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資誠國際租稅盃個案分析競賽
比賽章程
一、 活動宗旨：

為使租稅知識普及化，推廣對租稅相關議題的了解，培養解決租稅問題的能
力，提升兩岸大專院校學生對當前稅務相關課題的認知，特舉辦本活動。

二、 活動目的： 藉由對國際租稅議題比賽方式，提供兩岸對租稅議題有興趣學生互相交流切
磋的機會，將透過國際租稅議題個案分析競賽以競爭及團隊合作方式，提升
大專院校學生租稅知識及解決目前租稅問題的能力。
三、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資誠教育基金會、臺北大學
協辦單位： 中華產業國際租稅學會、臺北大學財政學系系友會、臺北大學租稅研究社
四、 比賽主題： 新型態國際徵稅規則對台資集團租稅遵循與戰略管理產生的影響
五、 比賽方式及時程：
(一) 比賽方式：
1. 比賽分初賽及決賽兩階段進行。
2. 初賽採書面報告審查方式進行。參賽隊伍需經過報名程序後，始發給初賽個案題目，
初賽隊伍於初賽截稿日期前提交個案分析書面報告給主辦單位。由主辦單位評審
委員會選取優勝隊伍進入決賽。
3. 晉級決賽隊伍包含台灣地區正取六名、備取二名；大陸地區正取四名、備取二名。
如遇正取隊伍因故無法參賽，其缺額將由備取隊伍遞補。
4. 決賽採現場比賽方式於台北進行，獲選進入決賽隊伍於決賽比賽時間至指定地點
參加比賽；上午時段主辦單位發給另一組個案分析題目，並完成個案分析的簡報製
作，下午時段依抽籤順序上台報告及進行 Q&A。
5. 因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的邊境管理及入境後之檢疫措施仍持續，本次決賽將請大
陸隊伍以視訊的方式參加，並請配合主辦單位之規劃進行。相關視訊地點及措
施，主辦單位將另行公告，並適時滾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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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比賽時程：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27 日(以 email 寄送報名表)。有關報名資格之
確認、初賽個案題目及評分標準，主辦單位預計於 10 月 28 日提供予參賽隊伍。
2. 初賽截稿日期：2022 年 11 月 21 日(用 pdf 檔寄送，以 email 寄出時間為憑)。
3. 決賽名單：2022 年 12 月 13 日公告入選名單及寄送決賽須知與時程表。
4. 初賽解題說明會時間：2022 年 12 月 23 日
5. 決賽日期：2023 年 1 月 14 日
6. 初賽解題說明會及決賽地點：台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 30 樓(資誠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
7.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主辦單位得保留變更比賽方式及時程之權利。
六、 報名相關訊息：
(一) 參賽對象：參賽對象為財政(稅)、會計、法律、財務(金融)、企管及經濟等相關系所學
生(參賽時身分必須為在校生)。每組參賽隊伍由四人組成，每一隊均須有一名指導老
師，指導老師可同時帶領 2 隊(含)以上之參賽隊伍。
1. 台灣地區：以校名及系所名組隊報名，參加四名成員中至少有二名為該系所學生，
每系所最多報名二隊。
2. 大陸地區：以校名報名參加，每校最多報名一隊。
(二) 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27 日，填妥章程附件一、
「2023 國際租稅盃個案
分析競賽報名表」(簡稱「報名表」)及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暨告知聲明後以 pdf 檔寄
送至指定電子郵件信箱，郵件主旨：「2023 資誠國際租稅盃報名 - 報名隊伍名稱」，
以 email 寄出時間為憑。
(三) 本比賽無需報名費用。
(四) 依據報名資料及手續完整性，主辦單位保有最終審核決定權。
(五) 進入決賽之隊伍，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不得更換隊員。如需更換隊員，須於 2023 年
1 月 2 日前向主辦單位提出，主辦單位保有最終審核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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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評分標準：
(一) 評審委員將邀請財政部相關人員、大學院校相關專長老師及業界稅務專家組成。
(二) 初賽書面報告評審：各委員依審查評分標準評分，採分區選取。台灣地區選取平均分
數最高的六隊晉級決賽、二隊備取；大陸地區選取平均分數最高的四隊晉級決賽、二
隊備取。審查評分標準將於報名後併同題目發給參考。
八、 獎金：
每一隊均發給團隊成員個人獎狀各一只，指導老師獎狀一只，系所獎狀一只
1. 年度最佳團隊獎一隊：獎盃一只、獎狀六張、獎金新台幣 50,000 元
2. 最佳台灣團隊獎一隊：獎盃一只、獎狀六張、獎金新台幣 30,000 元
3. 最佳大陸團隊獎一隊：獎盃一只、獎狀六張、獎金新台幣 30,000 元
4. 評審團特別獎一隊: 獎盃一只、獎狀六張、獎金新台幣 20,000 元
5. 另取六隊優選隊伍，每隊獎狀及獎金新台幣 10,000 元。
九、 膳食與交通：
(一) 本活動包含午餐。
(二) 補助參與決賽之台灣地區人員交通費：
1. 指導老師：補助出席決賽的指導老師交通費新台幣 2,000 元。
2. 參賽學生：針對學校不在台北市與新北市之參賽學生，將補助由該校所在縣市至台
北市的公共運輸(包含高鐵標準車廂、台鐵、客運)來回交通費用，採實報實銷方式。
(三) 補助參與決賽之大陸地區人員交通費：相關措施及補助，主辦單位將另行公告。
(四) 晚宴：活動結束後將舉行晚宴，感謝參加決賽的學生與指導老師辛苦付出。
晚宴時間：2023 年 1 月 14 日 18:30 至 20:00
晚宴地點：另行公告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主辦單位得保留變更晚宴形式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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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錄音、錄影及拍攝
(一) 主辦單位得就本競賽相關之活動進行錄音、錄影及拍攝，並得放置於網頁、出版品，
且得提供予媒體刊登。
(二) 除獲得主辦單位同意外，任何人於比賽會場均不得錄音、錄影或拍攝。
十一、 著作權
參賽隊伍遞交報名表即表示同意主辦單位得無償將參賽隊伍於本競賽中提出之簡報放置
於網頁、出版品。
十二、 比賽章程之解釋、修正及補充
(一)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主辦單位得保留變更活動方式及時程之權利。
(二) 主辦單位得對本比賽章程進行解釋及修正，倘有未盡事宜，亦得予以補充。
十三、 聯絡方式
「2023 資誠國際租稅盃個案分析競賽」籌備小組
聯絡人：陳威辰、程凱隆
連絡電話：0985733950、0939669603
聯絡 Email：ntputssa@gmail.com
粉絲團網址：請查詢 FB「2023 資誠國際租稅盃個案分析競賽」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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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23 資誠國際租稅盃個案分析競賽
報名表
請務必以正楷詳細填寫，以利賽務聯繫及證書製作；填妥報名表及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暨告知聲明後以 pdf 檔寄送至指定電子郵件信箱，郵件主旨：
「2023 資誠國際租稅盃報名 – 報名隊伍名稱」，以 email 寄出時間為憑。
代表學校(中/英文)

代表系所(中/英文)

報名隊伍名稱
(請避免學校或系所之命名)

隊員資訊

指導老師

學生姓名
(中/英文，同護照)

(英)
(中)

(賽務聯繫人)

(英)

參賽學生

參賽學生

年級與學號

(中)

參賽學生

參賽學生

學校與系所

(中)
(英)
(中)
(英)
(中)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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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連絡電話

Email

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暨告知聲明

立書人

謹同意 2023 資誠國際租稅盃個案分析競賽之主辦單位(下稱「主辦單位」)蒐集、處理

及利用立書人之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姓名、聯絡方式等)，並聲明主辦單位於蒐集時業已依據個人資料保護
法告知立書人下列事項:
一、主辦單位蒐集個人資料係為辦理 2023 資誠國際租稅盃個案分析競賽(包括賽後聯繫、活動通知)之特定
目的範圍內，並於該特定目的範圍內加以處理及利用。
二、個人資料利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自資料提供日起至特定目的消滅時止。
2. 地區：台灣地區內及地區外。
3. 對象：主辦單位。
4. 方式：以合法及合理方式為之。
5. 立書人□同意

□不同意

主辦單位基於下列目的，將個人資料揭露予他人:

(1)製作通訊錄，並寄發予他參賽隊伍、指導老師及評審。
(2)邀請加入 Facebook 社團。
三、立書人就提供之個人資料，依法享有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提供複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
集、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之權利，如欲行使前述權利，敬請與主辦單位聯繫
(tw_subscription@pwc.com)。
四、立書人瞭解如未能提供報名表所需之個人資料，將無法報名參加 2023 資誠國際租稅盃個案分析競賽。

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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