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誠東南亞及印度市場服務

成功搭上 
新南向列車
審計、財務、稅務、法律、 
顧問諮詢整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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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望重  誠信服務
配合政府的「新南向政策」，資誠特成立「Southeast Asia & India（SEAI）東南亞及 
印度業務發展組」，結合當地服務資源，統籌 PwC全球服務網絡提供跨國界的整合
性且及時性的專業服務。

深耕東協及印度 
掌握亞洲致勝商機
我們瞭解東協發展的優勢與機
會，派員與各國聯盟所建立良好
關係，擬定集團管理策略，進行
產業轉型，開創東協新契機。

國際佈局　攜手前進
派員進駐各國，全球整合經驗豐
富，穩健轉型發展，完善海外佈
局，走向東協及印度、走向世界。

社會誠信　永續經營
結合核心職能與企業社會責任，
強化公司治理，深植客戶品牌實
力，追求永續經營。

資源整合　增值服務
洞察東協及印度產業趨勢與掌握法令變革一站式
專業服務：
• 上市櫃輔導
• 稅務及投資架構規劃
• 投資與併購法律諮詢

• 併購交易諮詢
• 家族企業傳承
• 管理顧問諮詢

提供全方位的卓越服務。

堅守承諾　至臻品質
最高品質服務、完善管理，協助客戶穩健發展，
全方位資深專家，聆聽需求，分享東協及印度最
佳實務經驗。

前瞻思維　引領創新
掌握東協及印度市場趨勢，厚植創新文化，具前
瞻性的服務方案，提升企業價值，進一步實現服
務升級及拓展事業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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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與榮譽
風險管理、行為準則、獨立性是我們維繫品質的支柱

• 榮獲臺灣證券交易所頒發「110年度流通證券獎 -會計師事務
所」第一名

• 榮獲證券櫃檯買賣中心頒發「110年度簽證輔導上櫃及登錄興
櫃績效獎」、「110年度推動戰略新版最佳合作夥伴獎」

• 經 PwC Taiwan確信的 CSR報告書數量市占率達 35%，市占
第一

• 全台第一家執行 SASB確信的會計師事務所

• 全台唯一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取得經 GRI認證的 Training Partner

• 連續三年彭博資訊（Bloomberg）評選普華國際財務顧問公司台
灣併購財務顧問交易案件數第一名

• 2019、2020年，國際權威機構（Mergermarket）評選 PwC 
Global全球併購團隊全球併購財務顧問交易案件數第一名

• 榮獲彭博資訊（Bloomberg）評選併購財務及法律顧問 TOP5 

• 唯一獲英國 Brand Finance給予品牌最高級（AAA+）評等的專
業服務組織

• 為主管機關東協及印度相關業務諮詢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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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窗口

李典易
+886-2-2729-6666 ext.35358
daniel.lee@pwc.com

鄭雅慧
+886-2-2729-6666 ext.35329
tina.cheng@pwc.com

簡汎亞
+886-2-2729-6008
alan.chien@pwc.com

蔡亦臺
+886-2-2729-5181
yi-tai.tsai@pwc.com

上市櫃輔導
在營收和獲利穩定成長的時候，您可能開始思考是否需要透過在資本市場上市來進一步發展業務，資誠 
建議企業應選擇最適合自己的資本市場掛牌，以達到募資最大效益。

如果您正面臨以下的狀況： 資誠將可以協助您：

• 市場競爭激烈，競爭者技術更新，要如何取得
新資金及技術以達成產業升級

• 公司知名度不高，要如何吸引優秀人才加入，
要如何讓客戶放心把訂單交給我

• 創辦人年紀大了，要如何處理接班問題

• 上市櫃規定聽說很複雜，要如何確定我的公司
符不符合規定

• 選擇最適當上市地點及時間並引薦適當策略夥伴

• 分析股東稅負

• 校準各子公司會計準則及內控制度導入

• 加強公司治理

• 提出公開發行及上市櫃申請及上市櫃後之管理

上市重點準備 
工作 :

建立 
上市策略

選擇 
策略夥伴
調整體質

提出 
上市申請

上市後之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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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及投資架構規劃
不同集團在現行既有之組織架構下，可能隱含不同之潛在稅負風險及成本；東南亞及印度各國法令不同，
資誠可基於稅負風險及成本之分析結果，為公司集團量身規劃未來可能的營運模式及股權架構，為集團降
低現在及未來的總稅負成本及風險。

如果您正面臨以下的狀況： 資誠將可以協助您：

• 現行的組織架構下，有哪些隱含的潛在稅負風
險及成本

• 有哪些集團股權移轉及經營權移轉的規劃

• 組織調整過程中，有哪些租稅負擔及稅務議題

• 不同投資主體持股模式之差異，有哪些不同架
構之設立及維運成本、最終個人股東之持有稅
負、未來處分股權的最終稅負

• 針對新股東預計或可能投資之方式，有哪些原
股東退場的可行性方案

• 投資架構與交易模式調整規劃與諮詢

• 國內直接稅與間接稅稅務諮詢

• 協助分析與申請各項租稅獎勵及優惠措施適用，
包含：租稅協定、各國關稅及各國租稅優惠等

• 就個案稅務疑義，協助向稅務機關申請核釋並
爭取有利解釋

• 公司稅務健檢

聯繫窗口

劉欣萍
+886-2-2729-6661
shing-ping.liu@pwc.com

東協及印度
稅務法規
遵循

集團總稅負
成本及風險

集團營運
模式規劃

集團組織
架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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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業傳承
身為一位家族企業的領導者，您一定如同上市櫃公司一樣關切家族企業的戰略規劃、財務、稅務、經營效
益、合規性、競爭、人的管理、技術及企業發展。但是，身處在東協市場，面對不同的語言及文化，您必
須更深一層的思考：家族企業的的經營策略也應嵌入家族的獨特需求 - 包括繼承、財務規劃，家族治理、
稅務規劃，遺產繼承，及經營權與所有權規劃等。

如果您正面臨以下的狀況： 資誠將可以協助您：

根據資誠全球家族企業接班人調查報告，家族
企業傳承目前面臨以下三大關鍵挑戰：

• 世代鴻溝：上一代對於自己的孩子是否已準備
好，並有能力接班並非完全有信心

• 信譽鴻溝：下一代表示他們需要比企業中其他
人更認真工作來證明自己的能力

• 溝通鴻溝：家族企業必須同時處理個人與商業
關係，而這兩種關係可能會存在 
衝突

資誠透過有相關經驗的東協及印度服務團隊，
主要從以下面向協助您規劃：

• 主要考量：我們會協助您全面思考什麼是企業
傳承上最重要的目標，什麼是企業
必須傳承的核心價值，協助您解決
傳承可能會遇到之困難

• 接班策略：依據您的情況制定接班計畫，包含
時間點、未來經營所有權和資金流
程等，協助您將家族企業從人治走
向法制，培養下個世代接班團隊

• 法律與租 我們將評估您的情形。在符合繼承
稅管理：  法律與稅法規定的前提下，適法移

轉資產並為您降低或延緩資產傳承
時稅負的繳納，取得最大的租稅 
利益

• 獲利了結：假設出售是最好的選擇，我們將會
提供定價建議，並兼顧機密性，協
助您鑑別最適買家

聯繫窗口

鄭策允
+886-2-2729-5098
alvin.cheng@pwc.com

遠見

溝通協調

接班計畫

持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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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購交易諮詢
東協各國的經濟成長快速、具人口紅利誘因，吸引了許多投資人透過併購交易或合資安排進入東協市場的
機會。成功的併購或合資安排，需有事前完善的評估，並了解併購標的及合資夥伴所在之投資環境、法規
限制、價值評估及併購後是否能有效管理及整合，方能達成公司最終的策略目標並實現交易價值。

如果您正面臨以下的狀況： 資誠將可以協助您：

• 您正於東協市場尋求併購標的或合資夥伴以提
昇公司價值

• 您正於東協市場尋求合適的退場機制，或因企
業重整或策略調整而需要處分非核心事業或資
產

• 您正在尋求絕佳的策略合作伙伴以因應全球化
的整合與競爭

• 您希望藉助專業人員的協助，有效率地完成正
在進行的交易

• 您正面臨併購後應如何整合及建立合適的管理
團隊的問題

• 資誠擁有 PwC全球化的資源，我們可協助企業
深入發掘東協市場機會，以及規劃達成目標之
完整策略方案

• 尋找與評估合適之併購標的或合資安排，結合
盡職調查團隊，衡量財務、法律、稅務、營運、
人力資源等狀況，協助即早診斷並掌握潛在之
交易風險，協助擬定談判策略及後續的整合工
作規劃

• 擬定非核心的事業或資產之處分策略及可行性
評估，尋求合適的交易對象，以創造處分之最
大價值

聯繫窗口

翁麗俐
+886-2-2729-6703
lily.wong@pwc.com

尋求東協及
印度市場之
併購交易
機會

併購交易
評估與執行

併購交易
協商與完成

併購後
整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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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顧問諮詢
全球市場競爭激烈，以數位力驅動企業的創新與成長已是趨勢，企業如何守住現有的競爭優勢下，建立永
續的基業其關鍵點在於：針對自家企業策略規劃、以數位力來進行垂直營運流程及水平價值鏈的雙向整合、
擁抱創新文化以帶動企業成長。資誠管理顧問團隊已協助許多不同產業追求創新，以順應全球日趨複雜的
環境。我們的顧問群基於深厚的產業知識與專業素養，勇於提出具前瞻性的觀點，並貫徹執行。

如果您正面臨以下的狀況： 資誠將可以協助您：

• 企業如何利用適切的資訊工具 (ERP、CRM、
BI、MES、AI..)來驅動企業進行數位轉型

• 企業可以從工業 4.0、大數據、物聯網、人工
智慧 (AI)、價值鏈的資訊整合上獲得什麼效益並
創造多少競爭力

• 企業營收停滯或衰退、客戶忠誠度愈來愈低、
業務競爭壓力高、市場開拓不易、營收能見度
低、跨國銷售管理難以執行

• 企業策略方向不清、組織老化、創新能力不足、
執行力低落、成本控管不知何處著手、無效益
的流程充斥組織內部

• 大型企業 SAP S/4 Hana 與中型企業 SAP 
Business One的評估、規劃與導入

• 以 PwC銷售轉型的方法全面檢視企業的銷售策
略、銷售流程、銷售管理、銷售人才與工具，
並協助 Salesforce CRM的導入與應用開發

• 以工業 4.0的從銷售段出發，到研發、生產、
供應鏈的全智慧化轉型

• 以大數據分析能力，協助企業決策主管突破管
理的瓶頸

• 企業策略與價值重定位、組織績效管理的規劃
與執行、創新能力再活化、生產效率提昇與成
本最適化管控

聯繫窗口

盧志浩
+886-2-2729-6369
jacky.l.lu@pwc.com

工業 4.01

SAP/ERP2

銷售轉型
CRM

3

策略規劃與
企業流程
分析

4

大數據分析
與績效管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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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諮詢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於創設以來，共享 PwC全球資源，可充分取得其他國家及地區之專業協助，並與
PwC所屬或聯盟之外國法律事務所 (PricewaterhouseCoopers Legal Global Network) 有密切的合作關
係，提供國內外客戶全面性跨國專業法律服務。

如果您正面臨以下的狀況： 資誠將可以協助您：

• 現行投資架構或組織架構不符營運需求及效益

• 想投資或併購東南亞或印度公司，卻不知該如
何選擇

• 您打算與東南亞或印度的商業夥伴進行合資或
共同經營，卻不知該如何進行

• 您與東南亞或印度的商業夥伴發生合資或投資
糾紛，卻不知如何應對

• 已設立東南亞或印度分公司或工廠，卻不了解
當地勞工法規

• 想在東南亞或印度當地進行不動產交易，卻不
清楚當地法規限制

• 透過 PwC全球資源協助規劃及執行本國及海外公司組織架構重組

• 投資併購交易法律服務及公司證券法律 -別於一般法律事務所，擅長運用各
種商業法律，並能兼及考量商業及財會面向，處理跨國及國內的各種複雜商
業交易

• 合資或共同經營前之法律諮詢，事先對投資標的進行法律盡職調查 (DD)，透
過 DD釐清潛在的法律風險及規劃因應方案並協助合約談判、簽署及交割等
事宜

• 審閱當地合約及法律文件、協助因應潛在糾紛及提供訴訟諮詢，並協調當地
律師提供所需的法律諮詢

• 勞動法律諮詢 -除了法規遵循的諮詢服務外，更專長於提供務實可行的處理
方案

• 不動產法律服務 -因應不動產交易型態日趨複雜，結合 PwC聯盟所中之各
項資源，提供前、中、後期全面性之顧問服務

聯繫窗口

張家健
+886-2-2729-5800
kent.chong@pwc.com

本國及外國法令諮詢 投資與併購架構規劃與執行 法律盡職調查 交易契約撰擬與審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