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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之願景是要成為一間能為客戶創造最高附加價值的事務所。正大致力以

專業服務及以人為本之熱忱與客戶及員工共同成長。正大珍惜為每位客戶服

務之機會，展望未來，希望您來見證正大之優質服務。

邁入二十一世紀，商業型態更趨多樣化，正大瞭解傳統簽證業務已不再是會

計師事務所唯一業務，會計專業應貼近客戶需求，提供更多元化之服務。故

近年來，正大走在同業面前，致力開發專業服務，推廣企業資源委外及整合

服務，企業主可將薪資管理、法務稅務諮詢、內部稽核、IT、甚至家族企業

傳承顧問等繁瑣工作放心交給正大專業團隊處理，不但可大幅減輕負擔及風

險，且能夠集中全力開拓企業版圖，不會有後顧之憂。

企業的最佳夥伴



3目錄2

目　錄

全球服務團隊

Grant Thornton Taiwan介紹

Grant Thornton Taiwan部門介紹

4

7

19

所長的話

Our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clude our use of software technology, experience 
in working with international clients, language skills, and commitment to value 
and excellence.

Jay Lo
Managing Partner Grant Thornton Taiwan

“我們的競爭優勢包括 IT 技術的開發與應用，與國際客戶合作的經驗，語言溝

通優勢以及對價值和卓越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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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服務團隊

143個
國家

756個
辦公室

超過56,028名
專業人員

國際機場及車站皆有我們的腳印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為全球知名會計師組織 (Grant Thornton) 成員，Grant Thornton

享譽全球，會員所遍佈全球超過 140 個國家，共有 750 多個辦公室，擁有超過 56,000 名

員工，竭誠為客戶提供審計、稅務及財務專項諮詢的專業意見。正大與 Grant Thornton

會員所維持緊密聯繫，隨時接受全球專家之知識及經驗，故能協助客戶馳騁全球市場，掌

握商機。

全球
服務團隊
全球
服務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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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團結合作

展現領導能力

堅持卓越的文化

敏捷的行動力

強調對人的尊重

為我們的行動負責

Grant Thornton Taiwan
介紹

全球一致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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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on: Taiwan Grant Thornton Taiwan- 地點

ISO 認證公司

自 2010 年以來，我們每年都
獲得 ISO 9001 認證，自 2016
年以來獲得 ISO 27001 認證。

年度最佳顧問與稅務會計
師事務所

我 們 於 2019 年 被 Global 
Business Insight 評為年度最
佳顧問與稅務會計師事務所。

年度最佳會計師事務所
我們於 2017 年被 Corporate 
INTL 雜誌評為「年度臺灣全
面服務會計師事務所」。

龐大的國際客戶群

我們服務的客戶有超過 50％
是國際企業。我們的服務備受
國際肯定。

USD8.5 Million
2019 年營業額

200 名

臺灣員工

3 處

臺灣所

11 名

臺灣合夥人

臺北總所
地址：臺北市忠孝東路六段 21 號 5 樓
電話：(02)2789-0887
傳真：(02)2789-1005

新竹分所
地址：新竹市東區慈雲路 118 號 7 樓之 3
電話：( 03)563-1919
傳真：( 03)666-1960

臺中分所
地址：臺中市西區博館路 117 號 6 樓
電話：(04)2323-2448
傳真：(04)2323-2353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服務客戶已有約五十年的歷

史，我們用累積的知識來協助企業成長。正大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是一間有通過 ISO 9001 品質服務與

ISO27001 資訊安全管理國際認證的會計師事務所

www.grantthornton.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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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Thornton Taiwan CSR Day

Jay Lo
Managing Partner Grant Thornton Taiwan

用真心來回饋社會是正大所的核心價值，很高興看到事務所的同仁自願在工作繁忙中撥出

時間來共同為地球盡一份心力。在經歷過一個小時的努力後，我們確實改善了我們的環

境。相信只要有更多人願意出力來幫忙淨灘，臺灣周邊的海洋一定也能變得更加美麗。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如何與您全球合作
全球性的規模、服務品質、以及深厚的會計技術專業，吸引了諸多國內

外上市公司、集團關係企業及私人企業選擇與我們合作。企業重視我們

的信譽、規模及對於專業的知識，但是真正讓我們與眾不同的是我們服

務客戶的經驗，讓正大所能夠在客戶服務上面創造更多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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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全球使用同一種審計方法，這意味著無論您身在何處，我們都能為您提供始

終如一的高質量服務。我們審計方法的特色是以客戶為主的流程，將審計工作的重

點放在財務報表裡面最大風險的那些領域裡面。我們所有的參與團隊在跨境任務和

國際專業知識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

為何選擇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務實的解決方法協助您改善及成長

我們的團隊積極為客戶思考問題並實踐創新，讓您的業務獲得更好的解決方案，並超越技

術問題。無論您的目標是要擴張全球版圖、提高運營效率還是建立投資者信心，正大所瞭

解什麼決策可以真正幫助您在事業版圖上更果決地增加判斷與執行能力，我們努力實現對

您未來最有利的期望。

•	 	協助您展望未來，並更廣泛地思考事業發展

•	 	主動尋找改進和成長的機會

具有不同思維的合作團隊

正大所的團隊思想開放並且多元包容，溝通良好容易合作。我們始終以獨立的觀點和您一

起解決問題，並在必要時與客戶您一起成長一起接受挑戰。我們的國際合作紮實，這讓我

們能夠橫跨服務網路建立良好的橫向聯繫，讓在全球發展的您容易於各地區組建團隊，制

定良好的執行策略。

•	 圍繞客戶的需求建構全球服務團隊和解決方案

•	 與客戶和您的團隊建立更好的工作關係

解決客戶的問題是正大所對客戶的責任

我們的文化建立於我們對客戶的重視 - 面對客戶的挑戰、成長的企圖心、以及更廣泛的商

業機會。客戶會從親切的高級專業人士得到幫助，正大所會提出正確的方向，傾聽並提供

十足的洞察力和清晰的觀點，為客戶解決各項問題。

•	 正大所合夥人和資深人員會給予更多時間和關注

•	 更深入地瞭解您的業務，獲得更有意義的意見和建議

敏捷和快速回應的服務

正大所的規模和結構為客戶創造優勢，我們採用較扁平化的結構，伴隨著精確的決策、賦

予高度授權的團隊、提供有效率的服務給客戶。加上正大所擁有所有必要的流程及控制，

讓我們的團隊反應更靈敏更快速。

•	 當您需要快速解答和釐清問題時，我們可快速地做出回應

•	 在您詢問正大所時，提供您所需要的答案，成為您企業的最佳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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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大所的各項服務

簽證服務

•	 財務報表簽證（中英文報表）
•	 IFRS 導入及相關服務
•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簽證
•	 期中財務報表核閱
•	 國內公開發行及上市櫃規畫及
輔導

•	 協議程序
•	 內部控制專業審查
•	 特殊目的查核
•	 外勞申請案簽證
•	 企業併購

企業管理服務

•	 家族企業之傳承及競爭力	
　（PRIMA）
•	 教育訓練
•	 政策及制度擬訂	

企業評價

•	 股權與無形資產評價與諮詢
•	 合理性意見書
•	 稅務目的之評價

工商登記

•	 公司設立
•	 資本驗資
•	 財團、社團法人申請
•	 解散清算
•	 陸資、僑外資來臺投資申請
•	 對大陸、外 (港澳 ) 投資申請
•	 境外公司註冊許可業務	
•	 稅務服務
•	 移轉訂價服務
•	 跨國交易租稅規劃
•	 租稅獎勵申請
•	 稅負平衡與假定稅
•	 員工認股權之行使
•	 遺產稅申報
•	 外僑個人綜合所得稅之申報
•	 印花稅
•	 外國專業投資機構及個人之
稅務代理人

•	 其他
•	 稅務意見書
•	 國際物流配銷中心之設立
•	 自由貿易區免稅申請服務

企業支援服務

•	 薪資服務
•	 帳務服務
•	 付款管理服務
•	 工作證申請

法律服務

•	 訴訟支援
•	 行政救濟

舞弊調查及
協議程序

正大所在簽證服務的核心是藉由穩健、獨立的審計技術找出會計問題的根源，並為客戶提

出量身制定的建議與分析。在正大所，我們提供的不只是審計服務，我們的合夥人與經理

隨時與客戶溝通，並且清楚地瞭解市場的快速變化並適時提供客戶客觀的建議，讓企業在

發展過程中能有效率地做出正確的決定。客戶自正大所得到高品質的財務報表與審計服

務，是因為正大所針對各項產業制定的審計方案中，都是由多位資深審計專業人員依專業

技能與經驗所編製出的，我們也會隨時注意法律變更所帶來的影響，並藉由週期性的電子

郵件、社群媒體發佈和研討會課程等，及時通知您會計準則的相關變化。

正大所的審計優勢

•	 全球審計服務在審計電子化與資訊安全方面處於領先地位

•	 擁有國際品質的簽證服務與嚴格的道德政策

•	 正大所已在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CAOB”）註冊。我們通過 PCAOB 檢
查以及公司內部質量審核獲得最高的肯定。

•	 是國內唯一同時擁有 ISO9001-2015 品質服務驗證與 ISO27001-2013 資訊安全驗證的
會計師事務所

•	 合夥人與主管高度重視客戶的權益，並隨時與客戶面對面溝通

我們的服務包含

審計簽證服務

•	 財務報表簽證（中英文報表）				

•	 IFRS 導入及相關服務

•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簽證

•	 期中財務報表核閱

•	 國內公開發行及上市櫃規劃及輔導

•	 協議程序

•	 內部控制專業審查

•	 特殊目的查核

•	 外勞申請案簽證

•	 企業併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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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審計品質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將審計品質視為我們業務不可或缺的要素。我們的全球網路擁有國

際開發之查帳軟體工具、國際業務支援和品質監控等措施，以確保全球的會員所一致地提

供高品質的審計服務。這其中包含：

審計品質

審計的技術與訓練

策略方向：

全球一致的簽證策略，就是 " 品質優先 "

客戶的接受和延續：

建立工作流程和作業程序，確保會員所服

務高品質客戶

全球性的審計方法與技術 :

滿足國際標準的審計方法，支援最先進的

查帳軟體，並透過持續 IT 投資以保持會計

師界領先地位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全球性的審計方法與工具

全球開發了一套專業的審計軟體 GT Voyager，配合國際審計準則的標準進行查核，為客

戶解決重大風險。專業的 Voyager 可讓會計師更高效率地執行更高品質的審計工作，為客

戶提供更好的見解與客製化的風險評估。我們的軟體技術可幫助我們的審計團隊識別財務

報表風險，並評估現有流程和內部控制在降低風險方面的有效性。該工具還可以幫助我們

全球一致的審計和技術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與全球會員所結合，透過先進的科技技術支援審計查核

流程，且要求會員所必須依照國際標準執行審計工作

我們致力於為我們的員工以及我們的客戶提供審計和財務報告事宜方面的指導。

正大所的審計技術培訓部門，有專業的會計師領導，隨時注意法令的更新與客戶的回饋，

除了支援審計簽證部門的工作之外，並隨時向審計團隊傳達最新的審計標準與相關知識，

訓練部門在處理相關疑問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亦與各層級公會、財政部證期局及專業

會計機構保持密切聯繫。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支援 :

協助會員所訓練與指導的 IFRS 團隊

監督全球性的審計品質 :

專業的全球性監督團隊定期審查會員所的

審計品質

全球性的審計訓練 :

全球性的訓練方案。定期舉辦國際審計準

則和 IFRS 的面對面會議，確保會員所擁有

一致的審計知識

的團隊記錄，評估和測試內部控制並設計改進策略。我們的審計團隊還使用數據分析工具

IDEA 來解析大量財務數據。此外我們不斷評估審計方法和軟體應用程序，並每年提供更

新版本。

電腦審計的資訊技術

我們的 ITGC 小組會確保資料和流程的可靠性和完整性，使客戶的系統和流程在受控制的

環境中有效率地運行。我們的團隊會識別、評估和驗證控制措施，並伴隨著建議提報需要

改善的部分給客戶。

技術性團隊透過以下方針促使我們公司的
一致性：

•	 固定於正大所舉辦專業的培訓課程，以
符合客戶與服務品質的需要

•	 分析最新的技術發展及其對客戶業務的
影響

•	 回應並提供會計師具有建設性的會計專
業建議

•	 審查與更新公司的品質控制機制，確保
品質控制政策的有效實施

•	 維護審計軟體

•	 發佈與技術相關的公告



18 19Grant Thornton Taiwan部門介紹 Grant Thornton Taiwan部門介紹 19Grant Thornton Taiwan部門介紹

Grant Thornton Taiwan
部門介紹



20 21Grant Thornton Taiwan部門介紹 Grant Thornton Taiwan部門介紹20 Grant Thornton Taiwan部門介紹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採用 Grant Thornton 開發之查核

軟體，辦理財務簽證業務。透過該軟體，工作底稿已全

面電子化，在推動 IFRS、查核品質與管理效益上，大幅

領先同業。

簽證服務具體實益包含：

•	 透過工作底稿的電子化，查核人員可由電子檔中調出
過去資料。客戶可免於每年被詢問相同問題或被要求
提供相同資料

•	 透過電腦分析診斷，查核人員可提供強化公司治理之
建議

•	 軟體可計算評估風險係數，省略不必要的查核程序，
減少查核成本

•	 會計師可隨時透過 Email 進入軟體覆核工作底稿，及
時協助解決問題

簽證服務涵蓋下列範圍：

•	 財務報表簽證 ( 中英文報表 )
•	 提供 IFRS 規格之簽證
•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簽證
•	 期中財務報表核閱
•	 國內公開發行及上市櫃規劃及輔導
•	 協議程序
•	 內部控制專案審查
•	 特殊目的查核
•	 外勞申請案簽證

簽證服務

羅裕民
合夥會計師
臺北

T 02-2789 0887 --148
E yuming.lo@tw.gt.com

楊雅慧 
合夥會計師
臺中

T 04-2323 2448 --102
E yvonne.yang@tw.gt.com

簽證服務

國內外帳務
服務部

稅務服務

法律服務

工商登記

移轉訂價

薪資服務

付款服務

工作證服務

企業支援

企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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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擁有全方位及專業團隊並熟悉國際商務脈動

正大擁有超過四十年的稅務經驗，承辦人員皆具有良好

中英文能力，擁有豐富稅務案件經驗，協助多家全球 500

大企業處理稅務案件。正大是全球國際型會計師聯盟組

織 Grant Thornton 會員，擁有輔導跨國企業之企業主及

資深經理人達成其企業目標的豐富經驗。團隊包括國際

租稅、經濟學及會計財務方面的專家，擁有領先其他事

務所的經驗及優勢，可以為您解決與財稅相關的問題。

稅務服務範圍涵蓋：

•	 跨國交易租稅規劃
							- 所得稅法第四條免稅申請
							- 所得稅法第二十五條專案核定申請
							- 租稅協定之專案申請
•	 租稅獎勵申請
•	 稅負平衡 (Tax Equalization)與假定稅 (Hypothetical Tax)
							- 協助計算 Tax	Equalization，確保外派人員淨所得							　
										不因派遣他國而受不利影響
•	 員工認股權 (Stock Option)
•	 外國專業投資機構之稅務代理人 (Tax Agent for QFll)
•	 外僑個人綜合所得稅之申報
							- 協助在臺工作之外國人正確申報綜合所得稅
•	 印花稅 (Stamp Tax)
•	 遺產稅申報
•	 其他
							- 稅務意見書及其他稅務申請

稅務服務

張麗美
稅務組
臺北

T 02-2789 0887 --109
E limei.chang@tw.gt.com

正大認為優質的會計師事務所應備下列要件 ：

•	 以核心價值經營事務所
•	 提供多元及專業化服務協助客戶成長
•	 具優異之跨部門協調能力
•	 具協助企業解決問題之豐富經驗
•	 積極投入資源開發軟體工具，使工作更具效率
•	 注重人員訓練
•	 擁有國際視野，積極引進新知識及技術
•	 擁有機動性高、專業力堅強與創意十足的服務團隊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優質的服務

一般咸認為會計師事務所之服務大同小異，只要其提供優惠價格或規模夠大，皆可協助

客戶完成委任事項。其實不然，事務所若未擁有卓越價值觀，價格即便更優惠或規模更

龐大，委任案件皆可能被草率從之並發生嚴重後果。正大以客為尊，盡心維護客戶利益，

故對每件委任案均秉持謹慎態度審慎處理，為客戶謀求最大利益。

正大如何能幫助您創造價值？

•	 與世界知名會計師組織	Grant	Thornton	的聯盟合作，熟悉國際商務脈動
•	 與企業高度配合，對產業環境與政府政策深入掌握，並能提供即時資訊與分析
•	 專業化的團隊，提供多樣化之優質服務
•	 經驗豐富，積極投入，確實瞭解客戶需求，立即解決問題
•	 與客戶溝通互相良好，創造最佳默契
•	 熟稔法律，能為客戶詳實分析與解釋
•	 團隊成員訓練精實，服務迅速且親切，成為客戶好幫手
•	 重視與客戶的關係，建立彼此的信任
•	 團隊成員時時充實自我，追求卓越，取得業內領先地位
•	 為客戶進行財務規劃，降低管理風險



24 25Grant Thornton Taiwan部門介紹 Grant Thornton Taiwan部門介紹

結合全球網絡，並深入洞悉本地、兩岸及國際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擁有豐富經驗、熟諳英語及各產

業之專業人員，提供本地企業、外國企業在臺子公司、

分公司及辦事處工商登記及服務。

工商登記服務範圍涵蓋：

•	 公司、分公司、行號及財團（社團）法人之申請
•	 外商及陸資子公司、分公司、辦事處各項登記
•	 外國人工作及大陸人士入出境許可之申請
•	 工廠及特許業務之申請
•	 境外公司註冊
•	 商標登記
•	 其他諮詢

正大提供陸資來臺投資的優勢：

我們有專業承辦陸資來臺的團隊，致力兩岸法規溝通、

協調，珍惜所托，盡全力為客戶解決來臺所面臨的各方

面困難，提供一站式全方位服務，給客戶帶來最優質的

感受。

團隊從承辦臺灣第一間陸資 100% 官方來臺投資至今，

已承辦一百多間知名陸資來臺相關事項。從臺灣投資規

劃、國際稅務規劃、臺灣公司申請、帳務處理、簽證審計、

銀行授信、大陸人員進出、辦公室、員工宿舍、健保卡

申請、信用卡辦理、人員招聘、薪資代發、政府補助、

兩岸陳情、官方協調等等都有十分充足的經驗，讓客戶

少走彎路，盡快開展業務。

工商登記

沈嘉文
工商登記組
臺北

T 02-2789 0887 --175
E wendy.shen@tw.gt.com

陸資子公司 /分公司設立登記流程

來臺投資規劃

申請資金審定

銀行帳戶開立

負責人至國稅局面談、
辦理購票證

文書公證

辦理公司登記

申請來臺投資許可

國貿局進出口資格登記

公司名稱及營業項目預查

辦理營業稅籍登記
(所在地國稅局 )

匯入資金

勞、健保局投保單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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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資投資經營管理多次簽證優點說明

優  點 說 明

1 簽證期限長 簽證有效期限可達 1 至 3 年。

2 在臺居留方便靈活
簽證有效期內，可隨意多次入出臺灣，兩岸皆無需
每次送審。每次入臺停留時間最長可達 1 年。

3 合法在臺灣開車
可選擇考臺灣駕照，或使用大陸駕照來臺灣筆試取
得臺灣駕照，方便在臺灣行動。

4 享受臺灣醫療資源
連續居住滿 6 個月即可投健保，享受等同臺灣人一
樣的醫療待遇。

5 親人隨行
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可隨同辦理同樣條件的證件。父
母親每年可辦理 6 個月的入臺探親。

6 臺灣就學 本人、配偶及子女皆可辦理來臺就學。

7 合法開立銀行戶頭 可以在臺灣任何銀行開戶，方便資金調度運用。

8 招聘臺灣員工 可辦理臺灣員工招聘，方便實務運作。

9 門檻低
只要大陸有合法成立之公司，公司的營業項目符合
臺灣正面表列專案，即可申請。

10 無需擔保 人員入臺無需到處找親朋好友擔保。

陸資赴臺投資業務經驗豐富，同時能提供企業完整且即時的資源與服務

提供精確及時的服務品質，並確保客戶資料的高度機密
性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擁有豐富經驗、熟諳英語及各產

業之專業人員，提供本地企業、外國企業在臺子公司、

分公司及辦事處薪資服務。

薪資服務範圍涵蓋：

•	 代為計算薪資及各項扣繳														
•	 勞健保及退休金之申報及繳納
•	 資遣通報																																										
•	 處理薪資轉帳事宜及繳納扣繳稅款
•	 勞保賠償給付申請																									
•	 年底開立扣繳憑單
•	 提供薪資條		
						- 紙張保密薪資條	
						- 電子郵件保密薪資條																																								
•	 開立勞健保及退休金提撥證明單
•	 二代健保計算 /資料上傳
•	 其他諮詢

薪資服務

曾回依
薪資服務組
臺北

T 02-2789 0887 --209
E lita.tseng@tw.gt.com



28 29Grant Thornton Taiwan部門介紹 Grant Thornton Taiwan部門介紹

正大採用自行開發的軟體搭配與外部軟體公司共同開發的軟體服務客戶。透過軟體的功

能，我們協助企業建立薪資循環 Best Practice。透過薪資委外，企業家除可將更多時間及

心思專注在高附加價值之本業上外，更可達到：

•	 薪資資料可完全保密 ( 除保密信封外，本所更採用保密軟體來保護硬碟內之資料及傳
送資料 )

•	 服務不會因人員離職而有中斷之風險
•	 對於相關法令適用問題，得隨時向我們取得解答
•	 不須為薪資處理，花巨額費用購買軟體
•	 不須為電腦資料是否會中毒而煩惱

薪資軟體特色：

•	 提供加密之電子薪資條 (Encrypted	Payslips)
•	 採用加密之資料庫
•	 自動比較並算出最低之扣繳稅款
•	 檢驗勞健保帳單之正確性
•	 薪資資料匯入及匯出
•	 提供 System	Tracking	Log
•	 其他可協助企業建置薪資循環 Best	Practice 的工具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其他會計師事務所

人員調度
專案負責會計師為正大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總經理，調度人員權限高。

依合夥會計師之職稱
及事務所資源決定。

專業訓練
專案負責會計師及團隊
皆具有英語能力且有多年經驗。薪
資組人員編列近３０人。

依事務所。

軟體
使用自行開發及搭配外部軟體公司
共同開發的軟體，可充分運用科技
優勢。

依事務所。

法律支援服務 設有法務服務部門。 依事務所。

ＩＳＯ 27001 認證
ＩＳＯ 9001-2015 認證 有。 依事務所。

保密性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成立三十多
年來，合夥會計師深獲市場肯定，
堪稱是業界中的模範生。

依事務所。

事務所
項目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薪資委外服務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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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Payroll 流程

客戶端檢視薪資報表，
同意進行薪資發放。

一旦客戶單確認薪資報後，我們使用電腦軟
體，直接將相關帳戶金額資料上傳到專任銀
行網站的付款中心。

透過解碼器 (Token)，
於網路上完成薪資轉帳
至員工帳戶。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銀行帳戶餘額回報
予客戶端指定人士。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從客戶端取得當月薪
資資料，匯入電腦軟體薪資系統作各類薪資
計算並產生薪資報表。 協助企業聘僱外籍及中國大陸專業人士來臺工作

工作證服務範圍涵蓋：

•	 工作證申請
•	 簽證及 ARC 申請
•	 個人資料變更申請	( 變更姓名、工作地址、居留地址、護照號碼等 )
•	 員工眷屬依親居留證申請
•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申請
•	 其他諮詢

工作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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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 Disbursement Service 流程

核閱及驗算明細後，
email 待核准清單給
客戶端。

客戶端核准付款內容，我們將使用電腦軟
體，將相關付款資料傳到專任銀行網站的付
款中心。

透過解碼器 (Token)，
於網路上完成付款事
宜。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將銀行帳戶餘額回報
予客戶端指定人士。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從客戶端取得當月請
款明細。

提供外國企業在臺付款服務，增加經營效率及控管

付款服務範圍涵蓋：

•	 提供代管資金帳戶 ( 專款專戶 )
•	 擬定付款政策
•	 核閱憑證
•	 驗算請款明細是否正確
•	 準備英文版本之請款明細並 email 給總公司核准
•	 代保管公司大小章
•	 處理付款事宜

付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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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全方位的專業服務，專業律師團隊增加競爭優勢

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會計與法律之關係更密不可分，

所有社會上的活動，皆與法律息息相關。有鑑於許多客

戶並無設置法務部門，在經營上卻常常需要法律人士協

助，本所特別增設法律服務部門，由專業律師主持，以

協助客戶增加競爭優勢。

法務部門服務範圍涵蓋：

•	 行政救濟
•	 企業糾紛處理
•	 舞弊調查
•	 移轉訂價之稅務救濟
•	 破產與重整、公司解散與清算
•	 員工背景調查
•	 代撰存證信函等
•	 解除限制出境
•	 其他法律諮詢

法律服務

林玉秋
稅務法務組
臺北

T 02-2789 0887 --203
E margaret.lin@tw.gt.com

正大提供多元整合服務為您創造更高價值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擁有豐富經驗、熟諳英語及各產

業之專業人員，提供本地企業、外國企業在臺子公司、

分公司及辦事處會計帳務處理服務。

我們重視與客戶建立長久關係並提供資源協助企業達成

目標。除協助客戶處理帳務外，我們亦可提供其他多項

支援服務包含薪資發放、稅務、法務、公司發展策略諮

詢等顧問服務。企業家可以安心委任正大，進而專注於

業務發展，創造更多的競爭優勢。不論您的公司規模大

小，我們皆能提供多方面的服務為您的企業創造更高的

價值。

帳務服務範圍涵蓋：

•	 代為購買發票、開立發票及申報營業稅		
•	 代為申請電子發票、電子計算機發票及相關諮詢
•	 代為申報暫繳及各類所得通報
•	 代為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	 代編稅務調節表及進項銷項調節表
•	 代申報租稅協定申報書
•	 會計帳務處理		
•	 中英文管理報表之編製 ( 可客製化 )
•	 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報表
•	 企業會計處理準則報表		
•	 外派服務 (	短期或長期	)
•	 其他諮詢
　		(	房地合一稅、租稅優惠與規劃、二代健保等	)

國內外帳務服務部

黃美惠
帳務組
臺北

T 02-27890887--207
E jessie.huang@tw.gt.com

蕭聖真
國際帳務組
臺北

T 02-27890887--229
E candy.hsiao@tw.g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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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移轉訂價服務特色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其他會計師事務所 一般自訂報告之企業 

人員調度 
專案負責會計師為正大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總經
理，調度人員權限高。 

依派遣合夥會計師
之職稱及事務所資
源決定。 

需耗費人力處理報告事
宜，浪費人事成本與員
工負擔。	

國際專業
訓練 

專案負責會計師及經理
皆具有英語能力且經 GTI
之移轉訂價專業訓練。 

可能由事務所非專
職人員編製。執行
人員未必受過國外
專業訓練。 

移轉訂價專業能力需要
再接受訓練，浪費時
間。	

資料庫之
公信力 

使用之資料庫與財政部
相 同， 保 有 年 度 資 料，
可便於應付查核。 

未必採用與財政部
相同之資料庫，可
能會因為無法保有
資料庫而無法因應
國稅局之查核。 

花錢購買資料庫不具經
濟效益。	

法律支援
服務 

設有法務服務部門。
移轉訂價報告出具前經
其查核。

依事務所。 
除非設有法律專業人
才，否則還要增加人員
成本。	

提供跨國
企業服務 

透 過 GTI 協 助， 正 大 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具有提
供跨國服務之能力。 

依事務所。 無跨國性專業機構做為
諮詢對象。	

服務團隊
獨立性 

未參與查帳工作，不會
有獨立性之問題。 

依事務所。 
編製過於主觀，結果可
能無法符合國稅局要
求。	

查核紀錄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成立三十多年來，合夥
會計師深獲市場肯定，
堪稱是業界中的模範生。 

依事務所。 會有球員兼裁判之嫌。	

事務所

項目
豐富專業的團隊提供全球整合性諮詢

移轉訂價查核準則自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公布實施以
來，「移轉訂價」已成為各公司財務人員最重視之課題
之一。對於擁有許多境外關係企業且與其有巨額金額交
易的跨國集團，更是受到國稅局關注的對象，對於繁雜
之稅務規劃及移轉訂價報告的準備更應謹慎，稍有不慎
公司即會付出昂貴的代價。

移轉訂價報告，公司可自行為之或委由外部專家編製。
自行編製的缺點，在於資料庫取得不易且不具公信力，
或編製人員經驗不足，易產生報告無法做為稅務抗辯文
件或不符移轉訂價查核準則規定，以致無法通過稽徵機
關查核，從而衍生始料未及之稅務爭議。若移轉訂價報
告委由經驗豐富之會計師事務所代為編製，則可免除上
述的困擾。

移轉訂價小組提供之優質服務：

•	 資料庫具公信力
採用與財政部相同之湯森路透公司（Thomson	
Reuters）開發之ONESOURCE	Transfer	Pricing 資料
庫，搜尋可比較對象。

•	 全面性專業服務
移轉訂價小組網羅會計、財稅、經濟碩士等專業人
士，搭配學有專精之法律團隊，精心編製報告，提供
法律諮詢服務，為客戶爭取最大權益。

•	 立足臺灣放眼天下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為全球會計師組織 Grant	
Thornton 之會員，Grant	Thornton 提供國際租稅、
經濟及會計跨國服務，其豐富之全球資源與專業，為
本所最堅實的服務後盾。

移轉訂價服務

賴居易
移轉訂價組
臺北

T 02-2789 0887 --107
E mike.lai@tw.g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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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訂價流程

服務方式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其他會計師事務所

服務內容 

依照財政部『移轉訂價報告』範本
編製報告。
包括協助釐清受控交易、受控交易
之分析、最適常規方法之選擇，搜
尋可比較對象等。 

本 所 採 用 與 財 政 部 相 同 之
ONESOURCE Transfer Pricing
資料庫。本所於資料庫中搜尋
可比較對象，作業包含篩選過
程， 樣 本 Rejection Matrix， 可
比較對象勝出原因，利潤指標，
常規交易區間之建立等。

適用對象
因移轉訂價報告編製過程繁複，資
料庫使用權又極昂貴。適用於不想
耗費大量人力物力之公司。 

願意投入人力編製報告，卻無
資料庫可搜尋可比較對象。

優點  

專家編製報告，省時、省事，並可
減少遺漏分析或分析錯誤之風險。
由本所出具報告之後，可因應國稅
局要求進行說明。
次年起更新費用低。

費用較低。 

缺點
第一年費用較高，但次年起更新費
用低。

不對整份報告進行複核。 

移轉訂價三種方案供您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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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績效考核服務流程

客製化設計符合公司的績效
管理制度及導入 IT 系統

顧問式進入企業做員
工的訓練與溝通

持續追蹤與訪談成效

協助企業實施績效管理制度

分析企業現行的績效管理制度

建議企業績效管理制度
與設定 KPI 的指標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協助企業建立員工績效考核制度

及推動制度電腦化。透過好的制度，企業可以清楚傳達

經營目標給員工，亦可激發員工的工作熱忱和提升員工

的能力及素質。

電腦化的好處除能強化公司形象外，也能將作業流程效

率化。人往往是一間公司最重要的資產，也因此若要創

造勞資雙贏的局面，好的管理工具是不可欠缺的。

客製化績效制度導入服務及流程改善服務

協助企業建立發展具效益性與激勵性之績效管理制度。

績效考核服務範圍涵蓋：

•	 分析企業現行的績效管理制度
•	 建議企業績效管理制度與設定 KPI 的指標
•	 客製化設計符合公司的績效管理制度及導入 IT 系統
•	 顧問式進入企業做員工的訓練與溝通
•	 協助企業實施績效管理制度
•	 持續追蹤與訪談成效
•	 其他諮詢

企業支援 ─ 員工績效考核制度設計

江睿垚 
企業策略發展部
臺北

T 02-2789 0887 --131
E sonny.chiang@tw.g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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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圍涵蓋：

•	 跨國代為尋找併購或可被併購的對象
•	 規劃併購案的稅務架構
•	 代表併購方執行協議程序
•	 代表被併購方準備因應協議程序之資料
•	 提供客戶併購完成後營運整合策略之諮詢服務

企業支援 ─ 企業合併、合資或收購服務

江睿垚 
企業策略發展部
臺北

T 02-2789 0887 --131
E sonny.chiang@tw.gt.com

合併、合資或收購已成為企業為進入新市場或增加版圖所常見之策略。過程中，不論您是

交易的哪一方，都需要有經驗及可信賴的會計師事務所協助保護您應有的權益。

財務服務範圍涵蓋：

•	 M&A	專業諮詢
•	 企業風險評估
•	 規劃收購案的稅務架構
•	 代表收購方執行協議程序
•	 代表被收購方準備因應協議程序之資料
•	 提供收購完成後營運整合策略之諮詢服務

企業支援 ─ 財務工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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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顧問

透過上述之十二因素及搭配受過專業訓練

之顧問師，從中協助規劃及整合家族企業

所面臨之問題，不論如何複雜皆能有機會

化危機為轉機。

透 過 Grant Thornton 所 開 發 出 之 PRIMA

顧問產品，已有許多家族事業順利完成世

代交替並強化企業之競爭優勢。在企業顧

問服務方面及替員工辦理職能培訓方面，

我們重視創新及創造價值。

企業顧問服務範圍涵蓋：

•	 PRIMA 顧問及分析
•	 員工職能訓練
•	 企業經營診斷
•	 其他顧問服務

江睿垚 
企業策略發展部
臺北

T 02-2789 0887 --131
E sonny.chiang@tw.g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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