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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必須與產業全球化同步　才能保有競爭力與生存能力
跨國投資並建立適當營運模式，已為現今企業擴大經營的快速方法，然跨國投資與擴張的過
程中，常涉及相關國家工商、稅務法令遵循，因此，若能在投資前便進行可行性研究、投資
架構及交易模式之法律與稅務分析，或重新審視跨國集團之投資及融資架構與稅負負擔，並
以法律文件形式確保投資權益，將可有效降低整體稅負風險。

在臺灣即時解決跨國集團、跨境跨時區的稅務及法律問題
過往臺商跨國營運欠缺以集團整體作為出發點的法律與稅務思考，總是遇到當地主管機關
或稅局的挑戰後才局部修改集團政策，卻可能增加了下一次出現在其他地區的稅務或法律 
風險。

中國大陸 
方面

大陸內需市場佈局的需求，臺商恐需將在臺母公司的部份技術、人才遷移到
大陸，相關的稅務、法律問題因此產生。因應而來的跨境資金彈性，為臺商
亟欲解決的問題。另一方面，撤出面臨的土地出售、減資、清算等問題也困
擾著臺商。

美國方面

美國政府近年來頻頻祭出投資獎勵優惠及租稅改革計畫，讓有計畫投資美國
的跨國企業躍躍欲試；然而，企業如未了解公司設立及稅務遵循等基本法律
規定，美國高度複雜之稅務法令及繁複的稅務遵循規定，恐將大幅提高企業
在美之營運法遵成本及風險。

歐洲方面
臺商無論在何地投資總是希望能夠享受當地租稅優惠，如何在當地有效、合
法的享有租稅優惠需要當地稅務知識的深度，但是一地的租稅優惠適用是否
會造成其他地區的稅務風險，其判斷即需要稅務團隊具備全球稅務的廣度。

東南亞及 
印度方面

中美貿易戰後，東南亞及印度成為臺商分散生產風險的去處，但不同的文
化、開發中國家不完備的法令制度，臺商亟需有在地經驗的專家，指引如何
趨吉避凶。

客戶常見問題
國際法律、稅務牽一髮而動全身

必須以集團整體作跨國稅務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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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整合  當地經驗  臺灣服務
資誠（PwC Taiwan）結合 PwC全球網絡資源及全球服務經驗，我們的稅務、法律服務專業
團隊具備瞭解產業需求和豐富稅務及公司治理諮詢經驗的專業人員，協助企業面對多變的市
場環境和法律變化，提供企業客製化量身訂做、全球無時差的一站式服務。

資誠稅務服務亦結合策略夥伴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PricewaterhouseCoopers Legal），提供 
企業全方位之稅務暨法律解決方案，以因應急遽變化的競爭及挑戰。

協助臺灣跨國企業規劃全球投資架構與跨國交易模式，即時解決跨境跨時區的稅務及
法律問題

協助企業檢視全球供應鏈及交易型態，整合企業全球營運，發展符合跨國企業整體利
益之國際租稅策略與訂價模式

參與甚多國內上市櫃公司、多國籍企業及競標的併購案，對跨國併購的模式、架構、
競標流程、股東間的權益分配、融資銀行關注的現金流量相關稅務影響等議題均深入
研究

即時更新全球法規，讓臺灣跨國企業不再因全球租稅環境的快速變動而有後顧之憂

PwC可以如何協助客戶
兼具深度與廣度的全球稅務法律團隊

提供決策者最全面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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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稅務法律服務

企業全球化佈
局、稅務管理
與風險控管

境外公司經濟
實質法影響

調整銷售策略
及交易模式 
分析

投資架構檢
視，維運成本
及稅負有效性

價值鏈及獲利
能力配置

集團無形資產
策略

全球稅務文檔
一致性揭露

供應鏈結構改
變，營運模式
調整

外商投資許可
及當地法律 
諮詢

公司跨國運營
或併購之交易
文件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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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誠跨國服務　案例一

NASDAQ上市集團公司全球分拆重組

客戶需求

NASDAQ上市公司擬依業務屬性分拆子集團，該重組專案涉及美國、英國、加拿大、
日本、中國、香港等若干地區子公司。

資誠稅務服務

 ▶ 資誠與普華法律從擬訂時程、合約、董事會議事錄、遞送各地主管機關審查到完
成各地公司變更登記，確保各環節依計畫執行，以符合重組稅務優惠的關鍵條件，
提供全方位服務

 ▶ 統籌各地聯盟所由集團整體思維籌劃重組步驟，再鏈結各地專業團隊，善用各地
區重組稅務優惠

 ▶ 兼顧專案時程、成本最適化，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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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協助企業由集團整體思維籌劃重組，規劃各地稅務優惠

集團架構重組分拆 稅務及法律諮詢

協助設立海外公司

租稅協定 
諮詢及運用

如申請優惠扣繳
稅率或營業利潤
免稅等

區域性專家實務 
經驗分享及諮詢

美國、中國、歐
洲、東北亞及東
南亞等

海外企業組織型態
設立及諮詢

例如提供各種公
司型態的比較，
並分析當地法規
特殊性的要求

跨國投資架構及 
股權規劃稅務諮詢

針對不同的控股
架構，從營運面
及稅務面進行優
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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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誠跨國服務　案例二

大陸臺商間接處分大陸不動產股權交易商務 
談判、工商、外匯、稅務暨法律服務

客戶需求

許多大陸臺商活化或處分大陸不動產，方式從直接處分不動產、出售股權以間接處
分不動產到合建分屋等，由於交易金額鉅大且因大陸工商、外匯等規定，最終無法
匯出款項或順利取得全額交易款項，造成股東重大損失。

資誠稅務與商務服務

 ▶ 確保臺商交易安全前提下以可行性思維進行交易談判與模式調整，以推動大陸不
動產股權交易順利進行，直至交易款項如期安全匯出境外

 ▶ 陪同客戶從接觸、過濾買家、案件規劃、交易談判、合約撰擬、稅務申報、股權
變更等提供全方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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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提供全面且具整合性的一站式服務

一站式服務模式

傳統服務模式

管委會 工商變更 外匯管理

透過資誠的一站式全方位服務，公司可以在交易的過程中，取得整合性意見後進
行決策，由資誠全程處理每個交易環節，直至買方款項安全匯出境外，透過交易
機制安排有效確保交易安全。

在傳統模式下，公司需要各別整合多方中介機構意見後與買方談判，之後再與政
府機關辦理必需程序。公司在執行過程中往往耗時耗力，且潛在風險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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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決策指示

規劃分析、整合建議、 
回報執行

• 兩岸稅務
• 兩岸法律
• 兩岸商務

• 跨境金融
• 交易談判
• 交易安全

管委會

• 買方要求 • 程序管理

評估師

• 評估資質 • 公允價格

工商變更

• 工商關係 • 股權變更

外匯管理

• 帳戶安排 • 外匯管理
• 跨境匯出

稅務事項

• 稅務風險 • 申報執行
• 稅款繳納

法律與商務

• 談判與交易推進的 
法律建議

• 合約撰擬
• 投審會申報

證管規定

• 取處辦法
• 董事會提案
• 重訊公告時程
• 會計師合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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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誠跨國服務　案例三

海外臺商傳承境內外家族企業及資產的 
全方位服務

客戶需求

許多海外臺商因開枝散葉，家族成員有取得美國籍，長期定居海外或嫁娶陸配，甚
至取得新加坡永久居民的多種變形，這些成員在資產所有權及家族企業的傳承上會
因文化差異、業務專注不同、新經濟業態差異以及跨國稅務法令認知差異，而增加
傳承的困難度。

家族企業針對單一議題尋求專業諮詢，價格與服務範圍不盡相同，增加許多溝通成
本，且可能因家族溝通窗口專業不足，導致無法做到完善的保護。

資誠稅務服務

資誠專屬服務，吸收消化國內外經貿、稅務法令變革議題，整合內外部相關服務後，
為家族企業提供量身打造的全面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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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與
轉型

風險與監督

併購與營收
成長

人才資本

盈利能力所有權

財富管理

永續傳承 家族治理

核心價值

管理所有權 管理企業

圖三、PwC能協助您優化管理家族所有權及企業，創造家族企業的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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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誠跨國服務　案例四

臺灣半導體業者投資美國

客戶需求

全球半導體產業板塊因美中貿易戰有所波動，臺灣半導體製造業者因應美國政府祭
出招商優惠，且為更貼近 IC設計及晶片應用的上下游市場，考量赴美建立生產基地。

資誠稅務服務

 ▶ 投資前根據客戶營運計畫協助：

• 投資架構評估及資本結構諮詢

• 投資地點選擇諮詢及公司設立

• 聯邦與州級稅務優惠分析及諮詢

• 美國自由貿易區 (Free Trade Zone)營運模式諮詢

• 跨國人才調派與股權獎酬計畫稅務諮詢

• 集團營運模式分析及利潤配置諮詢等

 ▶ 投資期間，除美國當地所得稅 (聯邦及州 )及銷售稅 (州 )申報服務，亦協助股利
分配扣繳稅分析暨申報

 ▶ 協助客戶從投資規劃到營運期間之各項稅務需求，提供全方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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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誠跨國服務　案例五

臺灣公司境外融資與特別股設計法律服務

客戶需求

通過客戶之境外主體進行跨國融資，從而實現增加實收資本以用於擴大產能之需求。

普華法律服務

 ▶ 協助客戶設計特別股或可轉換公司債，協助客戶參與和投資方之協商、談判

 ▶ 根據融資結果，協助客戶修改公司章程，完成新增股份之發行等所有增資相關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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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誠跨國服務　案例六

建立臺灣電子業代工集團的 
全球移轉訂價科技管理系統

客戶需求

在全球稅務環境漸趨透明，且對一致性要求逐漸提高的趨勢下，集團希望透過移轉
訂價管理系統的導入，有效提升對各地子公司的利潤率監控，以便做出更即時的因
應策略。

資誠稅務服務

 ▶ 開發模組化的全球移轉訂價管理系統，將各地子公司的利潤率按月蒐集，針對利
潤率未達管理目標之公司提出警示

 ▶ 協助集團預估及試算未來交易價格的調整，對個體公司和集團層面在利潤率及有
效稅率的變化之影響進行模擬，協助有效決策集團內關係交易的訂價

 ▶ 透過視覺化互動式管理報表針對不同期間、不同個體或功能的比較變化進行分
析，為集團稅務管理提供更多面向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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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稅務資訊管理與分析策略（Tax Reporting & Strategy, TRS）專家具有豐
富的經驗，協助客戶更有效地進行稅務治理，我們提供了全面的方法協助
客戶使用科技強化稅務管理體系

稅務憑證管理

稅務資訊基礎架構

稅務營運 
管理

稅務 
風險 
管理

整體 
稅務 
規劃

   ●有效稅率及稅務現金流管理
   ●稅務規劃　●境內外投資稅務管理

   ●租稅優惠管理　●移轉訂價管理

   ●稅務風險指標及預警　●財稅資料分析
   ● 稅務稽查管理　●稅務政策追蹤

   ●進項發票管理　●扣繳管理
   ●銷項發票管理　●其他電子憑證管理

   ●配置管理　●權限管理　●計算引擎
   ●報表引擎　●文件管理　●流程管理

   ●稅務資料管理框架　●租稅優惠管理
   ●稅務合規自動化　●稅務合規任務管理

董事會

管理階層

營運部門
 （業務、採購
   及物流等）

總部或事業部
財稅單位

各國子公司
財稅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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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 /國外買家併購臺灣集團

• 私募股權基金 /國外集團併購臺灣企業，服務內容包含財務、稅務盡職調查、
交易架構設計、併購後海外拓展諮詢

• 涉及近 30個實體營運公司

• 協助客戶與賣方溝通業務拆分及建構投資架構，確認並辨識稅務疑義及議題

• 偕同律師團隊完成合約內容之稅務議題，保障買賣雙方權益

• 善用併購模式完成投資架構，並涉及籌資渠道、償債機制、資金來源、及員
工獎酬機制等

• 併購後海外拓展及業務整合，包括籌資渠道重組 (re-financing)、營運模式及
相關資金動向、跨境重組之可行性分析及法律程序議題、實質性戰略分析等

• 引領海外團隊在符合國際稅務環境趨勢之前提下，完成併購後之業務整合

Post Deal Integration
國外上市公司對內併購臺灣集團暨併購後整合

• 國外上市公司併購臺灣集團企業，服務內容包含併購交易架構稅務分析、稅
務盡職調查，併購後集團組織重組及交易模式整合

• 涵蓋臺灣、中國、韓國、日本、美國、等超過 10國的跨境併購案

• 偕同客戶及其法律顧問團隊對併購臺灣集團企業各項可行方案及法令遵循提
供諮詢服務

• 提供併購後價值鏈整合、國際稅務法規遵循及跨境諮詢

• 集團事業體的整併、交易功能整合等，實現營運精簡及透明之目標

• 協助投資方與稅局達成稅務條件及根基穩定之雙贏目標

資誠跨國服務案例

跨境併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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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bound M&A
臺灣集團跨境併購

• 臺灣集團併購海外上市公司或大型跨國集團企業

• 事業體涵蓋亞洲、東南亞、歐洲及美洲等地區

• 帶領海外團隊，偕同客戶進行重要事業體的財務、稅務、法律盡職調查

• 協助客戶分析標的公司財務狀況及潛在法律風險，並通過可行之付款模式
與契約條款，減輕或控制交易風險

• 協助客戶針對關鍵議題與交易賣方溝通，加速併購案之進程

• 組織架構與交易模式評估

• 提供可行交易模式並控管稅務成本及風險

• 配合交易特性，設計留任高管之委任契約，結合績效 /盈利結算計劃，協
助客戶完成與標的公司的業務銜接

Deals for Bidding

併購競標案 -德國標的集團

• 德國標的集團併購競標案，服務包含財務、稅務、法律盡職調查、交易架
構設計、併購交易合約撰擬、談判，及與融資銀行、保險銀行之溝通

• 涵蓋德國、捷克、中國、墨西哥等超過 10國的跨境併購案

• 實現交易一次交割

• 達成融資銀行的質押與抵押之借款要求，以及各國主管機關投資法令規定

• 承接標的公司之資產所需資本結構及交割時金流安排之租稅效益

• 協助客戶與保險公司洽談併購交易保險合約之關鍵稅務討論

• 審閱法律文件及分析與評估各地所涉之交易風險、外國人投資限制、反壟
斷申請與當地法令遵循，協助客戶向賣方溝通稅務條款

• 設計交易架構及金流安排，並提供全面法律併購諮詢

• 協助客戶位於十個國家之標的公司的股份或資產分別完成交割

Integration 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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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誠國際化人才養成

美國

荷蘭

芬蘭

日本

香港
越南

新加坡

英國

中國大陸

泰國

馬來西亞

澳洲

紐西蘭

資誠跨國稅務 
法律服務影片

資誠智識期刊

歡迎觀看及訂閱

資誠於 2020年度共計 109人外派世界各地

資誠稅務法律服務團隊擁有長達 20年的豐富外派經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FUjAMdVrF8
https://www.pwc.tw/zh/publications/publ-periodical.html


資誠國際稅務暨法律服務團隊
國際稅務諮詢

謝淑美 執業會計師 886-2-2729-5809 elaine.hsieh@pwc.com

蘇宥人 執行董事 886-2-2729-5369 peter.y.su@pwc.com

曾博昇 執業會計師 886-2-2729-5907 paulson.tseng@pwc.com

劉欣萍 執業會計師 886-2-2729-6661 shing-ping.liu@pwc.com

美國稅務諮詢

蘇宥人 執行董事 886-2-2729-5369 peter.y.su@pwc.com

兩岸商務及稅務

段士良 執業會計師 886-2-2729-5995 patrick.tuan@pwc.com

廖烈龍 執業會計師 886-2-2729-6217 elliot.liao@pwc.com

徐丞毅 執業會計師 886-2-2729-5968 cy.hsu@pwc.com

全球移轉訂價及反避稅

併購

謝淑美 執業會計師 886-2-2729-5809 elaine.hsieh@pwc.com

劉欣萍 執業會計師 886-2-2729-6661 shing-ping.liu@pwc.com

稅務資訊管理與分析策略

曾博昇 執業會計師 886-2-2729-5907 paulson.tseng@pwc.com

投資併購交易法律及公司證券法律

楊敬先 合夥律師 886-2-2729-6100 ross.yang@pwc.com

張家健 合夥律師 886-2-2729-5800 kent.chong@pwc.com

© 2021 PricewaterhouseCoopers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PwC refers to the Taiwan member firm, and may 
sometimes refer to the PwC network. Each member firm is a separate legal entity. Please see www.pwc.com/
structure for further details. This content is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purposes only, and should not be used as a 
substitute for consultation with professional advisors.

徐麗珍 執業會計師 886-2-2729-6207 lily.hsu@pwc.com

廖烈龍 執業會計師 886-2-2729-6217 elliot.liao@pwc.com

范香琴 執業會計師 886-2-2729-6669 hsiang-chin.fan@pwc.com

李佩璇 執業會計師（臺中） 886-4-2704-9168 分機 25207 pei-hsuan.lee@pwc.com

劉穎勳 執業會計師（台南） 886-6-234-3111 分機 26258 ying-hsun.liu@pwc.com

陳筱娟 執業會計師（高雄） 886-7-237-3116 分機 25696 audrey.chen@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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