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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五年服務之主要客戶包括：

陳盈州

Joe Chen

執業會計師

• 台北市松仁路100號20樓

• Tel : 2725- 9988 分機7031

• Fax: 4051- 6888 分機7031

• joechen4@deloitte.com.tw

學歷：

專業資格：

• 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合作金庫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 合作金庫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 玉山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華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會計師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師(考試及格)

臺灣大學會計學碩士

中興大學財稅系學士

陳盈州現任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並擔任銀行與資本市場產
業負責人及企業社會責任服務負責人，於民國89年加入勤業會計師事務所。服
務經驗包括金融控股公司、商業銀行、證券商、票券商、資產管理公司、創投、
投信、基金、製造業、文化創意業及飯店服務業等，另提供各種諮詢服務，包
括海外企業回台上市諮詢服務、購併專案審查評鑑、金融資產證券化、金融業
自有資本與風險資產比率之複核、協助企業之海外資金募集、協助金融機構不
良債權處理、撰擬營運計劃書及財務實質審查（Due Diligence）之諮詢及執
行、個人資料保護確信服務、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輔導規劃之諮詢與
確信服務、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之諮詢與確信服務、綠色債券發行認證及輔導、
會計與稅務問題之諮詢等。

• 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法商法國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行

• 香港商法國興業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 鋒裕環球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國際康健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聯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 胡連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 台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 第一華僑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參與專業組織：

台北市會計師公會

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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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新增稅務主題，期望增進企業稅務資訊揭露透明度

GRI 207 Tax

項目 重點內容

管理方針

207-1 稅務方針 稅務策略、治理單位、與永續連結

207-2 稅務治理、控制與
風險管理

治理架構、風險控管等

207-3 利害關係人溝通與
稅務相關議題管理

溝通方針

特定主題
揭露

207-4 按國家別報導

報導要求
依稅務轄區揭露組織實體、主要活動、員工人數、第三方銷售收入、與其他稅務
管轄區的集團內部交易收入、稅前收益/損失、現金及約當現金以外的有形資產、
以現金支付的企業所得稅、應計企業所得稅的收益/損失、所得稅收益/損失與應
付稅款差異的原因等

報導建議
依稅務轄區揭露薪酬總額、代表員工扣繳之金額、代表稅務當局向客戶收取的稅
款、與產業相關的稅款以及其他向政府支付的稅款、重大不確定稅務狀況、公司
內部債務餘額，以及支付債務利率的計算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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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對稅務之考量，應由其整體對永續影響之角度出發，而非僅止於企業成本與獲利

永續稅務

認真對待永續性，不只表現
在企業報告其對拯救人類及
地球的努力上，也在於企業
所繳納的稅款及其正面經濟
影響。

From an Article on:

https://www.forbes.com/sites/jeroenkraaijenbrink/
2019/12/17/proud-to-pay-taxes-how-corporations-
can-take-sustainability-more-
seriously/#7ccc1a374ceb

…一個稅務方法，不僅可以傳
遞對企業來說正確的永續成
果，也可以經得起媒體及公
眾檢視。

From an Article on:

https://www2.deloitte.com/uk/en/pages/tax/artic
les/responsible-tax.html

稅務已經成為企業名譽風險
的重要來源。企業正在更加
仔細的思考企業在遭遇名譽
相關攻擊時是否脆弱，以及
在成為社運目標時如何回應

From an Article on:

https://www.actionaid.org.uk/sites/default/files/publi
cations/tax_responsibility.pdf

https://www.forbes.com/sites/jeroenkraaijenbrink/2019/12/17/proud-to-pay-taxes-how-corporations-can-take-sustainability-more-seriously/#7ccc1a374ceb
https://www2.deloitte.com/uk/en/pages/tax/articles/responsible-tax.html
https://www.actionaid.org.uk/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tax_responsibilit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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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PS為新的稅務環境及稅務治理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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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的BEPS行動計畫帶來了全新的稅務時代、稅務環境和稅務觀念

• 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是指跨國企業利用國際租稅規範的規範之不足，以及各國稅制的不一致和徵管漏洞，

巧妙地將利潤移轉至低稅率轄區，甚至達到雙重不徵稅的效果，最大限度地減少其全球總體稅負，造成對各國

稅基的侵蝕。

• 因此，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在G20高峰會各國領袖支持之下，發布了15項BEPS行動計畫，以期透過

全球通力合作，共同建立符合一致性、實質性及透明度的國際租稅新規範。

• BEPS行動計劃帶來了全球反避稅趨勢與浪潮，OECD會員國及非會員國(例如我國)均配合因應各個BEPS行動

計畫，評估並修正各國之國內法，共同建構一著重於實質性的租稅環境，並強化租稅訊息之透明度及資訊交換。

5大目標

各國通力合作，打擊租稅規避

解決新式交易模式(如數位經濟)稅務議題

國際間企業所得稅制協調一致

交易實質課稅調節一致

加強租稅透明性、確定性與可預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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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PS 15項行動計畫

BEPS行動計畫概覽

行動計畫 摘要

1. 《數位經濟時代之租稅挑戰》

確認電子化經濟活動於適用現行國際稅制所面臨之瓶頸，並建立細部規劃加以因應。

• 在國際稅制接軌不完善情形下，企業在一國從事高度數位經濟活動，卻未被該國課稅之情形。
• 數位產品及服務所產生之價值歸屬。
• 企業於新營運模式下之所得。
• 相關來源法規之運用。
• 如何有效徵收提供跨境數位商品及服務所衍生之營業稅。

2. 《消除混合錯配安排的影響》

發布有效訂立國內稅法之建議，以期消除混合差異安排之雙重免稅、雙重扣抵及長期遞延納稅等
影響。

• 修正OECD稅約範本，不會因濫用混合工具而不當獲取租稅協定利益。
• 訂定相關國內稅法，以避免費用浮報而侵蝕稅收。
• 視情況發布跨國間協調處理之指導原則。

3. 《強化受控外國公司規則》 • 發布有效設計受控外國公司法則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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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PS 15項行動計畫

BEPS行動計畫概覽(續)

行動計畫 摘要

4. 《限制因利息及其他金融支付之
扣除所產生之稅基侵蝕》

• 發布有效設計相關國內法之建議，避免企業透過利息費用(包含向關係企業貸款而支付超額利
息)之運作而侵蝕國家稅基。

• 修正移轉訂價指導原則有關關係企業金融交易訂價之相關規定，如金融及履約保證、衍生性金
融商品、專屬保險及其他保險安排。

5. 《有效打擊有害租稅競爭，並將
租稅透明及實質課稅原則納入》

• 修正現行有害租稅競爭之稅制標準。

6. 《防止租稅協定之濫用》 • 強調租稅協定之簽署目的係避免雙重課稅。

7. 《防止人為規避常設機構之構成》
• 修正租稅協定稅約範本中有關常設機構之定義，避免納稅義務人以人為方式規避常設機構之構

成。

8. 《確保移轉訂價結果與無形資產
之價值一致》

• 對無形資產採取廣義且明確之定義。
• 確保利潤分配與所創造之價值相當。
• 對難以估價之無形資產，訂定移轉訂價規則或其他特殊規定。
• 更新成本分攤協定之指導原則。

9. 《確保移轉訂價結果與風險及資
本價值一致》

• 移轉訂價指導原則及租稅協定稅約範本相關規定之修正，以避免藉由集團成員間移轉風險，或
將過多資本集中於特定集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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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PS 15項行動計畫

BEPS行動計畫概覽(續)

行動計畫 摘要

10.《確保移轉訂價結果與其他高風險
交易價值一致》

• 移轉訂價指導原則及租稅協定稅約範本相關規定之修正，以避免納稅義務人從事獨立企業間
鮮少進行之交易，例如：管理費、總分支機構費用分攤等導致稅基侵蝕之支付。

11.蒐集分析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資料
及執行計畫之方法

• 發布有關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之規模及經濟影響指標之建議，確保指標能有效監督與評估
BEPS計畫之執行及其對經濟之衝擊。

12.要求納稅義務人揭露不當租稅規劃 • 對於積極性或濫用之安排，發布設計強制性揭露法規之建議。

13.重新檢視移轉訂價文據
• 修正有關移轉訂價文據提供法規，提升納稅義務人對於稅務機關之透明度。
• 法規修改包含要求跨國企業提供該公司有關全球所得、經濟活動及稅負分配之必要文據予交

易所涉之各國政府。

14.提升爭議解決機制之效率 • 修正租稅協定租約範本，以消除影響國家間進行相互協議程序之障礙。

15.建立執行相關計畫之多邊工具 • 建立執行相關計畫之多邊工具或規則，使各國得以據此實際執行BEPS相關計畫。

即目前全球多數國家之三層TP文據架構(報告主檔、國別報告、當地報告)

制度之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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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對稅務之考量，應由其整體對永續影響之角度出發，而非僅止於企業成本與獲利

永續發展的稅務治理與揭露至為重要

1

2

3

稅務治理吻合道德、社會及永續發展之
期望，而非僅形式上合於稅法

重視實質與形式一致、課稅結果與價值創造一致

非僅追求稅負最小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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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應考量稅法實質精神、以及稅務對永續之衝擊，建構最佳稅務策略及方案

永續稅務實踐趨勢

建立稅務模型 捨棄特定稅務策略 確認風險胃納與治理原則 董事會參與

辨認利害關係人 稅務溝通報告 擬定長期策略 稅務與公司目標相符

評估風險與資源 測試與調整策略 設立稅務標準

傳遞相關稅務資訊 確定稅務責任歸屬

定期報告稅務事項

分析當前稅務政策 減少差距 溝通稅務政策 長期實踐

https://www2.deloitte.com/uk/en/pages/tax/articles/responsible-tax.html

 Deloitte 發表了一份關於如何實現永續稅務的指導手冊，提供了企業永續稅務的實踐步驟以及方法。

https://www2.deloitte.com/uk/en/pages/tax/articles/responsible-ta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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