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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企業開創新藍海的永續策略

公司經營團隊如何掌握環境及社會面的巨大變遷，訂定因應風險與機會的

創新策略，同時創造投資人願意買單的企業價值，已成為企業社會責任實

踐的關鍵課題。此外，金管會於年初要求國內金融機構將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納入授信準則，證交所亦將於明年1月啟動上市櫃公司治理評鑑系

統，顯示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SG)的策略及有效、透明的非財務資訊揭

露，已即將是企業必備的基本條件。

07    KPMG：永續策略為企業帶來新商機

主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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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標準，並且經過與亞洲公司治理協會之密切溝通；三是

鼓勵企業提升公司治理品質，從已舉辦十餘年的「資訊揭露評

鑑」成果來看，企業非常看重評鑑結果，每年高達95%的企業

申請複查，即使評鑑的難度逐年增加，每年獲得最佳成績的企

業家數也是持續增加。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副總經理林瑛珪隨後也補充到，公司治理評

鑑比以往的評鑑更具全面性，除了提升企業公司治理的品質之

外，亦可藉此形塑社會對公司治理文化的重視與共識。參與

公司治理評鑑的企業可選擇進行「自評」，藉由自我評鑑的過

程帶動企業內部公司治理意識，從董事會由上而下推行公司治

理，才可收最佳效益。公司治理協會副理事長陳春山則提及，

企業提升公司治理的目的，是為了創造共同價值，不僅是創造

社會價值，同時也創造經濟的價值。

對台灣企業來說，展現社會責任報告的真正功能與價值，仍有

一段長遠的路需要努力，對企業來說，社會責任報告書並非僅

是公關報告，而是藉由非財務資訊的揭露，展現企業未來的長

期價值，與財務資訊相互補強。KPMG台灣所會計師林寶珠建

議，企業可透過公司治理評鑑的指標，重新檢視董事會的效能

與資訊透明度，藉此盤點並強化董事會功能，結合企業核心業

務與國際供應鏈之要求，尋思永續發展的長遠策略，方是真正

提升公司治理品質的途徑。

(本文刊載於103年8月14日工商時報)

付，不僅對企業的獲利能力有重大衝擊，還可能對企業聲譽、

競爭優勢、法規遵循與社會責任的風險造成顯著負面影響。

這些外部環境成本來自於企業使用自然資源造成的環境衝擊、

排碳造成的氣候變遷、以及不當汙染與廢棄物產生的健康風險

與生態系統退化等。管理外部環境成本所帶來的風險，雖然可

經由消極的風險控管作為因應，Wim Bartels特別強調，但從長

遠的企業價值成長觀點來看，如何將風險轉變為成長機會並再

闢商機，正是企業永續發展的課題。而企業永續發展的課題，

應結合經營策略，深化至日常營運流程，使組織成員理解並執

行，才能更進一步地為企業創造價值。Wim Bartels舉例說明，

曾有生產照明燈具的企業，將永續發展的概念結合至營運策略

中，從而研發出節能省電的環保燈泡，企業定位則從燈泡製造

商躍升為協助顧客過更好生活的推手，運用永續發展策略為企

業帶來新商機。

目前全球專業投資機構所管理的資金，其投資標的約有21.8%

與企業的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簡稱ESG)之績效有關，因此企

業除了原本財務資訊的揭露之外，非財務資訊的揭露亦是投資

人關注的重點。各國主管機關亦將非財務資訊揭露納入強制性

規範中。歐盟更於2014年4月正式表決通過，要求歐盟轄區內

員工人數超過500位以上的大型企業，尤其是金融業，須揭露

企業面臨重大環境及社會衝擊時，其所因應的管理方針、行動

方案與績效，揭露的重點包含公司治理架構、反貪腐政策，以

及勞工、人權與環境的管理作為。

上市櫃公司透過「社會責任報告書」(或稱為永續報告書)，向投

資人、主管機關傳達企業的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績效，已是

目前全球的時勢所趨，且經過外部專業機構的確信後，可以大

自金融海嘯五年後，全球市場景氣終於逐漸回溫，投資人日

漸熱絡為手中資金尋找良好的投資標的，而企業永續發

展的環境、社會及治理(ESG)績效，已成為企業具有長期投資價

值的依準，亦是企業公司治理品質的展現。有鑑於此，KPMG

台灣所於日前舉辦「台灣企業開創新藍海的永續策略」研討

會，邀請KPMG全球氣候變遷及企業永續發展部門確信服務總

監Wim Bartels分享企業永續發展的最新趨勢與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確信等關鍵議題。此外，台灣即將於明年啟動公司治理評

鑑，故特別邀請台灣證券交易所副總經理簡立忠、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副總經理林瑛珪、公司治理協會副理事長陳春山，及安

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暨內部稽核協會副理事長林寶

珠共同探討公司治理評鑑之意義與具體實踐。

KPMG台灣所主席于紀隆於開場致詞時表示，近年來，企業永

續的議題已受到投資人的重視，尤其從最近高雄氣爆事件可

見，企業的社會責任與日常營運緊密相關，因此如何落實企業

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是企業公司治理的關鍵課題，也是投

資人評價企業的依據。于紀隆強調，企業現在已無法僅獨善其

身，唯有從整體供應鏈角度出發，建構企業的永續發展藍圖，

透過非財務資訊的揭露，才是取得投資人的信賴與資金挹注的

途徑。

全球面臨快速發展所帶來的挑戰，人口成長與都市化造成資源

分配不均與缺乏、能源與生態系統的耗竭、極端氣候的發生

等，將使得企業面臨永續經營的挑戰。KPMG全球氣候變遷及

企業永續發展部門確信服務總監Wim Bartels於專題演講中提

及，根據KPMG所做全球11個主要產業的調查，目前企業每100

美元的稅前盈餘中，就有41美元是還沒有被要求要支付的外部

環境成本，而這些隱藏的外部環境成本一旦將來被要求必須支

主題報導

(左起) KPMG台灣所主席于紀隆、安侯永續發展顧問公司總經理黃正忠、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副總

經理林瑛珪、臺灣證券交易所副總經理簡立忠、KPMG全球氣候變遷及企業永續發展部門確信服

務總監Wim Bartels、公司治理協會副理事長陳春山、KPMG台灣所會計師林寶珠、KPMG台灣所

會計師陳富煒共同出席研討會。

幅提升投資人對報告書真實性與攸關性的信賴，同時也協助企

業檢視、調整其永續發展策略與目標，落實企業永續發展的理

念。台灣已逾有140家企業對外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然

而其外部確信的品質仍有許多改善空間，Wim Bartels指出，

KPMG投入社會責任報告書之確信與協助發展企業永續策略，

已有超過二十年的經驗，並且運用國際主流標準ISAE 3000作

為確信依據，值得台灣企業積極評估採用。

明年將首次揭露公司治理評鑑  企業可藉此檢視EGS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公司總經理黃正忠提醒企業，明年度即將採

行的公司治理評鑑，其中15%的評估指標與利害關係人的利益

維護、企業社會責任有關，因此台灣企業必須將社會責任與永

續發展的策略，內化至董事會層級的公司治理。為了求公司治

理的強度與效度，企業的環境、社會、公司治理之績效須與薪

酬連結，結合企業財務年報，整合財務資訊與非財務資訊，不

僅追求EPS的提升，亦要追求EGS(環境、公司治理、社會)的精

進，驅動企業真正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

研討會中除了分享企業永續發展與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趨勢

之外，更探討了如何藉由提升企業公司治理品質，達到企業永

續發展的長遠目標。臺灣證券交易所副總經理簡立忠提及，公

司治理評鑑希望可達成三個目標：一是塑造標竿，首年將公布

排名前20%之標竿企業；二是與國際接軌，公司治理評鑑採用

主題報導

永續策略為企業帶來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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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台灣所(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繼2014年第二季首次舉辦讀書會，獲得台

北、台中及高雄等近八百位企業高階主管、財會專業人士及安建之友的熱烈迴響與支

持，本季(第三季)讀書會將接力探討企業併購法律實務、借殼上市相關法令及實例解析、

海外所得課徵實務與應注意事項、兩岸移轉訂價查核及發展趨勢等年度重要議題，特別邀

請安侯法律事務所紀天昌所長、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專業II組曾國禓主持會計

師、稅務投資部吳能吉協理、林嘉彥協理，以深入淺出搭配個案說明的方式，協助企業先

進快速掌握最新法令，及早規劃因應對策。本季讀書會全程免費，將分別於台中(9/11)、台

南(9/25)及台北(9/26)舉辦，歡迎安建之友及客戶踴躍報名參加。

議程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13:30-13:35 致歡迎詞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代表

13:35-14:35 企業併購法律實務運作 安侯法律事務所紀天昌所長

14:35-15:05 借殼上市相關法令及實例解析(I)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專業II

組曾國禓主持會計師

15:05-15:25 茶敘時間 

15:25-15:55 借殼上市相關法令及實例解析(II)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專業II 

組曾國禓主持會計師

15:55-17:00 
‧海外所得課徵實務與應注意事項 

‧兩岸移轉訂價查核及發展趨勢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投資部 

‧吳能吉協理 

‧林嘉彥協理

主辦單位：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邀請對象：歡迎安建之友*及KPMG客戶**踴躍報名參加

*安建之友：係指曾任職於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侯企業管理(股)公司、安侯國際

財務顧問(股)公司之員工，並於離職時申請加入安建之友聯誼會者。

**KPMG客戶：係指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侯企業管理(股)公司、安侯國際財務

顧問(股)公司之客戶，惟不適用於關係企業或轉投資企業。

注意事項：

1.本活動全程免費，每家公司僅限2位，額滿為止(謝絕同業)。

2.本研討會邀約對象為安建之友及客戶，若非上述邀約對象，將暫列候補名單，並於活動

前三天通知是否正取。

3.主辦單位將保留本活動之調整與更改或取消之權利。 

日期/地點

【台中場】

‧日期：9月11日(四)  

‧地點：台灣人壽台中會議中心(台中

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218號B1號)

台中場線上報名連結

   

【台南場】

‧日期：9月25日(四)  

‧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

廳第二演講室(台南市東區大學路一

號)

台南場線上報名連結

   

【台北場】 

‧日期：9月26日(五) 

‧地點：福華文教會館卓越堂(台北市

新生南路三段30號2樓) 

台北場線上報名連結 

  

(報到時間13:00-13:30)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連結  

聯絡資訊

‧台中場 (04) 2415-9168 ext.02269

陳小姐或31112何小姐

‧台南場 (06) 211-9988   ext.02040

戴小姐

‧台北場 (02) 8101-6666 ext.14706吳

小姐、31478江小姐或14543呂小

姐

線上報名

 2014 第三季
【KPMG台灣所讀書會－
 最新法令解析】

http://www.tax.com.tw/html/special%20course/index2.aspx?num=380
http://www.tax.com.tw/html/special%20course/index2.aspx?num=381
http://www.tax.com.tw/html/special%20course/index2.aspx?num=382
https://www.kpmg.com/TW/zh/Documents/for%20evite/%E5%80%8B%E8%B3%87%E8%92%90%E9%9B%86%E3%80%81%E8%99%95%E7%90%86%E3%80%81%E5%88%A9%E7%94%A8%E5%91%8A%E7%9F%A5%E4%BA%8B%E9%A0%85_%E5%AE%89%E5%BB%BACPA_MB_CPA-01%E7%89%88_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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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修正之目標是要鼓勵採用IFRS，故理事會決定不在本項修

正中對權益法本身提供進一步的指引。取代的是，對意見徵詢

時所收到權益法潛在應用問題的相關意見，預期將被納入IASB

對權益法會計的有用性及困難所持續進行的研究專案中一併處

理。但如同其他研究專案一樣，此專案可能需要更長的期間才

會發展完成。

生效日

於2016年1月1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追溯適用本項修正，並得

提前適用。惟金管會尚未認可本項修正。

對台灣企業的影響

金管會於導入IFRS時，為配合國內實務，仍規定採用IFRS的公

開發行公司應編製年度個體財務報告，且個體財務報告對投資

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須採權益法處理，此項法令規定即與

IFRS單獨財務報表之規定存在準則差異。今IASB對IAS27作了

本文所介紹的修正，預期可使公開發行公司依法編製之個體財

務報告與IFRS單獨財務報表之規定趨於一致，對台灣企業接軌

IFRS將是正面影響。

在部分國家，當地主管機關要求企業編製單獨財務報表時應

採權益法處理投資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惟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IFRS)現行規定並不允許前述處理。在大部分情況

下，依IFRS編製之單獨財務報表與依當地法令所編製者間僅存

在一項準則差異，即採權益法處理該等投資。

對部分國家的會計提供一個解套選項

因此成員們要求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引進於單獨財務報

表採權益法報導這些投資之選項。為回應這些要求，同時促使

IFRS趨同於這些國家依當地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編製之單獨財

務報表，理事會於2014年8月12日發布「於單獨財務報表採用

權益法 (IAS27之修正)」，允許在單獨財務報表中對關聯企業、

合資及子公司採權益法。

實務作法將更加分歧 

本項修正可能使更多公司採用IFRS編製單獨財務報表。惟在現

行成本及公允價值的選擇外再引進權益法會計此第三種選項，

同時也很可能增加了實務上報導的分歧。

何謂權益法？

IASB跟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委員會之前均討論過採用權益法之各

種問題，包括其性質及目的等疑義，即此是否為單線合併，或

僅為金融工具評價會計的一種類型。本項修正允許在單獨財務

報表中對關聯企業、合資及子公司採用權益法，使解決前述問

題之需求提高。

專題報導

▓ 會審專欄

IAS27修正 - 允許單獨財報採權益法

文 /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日本業務組           
李宗霖 主持會計師

johnnylee@kpmg.com.tw

專題報導

▓ 企業籌資

創櫃板 
創新創意產業新紀元

文 /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新創企業服務團隊           
陳蓓琪 主持會計師

peggychen@kpmg.com.tw

生一個自然循環的交流生態系統，給中小企業成長力量。

登錄創櫃板公司在登板前必需先進入櫃買中心提供的免費＂公

設聯合輔導機制＂，結合周邊單位之資源，提供微型新創企業

在會計、內部控制等輔導，協助企業建置管理制度；同時進一

步提供＂股權籌資＂且不具交易功能之平台，以逐步漸近的方

式，協助微型新創事業能順利成長，未來可持續朝上市上櫃進

入資本市場。

KPMG台灣所 積極協助推動創櫃板

KPMG台灣所(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2013年第四季首

波響應並協同櫃買中心舉辦『創櫃板宣導研討會』並協助櫃買

中心擔任『內部控制暨管理辦法公版』之制定，協助政策之推

動。此外，KPMG亦組成『創櫃板輔導專家團隊』，協同櫃買

中心的聯合輔導機制，對申請登錄創櫃板的團隊進行會計及內

部控制輔導。

創櫃板聚焦在扶植創新創意企業，好的政策推動必需靠大家一

起來享應，也期許對創櫃板有興趣的團隊加入申請行列，竭誠

歡迎新創團隊的加入!

創櫃板自今年(2014年)1月份順利開板後，成功的讓微型產

業、具創新創意的企業能夠透過此創櫃板平台順利募資。

開創台灣資本市場培育微型產業、具創新創意產業的新紀元，

意義非凡。

創櫃板推動成效

今年(2014年)1月3日首波十九家企業成功進入創櫃板前籌資階

段，1月10日起開放投資人認購，總計籌資金額近新台幣2億

元。截至目前(7/28)日止，累計已有75家公司向櫃買中心申請

登錄創櫃板，有28家(詳下表,資訊來源：櫃買中心網站)公司已

正式登錄，另外還有23家正接受輔導中，產業別包含：電子、

文創產業、生技醫療、電子商務等行業。

登錄創櫃板募集營運資金

微型新創企業通常規模小且穩定獲利模式尚未齊備，但其具有

創新創意，急待發啟，但常因資金及資源不足，無法開花結

果。登錄創櫃板公司透過創櫃板成功募得其所需營運資金，募

資用途包含：拓展市場、通路佈局、機器設備採購、延攬人才

及充實營運資金等。使微型新創企業同時可取得資金，同時可

透過此創櫃板平台連結企業人脈達到業界資源分享等綜效，產

NO 股票代號 公司名稱 籌資資金用途 每股發行價格（元） 於創櫃板籌資金額（元） 產業類別 籌資辦理進度己完成變更登記

1. 7401 聚陽光 擴建生產設備充實營運資金 20.00 1,619,160 電子科技 已完成變更登記

2. 7402 邑錡 增聘專業人才推廣市場行銷 10.00 2,890,000 電子科技 已完成變更登記

3. 7403 方進化 充實營運資金 30.00 2,578,020 文化創意 已完成變更登記

4. 7404 勝義 人才延攬及國際專利申請 25.00 1,100,000 電子科技 已完成變更登記

5. 7405 精呈 營運週轉金 30.00 6,000,000 其他 已完成變更登記

6. 7406 宇萌 技術研發與市場推廣 35.00 3,500,000 文化創意 已完成變更登記

7. 7407 京冠 充實營運資金及償還債務 16.80 1,478,400 生技醫療 已完成變更登記

8. 7408 旗津窯 擴建或新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70.00 9,100,000 文化創意
已完成變更登記

第二次認購完成

9. 7409 微新 採購設備 12.00 5,100,000 農林漁牧 已完成變更登記

10. 7410 正能 充實營運資金 52.00 10,027,576 電子科技 已完成變更登記

11. 7411 麥伯 充實營運資金及償還借款 42.00 1,260,000 電子科技 已完成變更登記

12. 7412 生態綠 充實營運資金 20.00 2,000,000 農林漁牧 已完成變更登記

13. 7413 多扶 充實營運資金 25.00 7,900,000 社會企業 已完成變更登記

14. 7415 全球 充實營運資金 10.00 1,200,000 電子科技 已完成變更登記

15. 7416 錫安 充實營運資金 25.00 2,234,350 生技醫療 已完成變更登記

16. 7419 達勝 廠房規劃及購置機器設備 18.00 18,050,292 電子科技 已完成變更登記

17. 7420 源星醫 充實營運資金 40.00 400,000 生技醫療 已完成變更登記

18. 7421 易宏
主要為牛樟樹造林計畫、建廠計畫、充

實營運資金等
25.00 16,195,650 生技醫療 已完成變更登記

19. 7422 台隆 開拓國際市場延攬人才及充實營運資金 21.00 1,031,562 電子科技 已完成變更登記

20. 7423 奇多比 市場拓展及增聘人才 10.00 300,000 電子商務 已完成變更登記

21. 7425 膳安 充實營運資金 15.00 150,000 其他 已完成變更登記

22. 7426 亞基科 充實營運資金 12.00 28,524,000 生技醫療 已完成變更登記

23. 7427 華上醫 藥物試驗開發及取得藥品查驗登記 25.00 14,875,000 生技醫療 已完成變更登記

24. 7428 戴維 增加營運資金、增加設備投資 12.00 5,196,000 電子科技 已完成變更登記

25. 7429 德瑪凱 南科分公司建置、產品研發及量產 10.00 2,000,000 生技醫療 已完成變更登記

26. 7430 纖米 購置機器設備及充實營運資金 25.00 1,000,000 農林漁牧 已完成變更登記

27. 7431 健康 建置IT團隊、新增手機版網頁與功能 20.00 200,000 文化創意 已完成變更登記

28. 7433 昱程 購置機器設備。 12.5 950,000 生技醫療 已完成變更登記

(資訊來源：櫃買中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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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財政部 103 年7 月11 日新頒之解釋函令（台財關字第

1031015294 號令），關稅法第48 條第5 項所稱限制出國

之公司負責人變更時，若於公司解散進入清算程序後始限制出

國者，應以變更後之清算人為限制出國對象。但清算人係由公

司股東選任之律師或會計師擔任者，或係由法院依公司法第81 

條及第322條第2 項規定，因利害關係人聲請而選派，且非公司

清算前實質負責業務之人者，不予限制出國。

相較於舊有並依上開函令廢止之原解釋函令（101 年2 月17 日

台財關字第10105502290 號令）僅列示「清算人如為法院選派

或由公司股東選任之律師或會計師擔任者，不予限制出國」，

財政部於新頒解釋函令中進一步說明法院選派之清算人係依公

司法第81 條及第322 條第2 項之規定，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

聲請，選派清算人。由於此類清算人係因利害關係人聲請而由

專題報導

▓ 稅務專欄

關稅法第48條限制出國之公司負責人解析

文 /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投資部          
葉維惇  執業會計師

wyeh@kpmg.com.tw
康毓文經理

yvonnekang@kpmg.com.tw

法院選派，並非公司清算前實質負責業務之人，故非關稅法第

48 條第5 項所指限制出國之對象。

此外，若有已依照舊有解釋函令限制法院選派之公司清算人出

國者，不論該限制出國處分是否經行政救濟確定，應立即依照

新頒解釋函令之相關規定辦理。

董事會與私募基金團隊已在辦公室開了一整個下午的會議，

從公司的財務、法律及商業營運等構面做逐步且深入的瞭

解，為的是可以讓公司以適當評價的價值出脫部分股權，並從

經營管理的位置上退下，以大股東的方式繼續支持公司經營。

後繼無人的窘境

藍海高科技公司為市場上具頂尖被動元件製作技術的企業，由

創辦人創辦後一直帶領公司經營到現在，憑藉著持續在被動元

件上的創新產品，在被動元件的市場上有一定的品牌地位。如

今董事長已年過半百，開始在思考公司未來的傳承計畫。董事

長認為自己的兒女有各自的人生規劃，如今也都在海外求學，

未來在海外，相信他們也都可以在各自熱愛的領域闖出一片

天。而在創業初期就一起打拼的合夥人，同樣跟自己一樣在規

劃退休後的生活，計畫著要怎麼環遊世界，或是含飴弄孫享受

退休的生活。在這樣的情況下，董事長諮詢了專業顧問的意

見，在公司各方營運都非常建全，且市場前景仍然大好的情況

下，或許引進私募基金的資本，同時借助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的

專業團隊，可以將公司的規模帶到下一個階段，並同時增進公

司的治理制度，導入專業經理人制度，這樣自己就可以推居幕

後享受退休的生活了。

不透明的營運及財務資訊

在專業顧問的建議下，藍海高科技公司媒合了幾家有興趣的私

募基金，而私募基金也著手進行必要之盡職調查，針對公司的

財務、法律及商業營運及未來市場等進行深入的瞭解與調查。

▓ 家族企業專欄

當家族企業遇到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的代表提到：「公司的財務資訊揭露相當的不明確，

而且許多會計準則的遵循原則與現行國際會計準則皆不一致，

須先進行財務及會計重整後，才能進一步進行公司價值的評

價。」

對於藍海高科技公司來說，雖然在被動領組件市場上有一席之

地，並且營業利益逐年創下新高，但因其並非上市或上櫃公

司，並不需遵循主管機關的規範，對其財務、會計及公司治理

作必要之揭露，以至於公司的財務、會計及公司治理制度也並

未有符合國際準則的做法，而這將為私募基金要對公司進行盡

職調查增添了難度。

與私募基金創造雙贏

在聽取私募基金的看法後，為使得公司可以獲得最適當的企業

價值評價，董事長便尋求專業顧問協助整理公司之財務、會計

及公司治理制度，最終，董事長獲得滿意的價格，將經營權及

部份股權出脫與私募基金，開始享受其退休後的生活。而私募

基金也與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合作，引進專業經營團隊，公司的

規模持續壯大，以尋求退場時能有投資回報的極大化。

專題報導

   文 /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家族企業服務團隊

           陳振乾  主持會計師

           pedersonchen@kp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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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提出以上觀點是為了提供您更全面的思考個案中所面對的問題，身為全球家族企業

專業顧問的領導者，我們理解到每個家族都是獨特的，沒有標準答案。以至於我們須逐一

瞭解每個家族的獨特之處，進行統整，以提供家族企業主更多元面向的思考，協助企業主

做出最適合其家族企業的決策，以保長青。

若您對個案所提及的議題，或任何其他問題想要有更進一步的瞭解，歡迎隨時與我們聯

繫，我們將會協助您，與您一起共同面對，協助您的企業成長。

更多資訊請造訪以下網站：KPMG台灣所家族企業

引進私募基金對於台灣的家族企業來說仍是較前衛的做

法，私募基金在全球的運作雖已行之有年，但在台灣企

業相對歐美較保守，不易接受外來資金的注入，對於私募基

金的印象也因國內一些上市櫃公司引進私募基金，私有化的

過程中有所爭，帶來負面印象影響，台灣在與私募基金相關

之法規仍不夠完備的情況下，引進私募基金的做法仍鮮少為

台灣家族企業所用。接下來我們將針對台灣家族企業與私募

基金的互動做更進一步的說明。

無法割捨的經營權

台灣家族企業主面對自己一手創立的企業，其掌控的欲望仍

非常強烈，且非常想要將這份家族事業傳承給自己的兒女或

家族。但觀看台灣目前現況，在少子化的趨勢下，通常僅有

一到兩位的兒女，而兒女是否有接班的意願也須要放進考

量，這時企業主則可能需將放手經營權的選項列入考慮，而

專業經理人或是私募基金等方法，皆是可以協助企業繼續經

營的解決方案之一。對於家族企業主來說，在仍然健康的情

況下，真正放手經營權使企業得到真正傳承，個人才能完全

享受退休的生活。

透明的企業財務、會計及治理資訊

如個案中所提到，藍海高科技公司在私募基金公司進行盡

職調查時，因為公司之財務、會計及治理制度不建全，無

法提供符合國際準則且透明的資訊，以至於無法進行企業

價值的評價。以私募基金的角度來看，為能確切的計算預

期的投資回報，通常需要深入瞭解公司營運的各個面向，

掌握其財務狀況，並同時評估公司所屬產業的未來性等，

在綜合瞭解上述情形後，才能有效的評估此筆投資是否能

為其帶來可觀的利潤。

私募基金在台灣的挑戰與機會

台灣的私募基金發展相對歐美來說較不蓬勃，主要起因於台

灣企業主對於私募基金的瞭解不夠完全，對於外部資金的注

入並參與經營管理的做法仍不能完全接受，過往的負面案例

也台灣企業主中留下一定的疑慮。

另一方面，台灣對於私募基金的法規仍在發展的階段，近期

進行修訂的併購法以及有限責任合夥(LLP)等相關法規，為的

都是能夠使台灣的投資環境更佳的友善且透明，以此才能吸

引更多的外資及私募基金前來投資，活化台灣的市場。

而考量私募基金對於台灣產業所可以帶來的優勢，除了協助

家族企業募資外，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又能提供具產業經驗的

專業管理團隊，協助企業能進一步成長，而私募基金背後之

深厚的人脈及國際觀也同時協助企業帶來龐大的附加價值。

更進一步，台灣許多家族企業通常是小而美，專精特定技

術，業務重疊性不高，但若要與全球市場作競爭，通常缺乏

產業整合的效益及充沛的資金來源，此時私募基金作為公正

的第三方，若能幫助進行產業的垂直與水平整合、投入資金

以及專業管理平台，將可以協助台灣的家族企業水平提升到

與全球市場競爭的地位。

私募基金應是協助台灣家族企業成長的解決方案之一，而這

樣解決方案在全球早已屢見不鮮，家族企業主應思考如何運

用多元的管道及資金，才是能使家族企業永續經營之道。

KPMG觀點

勞動達人開講第五期

勞工退休金制度說明

勞工退休金係提供勞工老年退休生活之保障，勞動基

準法對退休規定可給予勞工若干程度保障，惟我國

中小企業較多，勞工流動率高，以致勞工能符合退休條件

者不多，且雇主給付退休金之成本亦較難預先估算。

94年7月1日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之後，規範我國勞工退

休金制度之法令分別為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一

般將勞動基準法訂定之退休金制度簡稱舊制，勞工退休金

條例部分則簡稱新制，其中舊制退休金制度屬「確定給付

制」，新制則為「確定提撥制」，而新制退休金制度中

「年資可攜式」特色，主要目的即係解決以往勞工難以成

就退休要件，無法獲得退休金保障之缺點。

新制退休金制度施行迄今已將近10年，加上新制退休金提

繳係由勞工保險局主動寄發繳費通知，與舊制退休金提撥

由雇主自行計算及填寫繳費單據之差異，造成目前多數事

業單位僅熟悉新制之提繳程序及規定，反而忽略舊制退休

金之提繳規範，以下將進一步說明勞動基準法規定之舊制

退休金提撥制度重點。

一、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對象

依據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1項規定，雇主須按月提撥勞工

退休準備金，並專戶存儲，該專戶目前係指定提存於臺灣

銀行信託部。而勞退新制施行後，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3條第1項規定，雇主仍須為「適用舊制」及「選擇新制

保留舊制年資」之勞工，繼續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表示舊制及新制退休金制度為同時併行，並非擇一提撥。

至於「適用舊制及選擇新制保留舊制年資」究竟包含哪些

人員？依據勞動部95年12月15日勞動4字第0950109148

號令規定，採負面表列方式，明訂除「已依法結清勞動基

準法保留年資之勞工、委任經理人、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

後新進之勞工，及依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8款至第

10款規定受僱工作之外國人」對象以外，其餘均須依法辦

理提撥。換言之，凡是事業單位目前尚有僱用「94年7月

1日前到職之本國籍勞工」及「白領外籍員工」，均屬必

須依法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之對象。

二、勞工退休準備金請領範圍

雇主依法提存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其所有權人雖為雇主，

惟支出範圍僅限於「退休金」、「結清年資費用」、「歇

業資遣費」及「超額提撥資遣費」等4種用途，雇主不得

挪作他用，此外非屬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受僱勞工，例如：

董事、監察人、委任經理人等，其退休金亦不得由勞工退

休準備金專戶支付，避免一般勞工之退休金權益遭到排

擠。

三、勞工退休準備金是否足額提撥

勞工退休準備金係屬責任準備制，雇主須依照勞工人數、

年資、工資及流動率等因素計算所需之提撥率(法令規範

2-15%)，以作為未來可能支付勞工退休金之用，而非完

全提存之設計，惟若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不足支付勞工退

休金時，應由雇主另行補足。至於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累

計提存金額，如已達全體具舊制年資勞工日後符合退休要

件請領退休金之總額現值時，得檢具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18號及第19號精算報告向主管機關申請暫停提撥。

四、結清勞工舊制年資後得免除提撥責任

按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勞雇雙方得協議結

清勞工之保留年資，惟給付標準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第55

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給付標準，因該筆結清年資

費用屬退休金性質，亦得自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支應。當

雇主已與全體具有舊制年資之勞工依法結清年資完畢，且

已無具有舊制年資之勞工時，其勞工退休準備金即無給付

勞工舊制年資之需要，即可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領回專戶

存款。

http://www.kpmg.com/TW/zh/topics/familybusiness/Pages/default.aspx
http://www.kpmg.com/TW/zh/topics/familybusiness/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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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台灣所動態
18    KPMG與台北101二度攜手打造「愛‧市集」

        為13家社福機構募集百萬公益所得

20    KPMG志工隊-用愛，創造幸福的一天

KPMG台灣所今(22)日二度與台北101攜手合作，於台北101

大樓1樓信義大廳舉辦【愛‧市集】公益活動，除了邀請

13家社福機構前來販賣公益商品，整棟101大樓的企業租戶也一

同共襄盛舉。包括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局長陳業鑫，主辦單位台

北101董事長宋文琪及KPMG台灣所執行長于紀隆及社福團體代

表育成基金會潘同銓董事四人共同敲下愛心鑼，為這場【愛‧

市集】公益活動揭開序幕。

而當天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副總經理林瑛珪也特別出席擔任見證

貴賓外，21日才被于紀隆點名進行冰桶傳愛的會計師工會全

國聯合會理事長羅淑蕾、宏致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袁万丁

與陳業鑫局長，三人除了齊聚一堂參與【愛‧市集】公益活動

外，也在此公益活動中一同接受這項冰桶傳愛挑戰，展現力挺

公益的誠意。而羅淑蕾更是捐出一萬美金給漸凍人協會外，也

當場頒予13家社福團體各五千元的紅包，為他們加油打氣。而

為了吸引買氣，13家社福團體的學員也擔任Model走秀，賣力

展示他們親手做的商品，即便步伐不比專業Model，但仍贏得

台下觀眾許多掌聲。當天現場吸引近千人參與，為社福團體募

得百萬的公益所得。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局長陳業鑫表示，台北市政府勞動局非常感

謝KPMG台灣所長期以來對庇護工場的協助；他們不單單只是

紙上談兵，更落實承擔社會責任價值，不遺餘力的在照顧、關

懷弱勢族群，且用實際行動來支持庇護工場。

台北101董事長宋文琪對於能夠再次和KPMG攜手合作，利用台

KPMG與台北101二度攜手打造「愛‧市集」
為13家社福機構募集百萬公益所得

K P M G 台灣所動態

開賣儀式由KPMG台灣所于紀隆主席(左起)、台北101 宋文琪董事長、

台北市勞動局陳業鑫局長及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潘同銓董事共同敲

鑼，正式展開市集活動

台北101魏應交執行長特地前來支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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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101地標建築本身的集客力和能見度，讓【愛‧市集】活動的

成果發揮到最大成效感到相當欣慰，她強調，台北101雖然已經

邁入十年，營運上看見不錯成果，但很快的，在即將邁向下個

十年的此刻，台北101更應該思考該如何為臺灣這塊土地做得更

多。讓台北101成為台灣最高的公益平台正是其中一個目標，真

正發揮地標建築的優勢造福這塊土地、同時幫助更多人。

KPMG台灣所主席于紀隆表示，很高興能夠今年能再次與台北

101合作，透過101的大力支持及幫忙，才能讓這個有意義的

活動能夠再一次的延續，並且讓13家社福團體有販賣商品的平

台，提高他們的曝光度。于紀隆也表示，今年KPMG台灣所協

助勞動局進行42家庇護工場及社會企業的財務輔導，在輔導

的過程當中，除了協助受輔導單位建立良好的財務制度外，也

發現這些庇護工場或社會企業，在營運及銷售上的不容易。因

此，也期待能額外的為這些機構多盡一份心力。透過【愛‧市

集】活動，除了協助他們增加實際收入，也希望有更多企業，

一同做公益。他說：「一個人的能力有限，但若能夠結合眾人

的力量，那麼大家的愛心將會有更好的發揮，為這個社會帶來

正面的影響力。」

育成基金會潘同銓董事表示，育成基金會一直以來為了提供身

心障礙者更多就業機會，已陸續成立了六間庇護工場，共有近

200位身障天使在工場內努力工作，而今年是育成基金會20歲

周年的日子，他們除了努力創造就業的環境，更期待邀請社會

大眾踴躍認購庇護工場商品，將愛心化為行動，支持身心障礙

朋友自力更生。

本次參與【愛‧市集】公益活動的社福機構包括光仁社福基金

會二手商店館與育仁啟能中心、唐氏症基金會捷運南港展覽館

庇護工場、自閉兒社福基金會附設愛肯樂活工場、康復之友協

會捷運善導寺庇護工場、育成基金會-集賢庇護工場、花蓮縣

卓溪鄉太平社區發展協會、苗栗幼安教養院、真善美啟能發展

中心、勝利身心障礙潛能發展中心附設北歐先生手工甜點專賣

店、喜樂蛋捲、樂山教養院及綠天使社會企業-二手衣著專賣店

等13家社福機構前來擺攤。

邀請您一同加入KPMG志工隊，身體力行，為社會善盡一己之力。欲加入KPMG志工隊請聯絡企業形象及策略行銷部

• 林小姐 電話：(02)8101 6666 分機 08815  Email：sidneylin@kpmg.com.tw
• 杜小姐 電話：(02)8101 6666 分機 10863  Email：meitu@kpmg.com.tw

由真善美基金會美少女啦啦隊帶來開場表演

致詞貴賓與13家社福團體走秀代表合影

【愛‧市集】熱鬧開賣，吸引近千人潮

位於宜蘭的幸夫愛兒園，為一些無依孤苦、受虐、遭遺棄或疏

忽照顧之孩童的家園。每逢暑假就是KPMG志工隊與宜蘭愛兒

園相約的日子。今年，邁入第八年，KPMG志工隊再次傳遞關

懷之情，於8/9(六)陪伴孩童前往擁有豐富溼地生態的雙連埤遊

玩，希望藉由戶外探索，灌輸生態保育的重要性及發現大自然

的奧妙，讓他們不只有個開心的回憶，也能帶著知識回家。

機構老師表示，雖然幸夫和雙連埤都位於宜蘭縣，但礙於資源

及經費的不足，有九成的孩子都未曾去過，當這群孩子知道要

去雙連埤遊玩，又是KPMG志工隊的大哥哥、大姐姐要帶他們

前往時，都不停地歡呼、興奮地睡不著覺。

活動當天，當大家一見面，就有孩童不停的尋找自己所認識的

志工，臉上期待的表情溢於言表，兩個就像是許久不見的老朋

友或家人般互相慰問近況，讓志工體會到，只要真心的付出，

時間和距離不會影響彼此的感情，愛會一直延續在彼此心中。

而為了讓大小孩童都能快樂的遊玩，志工隊與荒野協會特別規

劃分齡活動，讓他們都能從各自的體驗中學習。青少年及幼童

就分別從野外求生、溪流探索、藏寶地圖等多項活動裡，學習

到野外的生活技能，及培養守護土地和愛惜生物的正確觀念。

回程的路上，第一次與幸夫孩童見面的安建之友Amy表示，透

過與孩童的接觸，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鑽木取火〞這項任務，

看似簡單的一個動作卻是需要很多耐心及團結合作才能完成，

常常因為一個動作或是速度不對就會前功盡棄，但孩童總是持

著〝不可以放棄〞的心情面對，過程中也從不氣餒或是抱怨，

互相打氣加油，讓她非常感動，這個正面的精神，促使她在面

對工作的困難時，有了不一樣的想法。同樣是第一次跟幸夫接

觸的台大同學承宏也表示，雖然一開始孩子總是自己聚在一起

活動，但當他主動坐在他們身邊一起吃飯聊天時，也慢慢地建

立起友情的橋樑，所以在溪邊探索時，孩童不但會一同在旁協

助，還會分享自己所找到的生物，讓他覺得彼此像朋友般互相

學習，小朋友的樂觀，也使他懂得以後不要再因為一些小事，

而消極失去振作的勇氣。

有志工的協助，對幼童來說，捏陶土變得不再困難

大家一同團結合作將火升起來，學習野外求生的技能

溪流的探索，不只讓孩童學習到許多知識，志工也收穫滿滿

K P M G 台灣所動態K P M G 台灣所動態

▓ KPMG志工隊

KPMG志工隊-用愛，創造幸福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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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Publication

FS

2014 Banking Industry Outlook 
Survey – Banking on the 
Customer

此份特刊針對100位美國銀行業專

業經理人進行訪談，說明了目前美

國銀行業所面對的挑戰及機會。

KPMG Publications

‧如對以上所介紹之KPMG Publications內容

    有興趣者，請與Markets & Brand - 郭先生

     Tel: (02) 8101-6666 ext.14128 聯絡。

KPMG針對全球會員國發行之

KPMG Thought Leadership設
計了一款 app應用程式，供瀏

覽者即時掌握來自KPMG全球

各會員國之產業觀點。 KPMG 
Thought Leadership app現可

由ipad免費下載，並支援包含

中文等多國語言介面，歡迎您

踴躍利用下載。

KPMG Thought Leadership app 

AS

Cybercrime Survey Report 
2014

2014全球消費產業高階主管調查，

調查了全球450位消費產業高階主

管，說明該產業目前的機會與挑

戰。

Others

中國新能源企業的全球機會

“走出去＂是中國新能源企業轉

變經營模式，提升發展水準的重

要手段之一。通過投資海外專

案，可以開發新市場，規避貿易

壁壘，消化過剩產能；同時，收

購海外先進企業，獲取其專有技

術和研發能力，也是國內企業實

現轉型和升級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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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法規釋令輯要

35    法規修正一覽表

法規釋令輯要

稅務 核釋「所得稅法」第66條之4有關營利事業因註銷庫藏股票所產生之損失等財務會計處理

沖抵保留盈餘所含之可扣抵稅額無須自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中減除之相關規定 

財政部103年8月22日台財稅字第10300053470號令

一、上市、上櫃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28條之2規定購買庫藏股票，嗣因註銷庫藏股票所產

生之損失，及投資公司未按持股比例認購被投資公司增資發行新股，致所投資股權淨

值減少，其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規定沖抵資本公積，不足數再沖抵87年度或以後年度

之累積未分配盈餘者，該沖抵之未分配盈餘所含之可扣抵稅額，無須自當年度股東可

扣抵稅額帳戶餘額中減除。 

二、本部92年12月4日台財稅字第0920456602號令說明三及說明四、99年2月8日台財稅

字第09800483410號令說明二及97年11月28日台財稅字第09704081950號函說明三

之規定，自本令發布日起刪除。 

核釋「印花稅法」第6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16條規定有關高爾夫球場

（俱樂部）代收球童費（桿弟費）、保險費及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活動基金贊助費所出具

憑證之營業稅及印花稅核課原則 

財政部103年8月1日台財稅字第10304589410號令

核釋高爾夫球場（俱樂部）代收球童費（桿弟費）、保險費及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活動基

金贊助費所出具憑證之營業稅及印花稅核課原則如下：

一、高爾夫球場於統一發票備註欄載明代收球童費，該代收款屬球童提供勞務之報酬，

為薪給、工資性質，依本部78年2月22日台財稅第781139661號函訂定「高爾夫球場

（俱樂部）各項收入之徵免娛樂稅及營業稅認定標準」免徵營業稅，並得依印花稅法

第6條第8款規定免納印花稅。

二、高爾夫球場向擊球者收取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費，屬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

下簡稱營業稅法）第16條規定銷售勞務收取之代價，應依法申報銷售額及繳納營業

稅，不得於統一發票備註欄載明為代收代付款，非屬印花稅課稅範圍。

三、高爾夫球場向擊球者收取轉付保險公司之高爾夫球員綜合責任保險費：

(一) 如球場已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8條第3項規定，將保險公司個別開立之保險費收

據交付擊球者，則該轉付款項非屬球場銷售勞務取得之代價，免繳納營業稅。因

保險公司已就收取該等保險費所開立之收據繳納印花稅，球場於統一發票備註欄

載明代收保險費，為核對數目所用之帳單，依印花稅法第6條第4款規定免納印花

稅。

(二) 未符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8條第3項規定者，該保險費係球場營運成本之一部分，

核屬營業稅法第16條規定銷售勞務收取之代價，應依法申報銷售額及繳納營業

稅，不得於統一發票備註欄載明為代收轉付款，無印花稅課稅問題。

四、高爾夫球場向擊球者收取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基金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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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

(一) 該款項性質係屬擊球者捐贈予協會，球場僅係代收轉付該款項，免列入球場之銷

售額，不發生課徵營業稅問題。

(二) 如該協會開立收據交付擊球者，該等收據依印花稅法第6條第14款規定，免納印花

稅；高爾夫球場於統一發票備註欄載明代收高爾夫協會基金款項，為核對數目所

用之帳單，得依印花稅法第6條第4款規定免納印花稅。

(三) 如該協會未開立收據交付擊球者，高爾夫球場於統一發票備註欄載明代收高爾夫

協會基金款項，為其代高爾夫協會開立領受捐贈之收據，得依印花稅法第6條第14

款規定免納印花稅。 

訂定有關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對境外客戶辦理業務相關規定，自即日生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3年8月25日金管證券字第1030028654號令

一、證券商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依國際金融業務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對中華民國境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辦理行紀業

務者，除下列事項外，應依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一) 受託買賣外幣金融商品之種類及範圍。 

(二) 專業投資人應符合之資格條件。 

(三) 商品應經同業公會或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備查或申報生效之規定。 

(四) 從事推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之規定。 

(五) 辦理客戶委託帳戶保管業務之規定。 

(六) 因證券業務借貸款項之規定。 

二、證券商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經營代理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買受人應以境外專業機

構投資人為限，買賣標的以外國債券為限，並應依照證券經紀商經營代理買賣外國債

券相關規範辦理。 

三、證券商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得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條之四第一項第六款規定，辦理總公

司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以信託方式接受客戶委託執行資產配置業務，該客戶為中華民

國境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者，除下列事項外，應依證券商辦理財富

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限制風險揭露行銷訂約管理辦法、

信託資金集合管理運用管理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一) 管理、運用與處分信託資產之種類及範圍。 

(二) 專業投資人應符合之資格條件。 

(三) 商品應經同業公會或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備查或申報生效之規定。 

(四) 從事推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之規定。 

四、證券商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辦理前三點業務，應善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

務，除應充分說明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及充分揭露其風險外，並應就下列事

項訂定作業規範，總公司於報經董事會核准後施行： 

(一) 接受客戶之標準與瞭解客戶之審查作業程序。 

(二) 得提供客戶之商品種類及範圍。 

(三) 商品適合度規章。 

(四) 商品上架之審查機制。 

(五) 從事推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應遵循之事項。 

五、第三點業務應帳列證券商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並另以附註方式揭露於總公司（或外

國證券商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分支機構）所設信託業務專責部門之財務報表。 

六、本令所規範事項，應納入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落實執行。

 

七、本令自即日生效。 

訂定有關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對境內客戶辦理業務相關規定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3年8月25日金管證券字第10300286541號令

一、證券商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辦理國際金融業務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二條之

四第一項第二款之行紀業務，其交易對象為中華民國境內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

金融機構者，應依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但辦理與

上述業務有關之客戶委託帳戶保管業務，另依有關規定辦理。 

二、證券商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辦理本條例第二十二條之四第一項第三款之外幣有價證券

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外幣金融商品之買賣，應依證券商管理規則及相關規定辦

理。 

三、證券商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條之四第一項第六款規定，辦理總公司

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財富管理業務，其交易對象為中華民國境內之個人、法人、政

府機關或金融機構者，應依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辦理。

 

四、本令所規範事項，應納入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落實執行。

 

五、本令自即日生效。 

核准證券金融事業得於我國之外匯指定銀行開設外幣存款帳戶持有外幣，其持有外幣之總

額度以公司資本淨值之30％為限，並應注意不得有影響新臺幣匯率穩定之行為相關規定，

自即日生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3年8月22日金管證投字第1030032165號令

一、依證券金融事業管理規則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核准證券金融事業得於我國

之外匯指定銀行開設外幣存款帳戶持有外幣，其持有外幣之總額度以公司資本淨值之

百分之三十為限，並應注意不得有影響新臺幣匯率穩定之行為。 

二、前述淨值之計算應以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所載淨值為準；惟證券金融

事業如年度中有現金增資或發放現金股利時，應對淨值予以調整，調整之基準日分別

為變更登記核准日及股東會決議日。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九十九年八月十七日金管證投字第○九九○○四一七四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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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自即日廢止。 

依「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7條規定，訂定發行人或總代理人就其所發行或代理之

境外結構型商品，應依規定提存營業保證金，有關營業保證金之提存、領取及更換事宜其

程序相關規定，自即日生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3年8月15日金管證券字第1030028602號令

依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七條規定，發行人或總代理人就其所發行或代理之境外結構

型商品，應依規定提存營業保證金，有關營業保證金之提存、領取及更換事宜，其程序如

下： 

一、發行人或總代理人應依法令規定，向經本會核准經營保管業務，並符合下列條件之銀

行提存營業保證金： 

(一) 屬本國銀行（含外國銀行在中華民國境內依銀行法組織登記之子公司）者，其普

通股權益比率、第一類資本比率及資本適足率應符合下列條件： 

１、不得低於銀行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所定最低比率。 

２、前目所定之最低比率，經本會依據銀行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理辦法第五

條第二項規定提高者，不得低於提高後之比率。 

(二) 屬外國銀行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分公司者，其總公司之信用評等等級應達下列標準

之一： 

１、經Standard & Poor´s Rating Services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BBB-級以

上，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A-3級以上。 

２、經Moody´s Investor Services, Inc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Baa3級以上，

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P-3級以上。 

３、經Fitch Ratings Ltd.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BBB-級以上，短期債務信用

評等達F3級以上。 

４、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twBBB-級以上，短

期債務信用評等達twA-3級以上。 

５、經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

等達BBB-（twn）級以上，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F3（twn）級以上。 

二、發行人或總代理人就營業保證金之提存，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應提存之金額： 

１、擔任一家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之發行人或總代理人時，應提存新臺幣

五千萬元。 

２、擔任二家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之發行人或總代理人時，應提存新臺幣

八千萬元。 

３、擔任三家以上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之發行人或總代理人時，應提存新臺

幣一億元。 

(二) 營業保證金應以現金、銀行存款、政府債券或金融債券提存。所稱金融債券，不

包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且其應符合下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１、經A.M. Best Company, Inc.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a級以上。 

２、經DBRS Ltd.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A級以上。 

３、經Fitch Ratings Ltd.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A級以上。 

４、經Japan Credit Rating Agency, Ltd.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A級以上。 

５、經Moody´s Investor Services, Inc.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A2級以上。 

６、經Rating and Investment Information, Inc.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A級以

上。 

７、經Standard & Poor´s Rating Services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A級以上。 

８、經Egan-Jones Rating Company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A級以上。 

９、經Kroll Bond Rating Agency.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A級以上。 

１０、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twA級以上。 

１１、經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

評等達A（twn）級以上。 

(三) 營業保證金之標的為政府債券或金融債券者，其提存額之計價方式如下： 

１、以面額訂價發行或溢價發行之債券，按面額計算。 

２、以貼現方式發行或折價發行之債券，按發行價格計算。 

３、分割債券（含分割之中央公債、地方公債及金融債券）按分割債券到期面額

之百分之八十五計價。 

(四) 營業保證金不得設定質權或以任何方式提供擔保，且不得分散提存於不同銀行。 

(五) 營業保證金之保管品為定期存單者，應以提存銀行本身之定期存單為限。但經提

存銀行出具承諾書，保證定期存單權利完整性者，不在此限。 

(六) 前款承諾書應載明所保管定期存單之內容及應涵蓋以下文字：提存銀行承諾所保

管之他行定期存單為權利完整之定期存單，且為確保前揭定期存單權利完整所為

之任何保全行為，係以受託保管○○公司境外結構型商品營業保證金為目的，絕

不會損及以該等定期存單提存之境外結構型商品營業保證金依法所保障之債權人

權益。 

(七) 發行人或總代理人如以無實體公債充當營業保證金，除應依「中央登錄債券作業

要點」規定辦理外，並應由營業保證金之保管機構以「○○受託保管○○公司

境外結構型商品營業保證金專戶」名義，開立中央登錄債券帳戶，專門用以保管

發行人或總代理人以無實體公債所繳存之營業保證金，保管機構並須就個別發行

人或總代理人分別設立明細帳戶，以嚴格區分各發行人或總代理人所繳存之無實

體公債。該無實體公債還本時，為保障發行人或總代理人營業保證金之足額，發

行人或總代理人應再繳存無實體公債或其他得充為營業保證金之標的物以補足差

額，否則該本金仍須充當營業保證金，由保管機構繼續保管該款項。 

三、發行人或總代理人就營業保證金之提存、領取及更換，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發行人或總代理人提存、領取營業保證金，應事先報經本會核准；其擬更換營業

保證金提存銀行者，應先於擬轉存之銀行存入營業保證金並檢具存妥營業保證金

之相關證明文件，報經本會核准後，方可領取原提存之營業保證金。 

(二) 發行人或總代理人更換營業保證金內容，應先存入營業保證金並檢具存妥營業保

證金之相關證明文件，向本會提出申請，經本會核准後，方可領取原提存之營業

保證金；以存款作為營業保證金者，如僅係存款期間到期續存或保管契約依原條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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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釋令輯要

件續約者，可毋須事先申請，但應於展期或續約後三日內檢送新存單或契約影本

向本會申報變動情形。 

(三) 提存銀行如有接獲法院扣押命令等強制執行程序或其他情事，致營業保證金有減

少之虞時，提存銀行及發行人或總代理人應即函知本會。 

(四) 發行人或總代理人因履行前款責任，致營業保證金低於法令規定應提存之額度

時，應於三日內補足並報本會。 

(五) 發行人或總代理人知悉營業保證金遭扣押等強制執行情事時，應於三日內以書面

向本會報告強制執行之原因、債務金額及處理情形與進度。 

(六) 發行人或總代理人與提存銀行簽訂之營業保證金保管契約，應載明第一款至第四

款等事項；提存銀行除依第二款後段規定毋須事先報經本會核准外，應取得第一

款或第二款前段之核准函後，始得准予領取或更換。 

(七) 發行人或總代理人因被撤銷或廢止許可、解散、停業、營業移轉、併購、歇業或

減少擔任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之發行人或總代理人家數等事由而有領回營業

保證金需要時，應辦理公告，促請因境外結構型商品之銷售業務所生債務之債權

人主張權利，並於公告屆滿三十日後，檢附上開公告文件，報經本會核准，方得

領回。 

四、為落實風險控管並確保資產安全，發行人或總代理人於本令發布後，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並納入內部控制制度確實執行： 

(一) 發行人或總代理人應持續追蹤其提存營業保證金之銀行是否符合第一點所定條

件，並密切注意該銀行之營運狀況；在該銀行每年依規定公告或揭露其上半年度

及年度財務報告時，發行人或總代理人應即檢視該銀行是否符合規定條件。 

(二) 發行人或總代理人檢視或追蹤發現其提存營業保證金之銀行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

形者，應於知悉之日起三個月內調整至符合規定條件之銀行辦理。但發行人或總

代理人以定期存款方式向該銀行提存營業保證金，經評估該銀行之營運狀況尚無

風險之虞，且於定期存款到期前，若有疏失而致客戶權益受損時，仍依相關法令

及契約規定負完全責任者，得於定期存款到期時再行調整。 

五、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金管證券字第○九八○○

四二六○一二號令，自即日廢止。 

修正「營利事業所得稅電子暫繳申報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3年8月25日台財稅字第10304603040號令

增訂「關稅法」第二十條之一、第二十八條之一、第八十三條之一及第八十七條之一條

文；並修正第七條、第十條、第十三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三條、第五十九條、第八十一

條、第八十三條及第九十三條條文

總統府103年8月20日華總一義字第10300123081號令

修正「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使用牌照稅法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一條規定

部分，並自即日生效

財政部103年8月8日台財稅字第10304578850號令

配合103年6月4日總統公布修正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11條、第36條條文，修正財

政部發布營業稅相關函令如附表，並附修正對照表

財政部103年8月5日台財稅字第10304597050號令

修正「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3年8月13日金管證審字第1030029342號令

修正「營業稅稅款撥入銀行業以外之金融業特別準備金運用管理辦法」，名稱並修正為

「金融業特別準備金運用管理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3年8月11日金管保財字第10302506371號令

修正「營業稅稅款撥入銀行業以外之金融業特別準備金動支審議作業要點」，名稱並修正

為「金融業特別準備金動支審議作業要點」，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一日生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3年8月11日金管保財字第10302506377號令

修正「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部分條文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3年8月8日金管銀國字第10320003010號令

修正「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部分條文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3年8月13日金管證審字第1030029286號令

法規修正一覽表

稅務

證券

金融

其他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160/ch04/type2/gov30/num4/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159/ch09/type10/gov80/num24/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149/ch04/type2/gov30/num8/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146/ch04/type2/gov30/num5/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152/ch04/type1/gov36/num10/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150/ch04/type1/gov36/num6/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150/ch04/type2/gov36/num7/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149/ch04/type1/gov36/num7/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152/ch04/type1/gov36/num9/E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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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9/1 10/1 • 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 所得稅

9/1 9/15 •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9/1 9/15 •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9/22止 • 地價稅減免、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申請截止日。 土地稅

9/1 9/15 • 貨物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9/1 9/15 • 菸酒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9/1 9/10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9/1 9/15
•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納稅款。 

•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9/1 9/15 •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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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財經研究教育基金會、KPMG學苑】

• 課程內容若有異動，以主辦單位網站公告為主。

• 詳細課程資訊請參考「財團法人財經研究教育基金會」網站： www.tax.com.tw 

或 KPMG台灣所網站：www.kpmg.com.tw

• KPMG學苑專業進修課程洽詢電話：02-8101-6666分機14543 呂小姐。

項次 課程類別 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人

1 IFRS系列
9/11(四)

13:30-16:30 IFRS接軌後的下一部：2013 vs. 2010 黃泳華 執業會計師

2 鑑識會計系列
9/16(二)

13:30-16:30 舞弊稽核實務研討 朱成光 副總經理

3 法律系列
9/18(四)

9:30-16:30 勞動契約相關法律問題及實務爭議解析 葉建廷 律師

KPMG學苑2014年9月份課程

2014/9/11 
IFRS接軌後的下一部：2013 vs. 2010

2013年，台灣會計制度劃時代的指標，上市櫃公司及金融業正式

在2013年度採用IFRS 2010年版本。惟自2010年後，IASB至今已

提出將近30項修正準則及解釋，其中包含發布4項新準則，故現

行採用之IFRS已與國際有所差異。金管會復於1月29日以新聞稿

發布「我國全面升級採用IFRSs版本推動架構」，預計於2015年

將IFRS 2010年版升級至2013年版(不含IFRS 9「金融工具」)，適

用對象包括擴及預計將於2015年採用IFRSs之公開發行公司。因

2013年版與2010年版間已有若干差異，變動幅度已逾三分之一，

主辦單位特別邀請黃泳華執業會計師說明兩版本間之差異，以協

助公司更精準掌握IFRS變動，順利完成IFRS升級，敬請踴躍報

名。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財經研究教育基金會、KPMG學苑

講師：黃泳華 執業會計師

上課時間：13:30-16:30

課程大綱：

一、 IFRS 2013 與 2010差異比較

二、 轉換可能產生之影響及因應

2014/9/16
舞弊稽核實務研討

企業內潛在的舞弊活動不易查覺，且舞弊手法漸趨複雜，企業如何

有效的實現海外分(子)公司的監理，更是當下各企業關注的議題之

一。有鑑於此，財團法人財經研究教育基金會與KPMG學苑特別邀

請安侯國際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朱成光副總經理，透過實務案例

分享的方式，探討企業內部各個主要營運流程中常見的舞弊行為，

且從實務的角度分享企業內部舞弊偵測、調查及其相關處理方式，

期望與會者對於上述內容能更有更進一步的瞭解並能加以運用，敬

請把握機會，踴躍報名參加。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財經研究教育基金會、KPMG學苑

講師：朱成光 副總經理

上課時間：13:30-16:30

課程大綱：

一、從銷售與採購流程看資訊不對稱的手法

二、從明細帳資訊分析異常交易的趨勢

三、從資訊系統存取權限與職能分工分析潛在舞弊風險

四、中國地區常見員工與第三方舞弊風險探討

KPMG學苑2014年9月份課程介紹

http://www.tax.com.tw/html/special%20course/index2.aspx?num=373
http://www.tax.com.tw/html/special%20course/index2.aspx?num=383
http://www.tax.com.tw/html/special%20course/index2.aspx?num=384
http://www.tax.com.tw/html/special%20course/index2.aspx?num=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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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隨著資本市場國際化的趨勢，增加國際企業財務報表的比較性，

以降低企業於國際資本市場募資的成本，直接採用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Full IFRS) 
已成為世界各國會計制度的主流。中小企業是否也適用上市(櫃)

公司所使用的會計準則？長期以來即存有許多的爭議。本書由

臺北大學會計學系李建然教授所著，簡要地向讀者介紹IFRS for 
SMEs，並指出容易被忽略的重點外，也介紹世界各主要國家分流

的情況及如何分流，提供給各界參考。

《中小企業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訂購單

作者：李建然（國立臺北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出版：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4

定價：250元 (2014年6月底前可享優惠價200元)
訂購可下載訂購單或洽郭小姐(02-81016666 ext.10900)

游瑞德(經濟部商業司司長)

薛富井(國立臺北大學校長) 聯合推薦

于紀隆(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主席)

「台資銀行問路中國-

  藍海經營戰略」

加贈

2014/9/18
勞動契約相關法律問題及實務爭議解析

有鑑於勞動契約多係由雇主片面訂定之附合契約，一般勞工並無

與雇主協商勞動契約的能力。惟勞動契約內容龐雜，法律相關條

文僅能為原則性之規範，在個案中是否符合法律之規定仍須依個

案情形具體判斷之。是以，在個別勞資爭議訴訟中，即有相當程

度之比例係因勞資雙方對勞動條件之認定有所歧異而引起，須藉

由司法途徑解決之。因此，本課程將以主管機關及法院實務見解

為據，就勞動契約的認定、勞動契約的終止、勞動契約中工資、

工時等勞動條件，及工作規則與勞動契約的關係等面向所生之實

務爭議加以探討，期望與會者能掌握勞動契約相關爭議中主管機

關及法院實務之判斷基準，培養解決勞資爭議的能力，敬請把握

機會，踴躍報名參加。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財經研究教育基金會、KPMG學苑

講師：葉建廷 律師

上課時間：09:30-16:30

課程大綱：

壹、前言

貳、勞動契約認定爭議

參、勞動契約中勞動條件爭議

  一、工資爭議

  二、工時爭議

  三、工作規則爭議

肆、勞動契約終止爭議

伍、結語

KPMG學苑2014年9月份課程

(優惠價200元)

http://www.tax.com.tw/html/special%20course/index2.aspx?num=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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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隨著資本市場國際化的趨勢，增加國際

企業財務報表的比較性，以降低企業於

國際資本市場募資的成本，直接採用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Full IFRS)已成為世

界各國會計制度的主流。中小企業是否

也適用上市(櫃)公司所使用的會計準則？

長期以來即存有許多的爭議。本書由臺

北大學會計學系李建然教授所著，簡要

地向讀者介紹IFRS for SMEs，並指出容

易被忽略的重點外，也介紹世界各主要

國家分流的情況及如何分流，提供給各

界參考。

作者：李建然（國立臺北大學會計

學系教授）

定價：250元
出版日期：2014/4

財務報表範例：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首次採用者

本書係為了協助企業依照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IFRSs)及我國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來編製首份IFRS財務報

表所編譯，假設一家經營一般產業的

跨國性企業，於民國102年度首次採用

IFRSs作為其主要會計基礎為背景，例

釋其整套財務報表可能的形式。

編譯：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定價：600元
出版日期：2011/7

IFRS 1：首次採用實務教戰手冊

本書係翻譯KPMG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Group於2009年9月所出版

之「IFRS Handbook: First-time
adoption of IFRS」一書，內容為協助

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s) 之
企業解決實務適用議題而編製。其中包

含重要規定之說明、解釋指引之延伸及

釋例，以詳盡闡述或釐清該等規定於實

務上之應用。

總審訂：游萬淵

編 譯：陳振乾、黃泳華

定 價：1,500元
出版日期：2010/6

洞析IFRS– KPMG 觀點
(第二版；全套四輯)

本套書係由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以翻譯KPMG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Group 所編製的“Insights
into IFRS(2009/10；第六版)＂共43個
重要章節為主要架構。

本書係KPMG對實務上IFRSs之適用及

解釋會計疑義所達成之結論。KPMG
係基於處理全球實際上所產生之會計

問題來編寫；同時，內容所提供之指

引，包括了對實務適用IFRSs之範例。

總審訂：游萬淵、陳玫燕

編 譯：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定 價：全套2,800元
出版日期：2010/4

IFRS系列

KPMG 系列叢書

「認識鑑識會計－舞弊之預防、
偵測、調查與回應」

本書從鑑識會計的定義開始說起，再淺

談舞弊與不當行為之內容與手法及舞弊

三角理論、舞弊風險管理架構，而後就

舞弊之偵測與調查提出討論及說明電腦

舞弊與鑑識科技之運用，最後則討論鑑

識會計之其他應用，希望用易於理解的

內容供有興趣的讀者對鑑識會計有較明

確的認知，並藉此強化國人對舞弊與不

當行為管理之觀念。

作者：洪啟仁

定價：700元
出版日期：2011/2

企業併購交易指南
策略、模式、評估與整合

本書從企業在進行併購時所將面臨的

挑戰談起，並且對於併購策略及依功

能性分類之併購流程、評估工作及併

購後之整合予以詳細說明，希望為企

業在執行併購作業時，提供一清楚的

說明與執行方向，同時，本書亦針對

併購作業中所適用的法規作介紹，俾

使讀者對相關規定有一定之認識。

編著：洪啟仁

定價：500元
出版日期：2008/11

稅變的年代
-透視金融海嘯前後全球租稅變革

本書蒐集我國及世界各主要國家，包括

中國、香港、新加坡、日本、韓國、美

國、英國及歐盟於金融海嘯前後的租稅

制度變革，同時也整理了反避稅及租稅

天堂的相關規定，期協助讀者順應瞬息

萬變之國際潮流，即時掌握國際租稅脈

動。

編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投資部

定價：700元
出版日期：2009/5

資本市場監理新視界
-跨國上市與投資掛牌操作

本書概述目前國際資本市場狀況，同

時介紹包括臺灣、中國、香港、日

本、新加坡、美國及英國之資本市場

狀況及資訊揭露要求、內線交易、法

律責任、公司治理等監理機制的基本

規定。

編著：建業法律事務所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定價：700元；優惠價：560元
出版日期：2009/11

其他KPMG系列叢書

• 如欲購買KPMG系列叢書請洽：(02)8786-0309 或 (02)8101-6666 ext.10900 郭小姐。

金融業者挑戰中國金融市場戰略規劃的重要參考

《台資銀行問路中國-藍海經營戰略》

《台資銀行問路中國-藍海經營戰略》從中國金融業的環境談起，進而分析進

軍中國金融市場的戰略以及中國各省市與地級市金融發展潛力，作者將觸角深

入中國第二線的地級市，透過對當地財經政策、人口結構、產業組成、經濟環

境、地理區位等等定性、定量的科學分析形成質與量並重的完整決策支持體

系，有別於一般學術研究，更貼近於銀行業界的實用性。

作者：黃勁堯、吳麟

出版日期：2013年12月初版

定價：350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