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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主要負責服務項目包括：

林淑怡

Joy Lin

執業會計師

•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00號20樓

• Tel : +886 2 2725- 9988 分

機1501

• Email：

joylin@deloitte.com.tw

林淑怡現任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國際/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

主持會計師並為海外回台上市櫃諮詢小組負責人。

林會計師服務於會計及稅務專業已超過20年的經驗，主要提供海外台商之投

資架構重組規劃及諮詢服務、陸資來台投資之規劃與諮詢、海外上市投資架構

重組，例如多家台商回台上市、香港上市案、兩岸跨國企業之移轉訂價、派駐

大陸地區台籍幹部之薪資規劃與諮詢等。另因應國際間之移轉訂價法規日趨嚴

謹，林會計師針對關係企業間之移轉訂價亦多所研究。學歷：

專業資格：

•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國際/中國稅務與商務諮詢負責人
•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回台上市櫃小組負責人

• 企業大陸投資主體架構規劃及投資架構重組
• 台商回台上市或赴海外上市投資架構重組
• 兩岸移轉訂價諮詢規劃
• 陸資來台之規劃及相關諮詢
• 企業營運流程規劃
• 外派大陸台籍幹部個人所得稅負規劃
• 家族投資架構及稅務之規劃

中華民國會計師

美國會計師考試及格

美國賓州天普大學企業管

理碩士

私立東吳大學會計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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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CRS網絡最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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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CRS網絡形成

Anguilla, Argentina, Barbados, Belgium, 
Bermud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Bulgaria, 
Cayman Islands, Colombia, Croatia, Curaçao, 
Cyprus, Czech Republic, Denmark, Estonia, 
Faroe Islands, Finland, France, Germany, 
Gibraltar, Greece, Greenland, Guernsey, 
Hungary, Iceland, India, Ireland, Isle Of Man, 
Italy, Jersey, Korea, Latvia, Liechtenstein, 
Lithuania, Luxembourg, Malta, Mexico, 
Montserrat, Netherlands, Niue, Norway, 
Poland, Portugal, Romania, San Marino, 
Seychelles, Slovak Republic, Slovenia, South 
Africa, Spain, Sweden, Turks & Caicos Islands, 
United Kingdom

Albania, Andorra, Antigua And Barbuda, 
Aruba, Australia, Austria, Azerbaijan, 
Bahamas, Bahrain, Belize, Brazil, Canada, 
Chile, 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Cook 
Islands, Costa Rica, Ghana, Grenada, Hong 
Kong, China, Indonesia, Israel, Japan, Kuwait, 
Lebanon, Macau, China, Malaysia, Marshall 
Islands, Mauritius, Monaco, Nauru, New 
Zealand, Pakistan, Panama, Qatar, Russian 
Federation, Saint Kitts And Nevis, Saint Lucia,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Samoa, 
Saudi Arabia, Singapore, Sint Maarten, 
Switzerland, Turkey, United Arab Emirates, 
Uruguay, Vanuatu

2017年9月(53) 2018年9月(47)首次資訊交換

適用國家和地區

 目前承諾加入CRS之104個國家及交換時程(截至2018/10/29)

Nigeria, 
Ecuador, 
Kazakhstan, 
Liberia

2019以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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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2017年11月16日公告並實施作業辦法

• 應申報國或地區：依據與我國商訂稅務用途資訊

交換之條約或協定進行金融帳戶資訊自動交換之

國家或地區 (至2018年12月31日止，我國已簽

署並生效之全面性所得稅協定計32個)

• 應申報帳戶：

(1)被(i)應申報國居住者或(ii)應申報國居住者控

制之消極非金融機構實體持有，且(2)經盡職審

查程序辨識為應申報帳戶者

• 重要時程：

註：與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商訂稅務用途資訊交換及相互提供其

他稅務協助之協議，非屬稅捐稽徵法第五條之一授權範圍，故

不適用本辦法規定

2019

1/1

2019

12/31

2020

12/31

• 實施時點基準日
• 新帳戶起算日
• 既有帳戶餘額25萬美元以下
者無需審查

• 完成既有實體帳戶審查程序
• 完成既有個人高資產(美金

100萬以上)帳戶審查程序

• 完成既有既有個人較低資產
帳戶審查程序

台灣CRS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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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CRS網絡現況-應申報國洽簽

• 應申報國指依據與我國商定稅務用

途資訊交換之條約或協定進行金融

帳戶資訊自動交換，且經財政部公

告之國家或地區。

• 目前與台灣有全面性租稅協定國家

共32個，將優先簽署資訊交換協議。

• 財政部2018/12/3新聞稿報導日本
將成為第一個應申報國，並約有10

個左右國家與我國交換金融帳戶資

訊有正面的回應。

(更新日期：2018年12月31日)

該國已簽署

MCAA或CAA承

諾於2017年資

訊交換(14)

印度、比利時、丹麥、法國、德國、匈牙利、義

大利、盧森堡、荷蘭、波蘭、斯洛伐克、瑞典、

英國、南非

印尼、以色列、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澳

大利亞、紐西蘭、奧地利、瑞士、加拿大

該國已簽署

MCAA或CAA承

諾於2018年資訊

交換(10)

泰國、越南、吉里巴斯、馬其頓、甘比亞、塞內

加爾、史瓦帝尼、巴拉圭

尚無行動計畫(8)

時程 與台灣有全面性租稅協定國家共3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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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台商之境外金融帳戶稅務影響

為防止成為洗錢中心及租稅天堂，台灣政府將致力於資訊透明，強化稅制與租稅協定，並加強移轉訂價查

核及防杜逃漏稅。據此，台灣政府定致力於簽署CRS或更多資訊交換協，代表未來跨國避稅將難上加難。

香港金融帳戶:
和台灣沒有簽租稅協
定的國家或地區，例
如香港，是否難以查
稅? 

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其他區域
是台商海外投資重點區域，
也是未來關注重點

新加坡金融帳戶
2017年6月21日，新加坡財政部發出
新聞稿，指出新加坡希望確保主要金
融中心皆有公平競爭的環境，如果外
國「已與相關金融中心（包括香港與
瑞士）簽署類似協議，則新加坡考慮
與該外國簽署CRS金融帳戶資訊自動
交換協議」，也就是說，台灣須先和
瑞士及香港簽署CRS協議，新加坡才

考慮會和台灣簽CRS協議。

台灣有可能加入CRS組織嗎? 
越南有可能加入CRS組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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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餘額>100萬美元

帳戶餘額> 25萬美元

個人

公司

銀行 個人海外所得實現

受控外國企業(CFC)

實際管理處所(PEM)

個人

境外帳戶

境外帳戶匯入款項 匯出境內外 ？ 個人海外所得稅務風險

家族傳承-遺贈稅務風險

I. 存量

II. 流量

海外台商-境外高風險金融帳戶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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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資金
匯回專法

• 因應全球肥咖條款上路，加上中美貿易雙重夾擊，海外
台商資金匯回有迫切需求

• 海外資金匯回涉及匯率波動、資金管理與洗錢防制等議
題，需跨部會研商

• 行政院認為涉及租稅議題，交由財政部擔任海外匯回資
金的主管機關

• 由財政部草擬「海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
預計3個月討論完畢

• 立法三大原則為「洗錢與資恐防制、資金有效管理、租
稅公平」

• 期望2019年3月APG(亞太防制洗錢組織)的面對面複
評溝通有所成果，專法上路並無設定時限

草擬海外資金匯回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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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回台資金投入5+2產業創新、長照、前瞻等實
體投資，除了實體投資外，也可以投資和實體產業
相關金融商品，投資金融商品比例初步考慮約20％，
包括5＋2產業相關股票、綠色金融債券、創投

若在一定期限投入實質投資，將給予優惠租稅獎勵，
財政部新版草案為第一年給予8%優惠稅率，第二
年給予10%優惠稅率

設立專戶有效控管回台資金流向，避免造成不動產
炒作或匯率波動，帳戶是否設在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OBU），將由金管會決定

1

3

2

最新版本海外資金匯回草案重點(註)

註:資料來源 2019-02-18 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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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2019年1月31日台財稅字第 10704681060 號海外資金回台認定原則，匯回資金前宜先評估
以下事項再做申報:

(1)資金性質與來源

(2)海外所得起徵點

(3)課稅時點與核課
期間

(4)成本舉證與課稅
所得

•先確認是否為”所得”。舉凡境內外資產的流通、投資本金收回(或撤資)、境外金
融機構的借款等，均非境外所得性質，無須課稅。

•我國自2010年起海外所得開始納入最低稅負制，國人自海外匯回的資金，如果是
屬於2010 年 1 月 1 日以前產生的所得均屬免稅，2009年底的銀行帳戶餘額可
以全部視為本金。自2010 年 1 月 1 日起產生的所得才是海外所得的課稅範圍。

•搭配所得課稅時點，更能準確評估稅務風險。例如：獲配境外被投資企業之盈餘
或股利，所得課稅時點為獲配年度；處分境外資產，於處分年度針對所得課稅。
此外，已逾核課期間(最長7年)的海外所得，已無課稅問題。

•除了獲配境外被投資企業之盈餘或股利以及取得境外勞務收入，需全數計入課稅
所得外，處分境外財產(有價證券或基金、不動產及其他資產)之成交價格，得可
減除原始成本(投入資金)及必要費用後，計入所得額課稅。

海外資金匯回-檢視流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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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租稅天堂經濟實質立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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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為落實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制定的反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行動計劃(BEPS)，針對全球許多國家與地區
之稅制進行審查，將不符合標準者列入黑名單或觀察名單(即灰名單)。

截至目前最新歐盟稅務不合作清單／資料來源：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歐盟稅務不合作地區清單

• 黑名單國家可能面臨歐盟祭出的
防禦措施，例如禁止獲得歐盟資
金及揭露更多企業資訊等。而列
入觀察名單者，包含開曼群島
(Cayman Islands)、百慕達
(Bermuda)、英屬維京群島
(British Virgin Islands)等國家
與地區，必須於2018年底前承諾
改善當地租稅法規。

• 目前Cayman、Bermuda、BVI、
根西島(Guernsey)、曼島(Isle 
of Man)、澤西島(Jersey)、納閩
島(Labuan Islands)等地區均已
通過經濟實質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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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審查之認定標準

租稅透明度
(Transparency)

租稅公平(Fair 

Taxation)

反避稅政策
(Anti-BEPS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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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曼群島
(Cayman Islands)

英屬維京群島
(British Virgin Islands)

相關個體 • 依開曼法律註冊成立：
公司(但不含屬跨國企業集團成員且在開曼
當地經營工商之國內公司)

有限公司
有限合夥組織

• 依開曼法律註冊之外國公司
豁免:不含(1)投資基金，或(2)為其他地區稅務
居民者。包含透過申請或於境外設立分公司 (全
部所得須在其他地區繳稅)

• 依BVI法律註冊成立之公司與有限合夥組織
• 依BVI法律註冊之外國公司與有限合夥組織

豁免:不含其他地區稅務居民(該地區非歐盟稅務
不合作黑名單之國家)及穿透個體

生效日期 • 新設個體自2019/1/1起
• 既存個體則緩衝至2019/7/1起適用

• 新設個體自2019/1/1起
• 既存個體則緩衝至2019/7/1起適用

經濟實質性測試 • 在境內進行會產生本業所得活動
• 在境內針對相關活動進行適當的管理
• 依在境內進行相關活動之所得水準：
在境內產生適當營運費用
在境內有實體存在(包括營業地點、工廠、
財產及設備等)；及

在境內聘僱具備適當資格且足量的全職員工

• 在境內進行會產生本業所得活動
• 在境內針對相關活動進行適當的管理
• 依在境內進行相關活動之所得水準：
在境內聘僱足夠且符合資格之員工；
在境內產生適當營運費用；
在境內有實質營運處所；及
若從事智財權相關業務，需在境內有特定資
產和機器設備

生效日期與基本規定 (指引已於02/22/2019公布，惟相關申報表格尚待公布)

租稅天堂經濟實質法案(以開曼及BVI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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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曼群島
(Cayman Islands)

英屬維京群島
(British Virgin Islands)

申報期限 1)年度聲明：2020年9月?
2)年度申報：會計年度結束12個月內

尚待公佈

申報表格 尚待公佈 尚待公佈

罰則 • 首年違規$10,000
• 後續年度違規$100,000
• 情節嚴重者，撤銷登記
• 申報人或公司負責人有連帶責任

• 20,000-400,000美元
• 情節嚴重者，撤銷登記
• 申報人或公司負責人有連帶責任

審查年限 6年；故意或重大不實陳述則不限 6年；故意或重大不實陳述則不限

資訊交換 有下列情形之一，開曼政府應提供資料予其他地
區政府：
不符合經濟實質測試
從事高風險IP相關業務

目前得與開曼群島進行資訊交換者僅限於有簽署
OECD多邊稅務行政互助公約(MCAA)之國家與
地區

有下列情形之一，BVI政府應提供資料予其他地
區政府：
不符合經濟實質測試
從事高風險IP相關業務
聲明為其他地區稅務居民

目前得與BVI進行資訊交換者僅有英國與歐盟國
家；可能會新增其他MCAA簽署國家

生效日期與基本規定 (指引已於02/22/2019公布，惟相關申報表格尚待公布)

租稅天堂經濟實質法案(以開曼及BVI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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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天堂經濟實質立法之影響層面甚廣，包含台商之海外控股公司、F股上市公司、境外資金借貸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家族公司或IP公司。

一. 年度申報義務

•就開曼群島法案之相關個體定義，
許多台商企業設立開曼群島公司，
但其實質管理處所並不在當地，
而在別處(如台灣或中國)。但反
避稅條款生效前，該境外公司亦
非該國之稅務居民，因此尚無法
免除開曼當地有關經濟實質之年
度申報義務。

二. 維持成本增加

•法案生效後，勢必增加境外公司
申報事項，至於境外公司維持成
本是否增加以及增加幅度，尚待
各地法令施行細則通過後方能確
定。

三. 資訊交換條款

•各租稅天堂地區之經濟實質法案
均有與他國進行資訊交換之條款，
目前僅限於各地區有簽署資訊交
換協議者(主要為OECD會員國
及歐盟國家)，須關注台灣是否
加入簽署。

四. 集團投資架構與供應鏈安排

•企業可能因增加境外公司之經濟
實質而產生負擔，抑或將影響集
團投資架構及供應鏈之管理與安
排。

潛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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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台商現況相關活動:
• 銀行業務
• 經銷和服務中心業務
• 融資和租賃業務
• 基金管理業務
• 集團總部
• 控股公司
• 保險事業
• 智慧財產權相關業務
• 航運業務

控股功能

現況:所有類型公司均繳納固定標準維持成本

成本增加幅度

經濟實質測試與法規遵循主要影響

境外公司成本

經濟實質 經銷等其他功能

IP(DEMPE)功能 經濟實質測試

產生本業所
得活動

• 必須在當地進行營業活動 ?

• 進行相關活動的成本?

• 透過公司得以監督或控制之人於當地從事相關活動即符合規定?

• 是否產生未來當地所得稅報繳問題?

適當管理相
關活動

• 董事須具有相當管理之知識及專業

• 於境內召開董事會應有一定頻率

• 境內召開董事會應有一定之出席人數

• 境內召開董事會應有策略性決定

• 董事會議程應放置於開曼境內

依所得水準
決定應有之
活動水準

• 在境內產生適當營運費用
• 在境內有實體存在(包括營業地點、工廠、財產及設備等)
• 在境內聘僱具備適當資格且足量的全職員工

年度申報義務與維持成本增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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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主管當局協議(Multilateral Competent Authority Agreement)

相關個體

目前已簽署CRS MCAA之國家與地區(截至2018/10/29，共104個) 首次資訊交換

Anguilla, Argentina, Barbados, Belgium, Bermud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Bulgaria, Cayman Islands, Colombia, Croatia, 
Curaçao, Cyprus, Czech Republic, Denmark, Estonia, Faroe 
Islands, Finland, France, Germany, Gibraltar, Greece, 
Greenland, Guernsey, Hungary, Iceland, India, Ireland, Isle Of 
Man, Italy, Jersey, Korea, Latvia, Liechtenstein, Lithuania, 
Luxembourg, Malta, Mexico, Montserrat, Netherlands, Niue, 
Norway, Poland, Portugal, Romania, San Marino, Seychelles, 
Slovak Republic, Slovenia, South Africa, Spain, Sweden, Turks 
& Caicos Islands, United Kingdom

2017年9月

Albania, Andorra, Antigua And Barbuda, Aruba, Australia, 
Austria, Azerbaijan, Bahamas, Bahrain, Belize, Brazil, Canada, 
Chile, 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Cook Islands, Costa Rica, 
Ghana, Grenada, Hong Kong, China, Indonesia, Israel, Japan, 
Kuwait, Lebanon, Macau, China, Malaysia, Marshall Islands, 
Mauritius, Monaco, Nauru, New Zealand, Pakistan, Panama, 
Qatar, Russian Federation, Saint Kitts And Nevis, Saint Lucia,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Samoa, Saudi Arabia, 
Singapore, Sint Maarten, Switzerland, Turkey, United Arab 
Emirates, Uruguay, Vanuatu

2018年9月

Nigeria 2019年9月

Ecuador, Kazakhstan, Liberia 2020年9月

(1)提示資料(相
關活動、經濟
實質等)

(2)年度申報
(如BVI的
BOSS系統)

(2)資訊交換

秘書公司、
當地代理人

當地稅務局

外國稅務局
(相關個體母公
司或最終受益人
所在地等)

資訊交換條款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保留一切權利 21

Q&A



CRS稅務專案服務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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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帳戶總歸戶專案檢視流程:

海外台商資金與稅務風險管理

了解國際
反避稅法令變化

檢查金融帳戶資
金流量明細

檢視金融帳戶資
金存量情況

評估境外現金產
生單位稅務風險

因應稅務風險並
執行海外重組

《了解》 《檢查》 《發現》 《評估》 《因應》

 本所CRS稅務專案團隊協助重組可行方案：

維持家族
私有方案

預計公開
上市方案

公司維持私有制，惟仍需盡快
辨認相關海外稅務風險及機會，
進行海外重組以降低風險，未
來得以軟著陸並計畫家族傳承。

公司可選擇重組方案調整後，申請
公開上市，未來可採專業經理人落
實所有權及經營權分開，進一步以
股權激勵執行留才計畫，達成企業
永續經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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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將彙整內部資源，為貴集團及關係企業成立全球跨部門服務團隊，為因應CRS稅務專案，跨專業服務團隊定期開會，商討貴集團在國

際BEPS反避稅趨勢、租稅天堂經濟實質及CRS申報機制環境下的因應策略，整合可行的海外重組方案並提出建議

全球服務團隊資源整合

勤業眾信的全方位專業服務

專案經理

陳建霖 協理

Lynn Chen

稅務部

林淑怡 會計師
Joy Lin

移轉訂價

服務團隊

私人客戶及法律

服務團隊

越南台商服務駐點

張至誼 審計副總

王珮真 稅務經理

稅務風險

評估服務團隊

投資架構

服務團隊

專案主持會計師

Deloitte 

胡志明/河內分所

台灣團隊顧問

總裁
賴冠仲 Casey Lai

審計部營運長
洪國田 Kenny Hong

稅務部營運長
林宜信 Ye-hsin Lin

國際稅務會計師
廖哲莉 Cheli Liaw

法律副總
陳盈蓁 Ingrid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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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台商企業雙向、即時、多元之專業諮詢服務
專業越南台商服務團隊

 Deloitte全球資源：結合
Deloitte各國專家及資源，提
供企業審計、稅務、海內外
IPO等「當地諮詢服務」。

 台商服務團隊(TSG)：由台
灣選派執業會計師、經/協理
及查帳員組成專業團隊、常
駐中國。

 東南亞服務團隊(SEASG)：
由多位專職資深會計師派駐
台商投資重點區域：泰國、
越南等地。

勤業眾信越南審計服務團隊

 優勢：結合豐富越南查核經驗，提
供客戶跨境雙向諮詢服務

 專精：可直接協助越南台商會計制
度建議及帳務處理輔導諮詢服務

勤業眾信越南稅務服務團隊

 優勢：專業服務團隊提供跨境雙向
服務並擁有豐富越南實務經驗。

 專精：提供越南台商投資與商務、
稅務及營運等專業諮詢服務。

全

球

資

源

與

服

務

越

南

審

計

稅

務

專

家

台灣外派胡志明市駐點窗口及當地華商服務團隊共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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