針對大型企業之移轉
訂價報告合規性審查。確切審查名單尚未公
布，但原則上荷蘭稅務機關將先發函至荷蘭境
內規模前 100 家大型企業，要求其提交本國
移轉訂價報告等文件。相關審查可能將擴大至
其他企業。

值得注意的是，純控股公司或無關係人交易之
荷蘭企業，通常會被認為因交易相對單純而無
須準備相關文件。然而，企業只要達到規定營
收門檻，就應備妥本國移轉訂價報告。

審查重點

• 確保企業在揭露關係人交易與文據完備性
上切實遵循荷蘭移轉訂價法規。

• 通過文據資料進行查核，審查國別報告
（CbCR）資訊，以及檢視企業移轉訂價安
排及相關政策。

荷蘭稅務機關加強移轉訂價報告合規性審查

罰則

未依稅務機關要求按時提交應備文件之荷蘭納
稅義務人，視情節得處 8,700 歐元罰金或 6
個月刑事拘留；若被視為蓄意，則可處以罰鍰
21,750 歐元或最長 4 年監禁。

我們的觀察與建議

• 集團應檢視其達到營收門檻之子公司是否
按時備妥適用年度之移轉訂價文件，以供
稅務機關查閱。已有案例企業收到稅務機
關公文，被要求於 4 周內提交移轉訂價文
件。未來其他國家亦有可能參考荷蘭，加
強對本國移轉訂價報告合規性的審查，企
業當提早因應此趨勢，重新評估集團整體
策略及其移轉訂價政策。

• 針對無重大關係人交易的企業，我們建議
準備簡易版之本國報告。此份文件內容包
含集團簡介、組織架構、本國企業經濟活
動、經營策略、業務重組等，以符合荷蘭
移轉訂價法規規定。

聯絡電話: +886 2 2757  8888  
國際及併購重組稅務諮詢服務 聯絡人: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分機 88858 
• 林宜賢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0 
• 周黎芳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2 
• 周釧培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1 
• 林志仁 執行總監  分機 67076
• 劉小娟 副總經理  分機 67100

• 陳怡凡 資深協理  分機 67106
• 林明臻 協理   分機 67150
• 馮葦祺 協理   分機 67273
• 黃新棠 資深經理  分機 67285
• 鐘振東 資深經理  分機 67285
• 林    楷 資深經理  分機 75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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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於民國 96 年 7
月 4 日公布施行迄今已逾 13 年，原定將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落日，惟考量對於推動生
技醫藥產業發展有一定成效，且生物科技為
我國策略重點科技及「兩兆雙星」產業之一，
為持續優化生醫產業之發展，提供其持續且
穩定的投資環境，經濟部擬具「生技新藥產
業發展條例」修正草案，並已於 11 月 11 日
預告 30 日集結大眾意見及修正建議。

修正草案內容重點節錄如下：

• 名稱修正：
配合適用產業範圍，名稱修正為「生技醫
藥產業發展條例」。

• 擴大適用之產業，促進跨產業平臺之建
立：
放寬「新藥」之適用範圍納入「新劑型之
藥品」，增訂「再生醫療」及「精準醫療」
為適用範圍，另考量我國資通訊產業之先
進技術及完整供應鏈等優勢，納入「數位
醫療」 ，藉此完備生技產業之建構。

• 研發及人才培訓支出之抵減率調整：
調降抵減率上限為 30%，並刪除該二項
支出若超過前二年度平均數者，超過部分
得按 50% 抵減之規定，且明定公司專職
研究發展人員之人才培訓支出始得適用抵
減。

• 股東投資抵減適用對象自營利事業擴大至
自然人：

鼓勵個人資金投入生醫產業，明定個人股
東以現金對同一公司當年度投資金額達新
臺幣 100 萬元，並取得該公司之新發行
股份，且持股滿三年者得就投資金額 50%
限度內，自持有期間屆滿三年之當年度起
五年內減免所得額。

• 放寬高階專業及技術人員取得之技術股抵
減規定：
放寬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資人取得之技
術股，持股達二年者得於轉讓、贈與或作
為遺產分配時以「轉讓價」或「股票取得
之價格」孰低課稅。

• 放寬認股權憑證取得之股票抵減規定：
放寬認股權憑證取得之股票，持股達二年
者得於轉讓、贈與或作為遺產分配時以
「轉讓價」或「股票取得之時價」孰低課
稅。

• 提高生技醫藥產業之企業社會責任意識：
針對最近三年嚴重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
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規定者，且經主管
機關認定情節重大者，限制申請適用租稅
優惠、獎勵、補助措施之限制。

我們的觀察與建議

囿於租稅優惠條文將於 110 年底落日，「生
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之修正目前正如火如
荼地展開，30 日之預告期限將於 12 月 11
日屆滿。

綜觀現階段公告之修正草案內容，擴大適用
之產業，放寬個人股東投資抵減之規定，以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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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針對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資人之技術股
及認股權憑證取得之股票得以轉讓價或股票
取得之價格（技術股）／股票取得之時價（認
股權憑證）孰低課稅，都可以看出政府對生
醫產業發展的鼓勵。

與此同時，針對研發支出及人才培訓費用之
抵減率由 35% 調降為 30%，並刪除該二項支
出若超過前二年度平均數者，超過部分得按
50% 抵減之規定，且限制僅「專職研究發展

人員」培訓支出才能適用，對生技醫藥公司
可扺減稅額之金額會有所減少，公司可評估
可能之潛在稅負影響。

企業或投資股東除應評估現行研發或投資計
畫有無需要進行調整外，更應妥善規劃未來
10 年之營運方向。安永會密切注意該條例之
修法進度，並隨時為您提供最新資訊，請各
位讀者持續留意安永發布的稅務新知。

聯絡電話: +886 2 2757  8888  
稅務及工商法令依規服務 聯絡人:

• 沈碧琴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7 
• 周毓婷 經理   分機 67365
• 楊佩蓉 經理   分機 67367
• 謝映珊 經理   分機 67363
• 桃園所 張珮怡 經理  分機 72262

• 新竹所 趙玲瓏  資深經理  分機 73308
• 台中所 孫孝文 資深協理  分機 75606
• 邱筠淇 經理    分機 75205
• 台南及高雄所 吳文賓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990
• 葉雅玲 經理    分機 7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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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30 日，包括北京市、上海
市、山東省在內的多地同時發布《關於企業
社會保險費交由稅務部門徵收的公告》（以
下簡稱“ 公告” ），自 2020 年 11 月起，企
業職工各項社會保險費交由稅務部門統一徵
收。各地發布的公告對相關社會保險費的徵
收範圍、徵收方式、徵收期限和繳費管道等
方面做了具體的規定和說明。新規定的發布，

推動社會保險費徵收體制改革的實施，並為
企業的社保管理和繳納方式帶來重大變化。
安永將透過本文為您解讀各地公告的主要內
容。

主要內容

本公告主要內容如下：

1. 涉及省、市以及生效日期

大陸社保入稅正式上路，多地同時發布新規定

生效日期 涉及省、市

2020年11月1日
北京市、上海市、山東省（含青島市）、深圳市、山西省、江西省、湖南省、
四川省、吉林省、貴州省、廣西壯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含新疆生產
建設兵團）、西藏自治區。

2020年11月21日 天津市

2. 徵收範圍

     公告涉及徵收範圍包括以下兩類：

• 企業繳納的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費、職工
基本醫療保險費（含生育保險費）、工
傷保險費、失業保險費及其他相關補充
社會保險費（如適用）等

• 無僱用人之工商戶、未在用人單位參加
基本養老保險、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非
全日制從業人員及其他靈活就業人員
（以下簡稱“ 靈活就業人員” ）繳納的基

本養老保險、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及其他
相關補充社會保險費（如適用）等

3. 徵收方式和徵收期限

根據各地的公告，徵收方式具體為：企業
按照現行方式和管道向社保經辦機構申
報，社保經辦機構核定應繳納的社會保險
費。企業按照社保經辦機構核定的應繳費
額，向稅務部門申報繳納社會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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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徵收期限

企業繳納的職工社保 靈活就業人員繳納的社保

北京市
企業應於每月最後一個工作日( 不含當日) 前
向稅務部門繳納當月社會保險費

按月繳納各項社會保險費，扣款日詳見稅
務機關發布的扣款時程

上海市
企業應於每月15日前向稅務部門繳納當月社
會保險費

按月向稅務部門繳費，稅務部門每月11
日、21日集中扣款

天津市
企業應於上月21日至本月19日內向主管稅務
局申報繳納當月社會保險費

按月、按季或者按年，按原有方式自行申
報繳費

山東省（青島市另
行規定，見下文）

企業應於每月規定期限內向稅務部門繳納當
月社會保險費

按月、按季或者按年向稅務部門繳費，具
體期限按照各險種統籌區政策執行

青島市
企業應於月底前，向稅務部門繳納當月社會
保險費

按月向稅務部門繳費，於每月20日前將
應繳社會保險費足額存入扣款銀行帳戶

深圳市 按照現行方式按時足額向稅務部門繳納

山西省
繳費人可在每月1-25日( 例假日不順延) 通過
稅務部門提供的繳費管道辦理繳費

繳費期限按照各險種統籌區政策執行

江西省
企業應於每月25日前向稅務部門繳納當月社
會保險費

按月、按季或按年向稅務部門繳費

湖南省
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應於每月25日前向稅務
部門自行申報繳納當月社會保險費

2020年11、12月分按原有管道向社保經
辦機構申報繳費; 自2021年1月1日起按
月、按季或者按年向稅務部門申報繳費

四川省
企業應於每月25日前向稅務部門繳納當月社
會保險費

按月、按季或者按年向稅務部門繳費，具
體期限按照各險種統籌區政策執行

吉林省
企業應於每月底前向稅務部門繳納應繳社會
保險費

按月或者按年向稅務部門繳費

貴州省
企業應於每月最後一個工作日16: 00前向稅
務部門繳納當月社會保險費

按月、按季或者按年向稅務部門繳費，具
體期限按照各險種具體政策執行

廣西壯族自治區
企業應於每月月底前向稅務部門繳納社會保
險費

按月、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年自行向稅務
部門申報繳費，具體按照各統籌區政策執
行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含新疆生產建設
兵團)

企業應於每月25日前向稅務部門繳納當月社
會保險費

參照企業徵收期限繳納費款，具體期限按
照各險種統籌區政策執行

西藏自治區

企業每月25日前（含25日，遇節假日順延）
向稅務部門自行申報繳納當月社會保險費

按月、按季或者按年度向稅務部門申報繳
費，繳費期限為當年社會平均工資發布之
日起至當年12月25日前（含25日，遇節
假日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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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事項
參保登記、權益記錄、待遇發放等業務仍由社保（醫保）經辦機構負責辦理。

我們的觀察

隨著社會保險費徵管職責改革的施行，大陸各省、市的社保經辦機構和稅務部門均致力於做
好銜接工作，對相關系統進行升級。一方面，多元化的繳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企業的
相關行政成本，使企業的社保繳費工作更為便利。另一方面，建立各部門間常態的資訊共用
和對帳機制能及時發現企業未及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等不合規行為，也能清查歷史資料，
為將來處理歷史欠費問題做準備。

通常，企業職工每月社保繳費基數和個人上一年度的月平均工資相關。稅務機關借助其掌握
的職工相關工資資料，確保社會保險費繳費基數的準確性，同時依靠稅務機關的徵收與管理，
使得社會保險費的徵收與管理更加透明化和精準化，這對企業的社會保險費的合規繳納帶來
更高要求，同時也能兼顧對參保人權益的保障。

新政的推出，係為大陸社會保險費徵收和監管工作的革新。未來，社保經辦機關以及主管稅
務機關在政策執行層面的執行力和相關措施，則有待進一步觀察與確認。

下一步建議

企業需要結合當地法規，重新審視目前的社保安排，做好相關準備工作，同時密切關注當地
稅務機關對於社會保險費徵管的進一步動態。如果有相關問題，可諮詢當地的主管稅務局和
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或者聯繫專業人士尋求協助。

聯絡電話: +886 2 2757  8888  
人力資本諮詢服務 聯絡人: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分機 88858
• 林鈺芳 資深協理  分機 67001
• 黃品棋 協理   分機 67005

• 陳人理 協理   分機 67002
• 宋威徹 資深經理  分機 67013

4. 繳費管道
稅務部門承接原有繳費方式，同時為繳費人提供“ 網路、手機、實體、自助” 等多種繳費
管道。

5. 繳費業務的起辦時間

起辦時間 地點

2020年11月9日 北京市、廣西壯族自治區

2020年11月10日
上海市、山東省（含青島市）、深圳市、山西省、江西省、湖南省、四川省、
吉林省、貴州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含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西藏自治區。

2020年11月21日 天津市



安永通訊 稅務新知

14

我國已與瑞士簽定國別報告資訊交換協定

公告事項

我國財政部於民國 109 年 11 月 3 日公告新
增瑞士為稽徵機關得依相關協定取得國別報
告的國家，將自民國 108 年 1 月 1 日及以後
起始之會計年度適用。

我們的觀察與建議

截至目前為止，已有紐西蘭、日本、澳大利
亞及瑞士列為我國得依相關協定取得國別報
告之國家，跨國企業集團之最終母公司 (UPE)
或代理最終母公司送交國別報告成員 (SPE)
之居住地國家如位於紐西蘭、日本、澳大利
亞或瑞士者，該集團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成員得免向所在地稽徵機關送交國別報告。
其中，紐西蘭及日本適用民國 106 年 1 月 1
日起始之會計年度，澳大利亞適用民國 107
年 1 月 1 日起始之會計年度，瑞士適用民國
108 年 1 月 1 日起始之會計年度。惟依移轉
訂價查核準則第 22 條之 1 第 7 項但書規定，
稽徵機關嗣後未能實際取得國別報告者，該
集團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成員應於稽徵機
關書面通知函送達之日起一個月內送交國別
報告。

已與我國簽定租稅協定，而尚無資訊交換機
制之國家或地區包括：奧地利、比利時、加
拿大、捷克、丹麥、法國、甘比亞、德國、
匈牙利、印度、印尼、以色列、義大利、吉
里巴斯、盧森堡、北馬其頓、馬來西亞、荷
蘭、巴拉圭、波蘭、塞內加爾、新加坡、斯
洛伐克、南非、史瓦帝尼、瑞典、泰國、英
國及越南，我國財政部仍積極協商相關合作
事宜。針對以上國家或地區，倘於國別報告
法定送交期限前，尚無有效的資訊交換協定，
該跨國企業集團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成員
應向所在地稽徵機關送交國別報告。

此外，營利事業如其境外 UPE 或 SPE 居住地
國家或地區，與我國尚無租稅協定者，如美
國，該跨國企業集團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成員應於期限內向所在地稽徵機關送交國別
報告。 

安永將持續關注我國國別報告資訊交換進
度，並隨時向跨國企業集團更新報告。

聯絡電話: +886 2 2757  8888  
國際及併購重組稅務諮詢服務 聯絡人: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分機 88858 
• 林宜賢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0 
• 周黎芳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2 
• 周釧培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1 
• 林志仁 執行總監  分機 67076
• 劉小娟 副總經理  分機 67100

• 陳怡凡 資深協理  分機 67106
• 林明臻 協理   分機 67150
• 馮葦祺 協理   分機 67273
• 黃新棠 資深經理  分機 67285
• 鐘振東 資深經理  分機 67285
• 林    楷 資深經理  分機 75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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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部
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經濟部及財政部最新函令

• 經濟部及財政部於民國 109 年 11 月 2 日
分別發布經工字第 10904604900 號令
及台財稅字第 10904670180 號令，係
有關「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支出
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 下稱本辦法 ) 部分
條文修正，為協助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強
化研發人員之研發能量，並提升研發成果
效益，將全職研發人員參與研究發展專業
知識之教育訓練費用，納入適用研究發展
支出投資抵減，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

函令重點

• 進申請流程：
適用研發投資抵減申請應於辦理當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三個月
起至申報期間截止日內，如曆年制公司申
請期間為每年 2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向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我們的觀察

因本修正辦法將追溯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
適用，若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採曆年制申報
者，可開始評估其109年度「全職研發人員」
之教育訓練費用支出是否適用該投資抵減優
惠，並著手準備應檢附之相關申請文件，於
109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前提出申請，
以及時享有該租稅優惠。公司若有相關疑義，
可洽專業人員協助判斷，或諮詢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

教育訓練
定義

為執行研究發展計畫所需，可以透過
(1)自行辦理(2)委託辦理(3)與其他公
司、有限合夥事業或相關團體聯合辦
理，並指派所屬全職研發人員參與訓
練，以提升研發人員執行該計畫相關
之研發技術或專業能力。

費用範圍

1. 師資之鐘點費及旅費
2. 受訓員工之旅費及繳交訓練單位

之費用
3. 教材費、保險費、訓練期間伙食費

及場地費

施行日期
教育訓練費用適用研發投資抵減之申
請，溯及於109年度施行。

聯絡電話: +886 2 2757  8888  
公司稅務諮詢服務 聯絡人: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分機 88858 
• 林宜賢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0 
• 周黎芳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2 
• 楊建華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5 

• 蔡雅萍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3
• 林志翔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6 
• 吳文賓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990
• 曹盛凱 執行總監  分機 67151

應檢附之
文件

1. 檢附教育訓練項目明細表
2. 參訓人員名冊
3. 執行情形之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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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釋海關緝私案件減免處罰標準及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
罰標準

最新解釋函令

• 財政部民國 ( 下同 )109 年 10 月 22 日台
財關字第 1091016013 號令核釋「海關
緝私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 4 條、第 5 條
第 1 項、第 16 條及「稅務違章案件減免
處罰標準」第 24 條第 1 款有關「1 年內
有相同違章事實 3 次以上」之認定原則。

本令核釋重點整理

• 於納稅義務人適用「海關緝私案件減免處
罰標準」及「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
準」時，主管機關以本令進一步核釋前
述法規但書「有 1 年內有相同違章事實 3
次以上者，不適用之。」之認定原則如下：

• 「1 年內」，指自每次查獲日起至次年
當日之前 1 日止。

• 「相同違章事實」，指違反海關緝私
案件減免處罰標準或稅務違章案件減
免處罰標準「同條項」規定。

• 違章事實次數之計算，以查獲次數為
準，1 次查獲數件違章者，其違章事實
次數以 1 次計。

• 違章事實無論是否經處分及確定，均
應計入違章事實次數，但依海關緝私
條例第 45 條之 3 或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免予處罰者，不予計入。

我們的觀察

本令核釋內容提及，違章事實次數係以「查
獲次數」為準，亦即，無論 1 次查獲涵蓋單
件或數件違章，仍然是以 1 次查獲次數計。
而針對本核釋，企業值得注意如下：
• 查獲次數的實務見解

查獲次數的累積並不限定在同一個國稅局
或海關，而是將各個地區的國稅局或海關
針對相同違章事實的查獲次數進行彙總。
舉例說明，若在同一天有多個海關依海關
緝私條例第 37 條第 1 項作成多個違章事
實，原則上將被認定為同一違章事實的
「多次查獲」而非「1 次查獲」。經與海
關初步討論，上述情形是否得以競合為「1
次查獲」，仍有討論的空間及機會。

• 已有 2 次查獲紀錄在案的企業，是否仍可
以主張海關緝私條例第 45 條之 3 或稅捐
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
依本次核釋可知，若企業依海關緝私條
例第 45 條之 3 或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免予處罰者，將不會計入違章事實
的查獲次數中。亦即，企業仍可考量依海
關緝私條例第 45 條之 3 或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主動陳報，以免海關或國
稅局提起「第 3 次查獲」逕行處罰。

建議企業如有前述相關交易受該令影響之潛
在風險及機會，應儘速與稅務專家諮詢以即
時因應相關稅負之影響。

聯絡電話: +886 2 2757  8888  
公司稅務諮詢服務 聯絡人: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分機 88858 
• 林宜賢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0 
• 周黎芳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2 
• 楊建華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5 

• 蔡雅萍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3
• 林志翔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6 
• 吳文賓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990
• 曹盛凱 執行總監  分機 6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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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法令更新 ( 一 )

本文將分享三則越南法規的重大更新，分別
為：1. 進口加工復出口免進口關稅擴大適
用對象；2.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下稱：
PPP）投資相關法規的重大改變；以及 3. 外
國投資人取得製造業的併購核准將更加嚴
格。

1. 進口加工復出口免進口關稅擴大適用對象

於 2020 年 12 月 12 日，越南政府於 11
月舉行的政府例會中通過並公布第 178/
NQ-CP 號決議，該決議的第 8 條對於進
口加工復出口交易之進口關稅提供指引，
以下為相關內容：

• 現行適用對象
現行可適用進口加工復出口免進口關稅
之對象，僅限於專案申請人。若該專案
申請人需要將部分製程外包予其他企業
才能完成加工品的製造，外包製造的部
分則不適用於免進口關稅之對象。因
此，台商在越南因為此規定遭受稅局調
查並被要求補稅的狀況時有所聞。

• 更新後適用對象及規定
本規定已被加入到法令草案中，以對第
134/2016/ND-CP 號法令進行修訂及
補充。                                                               

草案中描述，專案申請人將進口用於出
口生產的貨物，提供或雇用另一家企業
外包加工，嗣自外包企業取回半成品進
行最終階段之加工製造，或取回成品後
再出口，根據第 107/2016/QH13 號

出口稅和進口稅法之規定，應免進口關
稅。

• 退稅機制
越南政府所發布的決議中敘述，越南財
政部將指示海關應退還企業已經繳納的
預交關稅稅額，尚未繳納預交關稅稅額
的企業 , 也不需要追徵稅額。

2. PPP 投資相關法規的重大改變

與 PPP 投資相關法規預計於 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具體的改變如下 :

• 限縮適用 PPP 投資法規的產業？
新法規中將降低至僅限列於下方的 5 種
產業類型，允許透過 PPP 方式投資專
案：

I. 運輸

II. 電網、發電廠

III. 灌溉、淨水供給、排水和廢水處理、
廢物處理

IV. 健康照護、教育和培訓

V. 資訊技術之基礎設施

• 投資資本和權益之最低門檻更新
依據更新後的法規，單一 PPP 投資專
案之最低總投資金額為 2000 億越南盾
（約 850 萬美元）。相較於在社會經
濟狀況困難以及極為困難的地區，或是
衛生、教育以及培訓類型的 PPP 投資，
其最低總投資金額為 1000 億越南盾
（約 425 萬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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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權益投資的部分必須至少占投資
專案最低投資額 15%，相比過去的法規
更具靈活性。

• 關於收入風險分攤機制的新規定
依據更新後的法規，若實際營收超過
PPP 專案合約中財務計畫的 125%，投
資人及 PPP 專案企業將實際營收及財
務計畫差額之 50% 分攤與政府。相反
地，若實際營收低於 PPP 專案其財務
計畫的 75% ，政府在條件符合下，將
分攤實際營收及財務計畫差額中的 50%
與投資人及 PPP 專案公司。

這個新變化有助於降低原本 PPP 投資
中的財務風險。

• 背書額度之新條件
過去的法規允許政府以個案判斷而不限
制背書的額度。但在新的法規下，PPP
投資限制背書金額最高為專案收入扣除
支出後的 30%（以越南盾計算）。

• 準據法之新規定
在現行法規下，PPP 專案的參與方可以
透過協商決定此專案適用之準據法規或
協議。但在新的法規下，越南政府主管
機關與投資者所簽定的合約、附件及其
他協議均須受越南法律的管轄。

3. 外國投資人取得製造業的併購核准將更加
嚴格

越南共產黨中央組織部於 2020 年 8 月
20日發布影響製造業併購（M & A）交易。

依據該決議，主管機關對於使用落後技
術，尤其是造成環境汙染或耗用大量資源
的營運專案上，不得核准其申請擴大營
運。雖然這個新的限制適用於現行投資專
案之延期申請，但實際上，主管機關亦得
將此制度適用在新專案之申請核准。

為了取得併購越南製造業之相關核准，外
國投資人必須提供一完整解釋予主管機
關，該解釋應涵蓋併購案所使用的技術、
設備、人力需求、進口原料種類、市場、
商品以及環境保護等資料給主管機關進行
評估。因此，可預見外國投資人在併購合
約簽訂後，須花費更長的時間才能完成對
當地製造業的併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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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 +886 2 2757 8888 
安永專業服務團隊 聯絡人: 
• 傅文芳 所長          分機88866

越南市場服務
• 黃子評 安永台灣所海外業務發展中心 越南區 主持會計師   分機88685
• 孫孝文 安永台灣所海外業務發展中心 副總經理     分機75606
• 曹耀文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派駐越南 總監     行動+84 773 014 786

審計服務
• 涂嘉玲 營運長        分機88810
• 羅文振 協理         分機75339

稅務服務
• 劉惠雯 營運長        分機 88858 
• 林宜賢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0 
• 劉小娟 副總經理        分機 67100 
• 林    楷 資深經理        分機 75530
• 鍾振東 經理         分機 67271

策略與交易服務
• 何淑芬 總經理        分機 88898 
• 劉安凱 執行副總經理        分機 88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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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法令更新 ( 二 )

因應日益更新之稅務法令，本期越南稅務新
知介紹 6 則越南近期內發布之重要決議及公
告，以供各位讀者參考，前 4 則關務部分為
越南海關總局 GDC 針對相關議題頒布之官方
指南 / 規定，分別為 (1) EVFTA 相關之執行
指引、(2) EVFTA_第111號法令之實施指引、 
(3) EPE 加工貨物關務及稅務處理指引，以及 
(4) 存貨差異之進口關稅及稅務處理指引；後
2 則稅務部分為越南政府針對以下議題頒布
之新法令，分別為 (5) 稅捐稽徵法修正 _ 第
126 號議定指引，以及 (6) 電子發票與文件 _
頒布第 123 號議定。

關務部分
重要訊息一：EVFTA 相關之執行指引

於 2020 年 10 月 5 日，越南海關總局發布
第 6464/TCHQ-GSQL 號通知，以回應胡志
明市海關局針對 EVFTA( 歐越自由貿易協定 )
實施後所提出之一系列問題，以下為該通知
所討論之議題：

• 賣方所在地非屬 EVFTA 成員國（下稱：
成員國）情況下之產地自我聲明文件；

• 出貨之多種貨物源自多成員國時之產地自
我聲明文件，或貨物非源自歐洲時，其商
業單據之產地自我聲明文件；

• 貨物於非成員國轉運時不會改變其原產地
之證明文件；

• 原產地證明自我認證編號 (REX) 之認證；
及

• 處理於 2020 年 8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18 日 ( 即第 111 號法令的生效日期 ) 
間進口報關單中申報之溢納稅額。

• （約 850 萬美元）。相較於在社會經濟
狀況困難以及極為困難的地區，或是衛
生、教育以及培訓類型的 PPP 投資，其
最低總投資金額為 1000 億越南盾（約
425 萬美金）。

於該通知亦指出，若該出貨包含源自歐盟及
非歐盟國家之貨物，且出口商皆有進行申報，
假設源自歐盟貨物之產地自我聲明文件符合
第 11/2020 / TT-BCT 號函令，該產地自我聲
明文件以及其他相關文件之有效性不會就此
被影響。

重要訊息二：EVFTA_ 第 111 號法令之實施
指引

越南政府於 2020 年 9 月 18 日針對進出口
之關稅減免頒布第 111 號法令，以落實其於
EVFTA 中對 2020 年至 2022 年間之承諾。
EVFTA 於 2020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

於 2020 年 9 月 24 日，越南海關總局頒布
第 6283/TCHQ-TXNK 號通知，為第 111 號
法令之實施提供指引如下：

• 從越南出口至第 111 號法令所規範領地
之貨物：報關人於報關時，應按 2020 年
5 月 25 日頒布之第 57/2020/ND-CP 號
法令之附錄 I，申報適用之出口稅率。

• 符合第 111 號法令之進口貨物：報關人
應於進口報關單上申報代碼 B25，以享受
EVFTA 下之優惠稅率。

• 對於溢繳關稅部分：

• 涉及領地位於英國及北愛爾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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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20 年８月１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間，以下兩種情況應可退還溢繳
之關稅： (i) 從越南出口至英國及北愛
爾蘭之貨物，以及 (ii) 從英國和北愛爾
蘭進口至越南之貨物。

• 涉及領地位於歐盟者：

2020 年 8 月 1 日起申報之出口貨物：
自註冊出口報關日起一年內，若報關
人提交相關文件以證明其貨物符合第
111 號法令之規定，並另外申請適用
EVFTA 下之優惠稅率，海關當局應退
還溢繳之關稅。

於 2020 年 8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18 日前申報，並從歐盟成員國、安道
爾侯國、聖馬利諾共和國，以及自越
南進口之貨物 ( 從保稅區進口至國內市
場 )：若貨物符合 EVFTA 下之優惠進
口稅率，且報關人已按較高稅率繳納關
稅，則報關人應另外申請適用 EVFTA
下之優惠進口稅率，該溢納之關稅應可
退還。

為申請退還溢繳之關稅，報關人應根據
EVFTA 提交申請及原產地文件。

重要訊息三：EPE 加工貨物關務及稅務處理
指引

於 2020 年 9 月 4 日，越南海關總局頒布第
5864/TCHQ-TXNK 號通知，為加工出口企業
(“EPE”) 之加工貨物，提供關務及稅務指引。

• 若 EPE 進行加工時未使用任何進口
原料 ( 即國內企業提供所有原料給
該 EPE) 者，其加工貨物於進口至
國內市場時將免徵關稅。

• 若 EPE 於加工貨物時使用進口原料
者，其加工貨物於進口至國內市場
時應課徵進口關稅。

重要訊息四：存貨差異之進口關稅及稅務處
理指引

於 2020 年 10 月 28 日，越南海關總局頒布
第 6943/TCHQ-TXNK 號通知，為存貨正差異
及負差異 ( 即公司帳上與向海關申報之存貨
餘額差異 ) 之進口關稅以及稅務處理提供相
關指引。具體如下：

• 當公司帳上所記載之存貨餘額數量高於向
海關申報之數量 ( 俗稱“正差異“) ：
一般而言，只要該差異 / 存貨仍然存放於
公司倉庫而非國內市場，此正差異不會被
課徵進口關稅及加值型營業稅 (VAT)。海
關當局應於進行關務查核時記錄其差異，
而公司應向海關當局報告該存貨之狀態以
及使用情形。

• 當公司帳上所記載之存貨餘額數量低於向
海關申報之數量 ( 俗稱“負差異“) ：
存貨負差異應被課徵進口關稅及 VAT。此
外，根據第 127/2013ND-CP 號法令，
海關當局應另針對進口關稅及 VAT 徵收
20% 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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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部分
重要訊息五：稅捐稽徵法修正 _ 第 126 號議定指引

越南政府於 2020 年 10 月 19 日頒布第 126/2020/ND-CP 號議定 (“第 126 號議定”)，並
廢除第 83/2014/ND-CP 號議定 (“第 83 號議定”) 及部分修正案。第 126 號議定之主要變
動如下：

第83號議定 第126號議定

1. 納稅申報及繳稅

企業所得稅(CIT) 
暫繳

一會計年度 (4個季度) 之 CIT暫繳總額不可低
於當年應納稅額之80%。

[2020會計年度仍適用此規定。]

一會計年度中前3個季度之CIT暫繳總額不
可低於當年應納稅額之
之75%。

[第126號議定將於2020年12月5日生
效，因此2020會計年度將不適用該規
定。]

VAT與個人所得稅 
(PIT) 申報

符合按季申報VAT資格之納稅義務人若欲按
月申報VAT，需通知稅務機關其欲改為按月
申報。

按月申報為VAT以及PIT之預設納稅申報
方式，除非納稅義務人申請適用按季申報
VAT。

停業 納稅義務人於停業期間無需辦理納稅申報。
若停業期間並非完整一個月、一個季度或
一個年度，納稅義務人需按月、按季或按
年申報納稅。

2. 推計課稅

推計課稅
適用對象

推計課稅適用對象包括未履行稅務機關及海
關當局稅務/關務查核以及稅務/關務稽查決
議之納稅義務人。

適用推計課稅之納稅義務人包含於以下期
限內，未履行稅務機關及海關當局決議之
納稅義務人：
• 於10天內 (對於稅務/關務查核audit)
• 於15天內(對於稅務/關務稽查

inspection)

推計課稅
基礎

第83號議定下，其中一種推計課稅基礎為具
可比較性(包括產品、行業、規模及地理位置)
特定實體之平均應納稅額。

第126號議定特別提及稅務機關能以3個
實體之平均應納稅額作為推計課稅基礎。

3個實體之產品、產業、規模及地理位置
需具可比較性。

針對加工/生產出
口貨物而進口之原
物料

目前稅局僅針對負差異推計課稅 (即當加工/
生產出口貨物所使用之原物料存貨餘額數量
少於海關系統進口紀錄之餘額數量)。

根據第126號議定，如海關當局有足夠理
由以玆證明，正差異亦有可能被推計課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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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號議定 第126號議定

3. 電子商務

電子商務之稅務
管理

第83號議定及部分修正案中並無明確指引。

第126號議定特別對商業銀行及付款仲介
機構之稅收管理提供具體指引，詳細如
下：

當該外國承包商向越南個人銷售貨物或提
供勞務時，若該外國承包商未在越南辦理
稅籍登記並繳稅，商業銀行以及付款仲介
機構需協助扣繳稅款。

越南稅務總局GDT將與相關單位合作，以
辨識未在越南進行稅籍登記之外國承包商
的名稱及網站，並將前述資訊傳達給商業
銀行及付款仲介機構。

若扣繳方式無法被採用（如以信用卡進行
付款），商業銀行及付款仲介機構將需定
期追蹤並每月以制式表格向越南稅務總局
申報流出之金流。

4. 其他

公開納稅義務人
資訊

第126議定增加了將被公開之納稅義務人
資訊，包括未於期間屆滿後之90日內申
報納稅/繳納稅款、未履行行政決議等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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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訊息六：電子發票與文件 _ 頒布第 123 號議定

第 123/2020/QD-TTg 號議定 ( 第 123 號議定 ) 將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第 123 號
議定將廢除越南政府於2018年9月12日頒布之第119/2018/ND-CP議定 (第119號議定 ) 
中所提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強制使用電子發票之規定。

換而言之，強制適用電子發票之日期將延遲至 2022 年 7 月 1 日，第 123 號議定之主要變
動如下：

第119號議定及第68/2029/TT-BTC號通告
(第68號通告)

第123號議定

發票類型
第119號議定及第68號通告皆無清楚註明特
定營業活動適用之發票類型。

第123號議定註明特定營業活動適用之發
票類型。

第123號議定針對EPE銷售貨物/提供勞
務至國內市場、其他EPE以及出口至國外
時，分別應適用之發票類型提出新的實施
細則。

發票代碼 未規範。
第123號議定之實施細則將說明相關規
範。

發票符號 未規範。
第123號議定之實施細則將說明相關規
範。

發票號碼 未規範。

第123號議定訂立當公司之不同銷售單
位，於使用同一系統產生之同一發票符號
之電子發票時之相關規範。

於此情況，電子發票應按電子簽章之時間
點依序開立。

電子發票準備時間
電子發票準備的時間點為當賣家電子簽章該
發票之時。

第123號議定進一步闡明，在電子簽章時
間與電子發票準備時間不一致之情況下，
納稅申報時點以電子發票準備時間為準。

發票更正
(買家名稱/地址
錯誤)

賣家需開立新發票以取代原先不正確之發
票。

賣家需通知買家發票有誤，不需重新開立
新發票以取代不正確的發票。

發票更正
(除買家名稱/地址
以外之錯誤)

賣家需開立新發票以取代原先不正確之發
票。

賣家可擇一使用以下方案:
• 開立更正發票；或
• 開立新發票以取代不正確的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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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 +886 2 2757 8888 
安永專業服務團隊 聯絡人: 
• 傅文芳 所長          分機88866

越南市場服務
• 黃子評 安永台灣所海外業務發展中心 越南區 主持會計師   分機88685
• 孫孝文 安永台灣所海外業務發展中心 副總經理     分機75606
• 曹耀文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派駐越南 總監     行動+84 773 014 786

審計服務
• 涂嘉玲 營運長        分機88810
• 羅文振 協理         分機75339

稅務服務
• 劉惠雯 營運長        分機 88858 
• 林宜賢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0 
• 劉小娟 副總經理        分機 67100 
• 林    楷 資深經理        分機 75530
• 鍾振東 經理         分機 67271

策略與交易服務
• 何淑芬 總經理        分機 88898 
• 劉安凱 執行副總經理        分機 88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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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人才服務手札

自 2018 年中美貿易戰開打至今，許多對中國產業鏈經濟依賴很深的台灣企業，除了逐步將
生產線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國家，例如越南、印度等地，同時亦增加美國投資或設廠規劃。在
可預見的未來，派往美國的台灣主管、幹部人數必將增加。

本期將從美國簽證及個人稅務等二個面向，提醒企業經營者及人資主管們在布局美國的同時，
應思考如何有效率地遵循美國相關法規的要求，並做好外派人員的管理與規劃。

現行禁令以及嚴格 H1-B 申請資格規定，均顯
示目前外籍人士要取得美國工作簽證的困難
度極高。因此建議公司必須提前規劃人員外
派時程，且最好提早幾個月委請專業簽證律
師評估外派員工資格及適合簽證類別，以利
及時且順利取得合法工作簽證。 

此外，不同類別簽證皆有不同要求及優缺
點，以下就外派台籍員工較常申請兩種簽證
種類，L-1 公司內部調派人員（Intracompany 
Transferee）及 H1-B 專業性職業工作人員
（Person in Specialty Occupation）之差異比
較，作為公司篩選外派人員資格參考：

儘早規劃外派人員之美國簽證申請辦理 

根據美國移民法規，外籍人士要在美國工作，
公司需依據該外籍員工將要從事工作的種類
申請特定的簽證，主要的短期工簽證類別包
含 H、L、O、P 及 Q 等，且該等簽證申請都
需經由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USCIS）批
准。

受到疫情影響，美國川普總統為了保護當地
勞工工作權，於 2020 年 6 月 22 日祭出停發
H1-B、L1 及 J1 簽證禁令，亦於 10 月 7 日
公布更嚴格 H1-B 申請資格規定，需觀察新上
任政府是否重新檢視及調整前項簽證申請資
格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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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詳考量美國全球所得課稅規定對外派員工影響
全球所得課稅之影響

對於非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之外派員工者，若其居留美國
累計天數達 183 天以上（Substantial Presence Test），
則將被視為美國稅務居民，須依法向美國稅局申報其全球
所得。

換言之，該外派員工在台灣的其他個人所得，例如證券交
易所得、利息所得、租賃所得等皆須在美國申報納稅。因
此，在台灣免徵所得稅之上市櫃股票買賣，及享有新台幣 27 萬元特別扣除額之利息所得額，
皆可能需額外繳納美國稅，產生額外之稅務負擔。

美國個人應負擔稅負成本

依據美國稅法規定，外派至美國工作員工的稅負成本，基本上包含下列項目（詳下表）

非稅務居民仍有繳納美國個人所得稅的義務

依據美國稅法規定，不論居留美國時間長短，只要進入美國境內提供勞務，基本上其所取得
之勞務所得皆須在美國課稅。然若該個人符合下列條件，其美國來源之勞務所得應可免徵美
國個人所得稅：

1. 受僱於非在美國境內從事貿易或業務之外國公司或非居民個人；
2. 一課稅年度在美國提供勞務期間之累積天數不超過 90 天；及
3. 取得美國來源勞務所得總金額不超過美金 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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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兼顧外派員工感受及公司成本考量 

跨國企業的員工外派政策皆會考量外派地國家之生活水準及外派員工情況，給予外派人員相
關額外津貼，例如生活津貼、搬遷補助等，但整體薪資福利結構是否具有吸引力仍是重要課
題，其中因外派而產生額外個人稅負成本，常常是許多公司及員工於外派前未考慮周全之處。

聯絡電話: +886 2 2757  8888  
人力資本諮詢服務  聯絡人:

•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分機 88858 
• 林鈺芳 資深協理  分機 67001
• 黃品棋 協理   分機 67005

• 陳人理 協理   分機 67002
• 宋威徹 資深經理  分機 67013
• 李中鈺 經理   分機 67039

員工對於外派海外工作，大多抱持可以增加跨國工作經
驗、對其職涯規劃加分等的正面態度；但仍須回歸外派
薪酬是否具有足夠吸引力，在稅後薪資不應少於原先在
台工作時的水準。對於外派相關津貼，大多也會認為既
然是生活補貼，公司應給予足額稅後津貼。

跨國企業於外派辦法中通常會明定稅負補貼辦法，說明
哪些薪津項目的所得稅應由公司補助相關稅款，較常見
計算原則包含「稅負平衡」（Tax Equalization）、「稅

負補償」（Tax Protection）與「淨收入」（Net-to-Gross）等。但對於外派美國員工該採用
何種稅負補貼方式，公司應在兼顧員工感受及公司經營策略考量下，就外派人員職級、派遣
樣態、任期長短等因素，設計合適的稅負補貼辦法，及適合公司執行的配套措施。

今年年初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許多在美國的企業為降低疫情影響，要求或鼓勵員工
在家工作。對於外派員工而言，如何兼顧工作效率及自我管理，無疑亦是項考驗。除此之外，
由於近來新台幣相對強勢、外幣匯率波動較劇，匯兌損益也是外派員工需要相當注意的議題。

結語

因應相關變局，全球經濟金融及商業秩序正在加速重組中，企業應重新定義跨國調派人員時
應採取之方向，同時持續專注與強化員工經驗及公司文化，進而求得雙贏的最佳結果！

綜上說明，由於美國個人稅制係針對全球所得課徵，加上另有州稅、地方稅及費率較高的社
會保險，於既定的薪資水準下，無論外派期間長短，整體稅務負擔有可能較未外派的情況為
高，故外派員工及公司的人資單位皆應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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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家族辦公室 ( 一 )
表決權拘束與信託契約－鞏固公司經營權的有效方式

在家族傳承規劃的過程中，家族成員往往
也身具傳承公司股東之身分。對於公司之
股東表決權應該如何行使，以利家族公司
能夠永續長久經營，實務上常見可以透過
表決權拘束契約或表決權信託契約為之。

表決權拘束契約與表決權信託契約，是由
股東將自己因持有股份得行使的表決權，
以契約約定特定行使方式或方向，或是委
託他人代為行使。

在我國民國（下同）107 年公司法修法之
前，過往時有實務見解認為表決權契約應
屬無效，其理由在於，這樣子的契約多半
是股東基於有權支配公司經營之目的，雖
其持有股份所具之表決權為少數，但以契
約約定之方式，結合多數股東之表決權，
以期影響股東會或董事會之決議，達到實
際支配公司經營所運用之策略。如果股東
間得於事前訂立表決權拘束契約，則公司
易為少數大股東所把持，對於小股東甚不
公平，更易使有野心之股東，以不正當手
段締結此種契約，達其操縱公司之目的，
與公司法就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相關規定
之立意相左，且與公序良俗有違，因而認
定契約應為無效。

然而，表決權契約係股東基於契約自由原
則，基於其本意，就其身為股東之表決權
行使作一定之約束，屬於股東權利的展
現，因此我國立法逐漸承認表決權契約的
效力。首先於 91 年訂立企業併購法時，
即於第 10 條第 1 項明文規定公司進行併

購時，股東得以書面契約約定其共同行使
股東表決權之方式及相關事宜。104 年公
司法修正增訂閉鎖公司章節時，更放寬讓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得締結表決權
拘束契約。107 年公司法修法中，更於
第 175-1 條第 1 項明定：「股東得以書
面契約約定共同行使股東表決權之方式，
亦得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由受託人依書
面信託契約之約定行使其股東表決權」，
讓一般非公開發行的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得
訂立表決權拘束或信託契約。該條的立法
理由認為，為使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股
東，得以協議或信託之方式，匯聚具有相
同理念之少數股東， 以共同行使表決權方
式，達到所需要之表決權數，因此參酌第
356-9 第 1 項有關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
規定，明定公司股東得訂立表決權拘束契
約及表決權信託契約。

表決權契約的定義與規範

1. 表決權拘束契約：
所謂股東表決權拘束契約，係指在一般
或特定的場合，股東與股東間就因所持
股份得行使的表決權，以契約約定特定
行使方式或方向。

簽訂表決權拘束契約常見有以下幾種目
的：

• 鞏固經營權：
以鞏固經營權為目的的表決權拘束
契約，其契約內容主要約定董監事
席次的分配，及董監事人選之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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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等。舉例而言，如果一間股份有
限公司有三名股東甲、乙、丙，各
自擁有三分之一的股權，且該公司
之董事席次為三席。倘甲、丙對公
司發展方向意見不同，甲認為應多
方發展，丙認為應專注本業，乙則
為靜態投資人。甲此時可以說服
乙，並與乙簽訂表決權拘束契約，
約定乙有義務支持甲所提名之候選
人當選該公司過半數之董事席次，
甲則承諾增加公司資本支出並多方
發展，而甲因此得以取得該公司之
經營權。

• 吸引投資人：
以吸引投資人為目的的表決權拘束
契約，其契約內容主要賦予僅持有
少數股權的投資人有足夠權力得行
使監督權，藉由降低投資風險之方
式，以增加外部投資人投資公司之
意願。

• 保護併購交易進行：
以保護併購交易進行為目的的表決
權拘束契約，其契約內容主要約定
當併購交易議案提案至股東會表決
時，簽訂表決權拘束契約之股東應
同意該議案通過，以利併購交易案
之進行。

• 預防形成僵局：
以預防未來公司經營產生僵局為目
的的表決權拘束契約，契約內容主

要約定當公司主要係由兩派持股比
例相當接近之股東組成時，如未來
公司的股東會議案等無法達到共識
而產生僵局時，約定指定第三人或
仲裁人決定如何行使表決權，以避
免公司之營運發展受阻。

2. 表決權信託契約：

至於表決權信託契約，實為信託的一
種。係由委託股東予受託人間合意成立
表決權 信託契約，受託人須依信託本
旨，於其經授權之範圍內，為委託股東
的最大利益行使權利。係一種使股份所
有權及表決權分離之設計，通常亦常見
用於作為鞏固公司經營權、穩固公司決
策及使特定董監當選之手段。

3. 表決權拘束、信託契約的要式及限制：

依照公司法第 175 條之 1、公司法第
356 條之 9 及企業併購法第 10 條，均
有明文規定，表決權拘束契約或表決權
信託契約應以書面契約為之，係屬要式
契約，如果沒有符合要式的要求，依民
法第 73 條，法律行為，不依法定方式
者，無效。

此外，我國表決權拘束、信託契約，依
照公司法之規定，僅有非公開發行公
司得以使用，參酌其立法理由：「按證
券交易法第 25 條之 1 及公開發行公司
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 11 條規
定，明文禁止收購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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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 +886 2 2757  8888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 聯絡人:

• 林志翔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6
• 楊建華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5
• 吳文賓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990
• 孫孝文 副總經理       分機 75606
• 林信行 資深經理       分機 67166
• 林    楷 資深經理       分機 75530

  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 聯絡人:

• 闕光威 合夥律師    分機 88860
• 周志潔 資深律師    分機 67381

• 謝欣芝 經理               分機 67227
• 張啟晉 經理               分機 67233
• 胡綾珊 經理               分機 67242
• 邱筠淇 經理               分機 75205
• 郭孟華 經理               分機 77377

東會委託書，因此公發公司表決權不得
以有償方式移轉，為避免股東透過協議
或信託方式私下有償轉讓表決權，且考
量股務作業亦有執行面之疑義，因此排
除公發公司之適用。」

股東間在簽訂表決權拘束、信託契約
時，在鞏固經營權等的目的及代理成本
或公司治理間建議取得一定之平衡，並
可考量是否要訂定表決權契約之存續年
限以及該存續年限應設計多久。

4. 需送交公司登記方具有對抗公司的效
力：

依照公司法第 175 條之 1 之規定，股
東須將表決權信託契約、股東姓名或名
稱、事務所、住所或居所與移轉股東表
決權信託之股份總數、種類及數量於股
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
會十五日前送交公司辦理登記，不得以
其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對抗公司。

安永家族辦公室觀點

隨著家族的世代交替及逐漸壯大，如何有效
管理及凝聚家族成員中持股的表決權，以達

鞏固家族企業經營理念、維持穩定而有效率
之經營權及管理階層，並且避免產生家族企
業內之僵局，於家族傳承規劃過程中，建議
可以考慮使用表決權拘束契約或表決權信託
契約等工具。

不過仍然必須提醒，表決權拘束契約或表決
權信託契約具有一定之要式性，且就其拘束
或信託之範圍、項目、期間等應予以妥適規
劃，同時可能也必須考量各項安排的稅務成
本及規劃，必須依個案情況討論及評估。由
專家團隊協助撰擬，較能從家族之整體需求
提供協助。安永家族辦公室能提供整體規劃
及專業領域之諮詢。

建議讀者可事前偕同專業律師、會計師協助
評估，詳加考慮各種可能產生之影響，以獲
得最全面性的諮詢服務，來降低因未經妥善
判斷或未諳相關規定而產生法律及稅務風
險，使所持有之家族資產得以良善管理、永
續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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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家族辦公室 ( 二 )
家族憲法 - 穩健傳承家族價值及願景的必要文件

隨著家族企業的奠基興盛及家族成員不斷擴
增，家族企業的治理與成員之間的關係更加
複雜化，如果伴隨價值理念相左的齟齬情況，
勢將不利傳承。這也正是古諺「富不過三代」
的魔咒來源，因此，如何確立家族重要的傳
承價值、清晰的發展願景，並且為家族立下
傳世典範，就必須依靠家族憲法。

什麼是家族憲法呢 ? 就是作為家族成員彼此
之間的最重要行為規範，是傳家之本也確立
家族成員身分的認同價值。尤其重要的功能
是，家族憲法將對家族成員設定管理及經營
家族企業及財富的各項基本原則，並且透過
各種不同的功能委員會，使成員負責管理及
監督家族企業的運作，妥善而穩健的培訓家
族成員，完成家族企業接班及傳承目的。良
善的家族憲法設計規劃，將可凝聚家族成員
的向心力，永續維繫家族企業的繁榮。

家族憲法的基本規範內容

家族憲法透過書面文字的形式，作為家族創
辦掌門人的意志傳承，至少規範以下重點：

1. 傳家精神：

為了能夠讓家族成員對家族有認同感，進
而願意對家族企業投注心力，守護歷代傳
承的價值，家族憲法通常會在前言裡，留
下創業者畢生披荊斬棘的艱辛過程，也會
交代歷代子孫需要遵守的家訓及期勉。這
段文字雖然以敘事為主，形式上也沒有法
律拘束力，但往往會在後代產生糾紛的關
鍵時刻，對家族成員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

2. 界定家族成員的身分資格：

家族憲法規範家族成員得以享受的權利及
應該負擔義務，因此清楚規定取得及喪失
家族成員資格的要件，是家族憲法各項條
文的起手式。在家族成員範圍的界定上，
必須借重民法對於親屬認定的相關規定，
但各家族也可以有自己的考量。例如，在
家族成員資格的取得上，是否包含擬制血
親 ( 例如養子女 )、姻親 ( 例如媳婦、女
婿 )、非婚生子女 ( 合法婚姻外的子女 )?
同樣的，會不會因為素行不良或哪些特定
類型的犯罪紀錄，導致失去家族成員的資
格 ? 凡此均宜在家族憲法內妥善規劃。

3. 財富基礎：

辨識家族最重要的財富基礎，是家族企業
能否永續經營的關鍵之一，應納入家族憲
法的控制。在撰擬家族憲法時，尤其需要
明列相關重要的傳承資產，才能確認永續
發展的重心所在。

4. 家族成員的權利義務：

在建構家族憲法的成員及財富基礎後，緊
接著就是賦予家族成員的權利及相應義務
的規定。一般的情況是，家族成員將可以
對於家族企業及資產，享有若干受益的權
利，例如：經常性的孳息、股利的分紅；
特定的時刻，例如：成年、留學、婚嫁或
者創業，也可以得到相當的資助。但必須
提醒的是，家族在三代以內的創建時期，
家族成員通常集股東與員工等三種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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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身，但隨著家族與企業不斷延續及發
展，家族成員是否仍應當享有三合一身分
的權利，值得在規劃時再予深思。

5. 家族大會及各種功能委員會：

家族成員的定期大型聚會，有助於溝通及
凝聚家族的共識。在家族大會以外，則可
以設置各種功能委員會及家族辦公室，由
家族憲法賦予處理經常性的管理事務權
限。譬如專事財務或投資決策的委員會、
評估家族成員是否適宜進入企業任職的甄

選委員會等，家族可以針對最重要的管理
任務，分別設置專職以利家族成員管理。

6. 財富基礎傳承及管理原則：

家族的財富基礎，以永續傳承為管理原
則。目前法制上有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海內外各式信託機制及財團法人等，最能
有效達到永續傳承的目標。

規劃家族憲法前，應該要注意的事

家族憲法事涉家族成員及企業的永續，以下
是家族在規劃前，要考量的事項：

在面臨家族成員也可能是股東及員工三重身
分的相互影響下，家族憲法必須考量 :

1. 誰是家族憲法要保障的對象 ? 是否任何

一位家族成員都享有同等的權利 ? 什麼情   
況將導致特定個人不再適合享有家族憲法
的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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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族成員如果身兼家族企業的股東身分，
則應如何分配各成員的持股比例 ? 哪些家
族成員適合持有經過特別設計的特別股，
包括表決權特別股、股利分紅特別股以及
具特定事項否決權的特別股。尤其重要的
是，為避免股權流失，應如何規範及透過
哪些機制設定股份出售的限制及程序。

3. 家族成員要不要進入企業內任職，以及任
職需要審核的標準及資格，必須要提前規
劃，同時這也涉及家族企業採取經營與所
有權分離還是合一的原則。家族憲法內，
可以專責設置該事項的功能委員會，妥善
制定標準及原則。

安永家族辦公室觀點

家族憲法是家族的根本大法，影響範圍極大，
必須由家族最有份量的長輩主導進行，才能
順利制定，避免不必要的爭執及糾紛。家族
憲法以福澤家族成員及永續傳承家族事業為
主要目標，因此在草擬的作業上，將先從家
族成員之間的密集溝通為始，接下來是擬訂
具體而可行的各種選擇方案，透過討論形成
決策。

不過仍然必須提醒，家族憲法的內容將廣泛
的涉及民法、公司法及各種不同的政府法規，
同時也必須考量各項安排的稅務成本及規

劃，必須依個案情況討論及評估。由專家團
隊協助撰擬，較能從家族之整體需求提供協
助。安永家族辦公室能提供整體規劃及專業
領域之諮詢。

建議讀者可事前偕同專業律師、會計師協助
評估，詳加考慮各種可能產生之影響，以獲
得最全面性的諮詢服務，降低因未經妥善判
斷或未諳相關規定而產生法律及稅務風險，
使所持有之家族資產得以良善管理、永續傳
承。

聯絡電話: +886 2 2757  8888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 聯絡人:

• 林志翔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6
• 楊建華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5
• 吳文賓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990
• 孫孝文 副總經理       分機 75606
• 林信行 資深經理       分機 67166
• 林    楷 資深經理       分機 75530

  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 聯絡人:

• 闕光威 合夥律師    分機 88860
• 周志潔 資深律師    分機 67381

• 謝欣芝 經理               分機 67227
• 張啟晉 經理               分機 67233
• 胡綾珊 經理               分機 67242
• 邱筠淇 經理               分機 75205
• 郭孟華 經理               分機 7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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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家族辦公室 ( 三 )
重視家族企業傳承 新世代領袖菁英傳承接班新思維
- 家族企業接班人對家族傳承及企業接班之未來展望
調研報告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打造全球新世代學院
課程，舉辦【安永新世代寰宇領袖菁英會】，
為期兩天的精彩活動已精采落幕，邀請到眾
多家族企業新世代菁英參加交流寶貴的實務
經驗，透過家族企業傳承案例情境模擬經營
情況及傳承實境，與各領域的企業菁英互動
交流，讓下一代家族企業接班人對傳承接班
能有更深刻的體悟。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 安永家族辦公室執
業會計師林志翔及經理吳方永表示，在活動
過程中可以發現企業新世代菁英對於與自身
息息相關的家族企業之傳承議題，以及企業
世代交接應如何在家族成員和諧溝通下再創
另一個高峰，具有高度的興趣及想法。而成
員當中也不乏有來自邁入接班行列之家族企
業第三及第四代接班人，顯示出家族企業在
不斷的創新及轉型下，經由超前傳承部署，
傳統華人富不過三代的鴻溝絕對是可以被跨
越的挑戰。

1. 家族企業逐漸重視家族企業傳承

本次菁英會邀請對象為台灣各產業之家族
企業新世代家族成員，分別為來自上市櫃
公司、達一定營收或家族資產規模之未上
市櫃公司，一同交流探尋家族企業及家族
財富傳承永續長青的成功經驗及心法。

作為新世代企業接班領袖，約 71% 的下
一代接班人認為其家族成員中存有價值觀
不同之情況，然而即便在世代價值觀差異
下，仍有 50% 的家族企業預計將交棒給

下一代家族成員，其餘 50% 的家族企業
則是僅有傳承接班規劃的念頭。

而作為企業接班人， 83% 在家族企業傳
承過程中，從上一代經營者取得最多的支
持和幫助，凸顯出現任家族企業掌門人對
於傳承接班的重視度較以往提升，也願意
將自身累積在企業經營的經驗及智慧交予
下一代，並協助其成長。

家族企業，在外部大環境快速變遷下，例
如經濟環境、供應鏈、產業鏈、技術的變
遷甚至 2020 年的 COVID-19 影響，必須
更重視、提前進行接班傳承布局。超過 7
成的家族下一代依舊願意為家族企業的
永續經營及榮耀承擔責任接下經營權杖。
新世代家族成員如何與目前掌門人就家族
治理、公司治理、股權規劃、企業轉型升
級、企業文化行塑等議題進行溝通並取得
共識，此為待克服的家族內部挑戰。可以
考慮透過外部顧問作為家族成員間的溝通
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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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企業接班的大挑戰外，在家族 ( 家族企業 ) 傳承接班過程與現任掌門人之間的難解議題
中，新世代接班人多數認為針對家族企業內部文化或管理方式的歧見是較難與現任掌門人討
論並解決處理的問題。顯現因成長環境及教育背景不同的緣故，新世代接班人更願意為家族
企業引進新的經營管理文化或新的經營團隊、觀念及展望，為家族企業帶來創新及改革，但
如何達到平穩的世代交替，需要家族成員們共同思考。

2. 新世代領袖菁英傳承接班新思維

我們也發現，下一代接班人對於家族企業
接班人養成以及未來家族企業的決策模式
也有自身的一套看法：

在家族企業接班人的培訓上，近半數認為
家族企業接班人 ( 即自己或未來接班人 )
進入家族企業後應從基層做起，方得全盤
瞭解公司營運的細節及建立自己於企業內
部之聲望及確切戰功，以應對未來正式接
班。

另有約四分之一則認為加入外部企業歷練
後再返回家族企業任職接班，是較適宜的

接班人培訓方式，透過從其他企業學到的
經營經驗及價值觀等替家族企業注入新的
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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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 +886 2 2757  8888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 聯絡人:

• 林志翔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6
• 楊建華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875
• 吳文賓 執業會計師   分機 88990
• 孫孝文 副總經理       分機 75606
• 林信行 資深經理       分機 67166
• 林    楷 資深經理       分機 75530

  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 聯絡人:

• 闕光威 合夥律師    分機 88860
• 周志潔 資深律師    分機 67381

• 謝欣芝 經理               分機 67227
• 張啟晉 經理               分機 67233
• 胡綾珊 經理               分機 67242
• 邱筠淇 經理               分機 75205
• 郭孟華 經理               分機 77377

而在下一代企業接班人上位後，逾 9 成的接
班人認為未來家族企業的決策模式應不再是
過去一人主導型的強人經營模式，而是透過
與專業經理人共治或是與家族成員共治的形
式，藉由專業化經營、決策者經營強項及經
營思維的差異及多樣化，在這個企業發展急
需專業、創新以及轉型的世代將家族企業帶
領到下一個里程碑。

安永家族辦公室建議，台灣家族企業必須
正視傳承挑戰議題，應採取六大新思維思
考，分別為領導力傳承、所有權傳承、家
族財富管理、家族傳統和價值觀、家族
公益慈善事業、未來發展趨勢前瞻性做好
全面規劃，讓交棒的人及接棒的人能夠基
於彼此尊重、充分溝通及相互合作之基礎
下，共同完成傳承及轉型大業，讓家族企
業及家族財富能夠基業長青，成為跨越百
年家族企業。

3. 安永家族辦公室見解

家族企業的傳承接班屬於國安層級重要議
題，如何順利交棒至家族企業下一代接班
人，是家族企業掌門人的首要責任，必須
重視及超前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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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 2020 年我國財經法制之發展，有兩點
值得注意：第一是正式啟動「公司治理 3.0：
永續發展藍圖文件」，另一是三讀通過商業
事件審理法。

1. 公司治理 3.0：永續發展藍圖文件

為使我國公司治理環境能與國際接軌，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稱金管會）曾於
2013 年及 2018 年發布為期 5 年及 3 年
之公司治理藍圖，而依循此政策，金管會
已於今年8月發布最新之「公司治理3.0：
永續發展藍圖」報告文件。

其中值得注意者首推股務制度。近年公司
經營權爭奪戰中，曾見公司因自辦股務，
而涉有表決票與表決權之爭執。這些股務
處理，有些是依法必要的手段，卻也不能
排除有為人不法利用的可能；鑒於司法救
濟時間冗長，可能緩不濟急，金管會提
出，將研議增訂由自辦股務之上市櫃公
司，每 3 年申報其符合繼續自辦資格條件
之可行性，惟具體規範仍屬未明，是否可
達遏止不法之效未知，但對於上市櫃公司
原有的私法自治權利已生立即而明顯的侵
害，後續是否利大於弊，尚待觀察。此外，
為提升董事會之獨立與監督功能，未來上
市櫃公司獨立董事席次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三分之一，且半數以上連任不得逾三屆之
限制，並將編製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行
使職權參考範例指引，作為其執行職務之
參考 。

2020 年財經法制回顧與未來展望 
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 合夥律師 方文萱

2. 商業事件審理法之制定

另一財經法制的重要變革，為商業事件審
理法之制定。過去發生商業紛爭時，裁判
程序往往耗時甚久，且涉及過多財經專
業。為使重大商業紛爭可以獲得快速專業
解決，立法院於 2019 年 12 月三讀通過
商業事件審理法，並預定於 2021 年 7 月
施行。

此為我國 2018 年底公司法全盤修正後，
最重要的財經法制工程之一。未來將設立
商業法院，採二級二審制，凡與公司有關
新臺幣 1 億元以上民事訴訟，以及如公
開發行公司之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效力等
公司日常業務所生民事訴訟或非訟事件，
由商業法院專屬管轄。商業法院將由受專
業訓練之法官組成，輔以專家證人、商業
調查官等制度，意在解決目前部分裁判官
對於財務會計、商務策略等較為陌生之困
境。不過較為可惜的是，訴訟標的新臺幣
1 億元門檻，在商業紛爭中著實太低，不
易發揮篩選案件、精緻審理的效果，且商
業犯罪之刑事案件仍由普通法院審理，難
生統一迅速解決之成效。

其次，商業事件審理法制訂「當事人查詢
制度」，當事人為準備其主張或舉證，得
列舉必要事項向他造查詢或請求說明，以
評估訴訟策略，藉此保障證據偏在一方時
他方之權利。然而此一制度，可能導致企
業被迫公開業務、財務相關機密文件，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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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使現行股東查閱權限制、聲請檢查人限
制成為具文，是否疊床架屋，值得關注。

然而，商業事件審理法並非對於營業秘密
之保障全無著墨。商業事件審理法設置
「秘密保持命令制度」，以期保護企業之
營業秘密。法院得依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
令。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就該營業秘密

不得為訴訟目的以外使用或洩漏。違反秘
密保持命令者，最重將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在疫情及中美貿易戰等劇烈變動中，我國
財經法制也伴有影響深遠的重大發展，建
議各界均應儘早規劃準備，以因應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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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屢傳知名企業發生採購舞弊事件，由
於採購往往是企業最重大的成本及支出，因
此是最常發生舞弊的環節之一，如何控管相
關風險成為眾多企業的頭號課題。然而採購
流程複雜，從申購、需求確認、供應商遴選、
詢比議價、發出訂單、交貨驗收、付款到會
計入帳等層層階段，橫跨數個部門，每個環
節都可能出現風險，不僅內部員工可能利用
職務之便收受回扣、透過設立空殼公司，創
造虛假供應商撈油水或取巧省略公司採購標
準程序，以鑽漏洞的方式獲取不法利益，外
部的供應商也可能自行勾結圍標，或提供劣
質替代品，偷工減料造成企業損失。

台灣舞弊防治與鑑識協會理事長馬秀如指
出，根據 2020 年 ACFE ( 舞弊稽核師協會 )
全球舞弊報告，採購舞弊被發現的時間平均
約為 18 個月，每件採購舞弊帶給企業的平
均損失約新臺幣 3 百萬元，屬企業營運相對
高風險的事項，採購舞弊風險之控管不可不
慎。採購舞弊常見的態樣包括賄賂、送禮、
回扣、拆單 ( 分次採購 ) 以避開核決門檻、
洩漏標案資料、圍標與綁標，或是虛設供應
商及虛假之交易…等，弊案的發生除了侵蝕
企業的財務獲利，也可能嚴重傷及企業聲譽。

筆者在進行採購舞弊案件調查時，經常運用
數據分析偵測異常的交易模式，再集中人力
針對數據分析辨視出之高風險交易，進行穿
透式的交易測試及實地訪查。常見且簡易的
採購舞弊數據分析指標，包括沒有訂購單的
付款、非上班時間入帳分錄、相較合約付款

淺談採購舞弊之態樣及偵防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審計服務部執業會計師 朱家德

條件提早將款項支付給廠商，以及發票日期
早於訂購單日期等日期邏輯異常之交易。另
外，公司針對供應商主檔及交易資料，也應
定期執行供應商盡職調查，並注意其他紅旗
警訊，例如系統出現大量使用或重覆使用的
一次性供應商等，即可能為內部員工試圖躲
避供應商建檔及評鑑的徵兆。

企業欲降低採購舞弊風險，第一步係樹立誠
信至上及決不寬貸舞弊者的組織文化及核心
價值，除了管理階層以身作則外，並制定具
體與可衡量的行為道德準則。再來，落實供
應商盡職調查程序、對供應商定期進行查核、
對每個重大採購階段建立完善的職責分工和
核決權限，從申請的審查、到最後階段的驗
收及付款程序，嚴密地檢視內部控制是否有
效。此外，設立受保護的獨立舉報管道往往
是最有效的揭弊工具。最後，企業可善用最
新科技，逐步對採購數據及供應商進行分析，
甚至將機器學習等技術納入舞弊風險監控平
臺，持續且即時地分析監控，期望能夠藉此
降低企業因此造成的損失，維護努力經營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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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全球最低稅負制度藍圖 台商提前備戰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執業會計師 周黎芳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於 10 月 12 日發布稅基侵蝕與利
潤移轉（BEPS 2.0）計畫下第二支柱藍圖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zation 
– Report on Pillar Two Blueprint），為全球
最低稅負制度提供一理論框架。雖然該制度
仍有許多技術細節尚待完成，惟該框架一旦
實施，除了現行的國別報告外，將對於大型
跨國台商企業帶來一定影響。

根據支柱二藍圖，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定
（Global Anti-Base Erosion rules，GloBE）
主要透過特定門檻及計算方式檢視企業是否
需繳納全球最低稅負制。首先，該藍圖應先
判斷公司是否為跨國企業集團（即在兩個以
上租稅管轄區有營運者），若非，則無須適
用全球最低稅負制。其次，集團財務年度收
入是否高於 7 億 5 千萬歐元（此與現行國別
報告適用門檻一致），如年度財務收入低於
此門檻，亦無須適用。

一旦落入適用範圍，則須就各集團成員逐一
計算其於所在地課徵之實質所得稅率是否低
於該藍本所規定之「最低稅率」。若低於最
低稅率者，則企業需針對該差額補繳稅額。
至於「最低稅率」為何？目前藍圖尚未提出
具體數字，而留待 OECD 會員國持續研議。

若需補繳全球最低稅負，何國就該筆應補稅
之利潤有徵稅權，依該藍圖所述係取決於
集團最終母公司以及任何中間母公司所在
地是否執行計入所得法（Income Inclusion 
Rule，IIR。此計入所得法，指受控外國公

司法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 或美
國的 Global Intangible Low Taxed Income 
Regime，GILTI）。若有，母公司所在國可
針對實質稅率與最低稅率之差額進行徵收。
反之，當最終母公司或中間母公司皆未執行
IIR 時，則透過由給付國之稅局否准該國企業
給付予低稅率國家費用在稅上進行扣抵之方
式，或剔除集團管理費之方式補齊應補繳之
稅額（即否准扣抵法，Undertaxed Payment 
Rule，UTPR）。

雖然此最低稅負制尚有許多計算細節、操作
實務，需要進一步研議與討論，但該藍圖已
針對未來全球課稅趨勢提出一參考框架，更
將直接衝擊企業透過低稅率國家進行交易
（包含無形資產）之規劃。我們建議已符合
國別報告門檻之台商企業就幾方面進行檢視：

• 現行各投資地區納稅狀況，例如是否與
特定國家達成協議以享受優惠稅率（稅
制），如專利盒（patent box）、租稅假
期（tax holiday）等，這些因素都可能降
低實質所得稅率。

• 關係人交易，特別是與低稅負國家間之交
易及計價方式。

• 現行各投資地區之功能、風險與利潤配
置。

根據以往之 BEPS 計畫施行狀況，本次全球
最低稅負制之施行，預計亦將自歐盟會員國
間開始試行，爾後陸續增加施行的國家，建
議於歐盟投資之大型跨國台商企業密切注意
此最低稅負制之發展，並檢視自身集團投資
架構以及早因應可能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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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北京、上海等十多個大陸省市，於去年
同時發布新規定：11 月起社會保險將交由稅
務部門徵收，亦即中國稅局將整合個人所得
稅系統，同步掌握社、稅資訊，以便更容易
勾稽公司是否依法繳納稅額及社保。因此，
在當地派有台籍員工的公司，應立即檢視是
否已依法提繳養老、失業、醫療、生育及工
傷等五項社會保險，以避免受罰。

對於多數台灣企業為了替外派台籍同仁繼續
保有台灣社保的權益，而採行雙邊聘僱、雙
重給薪的安排，導致公司及員工在大陸及台
灣需要雙重提繳社保保費，增加社保成本；
中國大陸政府當局於 2020 年 1 月 1 日實施
《香港澳門台灣居民在內（大陸）參加社會
保險暫行辦法》，規定港澳台籍員工在大陸
工作期間若仍繼續保留在原國家之社保者，

可持相關授權機構出具的證明向大陸主管
機關申請免提繳大陸基本養老保險和失業保
險，將可降低上述雙重提繳社保成本。

以上海為例，公司須繳納社會保險比例占當
月投保薪資（最高上限人民幣 28,017 元）
之 27.16~28.52%，其中養老及失業分別占
16% 與 0.5%；員工負擔比例占當月投保薪資
的 10.5%（養老 8%、醫療 2%、失業 0.5%）。
若能免除養老保險及失業保險，則大陸社保
之公司提繳率可降低 16.5%，員工則可減輕
將近 10%，可謂是一大利多。

另外以台籍員工常派遣之上海、蘇州及深圳
等三地為例，假設每位員工當月投保薪資皆
達最上限，則雇主及員工每月可減少之養老
保險及失業保險的費用大致如下。

中國大陸社稅合一上路，善用勞保費可抵扣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劉惠雯

地區
雇主

每人每月可減少金額
員工

每人每月可減少金額
總額

上海 4,622.81 2,381.45 7,004.26

蘇州 2,489.04 2,610.23 5,099.27

深圳 2,650.24 1,628.04 4,278.28

此外，公司及員工若已於 2020 年 1 月 1 日
開始繳納養老、失業保險費用，亦可補充檢
附證明文件，向大陸社保局申請退回溢繳保
費。惟大陸各地區社保局之規定不同，企業
需向各自轄區之社保局另行確認申請退回保
費的可行性。

提醒您，由於大陸各地社保局針對申請大陸
養老及失業保險減免證明文件要求不盡相

同，目前規定應檢附文件，除了台灣勞保局
核發的在台「參保證明正本」（網路下載的
數位參保證明不適用，需另外行文申請），
公司亦可能被要求提供解釋說明信、參保信
息變更表、社會保險登記表等。因此建議公
司申請抵減前，應尋求專業顧問協助，並確
認申請程序及所需文件，以提高申請抵減的
成功率。

單位 : 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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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在經濟狀況不佳的環境下，新型冠狀病毒對
銀行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IFRS 9) 
「金融工具準則 (Financial Instruments)」
下的預期信用損失模型產生了重大影響。除
了疫情導致貸款組合的信貸質量下降外，政
府和中央銀行採取的各種經濟和支持救濟措
施將對預期信用損失的計量產生重大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衡量預期信用損失需要相當
的判斷力，如何應用和解釋預期信用損失的
方法已成為會計界的重要議題。

在接下來發行的文摘中，安永將針對此主題，
希望有裨於讀者在根據 IFRS 9 之下的預期信
用損失計量和相關揭露之實施和解釋。

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的 IFRS 9 預期信用
損失要求

因應疫情對經濟和金融市場的影響，世界各
國的政府和金融監管部門採取了財政和貨幣
政策，以及其他紓困措施，以鼓勵銀行支持
實體經濟，特別是對於受干擾的行業和受影
響的企業組織，台灣也不例外。

2020 年 3 月 27 日，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發布了一份教育用文件，以協助會計準則的
一致應用。該份文件並未更改、刪除或添加
IFRS 9 中的要求。在這份出版物中，國際會
計準則理事會強調，不應機械式地應用 IFRS 
9，並且在當前環境下，先前的假設可能不
再成立。鑑於在目前情況下應用 IFRS 9 所
涉及的判斷水平，此一領域訊息揭露的透明

度至關重要。此教育用文件著重該準則中的
相關要求，並與許多國際監管機構頒布指南
一致，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鼓勵財務報告編
製者將這些指南皆納入考慮。

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歐洲銀行業管理
局、歐洲中央銀行、歐洲證券市場管理局、
國際清算銀行和英國審慎監理局也公布了一
系列關於疫情對銀行監管和會計影響的措施
和指南。他們所表達的觀點基本一致，包括
強調可信賴之前瞻資訊其有限的可用性，政
府在重大紓困措施時的考量，以及無論借款
者的情況如何，所造成的緩繳及展延付款不
應被視為信用風險顯著增加的指標。

在台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金管會」)
於 2020 年 5 月 26 日表示，它將參考國際
會計準則理事會和其他各種監管機構提出的
預期信用損失評估原則。 為確保銀行在衡
量預期信用損失時採用相同的基礎，金管會
督促中華民國銀行業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收集銀行有關 IFRS 9 會計處理的問題，
並將發布常見問題參考集，提供國內銀行有
關針對疫情實施 IFRS 9 預期信用損失框架
的相關建議。

如何實行國際監管機構和國際會計準則理事
會發布的準則

一般情況下，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對預期信
用損失測量的影響應反映在：

• 交易對手層面的考慮
• 放款組合層面的考慮
• 總體經濟情境和假設

銀行業《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針對新型冠狀病
毒之因應
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公司 總經理何淑芬、Alice Evans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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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爆發的影響反映在交易對手層面的預期
信用損失評估 ( 例如，基於單一借款者的違
約概率估計 )，是要在集體的基礎上納入未
來總體經濟狀況的情境分析因素，或是透過
管理階層調整的因素，這主要取決於銀行的
制度和流程。在實務上，我們觀察到許多國
際銀行考慮了這些方法。無論採用哪種方法，
在估計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影響時，各家銀
行都應避免重複計算交易對手層面評估、放
款組合層面評估、總體經濟情境和管理層調
整中應用各種假設的影響。

下文將進一步討論銀行在新型冠狀病毒大流
行期間計算預期信用損失準備金時需額外考
慮的三個主要領域。

1. 延期付款、貸款展延等紓困措施在階段劃
分上的影響

IFRS 9 在確定何時發生信用風險顯著增
加時提供了一定程度的靈活性，並且需要
在放款的預期存續期間內同時考慮量化和
質化指標。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明確指
出，必須考慮政府援助借款者的方案所帶
來的影響。特別是，不應將暫停付款或違
約豁免行為視為信用風險顯著增加的自動
觸發因素。不過，越是有針對性的貸款減
免，銀行對借款者的了解就需要更多，也
越有可能發生信用風險顯著增加或信用減
值事件的情況。

如果在單一借款者的階段劃分上評估不可
行，則可能有必要採用集體評估的方法。
一種可能的方法是將部分已獲得延期付款

的客戶轉移到第二階段。然而，任何方法
都需有足夠的判斷力去進行。舉例來說，
讓所有借款者暫停付款或是違約豁免，因
自動觸發機制的取消，故不會讓所有貸款
遭受信用風險顯著增加。

在其他情況下，如果紓困措施僅適用於滿
足特定條件的人，銀行則需仔細評估這些
條件本身是否可能暗示受影響的借款者其
信用風險顯著增加。例如，如果借款者申
請之紓困措施僅適用於暫停營運的公司或
失去工作的個人，則信用風險顯著增加則
更有可能發生。

此外，在當前情況下，「逾期 30 天」的
假設可能並不適用。 如果銀行確定在這
種情況下毋須觸發信用風險顯著增加的
話，銀行的模型包含自動觸發的信用風險
顯著增加機制，可能需要加以調整以消除
上述帶來的影響。

2. 擔保，財務援助和信用增強的影響

在某些情況下，政府或母公司可能向借款
者提供直接的財務援助。例如，台灣政府
提出在一段期間內用失業前的部分工資作
為失業補貼。這些形式的財務援助可以避
免或降低借款者在失業的情況下拖欠貸款
的情況發生。銀行在評估信用風險顯著增
加和預期信用損失時，應考慮這類形式的
財務援助，因為它可以降低與放款相關的
信用風險。

在其他情況下，可以向銀行提供擔保，以
降低銀行因借款者違約而遭受的損失。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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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行政院和央行名義發放的新企業貸款
和中小企業貸款就是這個情況。這種擔保
並不能防止借款者違約，而是可以減少違
約造成的影響。此類擔保對會計造成的影
響取決於其是否與擔保貸款的合約綁在一
起，以及其是否需要銀行單獨評估。 一
般來說：

• 如果擔保是與貸款同時發放的，並且
與貸款不可分割，則一般認為擔保是
貸款的組成部分，包含在預期信用損
失的計量中。在這種情況下，在計算
擔保貸款的違約損失率時，則應將擔
保品價值考慮在內， 而不應將其列入
信用風險顯著增加的評估裡。

• 如果擔保是針對現有貸款發放的，如
果在最初發放貸款時沒有評估到，一
般不會將其視為貸款的一部分。

3. 對前瞻性訊息和總體經濟情境的影響

突如其來的流行病、極度的不確定性及
缺少可仰賴的預期資訊，促使銀行對其
IFRS 9 建模方法和營運能力進行檢討。

此外，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強調，應審視
總體經濟變量之間的歷史關係。特別是，
到目前為止實施經濟合作分類的方式所依
據的一些假設和連動在當前環境下可能不
再適用。例如，國內生產總值和其他總體
經濟變量 ( 如失業率和利率 ) 與特定產業
變量 ( 如油價 ) 之間的關係，可能與過去
的經驗和目前經濟預測模型中使用的不
同。

台灣許多金融機構在評估預期信用損失
時，考慮了多種總體經濟情境。但目前用
於預期信用損失評估的任何方案無法完整
反映 2019 年底的情況，故需進行更新。

圖 : 預期信用損失評估對總體經濟情境和假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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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揭露的透明度

最後，有鑑於在當前情況下應用 IFRS 9 涉及
的判斷水平，訊息揭露的透明度至關重要。確
保 IFRS 9 和相關揭露的透明度和可比性，將
為當前環境中的財務報表使用者提供急需的
透明度。

欲知詳情，請參閱安永的刊物《IFRS 的應用，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會計考慮因素》 及《國
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及監管機構強調新型冠狀病
毒大流行期間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
預期信用損失的要求》，安永在這些刊物中，
為銀行的 IFRS9 模型提供進一步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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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發展，台灣產業新契機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審計服務部執業會計師 王彥鈞

台灣 5G 產業的發展迅速成長，5G 頻寬可分
為 3.5GHz及 28GHz兩種頻寬，其中 3.5GHz
授權價金，5 家電信公司合計金額新台幣
1,405 億元，28GHz 授權價金，5 家電信公
司合計金額 17 億元，上述二頻寬合計價金
1,422 億元，茲列示如下 :

動車布局上打群體戰並串聯隱形冠軍企業發
展，與人工智慧及區塊鏈結合，金控公司更
是利用 5G 的技術，在車主許可下，過去電
動車行車數據包括開車的時間、及里程等等，
把這些數據加密儲存後將來與相關的保險或
產險理賠亦或金融業務做連結藉以提升客戶
體驗及滿足感。以下針對 5G 產業的上、中、
下游產業財務狀況作分析，列出彼此間財務
狀況的特色及未來可能的財務發展趨勢，也
藉此了解台灣資本市場未來的走向，茲就 5G
產業的上、中、下游產業財務狀況分別分析
如下 :

5G 上游產業 :

5G 上游產業包括 PCB －製造、PCB －材料
設備、IC －封測、IC －代工、IC －設計、
IC －製造、LED 及光元件、被動元件；分別
依照資本額（新台幣）區間列示如下：( 註
11)

台灣電信公司 5G發展

頻寬 金額(新台幣億元)

3.5GHz 1,405

28GHz 17

合計 1,422

( 資料為公開資訊觀測站自行彙總 )

去年 6 月已有一家電信公司正式取得執照，
代表該電信公司 5G 基地台數量已經超過法
定義務數量 250 座，該電信公司表示在今年
底預計建置完成一千座基地台，達到全台灣
63% 的覆蓋率。國內也有業者表示在 5G、電

台灣5G上游產業

實收資本額
營業成本率
(註1)

營業費用率
(註2)

應收款項收現日數
 (日) (註3)

應付款項付現日數 
(日) (註4)

平均售貨日數 
(日) (註5)

10億元以下 82.25 9.25 105.67 119.83 56.99

超過10億元 83.31 9.26 128.11 124.75 53.39

超過20億元 84.81 8.8 118.91 102.15 52.93

超過30億元 90.85 14.66 131.81 126.38 83.66

超過40億元 64.49 11.37 56.15 117.96 66.88

超過50億元 56.39 27.61 63.09 114.86 84.41

超過60億元 84.82 10.16 87.29 96.19 86.15

超過100億元 66.86 16.18 81.42 98.8 70.39

( 資料為公開資訊觀測站自行彙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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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營業成本率及營業費用率來觀察，資本額
規模 40 億元以下的企業營業成本率及營業費
用率合計較高，隨著資本額規模增加，（除了
資本額規模在超過 60 元億至 100 億元區間
外）企業營業成本率及營業費用率合計較低；
在應收款項的收現日數上，資本額規模 40 億
元以下的企業應收款項的收現日數在 100 天
以上，資本額規模超過 40 億元的企業應收款
項的收現日數則在 100 天以內；在應付款項
的付現日數上 ，資本額規模 60 億元以下的
企業應付款項的付現日數在 100 天以上，資
本額規模超過 60 億元的企業應付款項的付現
日數在 100 天以內；在平均售貨日數上，資
本額規模在 50 億元以下，（除了超過 30 億
元到 40 億元資本額區間）企業售貨日數低於
70 天，規模在超過 50 億元的企業，售貨日
數介於 70 天到 90 天之間；在固定資產週轉
率上，除了資本額規模在超過 50 億元到 60

億元區間的企業固定資產週轉率較高外，其他
資本額規模的企業固定資產週轉率大多介於
1-4 之間；在總資產週轉率上，各資本額規模
的企業都低於 1；在淨值週轉率上，資本額
規模在 30 億元以下的企業，淨值週轉率超過
1.5，資本額規模在超過 30 億元的企業，淨
值週轉率皆低於 1.5；在固定資產百分比上，
除了資本額規模在超過 40 億元到 50 億元區
間的企業超過 50% 以外，其餘資本額規模的
企業皆低於 50%；在無形資產百分比上，除
了資本額規模在超過 50 億元到 60 億元區間
的企業超過 2% 以外，其餘資本額規模的企業
皆低於 2%。

5G 中游產業 :

5G 中游產業包括網通、通訊設備、及 EMS；
分別依照資本額（新台幣）區間列示如下：(註
11)

台灣5G上游產業 (續)

實收資本額 (續)
固定資產週轉率
 (次/年) (註6)

總資產週轉率
 (次/年) (註7)

淨值週轉率
(次/年) (註8)

固定資產 
(%)(註9)

無形資產
(%)(註10)

10億元以下 2.54 0.77 1.56 33.79 0.34

超過10億元 2.99 0.79 1.73 29.26 0.54

超過20億元 3.52 0.89 1.75 31.91 0.06

超過30億元 1.29 0.39 0.98 38.47 0.03

超過40億元 1.14 0.54 0.8 52.57 0.71

超過50億元 12.3 0.81 1.37 19.7 8.72

超過60億元 1.3 0.61 1.01 49.13 0.53

超過100億元 2.12 0.63 0.85 32.32 1.05
( 資料為公開資訊觀測站自行彙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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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5G中游產業:

實收資本額 營業成本率 營業費用率
應收款項收現日數 
(日)

應付款項付現日數 
(日)

平均售貨日數
(日)

10億元以下 84.35 17.12 93.39 111.59 83.36

10億元-40億元 79.67 14.37 82.56 111.99 81.01

40億元-70億元 68.07 19.27 97.9 108.28 78.15

超過100億元 94.09 3.76 79.02 83.53 41.42

( 資料為公開資訊觀測站自行彙總 )

台灣5G中游產業:

實收資本額(續)
固定資產週轉率
 (次/年)

總資產週轉率 
(次/年)

淨值週轉率 
(次/年)

固定資產
 (%)

無形資產 
(%)

10億元以下 10.45 1.09 2.35 19.57 1.82

超過10億元-40億元 11.2 1.14 1.31 17.02 1

超過40億元-70億元 11.35 0.62 0.75 31.2 1.14

超過100億元 17.46 1.59 3.91 10.07 1.25

( 資料為公開資訊觀測站自行彙總 )

綜合營業成本率及營業費用率來觀察，資本
額規模超過 40 億元到 70 億元區間的企業營
業成本率及營業費用率合計低於 90%，其餘
資本額區間的企業營業成本率及營業費用率
合計皆高於 90%；在應收款項的收現日數上，
除了資本額規模超過 100 億元的企業應收款
項的收現日數低於 80 天，其餘資本額區間的
企業應收款項的收現日數介於 80-100 天之
間；在應付款項的付現日數上，除了資本額
規模超過 100 億元的企業應付款項的付現日
數低於 100 天，其餘資本額區間的企業應付
款項的付現日數介於 100-115 天之間；在平

均售貨日數上，除了資本額規模超過 100 億
元的企業平均售貨日數低於 50 天，其餘資
本額區間的企業平均售貨日數介於 70-90 天
之間；在固定資產週轉率上，除了資本額規
模超過 100 億元的企業固定資產週轉率大於
15，其餘資本額區間的企業固定資產週轉率
則大約 11 左右；在總資產週轉率上，除了資
本額規模超過 100 億元的企業總資產週轉率
大於 1.5，其餘資本額區間的企業總資產週
轉率大約在 1 左右；在淨值週轉率上，除了
資本額規模 10 億元以下的企業淨值週轉率在
2 以上，資本額規模超過 100 億元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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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值週轉率在 3 以上，其餘資本額區間的企
業淨值週轉率大約在 1 左右；在固定資產百
分比上，除了資本額規模超過 40 億元到 70
億元區間的企業固定資產百分比達到 30% 以
上，其餘資本額區間的企業固定資產百分比
介於 10%-20% 之間；在無形資產百分比上，
除了資本額規模 10 億元以下的企業無形資產

百分比達 1.5% 以上，其餘資本額區間的企業
無形資產百分比介於 1%-1.5% 之間。

5G 下游產業 :

5G 下游產業包括工業電腦、筆記型電腦、及
電信服務；分別依照資本額（新台幣）區間
列示如下：

( 註 11)

台灣5G下游產業:

實收資本額 營業成本率 營業費用率
應收款項收現日數 
(日)

應付款項付現日數 
(日)

平均售貨日數
(日)

超過70億
元-3,500億元

85.29 9.34 68.96 91.95 58.97

3,500億元以上 75.81 21.36 50.78 105.73 24.52

( 資料為公開資訊觀測站自行彙總 )

台灣5G下游產業:

實收資本額(續)
固定資產週
轉率 (次/年)

總資產週轉
率 (次/年)

淨值週轉率 (次/年) 固定資產 (%) 無形資產 (%)

超過70億
元-3,500億元

22.89 1.71 5.43 12.91 4.72

3,500億元以上 1.67 0.56 0.97 39.07 27.58

( 資料為公開資訊觀測站自行彙總 )

5G 下游產業，包括工業電腦、筆記型電腦，
以及電信服務，綜合營業成本率及營業費用
率來觀察，5G 下游產業營業成本率及營業費
用率合計大約 95%；在應收款項的收現日數
上，5G 下游產業應收款項的收現日數介於
50-70 天；在應付款項的付現日數上，5G 下
游產業應付款項的付現日數介於 90-110天；

在平均售貨日數上，資本額 3,500 億元以下
的企業平均售貨日數大約 58 天，資本額超
過 3,500 億元的企業平均售貨日數大約 25
天；在固定資產週轉率上，資本額超過 3,500
億元的企業固定資產週轉率遠低於資本額
3,500 億元以下的企業 ; 在總資產週轉率及
淨值週轉率上，資本額超過 3,500 億元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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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總資產週轉率及淨值週轉率均低於資本額
3,500 億元以下的企業；在固定資產百分比
及無形資產的百分比上，資本額超過 3,500
億元的固定資產百分比及無形資產的百分比
均高於資本額 3,500 億元以下的企業。

截至今年 6 月，5G 上游產業市值大約新台幣
9.4兆，5G中游產業市值大約新台幣1.4兆，

5G 下游產業市值大約新台幣 2 兆，合計 5G
產業市值共新台幣 12.8 兆，占台灣資本市場
市值 39%，由此觀之，5G 產業是未來台灣經
濟成長的最重要支柱。透過本文的分析，希
望參與 5G 發展的企業，能夠發現自己企業
的最佳財務結構，進而促成台灣資本市場的
再創巔峰。

註 1：營業成本率＝營業成本／營業收入

註２：營業費用率＝營業費用／營業收入

註 3：應收款項收現日數 ( 日 ) ＝ 365 ／應收款項週轉率

註 4：應付款項付現日數  ( 日 ) ＝ 365 ／應付款項週轉率

註 5：平均售貨日數 ( 日 ) ＝ 365 ／存貨周轉率

註 6：固定資產週轉率 ( 次 / 年 ) ＝營業收入／平均固定資產

註 7：總資產週轉率 ( 次 / 年 ) ＝營業收入／平均總資產

註 8：淨值週轉率 ( 次 / 年 ) ＝營業收入／平均淨值

註 9：固定資產 (%) ＝固定資產／總資產

註 10：無形資產 (%) ＝無形資產／總資產

註 11: 本文數字資料來源為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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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國營業秘密侵害案件層出不窮，如
近期一知名光電業公司發現員工離職後馬上
跳槽到競爭同業任職，該光電公司控訴離職
員工將公司重要營業秘密洩漏給新任職公
司，並主張競爭對手嗣後申請取得的專利應
屬該公司所有。由此可知，營業秘密屬於公
司重要資產，甚至為公司生存命脈，如何保
護實為公司經營的重要課題。

但談論任何營業秘密保護的前提是公司需能
適時發現及妥善保存營業秘密。倘公司未建
置妥善的知識管理措施，有價值的營業秘密
可能僅是員工腦中公司都不知道的 Know-
How，無法成為組織資訊或知識，更遑論成
為公司的營業秘密。舉例來說，公司研發人
員握有研發資料或是業務人員掌控客戶資
訊，若未及時紀錄於公司系統，公司如何得
知。若公司不知道相關資訊，未來如何主張
營業秘密被洩露或遭他人侵害。

再者，營業秘密必須具有秘密性，也就是說
只有少數人知悉，對於營業秘密資訊需加密
或是控管可接觸之人員。若公司對於資訊未
為一定保護措施，資訊是否屬於營業秘密可
能會有疑慮。

雖說於營業秘密受侵害後有各式救濟管道，
如向偵查機關提出告訴，請求啟動偵查程序；
聲請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禁止他人繼續使
用公司之營業秘密；請求竊取營業秘密之人
賠償因此所受之損害等等。然而，不可否認

營業秘密保護 - 預防勝於治療 
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 合夥律師 闕光威

地，採取事後救濟程序需付出龐大之人力、
時間、費用，參考我國近來案例，司法攻防
可能耗費十年仍無法完全塵埃落定，花費之
訴訟費用、律師費用及鑑定費用等等不計其
數。況且，被竊取或洩漏的營業秘密可能與
其他技術或產品結合，衍生出技術或產品，
要能充足證明他方實有竊取或洩漏營業秘密
蒐證上有時候實有難度。更不用說若竊取或
洩漏營業秘密涉及跨國行為時，不但蒐證會
更加困難，且所要付出的人力、時間、費用
更是難以計算。

 基此，從管理之角度，建議公司本應建置完
善的營業秘密保護措施。大致上可從兩個角
度出發，一是從人員管理的角度出發，在員
工到職時，即應簽訂完整保密契約並完成相
應之新進員工有關營業秘密保護之訓練；於
員工在職期間應定期更新相關之訓練及時刻
提醒員工有責任保護公司之營業秘密；員工
離職時，應再次提醒及告知不得洩漏公司之
營業秘密，如有違反，應負之法律責任。另
一是從資訊管理的角度出發，針對資訊的重
要性應分門別類加註密等，並應妥善的加上
保全程序，如依據文件密等或人員職權的不
同限制文件可以閱覽或存取的人員等，並應
隨時追蹤文件之去向。營業秘密保護之根本
之道，應係預防勝於治療，唯有營業秘密保
護制度健全，公司始能專心致志於公司經營
及放眼長遠發展。



安永通訊 安永人物

54

安永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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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審計服務部 執業會計師 楊雨霓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審計服務部 執業會計師 楊雨霓

但每天都要面對客戶不同的問題與情況，且

每件事情不一定都有標準答案，需要依據客

戶的情況給予分析及建議才是最重要的。」

她在安永期間，主要服務美國上市櫃的台灣

公司，協助客戶處理至海外投資的機會，以

及與國外券商、律師之間的互動等，除了需

要克服海外時差的問題外，更要快速地掌握

海外上市櫃的最新法令，並透過安永的線上

課程學習、研讀大量相關資訊，以提供客戶

最即時的法令資訊，此外，她習慣超前部署，

讓團隊同事們不定時到各相關網站上搜尋第

一手最新消息給客戶，獲得客戶認同。

她回憶起印象深刻的工作經驗，在 2010 年

遇上 IFRS 執行導入轉換計畫時期，自己的

客戶需作示範案例，但因台灣還沒有人進行，

因此她帶著團隊參考歐洲許多相關報告資

料，還特別飛到韓國事務所請同事們分享如

何作 IFRS 導入的重點內容，因為看不懂韓

文，還得努力上網查詢韓文翻譯來了解報告

的內容為何，整整花了兩年時間才完成，雖

然辛苦但卻經歷從無到有的過程。

除了享受在工作上的成就感，她同時也追求

工作與生活平衡，過往會利用工作淡季空檔

出國旅遊，喜歡足球的她更親臨每次的世足

盃賽事現場，在假期充分放鬆。對於在審計

領域的同仁們，她也分享自己工作多年的心

得，勉勵年輕的審計同仁們在工作學習上，

需靠著平時扎實累積基本功，多研讀相關資

料以及累積大量經驗，藉此幫助自己在審計

領域上不斷精進突破。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服務部執業會計

師楊雨霓，已有超過 15 年的審計工作經歷，

即使需每天面對不同的挑戰，但她更享受工

作帶來的成就感。當初從大學會計系畢業後，

曾經對稅務法規有興趣而攻讀會計研究所稅

務組，但在畢業後仍然先選擇進入事務所審

計部工作，她說「審計工作雖然看似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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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 241 條疑義（經濟部 109.12.14 經商字第
10900746310 號函）

所詢集團之母公司將其股份無條件贈與其子公司員工一節，子公司於財務報表中認列之資本公
積，性質上為母公司之投入，該等資本公積，核屬公司法第 241 條規定所列「超過票面金額
發行股票所得之溢額」資本公積之範疇。經濟部 91年 3月 14日商字第 09102050200號令，
爰予補充。

公司之虧損撥補疑義（經濟部 109.12.22 經商字第
10900737870 號函）

按公司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每屆會計年度終了，應將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
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提請股東同意或股東常會承認。」準此，公司「虧損撥補」議案經股
東常會決議後，參照經濟部 107 年 9 月 5 日經商字第 10702049260 號函，則不發生往後年
度再召開股東臨時會變更股東常會「虧損撥補」決議之情事，尚不因財務報表更正重編而有不
同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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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併購法第 14 條疑義（經濟部 109.11.23 經商字第
10900099230 號函）

1. 按企業併購法第 14 條第 1 項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規定，係公司於「併購時」始有適用，爰
所詢個案疑義為完成合併後，自無該條規定之適用。

2. 又母公司與持股 100％子公司合併，子公司為存續公司，母公司為消滅公司，完成合併後，
因母公司消滅，則存續公司董事之指派即失所附麗，應召開股東會選舉董事、監察人。至
其股東會之召集人，既因原董事會不存在而無法召集，則可依公司法第173條第4項規定，
由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 3% 以上股份之股東，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集股東會選任董
事，以為後續。

金管會訂定保險法第 146 條之 2 關於保險業對不動
產投資之解釋令（金管會 109.12.23 金管保財字第
10904946301 號）

1. 保險業依保險法第 146 條之 2 規定得從事之不動產投資，以取得不動產之所有權或以支付
權利金及租金方式取得土地之地上權，且依法令能即時利用並有收益者為限。

2. 本令自即日生效；財政部中華民國 92 年 9 月 30 日台財保字第 0920709902 號令，自即
日廢止；68 年 9 月 22 日台財錢字第 20859 號函，自即日停止適用。



台北 Taipei
11012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333號9樓
9F, No. 333, Sec. 1, Keelung Road
Taipei City, Taiwan, R.O.C.
Tel:  886 2 2757 8888   
Fax: 886 2 2757 6050

台中 Taichung
40341 台中市民權路239號7樓
7F, No. 239, Minquan Road 
Taichung City, Taiwan, R.O.C.
Tel:  886 4 2305 5500   
Fax: 886 4 2305 5577

桃園 Taoyuan
33045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088號27樓
27F, No. 1088, Zhongzheng Road, Taoyuan District, 
Taoyuan City, Taiwan, R.O.C.
Tel:  886 3 319 8888      
Fax: 886 3 319 8866

台南 Tainan
70051 台南市永福路一段189號11樓
11F, No. 189, Sec. 1, Yongfu Road 
Tainan City, Taiwan, R.O.C.
Tel:  886 6 292 5888      
Fax: 886 6 200 6888

新竹 Hsinchu
30078 新竹市新竹科學園區力行一路1號E-3
E-3, NO. 1, Lixing 1st Road 
Hsinchu City, Taiwan, R.O.C.
Tel:  886 3 688 5678      
Fax: 886 3 688 6000

高雄 Kaohsiung
80052 高雄市中正三路2號17樓
17F, No. 2, Zhongzheng 3rd Road 
Kaohsiung City, Taiwan, R.O.C.
Tel:  886 7 238 0011      
Fax: 886 7 237 0198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安永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企業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
財團法人台北市安永文教基金會



EY 安永 | Assurance 審計 | Tax 稅務 | Strategy and Transactions 策略與交易 | Consulting 諮詢

關於安永
安永是全球領先的審計、稅務、策略與交易和諮詢服務機構之一。我們的深刻洞察力
和優質服務有助全球各地資本市場和經濟體建立信任和信心。我們致力培養傑出領導
人才，透過團隊合作落實我們對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堅定承諾。因此，我們在為員工、
客戶及社群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EY安永是指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的全球組織，也可指其中一個或多個成員
機構，各成員機構都是獨立的法人個體。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是英國一家
擔保有限公司，並不向客戶提供服務。有關EY安永如何蒐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以及相
關個人資料保護之權益敘述，請參考網站ey.com/privacy。如要進一步了解，請參考
EY安永全球的網站ey.com。

安永台灣是指按中華民國法律登記成立的機構，包括：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
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企業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
限公司、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及財團法人
台北市安永文教基金會。如要進一步了解，請參考安永台灣網站 ey.com/zh_tw。

© 2021 安永台灣
版權所有。

APAC no. 14005648  
ED None     

本資料之編製僅為一般資訊目的，並非旨在成為可仰賴的會計、稅務、法律或其他專業建議。請

聯繫您的顧問以獲取具體建議。

ey.com/zh_tw

加入安永Line@生活圈
掃描QR code，獲取最新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