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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Thornton台灣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以下統稱Grant Thornton台灣）於1993年正式加入Grant Thornton ，提供
高品質的審計認證、稅務及顧問服務等各項諮詢。Grant Thornton台灣服務的客戶有超過
50%為國際企業，因應國際客戶的多樣化需求，我們提供創新的服務，協助客戶的事
業成長。並且，對於希望拓展到台灣的企業，我們會於了解客戶的商業模式後，進
而協助代辦合適的法人設立種類、以及接續支援管理業務外包服務。除了台北總所
以外，在新竹、台中各設有分所。為了持續提升服務品質，我們自2011年以來獲得
ISO9001認證，自2016年以來獲得ISO 27001認證。

我們重視高品質
的服務及出色的
客戶體驗。

關於Grant Thornton
• 提供審計認證服務、税務、顧問服務的世界知名會計師國際組織之一。

• 世界各地的獨立會員所將提供您專業的前瞻性建議，並協助您的事業成長。

• 會員所遍佈全球超過140個國家且擁有56,000名以上的專業人員，可為拓展全球市場
企業的各種需求提供無縫、高品質的服務。

• 在日本，太陽Grant Thornton (太陽有限責任監査法人、太陽Grant Thornton税理士法人集團、
太陽Grant Thornton・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税理士法人山田＆ Partners提供國際水準的
簽證、會計、稅務､企業管理方面專業諮詢的顧問服務。

北美・中南美

40個國家
17,390 人

歐洲
42個國家
16,423人

CIS

11個國家
1,125 人

非洲
22 個國家

2,747人
亞洲太平洋

18個國家
17,437人

中東
10個國家

906人

USD $5.72bn

2019年營業額
56,028+

員工數
756+

服務據點
143+

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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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處服務據點

USD＄8.50M 營業額

200 員工數



Japan Desk 服務

台灣據點

Japan Desk 會為
您的在台事業連結
日本和台灣進行全
面性的協助。

• Grant Thornton台灣的Japan Desk是由日本公認會計師以及精通日語的專業人員所組成。

• 擁有精通日語・英語・中文的專業人員以完善的支援體系進行協助。

• 由Japan Desk與太陽Grant Thornton攜手合作，共同為客戶提供專業服務。

日本總公司

Japan Desk 太陽Grant ThorntonGrant Thornton台灣

【針對海外據點提供的協助（例）】
• 專業人員以日語提供高品質的服務
• 提供海外事業營運相關諮詢的專業意見
• 協助當地規制及許可申請等的細節處理
• 與當地負責人即時溝通

【針對台灣子公司提供的協助（例）】
• 協助理解商業環境
• 提供規制及營運相關諮詢的專業意見
• 協助拓展新的商業市場
• 向台灣子公司提供定期的意見反饋

Japan Desk 
為了協助日系企業的海外業務發展，Japan Desk的日語專業人員分佈於17個國家共22個據點，提供高品質及
專業的服務。我們提供日語的各項服務，包含對本地子公司和分支據點的審計認證、海外業務拓展、
業務拓展後各國需遵守的規制及會計準則、企業併購以及針對海外拓展進行策略檢視等多元及專業化
的顧問服務。



Grant Thornton台灣的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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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Thornton Taiwan is a member firm of Grant Thornton International Ltd (GTIL). GTIL and 
the member firms are not a worldwide partnership. GTIL and each member firm is a separate 
legal entity. Services are delivered by the member firms. GTIL does not provide services to 
clients. GTIL and its member firms are not agents of, and do not obligate, one another and 
are not liable for one another’s acts or omissions. Please see www.grantthornton.tw for further 
details.

關於Grant Thornton台灣的服務項目，若有任何不明之處或相關諮詢，請聯繫Japan Desk部門。

Jay Lo

Managing Partner

台灣註冊會計師
E jay.lo@tw.gt.com

横山憲夫

Japan Desk代表

日本公認会計士
E norio.yokoyama@tw.gt.com

Jessica Wu

Japan Desk
E jessica.wu@tw.gt.com

Charlotte Shen

Japan Desk
E charlotte.shen@tw.gt.com

首次設立海外公司的企業也可以安心諮詢。我們會根據您的事業提供
各階段的專業服務。

考慮設立台灣
公司時

準備設立台灣
公司時

台灣事業開始時 台灣事業擴大時
台灣事業減縮・
撤退時

認證業務（會計簽證・季報Review等）

台灣的稅務諮詢（法人・個人）、製作稅務意見書

合併package的Review業務

AUP(協議程序）業務

申請稅率減免（包含日台租稅協定）

移轉訂價服務（報告、MAP、APA）

駐台人員的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

記帳服務・編制每月財務報表・營業稅申報（VAT)

設立公司・增資減資・變更登記

M&A 相關服務 (實質審查/企業評價/媒合等)

代辦駐台人員的工作證・居留證

台灣市場IPO的輔導諮詢

內部稽核相關諮詢

協助舞弊調查

代辦解散清算

審計・認證

税務・法律
服務

顧問諮詢

贈與稅・遺產稅相關諮詢及代申報

薪資計算・勞健保加入

付款服務（代付薪資・代付費用）

營所稅申報・稅務簽證（確認是否符合稅務法規）

合約的Review

台北總所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六段21號5樓
（遠雄國際金融廣場大樓）

交通方式：MRT板南線後山埤站4號出口步行2分即抵達

台北總所電話：+886-2-2789-0887

Website（日本語）：

https://www.grantthornton.tw/ja/contact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