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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會審財稅專業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會審財稅專業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會審財稅專業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會審財稅專業協會    

﹙﹙﹙﹙簡稱”專業協會”﹚﹚﹚﹚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宗旨：服務專業人士，協助專業人士成長宗旨：服務專業人士，協助專業人士成長宗旨：服務專業人士，協助專業人士成長宗旨：服務專業人士，協助專業人士成長    

 

中華會審財稅專業協會中華會審財稅專業協會中華會審財稅專業協會中華會審財稅專業協會〈〈〈〈以下簡稱以下簡稱以下簡稱以下簡稱”專業協會專業協會專業協會專業協會”〉〉〉〉是一個全國性是一個全國性是一個全國性是一個全國性協會協會協會協會，，，，成成成成

立的主旨在於協助會計師專業人士創造一個優越的執業環境立的主旨在於協助會計師專業人士創造一個優越的執業環境立的主旨在於協助會計師專業人士創造一個優越的執業環境立的主旨在於協助會計師專業人士創造一個優越的執業環境，，，，強化執業能力強化執業能力強化執業能力強化執業能力，，，，並並並並

凝聚有志相同人士發揮團體合作共利於拓展各方面的專業業務凝聚有志相同人士發揮團體合作共利於拓展各方面的專業業務凝聚有志相同人士發揮團體合作共利於拓展各方面的專業業務凝聚有志相同人士發揮團體合作共利於拓展各方面的專業業務。。。。形成一個形成一個形成一個形成一個”專業專業專業專業

協會協會協會協會”聯合事務所聯合事務所聯合事務所聯合事務所，，，，目前透過下列作法凝聚及整合資源目前透過下列作法凝聚及整合資源目前透過下列作法凝聚及整合資源目前透過下列作法凝聚及整合資源：：：： 

1.經常舉辦高品質但低費用的教育訓練課程以協助會員提昇經常舉辦高品質但低費用的教育訓練課程以協助會員提昇經常舉辦高品質但低費用的教育訓練課程以協助會員提昇經常舉辦高品質但低費用的教育訓練課程以協助會員提昇、、、、整合專業能力整合專業能力整合專業能力整合專業能力 

2.讀書會讀書會讀書會讀書會：：：：新法令研討之讀書會新法令研討之讀書會新法令研討之讀書會新法令研討之讀書會、、、、新進會計師讀書會等新進會計師讀書會等新進會計師讀書會等新進會計師讀書會等 

3.發行發行發行發行““““會審財稅法令新知會審財稅法令新知會審財稅法令新知會審財稅法令新知〈〈〈〈月刊月刊月刊月刊〉，〉，〉，〉，會會會會員可員可員可員可更換為自己事務所之封面更換為自己事務所之封面更換為自己事務所之封面更換為自己事務所之封面，，，，自行自行自行自行 

 增刪增刪增刪增刪，，，，再轉發給客戶再轉發給客戶再轉發給客戶再轉發給客戶。。。。 

4.設立會員設立會員設立會員設立會員 LINE 群組群組群組群組，，，，作為執業訊息及專業問題交流的聯絡平台作為執業訊息及專業問題交流的聯絡平台作為執業訊息及專業問題交流的聯絡平台作為執業訊息及專業問題交流的聯絡平台 

5.執業案件及範例交流執業案件及範例交流執業案件及範例交流執業案件及範例交流 

6.協助協助協助協助員工教育訓練員工教育訓練員工教育訓練員工教育訓練 

7.協助會員聯合執業或合署辦公協助會員聯合執業或合署辦公協助會員聯合執業或合署辦公協助會員聯合執業或合署辦公、、、、會員執業案件合作或協助會員執業案件合作或協助會員執業案件合作或協助會員執業案件合作或協助 

8.協助會員拓展同業人脈及各式人脈協助會員拓展同業人脈及各式人脈協助會員拓展同業人脈及各式人脈協助會員拓展同業人脈及各式人脈。。。。 

 

專業協會主要發起人包括林敏弘會計師專業協會主要發起人包括林敏弘會計師專業協會主要發起人包括林敏弘會計師專業協會主要發起人包括林敏弘會計師〈〈〈〈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前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前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前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前

任理事長任理事長任理事長任理事長〉，〉，〉，〉，金世朋會計師金世朋會計師金世朋會計師金世朋會計師〈〈〈〈現任政治大學教授現任政治大學教授現任政治大學教授現任政治大學教授，，，，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常務理事會常務理事會常務理事會常務理事〉，〉，〉，〉，黃惠英會計師黃惠英會計師黃惠英會計師黃惠英會計師〈〈〈〈台灣省會計師公會第台灣省會計師公會第台灣省會計師公會第台灣省會計師公會第 19 屆理事長屆理事長屆理事長屆理事長〉，〉，〉，〉，陳兆伸會計陳兆伸會計陳兆伸會計陳兆伸會計

師師師師〈〈〈〈台灣省會計師公會第台灣省會計師公會第台灣省會計師公會第台灣省會計師公會第 22 屆理事長屆理事長屆理事長屆理事長〉，〉，〉，〉，周周周周志誠會計師志誠會計師志誠會計師志誠會計師〈〈〈〈台灣省會計師公會第台灣省會計師公會第台灣省會計師公會第台灣省會計師公會第

23 屆理事長屆理事長屆理事長屆理事長〉〉〉〉等來自產官學各方面的會員等來自產官學各方面的會員等來自產官學各方面的會員等來自產官學各方面的會員。。。。 

 

成立協會成立協會成立協會成立協會，，，，並不是要去代替會計師公會並不是要去代替會計師公會並不是要去代替會計師公會並不是要去代替會計師公會，，，，而是去補助會計師公會功能的不而是去補助會計師公會功能的不而是去補助會計師公會功能的不而是去補助會計師公會功能的不

足足足足；；；；補足個人執業的資源匱乏補足個人執業的資源匱乏補足個人執業的資源匱乏補足個人執業的資源匱乏。。。。協會目前成員分別來自協會目前成員分別來自協會目前成員分別來自協會目前成員分別來自：：：：中小會計師業界中小會計師業界中小會計師業界中小會計師業界、、、、律師律師律師律師

業界業界業界業界、、、、企業界企業界企業界企業界、、、、金融界金融界金融界金融界、、、、政府界政府界政府界政府界、、、、學術界等學術界等學術界等學術界等。。。。協會目前成員已有協會目前成員已有協會目前成員已有協會目前成員已有 200 多人多人多人多人，，，，95

％％％％以上為執業會計師以上為執業會計師以上為執業會計師以上為執業會計師。。。。歡迎一起來參與歡迎一起來參與歡迎一起來參與歡迎一起來參與！！！！ 

 

    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            楊永成楊永成楊永成楊永成    

活動參加及入會聯絡活動參加及入會聯絡活動參加及入會聯絡活動參加及入會聯絡：：：：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02)2511-1619 

E-Mail：：：：offshore@intereas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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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會審財稅專業協會：一個整合專業才能與匯

集、擴展人脈的互助性團體 

 

大學四年主要參與的課外活動在於山地與平地貧民區社區服務的志工服務大學四年主要參與的課外活動在於山地與平地貧民區社區服務的志工服務大學四年主要參與的課外活動在於山地與平地貧民區社區服務的志工服務大學四年主要參與的課外活動在於山地與平地貧民區社區服務的志工服務。。。。 

二十年前在我創業設立會計師事務所的初始二十年前在我創業設立會計師事務所的初始二十年前在我創業設立會計師事務所的初始二十年前在我創業設立會計師事務所的初始，，，，因為未曾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因為未曾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因為未曾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因為未曾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

過過過過，，，，非但專業不足非但專業不足非但專業不足非但專業不足，，，，亦嚴重缺乏人脈亦嚴重缺乏人脈亦嚴重缺乏人脈亦嚴重缺乏人脈，，，，因而在執業過程中處處碰壁因而在執業過程中處處碰壁因而在執業過程中處處碰壁因而在執業過程中處處碰壁。。。。幸而幸而幸而幸而，，，，因為因為因為因為

平日與人的互動沒有失敗平日與人的互動沒有失敗平日與人的互動沒有失敗平日與人的互動沒有失敗，，，，得到了許多學長得到了許多學長得到了許多學長得到了許多學長、、、、朋友的鼓勵與支持朋友的鼓勵與支持朋友的鼓勵與支持朋友的鼓勵與支持，，，，慷慨地借給我慷慨地借給我慷慨地借給我慷慨地借給我

各種工作底稿以及工商登記案件範本各種工作底稿以及工商登記案件範本各種工作底稿以及工商登記案件範本各種工作底稿以及工商登記案件範本，，，，協助我了解了各種執業上的困難協助我了解了各種執業上的困難協助我了解了各種執業上的困難協助我了解了各種執業上的困難，，，，緣由於緣由於緣由於緣由於

他們的熱心協助他們的熱心協助他們的熱心協助他們的熱心協助，，，，才有今日的我才有今日的我才有今日的我才有今日的我，，，，對於他們對於他們對於他們對於他們，，，，我永遠感謝在心我永遠感謝在心我永遠感謝在心我永遠感謝在心。。。。 

創創創創辦辦辦辦《中華會審財《中華會審財《中華會審財《中華會審財稅稅稅稅專業協會》專業協會》專業協會》專業協會》因而因而因而因而成為我的一個心願，希望它能成為我的一個心願，希望它能成為我的一個心願，希望它能成為我的一個心願，希望它能夠夠夠夠成為成為成為成為

一個整合專業一個整合專業一個整合專業一個整合專業才能與匯集、才能與匯集、才能與匯集、才能與匯集、擴展擴展擴展擴展人脈的互助性團體。人脈的互助性團體。人脈的互助性團體。人脈的互助性團體。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沒有一位會計師是完人沒有一位會計師是完人沒有一位會計師是完人沒有一位會計師是完人，，，，每位會計師必然有其專業才華每位會計師必然有其專業才華每位會計師必然有其專業才華每位會計師必然有其專業才華，，，，譬如譬如譬如譬如：：：：林敏林敏林敏林敏

弘名譽理事長是國內的遺贈稅規劃與行政救濟方面的權威弘名譽理事長是國內的遺贈稅規劃與行政救濟方面的權威弘名譽理事長是國內的遺贈稅規劃與行政救濟方面的權威弘名譽理事長是國內的遺贈稅規劃與行政救濟方面的權威，，，，另外另外另外另外，，，，還有一些資深還有一些資深還有一些資深還有一些資深

的會計師在稅務的會計師在稅務的會計師在稅務的會計師在稅務、、、、工商等方面有很強的人脈工商等方面有很強的人脈工商等方面有很強的人脈工商等方面有很強的人脈；；；；常想常想常想常想，，，，如果大家能夠敞開心胸如果大家能夠敞開心胸如果大家能夠敞開心胸如果大家能夠敞開心胸，，，，以以以以

各自的專業專長相扶助各自的專業專長相扶助各自的專業專長相扶助各自的專業專長相扶助，，，，大家在執業上應該能夠更為順利大家在執業上應該能夠更為順利大家在執業上應該能夠更為順利大家在執業上應該能夠更為順利，，，，更能夠獲得應有的服更能夠獲得應有的服更能夠獲得應有的服更能夠獲得應有的服

務酬勞與尊嚴務酬勞與尊嚴務酬勞與尊嚴務酬勞與尊嚴。。。。 

最近最近最近最近，，，，有二個中華會審財稅專業協會的會員在處理稅務人員對客戶的查帳事有二個中華會審財稅專業協會的會員在處理稅務人員對客戶的查帳事有二個中華會審財稅專業協會的會員在處理稅務人員對客戶的查帳事有二個中華會審財稅專業協會的會員在處理稅務人員對客戶的查帳事

務方面遇到了困難務方面遇到了困難務方面遇到了困難務方面遇到了困難，，，，但是也因為在協會其他成員熱心的伸出援手情況下但是也因為在協會其他成員熱心的伸出援手情況下但是也因為在協會其他成員熱心的伸出援手情況下但是也因為在協會其他成員熱心的伸出援手情況下，，，，順利地順利地順利地順利地

解決了與稅務人員溝通的問題解決了與稅務人員溝通的問題解決了與稅務人員溝通的問題解決了與稅務人員溝通的問題。。。。 

一個行業一個行業一個行業一個行業，，，，如果只有如果只有如果只有如果只有少數人好少數人好少數人好少數人好，，，，這個行業是不會繁榮的這個行業是不會繁榮的這個行業是不會繁榮的這個行業是不會繁榮的，，，，是不會得到他人尊是不會得到他人尊是不會得到他人尊是不會得到他人尊

敬的敬的敬的敬的。。。。今年我已經邁入五十一歲的年齡了今年我已經邁入五十一歲的年齡了今年我已經邁入五十一歲的年齡了今年我已經邁入五十一歲的年齡了，，，，對家庭對家庭對家庭對家庭，，，，希望能夠讓父母順利終老希望能夠讓父母順利終老希望能夠讓父母順利終老希望能夠讓父母順利終老，，，，

能夠讓子女順利在社會上獨立能夠讓子女順利在社會上獨立能夠讓子女順利在社會上獨立能夠讓子女順利在社會上獨立；；；；對外對外對外對外，，，，看到有才華但處境不很順利的年輕人看到有才華但處境不很順利的年輕人看到有才華但處境不很順利的年輕人看到有才華但處境不很順利的年輕人，，，，希希希希

望能盡一己之力望能盡一己之力望能盡一己之力望能盡一己之力，，，，拉他們一下拉他們一下拉他們一下拉他們一下，，，，讓他們能夠順利讓他們能夠順利讓他們能夠順利讓他們能夠順利，，，，且讓會計師這個行業昌盛繁榮且讓會計師這個行業昌盛繁榮且讓會計師這個行業昌盛繁榮且讓會計師這個行業昌盛繁榮。。。。 

在希望能夠將給予我援手的那些前輩的無私互助的大心胸的精神傳續下去在希望能夠將給予我援手的那些前輩的無私互助的大心胸的精神傳續下去在希望能夠將給予我援手的那些前輩的無私互助的大心胸的精神傳續下去在希望能夠將給予我援手的那些前輩的無私互助的大心胸的精神傳續下去

的期盼下的期盼下的期盼下的期盼下，，，，而且基因於修正各種次級團體容易流於鬆散而且基因於修正各種次級團體容易流於鬆散而且基因於修正各種次級團體容易流於鬆散而且基因於修正各種次級團體容易流於鬆散、、、、老化老化老化老化，，，，從而無疾而終的從而無疾而終的從而無疾而終的從而無疾而終的

缺點缺點缺點缺點，，，，在各位熱心的理監事的大力支持之下在各位熱心的理監事的大力支持之下在各位熱心的理監事的大力支持之下在各位熱心的理監事的大力支持之下，，，，創辦了協會創辦了協會創辦了協會創辦了協會，，，，希望藉由老希望藉由老希望藉由老希望藉由老、、、、中中中中、、、、青青青青

三代的互動將協會發展成一個永續經營的組織三代的互動將協會發展成一個永續經營的組織三代的互動將協會發展成一個永續經營的組織三代的互動將協會發展成一個永續經營的組織。。。。感謝感謝感謝感謝大家的支持大家的支持大家的支持大家的支持！！！！ 

創會創會創會創會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            莊昆明莊昆明莊昆明莊昆明 敬上敬上敬上敬上    

（（（（寫於創會年度寫於創會年度寫於創會年度寫於創會年度““““迎新與執業經驗交流餐會迎新與執業經驗交流餐會迎新與執業經驗交流餐會迎新與執業經驗交流餐會””””前前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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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會審財社團法人中華會審財社團法人中華會審財社團法人中華會審財稅稅稅稅專業協會專業協會專業協會專業協會﹙﹙﹙﹙簡稱中華專業簡稱中華專業簡稱中華專業簡稱中華專業

協會協會協會協會﹚﹚﹚﹚工作計畫工作計畫工作計畫工作計畫((((101010104444~10~10~10~107777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除特別標明台中、高雄地區之活動外其餘活動皆在台北地區舉辦除特別標明台中、高雄地區之活動外其餘活動皆在台北地區舉辦除特別標明台中、高雄地區之活動外其餘活動皆在台北地區舉辦除特別標明台中、高雄地區之活動外其餘活動皆在台北地區舉辦    

104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五) 

14：00－17：00 

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開放特定對象活動開放特定對象活動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教室 C 107 

已舉辦完成。    

主題：《企業併購稅務法令解析與最新營利事業所得稅法令
(含 IFRS)》 
主講人：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總局 審查一科梁建道先生 
■課程綱要■ 
一、企業併購稅務法令解析 
 (一)企業併購之模式 
 (二)企業併購之所得稅相關議題 
 
二、新修正法令 
 (一)所得稅法(103.1.8及103.6.4) 
 (二)所得稅法施行細則(103.9.30) 
 (三)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103.4.9及103.9.30) 
 (四)產業創新條例(103.6.18) 
 (五)中小企業發展條例(103.6.4) 
 (六)公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103.5.6) 
 
三、IFRSs 相關法令與解釋令 
 (一)前言 
 (二)營所稅查核準則修正重點 
 (三)相關解釋函令 

104 年 2 月 6 日(星期五) 

14：00－17：00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教室 C 107 

已舉辦完成。 

主題：《稅務 e 化與近期查核案例分析》 
主講人：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國稅組 施淑惠副組長 
■課程綱要■ 
(一)e 化與稅務查核 

(二)稅務系統與選案 

(三)近期查核案例 

              1.淘寶網 

              2.報稅代理人侵占稅款 

              3.知名小吃店 

              4.民宿業 

              5.假委建 

              6.借名登記 

              7.醫美 

              8.零稅率退稅 

104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五) 

15：00－18：00 

華泰王子大飯店(台北市林

森北路 369 號，捷運雙連

站) 

會員大會  ＋ 春酒  ＋講習會 

 

主題：《103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注意事項》講習

會 

講師：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總局 審查一科梁建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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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限會員參加活動 

已舉辦完成。 

■ 課程綱要■ 

第一章、結算申報作業要點簡介 

第二章、結算申報書填寫常見之錯誤 

第三章、新修申報書簡介 

第四章、新發布函釋介紹 

 

■會員大會進行程序■ 

1.報到 14:00－14:30 

2.宣佈會員大會開始：14:30（同時對正式會員分發選票及

參考名單） 

3.課程開始：15:00(開始投票) 《103 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

算申報注意事項》講習會 

4.課程結束：18:00 

5.晚會開始：18:30 

6.投票截止開始計票：19:30 

7.宣佈下屆理事、監事當選名單：20:00 

8.會員大會結束：20:30 

9.春酒結束：21:00 

 

104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五) 

14：00－17：00 

台北市忠孝東路二段 116

號 2 樓 (捷運忠孝新生站 2 

號出口往台北車站方向約

150 公尺‧美樂工商大樓）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已舉辦完成。 

主題：《商業法制最新趨勢解析》講習會 

主講人：經濟部商業司公司法規科 張儒臣科長 

■課程綱要■ 

1.公司法最新修法及未來趨勢 

2.企業併購法最新修法及未來趨勢 

3.結論 

 

104 年 7 月 17 日(星期五) 

14：00－17：00 

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教室 C 107 

已舉辦完成。 

 

主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案例解析》講習會 

主講人：財政部台北國稅局 審查一科梁建道先生 

■課程綱要■ 

壹、實務常見疑義案列解析 

貳、IFRSs 常見疑義案列解析 

一、我國採用 IFRSs 的現況及發展 

二、商業會計法規的試用位階 

三、IFRSs 相關稅務案例解析 

參、最新法令解析 

一、房地合一暨相關案例解析 

二、最新解釋令解析 

 

104 年 8 月 7 日(星期五) 
主題：《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新制介紹》講習會 

主講人：財政部台北國稅局大安分局 林審核員世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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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7：00 

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教室 C 107 

已舉辦完成。 

 

■課程綱要■ 

壹、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法令說明 

貳、房地合一作業要點規範 

參、意見交流 

 

104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五) 

13：30－16：30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教室 C 107 

已舉辦完成。 

主題：《營業稅查核案例解析(含最新法令)》講習會 

主講人：財政部台北國稅局大安分局 李審核員畊新 

■課程綱要■ 

主題一：個人售屋課徵營業稅問題 

主題二：補助款課徵營業稅問題 

主題三：違約金課徵營業稅問題 

主題四：信託課徵營業稅問題 

主題五：參與都市更新課徵營業稅問題 

主題六：從事醫美業務課稅問題 

主題七：營業人售屋依時價調整銷售額問題 

主題八：營業人取得股利收入調整不得扣抵進項稅額問題 

主題九：網路交易課徵營業稅問題 

主題十：預售房地轉讓課徵營業稅問題 

主題十一：營業人舉辦展覽活動開立發票課徵營業稅問題 

主題十二：留抵稅額查核問題 

主題十三：發票未依規定記載處罰問題 

 

104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 

14：00－17：00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教室 C 201 

已舉辦完成。 

主題：《營利事業所得稅最新法令介紹(含案例解析)》講習

會 

主講人：財政部台北國稅局大安分局 李課長苓綵 

■講師簡歷■ 

國立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會計組 

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經歷：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大安分局營所稅課課長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審查一科審核員 

證照：99 年會計師考試及格 

■課程綱要■ 

一、 修正兩稅合一稅制 

二、 房地合一課稅新制(營利事業部分) 

三、 案例解析 

四、 問題討論 

 

104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 

14：00－17：00 

17：00－18：00 執業交流：

吳佳晉會計師＂法院清算

及遺產稅案件經驗分享＂ 

主題：《行政救濟案例解析-以 2013 年及 2014 年最佳判決

為例》講習會 

講師：財政部台北國稅總局 法務一科 龍雲裳 審核員 

■講師簡歷■ 

國立台北大學會研所畢業 

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法務一科審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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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教室 W 105 

已舉辦完成。 

輔仁大學兼任講師 

■課程綱要■ 

102 年度最佳稅法判決--- 

一、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895 號判決 

二、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470 號判決 

103 年度最佳稅法判決--- 

三、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816 號判決 

四、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714 號判決 

 

104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五) 

13：30－16：30 

16：30－17：30 執業交流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教室 C 107 

已舉辦完成。 

主題：《實質課稅原則稽徵實務之解析》講習會 

主講人：財政部台北國稅局 林銘賢 稽核 

■課程綱要■ 

壹、實質課稅原則在稅法解釋上之適用 

貳、實質課稅稅法上之規定 

  一、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之 1 

  二、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1 

  三、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8 

  四、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22 條 

叁、稽徵機關認定涉及租稅規避依實質課稅原則課徵之情 

  一、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8 規定之認定原則 

  二、孳息他益信託案件 

  三、利用各種保險產品規避遺產稅 

  四、重病期間財產移轉 

  五、利用公共設施保留地移轉免稅規避相關稅負 

  六、迂迴無償轉讓認股權案件 

  七、藉土地買賣形式移轉出售土地價金 

  八、三角移轉土地案件 

肆、依實質課稅原則課徵之案例解析 

 

104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 

13：30－16：30 

16：30－17：30 執業交流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教室 W 105 

已舉辦完成。 

主題：《重整、破產、清算申報債權實務處理及案例分享》

講習會 

主講人：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徵收科稅務員 馮郁秀 

■課程綱要■ 

一、重整、破產、清算申報債權程序及相關規定 

二、稅捐稽徵機關實務處理重點 

三、重整、破產、清算相關解釋函令 

四、公司重整聲請及公司組織解散清算作業流程圖參考 

五、案例分享 

 

104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五) 

14：00－17：00 

17：00－18：00 執業交流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主題：《臺灣目前常見的多國籍企業規避租稅查核案例》講

習會 

主講人：財政部賦稅署講師 

■課程綱要■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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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 C 107 

已舉辦完成。 

 

二、本案緣起。 

三、案情概述。 

四、查核重點研析。 

五、查核經過。 

六、結論 

 

104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五) 

13：30－16：30 

16：30－17：30 執業交流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教室 C 107 

已舉辦完成。 

 

主題：《稽核查核實務及案例解析》講習會 

主講人：財政部賦稅署江枝華稽核 

■課程大綱■ 

1.案件來源 

2.選案之基本條件 

3.稽核人員查核方式 

4.案例解析 

（1）個人出售容積權益涉嫌漏報財產交易所得及子女無償

受讓父親容積權益致漏報贈與稅案例 

（2）演藝人員藉設立顧問公司逃漏個人執行業務所得案例 

（3）整形外科診所隱匿就診人次以短漏報業務收入案例 

（4）依法調整被繼承人所投資事業出資之遺產價值並予補

稅案 

（5）未上市櫃公司主要股東放棄新股認購權由子女認購藉

以逃漏贈與稅案 

（6）個人短報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案 

（7）資產管理公司出售不良債權涉嫌漏開特種統一發票並

漏報處分債權利益案 

（8）進口人低報進口貨物價格以規避關稅，再利用關係企

業輾轉交易逐步墊高交易價格，最後藉由關係企業虛報營

業成本逃漏營利事業所得稅案 

（9）取具關係企業所開立無交易事實發票作為進項憑證以

虛增成本並虛報進項稅額案 

（10）以未據實入帳之庫存現金及客票給付貨款掩飾其漏

報銷貨收入案 

 

105 年 1 月 29 日(星期五) 

13：30－16：30 

16：30－17：30 執業交流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教室 C 107 

 

主題：《營業稅年度修正法條及新頒函令解析》講習會 

主講人：財政部台北國稅局大安分局 陳廣猶稽核 

■課程大綱■ 

1.前言 

2.年度營業稅修正法條解析 

3.年度營業稅新頒解釋函令解析 

4.爭議案例研析 

(1)跨境網路銷售勞務稅捐主體之認定疑義。 

(2) 銷售「生鮮農、林、漁、牧產物、副產物」免徵營業

稅認定之疑義。 

(3) 未依法課徵證券交易稅之股權移轉應否課徵營業稅？ 

5.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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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五) 

13：30－16：30 

16：30－17：30 執業交流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教室 C 107 

已舉辦完成。 

主題：《所得稅相關法規修正及新頒函釋令介紹》講習會 

主講人：財政部台北國稅局 林銘賢稽核 

■課程大綱■ 

壹、新修正法規 

  一、所得稅法-房地合一 

    1.個人部分(所得稅 4-4、4-5、14-4 至 14-8) 

    2.營利事業(所得稅 24-5) 

    3.罰則(108-8) 

    4.稅收用途(所得稅 125-2) 

    5.施行日期(所得稅 126) 

  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 

      (第 21 條第 4 項) 

貳、其他法令修正 

  一、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得稅 

      110 條第 4 項-營利事業部分) 

  二、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 

  三、納稅義務人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辦法 

叁、近期新頒函釋令介紹 

  一、稅捐稽徵法 

  二、所得稅法(營利事業部分) 

  三、其他 

肆、案例解析 

 

105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 

11：30－14：00 

台北市忠孝東路二段 116

號 2 樓 (捷運忠孝新生站 2 

號出口往台北車站方向約

150 公尺‧美樂工商大樓） 

僅限會員參加活動 

  迎新 ＋ 執業交流   

 

■活動程序■ 

1. 報到與交流 

2. 協會簡介及工作計畫簡介 

3. 協會理監事及幹部簡介 

4. 新進會員自我介紹 

5. 經驗交流 

 

105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 

15：00－18：00 講習會 

18：30－20：30 新春晚會 

華泰王子大飯店－台北市

中山區林森北路 369 號 3

樓 宴會廳 （捷運：雙連

站 

僅限會員參加活動 

已舉辦完成。 

  會員大會  ＋ 春酒  ＋講習會   

 

主題：《104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注意事項》講習

會 

講師：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總局 審查一科梁建道先生 

■ 課程綱要■ 

第一章、結算申報作業要點簡介 

第二章、結算申報書填寫常見之錯誤 

第三章、新修申報書簡介 

第四章、新發布函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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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進行程序■ 

1.報到 14:00－14:30 

2.宣佈會員大會開始：14:30 

3.課程開始：15:00 

4.課程結束：18:00 

5.會員大會及晚會開始：18:00 

6.會員大會結束：20:30 

7.春酒結束：21:00 

105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 

14：00－17：00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教室 C 107 

已舉辦完成。 

主題：《雲端科技與稅務查核》講習會 

主講人：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徵課管理組徵課應用科 

 游惠珍科長 

■課程大綱■ 

1.前言 

2.智慧型選案及查審輔助 

3.稅務雲端 E 化 

4.結語 

 

105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五) 

14：00－17：00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教室 408  

已舉辦完成。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案例解析》講習會 

主講人：財政部台北國稅局 審查一科梁建道先生 

■課程綱要■ 

一、實務上常見的疑義案例解析 

二、房地合一新制相關案例解析 

三、最新解釋令解析 

 

105 年 8 月 4 日 (星期四) 

105 年 8 月 15 日 (星期一) 

14：00－17：00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地點：台北市忠孝東路二

段 116 號 2 樓（美樂工商

大樓）專業協會聯誼中心 

已舉辦完成。 

《揭開勞動檢查的面紗》讀書會 

主講人：陳英志會計師 

■課程內容大綱■ 

1.勞動檢查實務程序演練 

2.勞基法-工時工資制度及相關稅務 

3.勞基法-休假制度及相關稅務 

4.勞保、健保、勞退規定與稅務規劃 

5.勞、勞退及稅務相關規劃 

6.健保、補充保費及稅務規劃 

 

 

105 年 8 月 13 日(星期六)  主題：《快速掌握企業會計準則轉換實務》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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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17：00 

收費活動、會員免費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綜合科

館 第二演講廳 

已舉辦完成。 

 

 

 

 

 

 

105 年 8 月 27 日(星期六) 

9：30－17：00 

收費活動、會員免費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地點：台灣大學 應用力學

研究院演講廳 

已舉辦完成。 

主講人：張景嵐 會計師 

■講師簡歷■ 

誠明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師 

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IFRSs 專案會計師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協理 

調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副理 

宏國集團 財務主管 

宏碁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經營分析專員 

 

■課程綱要■ 

“財報編製 & 準則差異” 

一、首次適用企業會計準則財報編製及準則差異實務

應用解析 

1. 企業會計準則下之會計項目改變 

2. 首次採用企業會計準則之過渡性規定 

3. 如何決定首次採用企業會計準則下之開帳數 

4. 企業會計準則下財務報表編製差異及應注意事項 

二、企業會計準則轉換實務解析 

1. 企業會計準則主要差異及實務應用應注意事項 

2. 首次採用企業會計準則之稅務影響解析 

3. 基金會函釋重點整理 

 

快速掌握企業會計準則轉換實務的二堂課 

  自 105 年起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22 號企業會計

準則公報，已取代過去所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及相關

釋令，成為我國非公開發行公司所適用之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首份企業會計準則財務報告應如何編製？又應如何決

定 105 年 1 月 1 日企業會計準則的開帳數？新的企業會計

準則與過去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究竟又有哪些差異？實務運

用上又有哪些應注意事項？稅務上又會有何影響？本協會

特邀請具有豐富轉換實務經驗且授課深獲會計師同道好評

之張景嵐會計師，透過務實的二堂課程，讓您迅速掌握首

份企業會計準則財務報告編製重點，並了解實務運用上需

注意哪些轉換差異，財務及稅務上又有哪些應注意的法規

函釋重點，只要二堂課的時間，就能讓您快速掌握企業會

計準則實務應用全貌。 

 

105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一) 《揭開勞動檢查的面紗》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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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7：00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地點：台北商業大學 國際

會議中心(晨曦樓 10 樓) 

已舉辦完成。 

主講人：陳英志會計師 

■課程綱要■ 

1.勞檢因應策略 

2.電子通訊軟體與勞動法令 

3.勞資會議與工作規則 

4.例假、休假與國定假日 

5.叫人走路要注意的事項? 

6.加班費怎麼算? 

105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三) 

14：00－17：00 

限制對象活動 

地點：台北市忠孝東路二

段 116 號 2 樓（美樂工商

大樓）專業協會聯誼中心 

已舉辦完成。 

《如何不踩地雷創造躍進式的業務提升》座談會 

主講人：楊永成會計師、陳英志會計師 

■課程內容大綱■ 

1.有效的業務拓展方式及事務所經營 

2.剛執業一定要注意的事項 

3.如何安全又有效的開拓業務 

4.如何預防執業過程中的地雷 

 

105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五) 

14：00－17：00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二樓階梯教室  

已舉辦完成。 

《營業稅法施行細則之說明及相關議題》講習會 

主講人：台北國稅局信義分局蘇敏雄先生 

■課程綱要■ 

1、 前言 

2、 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簡介 

3、 施行細則分章說明 

4、 施行細則相關議題 

（1）特種飲食業之課稅 

（2）交換貨物或勞務之課稅 

（3）房地合併銷售之銷售額計算 

（4）押金設算利息 

（5）註銷溢付稅額之退還 

（6）取具公用事業進項憑證扣抵 

（7）法院拍賣之課稅及拍定人扣抵事宜 

（8）漏稅額之認定 

5、 最新法令增修及 Q&A 

 

105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五) 

14：00－17：00 

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美國稅務分享》講習會 

主講人：曾大忠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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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階梯教室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已舉辦完成。 

■課程綱要■ 

一、美國個人稅申報 

二、肥咖法案 FATCA 簡介 

三、肥咖法案 FATCA 對台、美雙重國籍之影響 

四、案例分享 

 

105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五) 

14：00－17：00 

地點: 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二樓階梯教室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已舉辦完成。 

《我國建立反避稅制度之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3、第 43 條

之 4 與適用兩岸租稅協議有關防杜逃漏稅措施相關法令之

關聯性分析》講習會 

主講人：財政部賦稅署朱稽核 

■課程綱要■ 

一、建立 CFC 制度部分 

二、建立 PEM 制度部分 

三、配套措施 

四、兩岸租稅協議之防杜逃漏稅措施 

五、查核相關規定 

參、簡例說明 

肆、結論與建議 

106 年 1 月 5 日 (星期四) 

106 年 1 月 20 日 (星期五) 

14：00－17：00 

限會員參加 

地點：台北市忠孝東路二

段 116 號 2 樓（美樂工商

大樓）專業協會聯誼中心 

已舉辦完成。 

《工資工時新視界‧待剝皮的勞資關係》讀書會 

主講人：陳英志會計師 

■課程內容大綱■ 

1. 106 年與 105 年休假的差異 

2. 106 年加班費的計算與加班時數的限制 

3. 新制加班費之因應 

4. 特別休假的計算 

5. 因應新制勞動檢查將查核的重點 

 

106 年 1 月 6 日(星期五) 

14：00－17：00 

地點: 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二樓階梯教室 

限會員參加 

已舉辦完成。 

 

《國際租稅協議之實務運用與關稅領域業務之發展》講座 

主講人：林宜賢會計師 

■課程綱要■ 

一、國際租稅協議在跨境投資與貿易上主要之功能介紹 

二、以台日租稅協議為例分析雙向投資貿易之稅務規劃 

三、國際上自由貿易協定之功能與會計師在關稅領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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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展 

四、應用原產地規定與首次銷售之關稅規劃 

106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五) 

14：00－17：00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二樓階梯教室  

已舉辦完成。 

 

《營業稅年度修正法條及新頒函令解析》講習會 

主講人:財政部台北國稅局大安分局 陳廣猷稽核 

■課程大綱■ 

1.前言 

2.年度營業稅修正法條解析 

3.年度營業稅新頒解釋函令解析 

4.實務案例研析 

5.意見交流 

 

106 年 3 月 3 日(星期五) 

14：00－17：00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二樓階梯教室 

已舉辦完成。 

 

《105 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注意事項》講習會 

主講人: 財政部台北國稅局審查一科梁建道先生 

■課程綱要■ 

一、105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修正重點 

二、最新法令簡介 

(一)新修正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 

(二)新頒布解釋令 

三、常見稅務疑義案例解析 

 

106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五) 

15：00－18：00 講習會 

18：30－20：30 餐敘 

華泰王子大飯店－台北市

中山區林森北路 369 號 3

樓 宴會廳 （捷運：雙連

站 

僅限會員參加活動 

已舉辦完成。 

 

  會員大會  ＋ 餐敘  ＋讀書會   

 

主題：《15 萬帳戶清查，全球 CRS 反避稅，OBU 還能用嗎?》 

講師：德保顧問公司總經理賴精一  

■ 課程綱要■ 

■會員大會進行程序■ 

1.報到 14:00－14:30 

2.宣佈會員大會開始：14:30 

3.課程開始：15:00 

4.課程結束：18:00 

5.會員大會及晚會開始：18:00 

6.會員大會結束：20:30 

7.餐會結束：21:00 

106 年 7 月 28 日(星期五) 

14：00－17：00 

僅限會員參加活動 

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二樓階梯教室 

 

《探討 FATCA 對台美雙籍人之影響、美國稅改新政》講習

會 

主講人：曾大忠會計師 

■課程綱要■ 

從 FATCA 來探討對台美雙重國籍持有人之影響 

  •IRS 自願揭露方案 

     •自願揭露方案的歷史 

     •IRS Voluntary Disclosure Program 

     •IRSStreamlined Voluntary Disclosur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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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美國身份 

     •IRC. Sec 877 & 877A 

     •美國公民與綠卡 

     •棄籍稅相關規定 

美國稅改 

  •稅改方向及相關比較 

  •目前進度 

106 年 8 月 11 日(星期五) 

14：00－17：00 

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二樓階梯教室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已舉辦完成。 

《信託與贈與稅》講習會 

主講人：莊 昆 明 會 計 師 

■課程綱要■ 

一、協會宗旨 

二、信託基本觀念(會計師在信託架構中能扮演甚麼樣的角

色? －協會新進會員案例) 

三、兩代財產移轉所需考慮的各種問題 

四、信託的各種功能簡介(請不要濫用信託作為避稅工具，

請善用信託的各種功能!) 

五、錯誤的信託規劃案例 

六、信託與贈與稅 

(一)贈與稅課稅基本規定 

(二)信託與贈與稅  

(三)信託提前終止或變更，致減少他益信託受益人權利，

委託人已繳納之贈與稅或所得稅可否退還？ 

(四)贈與稅－“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權利情況”課稅規定 

(五)贈與稅－“享有孳息以外信託利益(即享有信託財產本

金)之權利情況”課稅規定 

(六)贈與稅－“享有孳息部份信託利益之權利情況”課稅

規定 

(七)贈與稅－“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為按期定額給付者”

課稅規定 

(八)贈與稅－“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為全部信託利益扣除

按期定額給付後之餘額者”課稅規定 

(九)“本金自益孳息他益”不當避稅案財政部補破網的過

程 

(十)股票「本金自益、孳息他益」行政訴訟敗訴原因綜合

評析 

106 年 9 月 1 日(星期五) 

14：00－17：00  

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二樓階梯教室 

僅限會員參加活動 

已舉辦完成。 

《新制洗錢防制法之因應》讀書會 

主講人：陳英志會計師 

■課程綱要■ 

一、洗錢防制法與會計師業務之相關   

二、應如何因應洗錢防制法的新規定  

三、洗錢防制工作底稿之參考  

四、事務所對洗錢防制應有之措施 

 



15 

 

106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五) 

14：00－17：00  

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二樓階梯教室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最佳稅法判決解析》講習會 

主講人：台北國稅局龍雲裳審核 

■課程綱要■ 

一、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度簡上字第 65 號判決--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之證明文件 

二、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358 號判決-- 

     未依規定扣繳稅款，負責人賠繳義務 

三、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412 號判決-- 

     無償替他人償還借款以視同贈與論處 

四、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2 年度簡字第 69 號判決-- 

     員工分紅租稅優惠之信賴保護 

 

日期： 

106 年 11 月 17 日下午、 

106 年 11 月 24 日上午 

時間：14:00~17:00、 

9:00~12:00 

地點：高點建國大樓演講

廳台北市館前路 28 號五樓

限制對象活動 

已舉辦完成。 

《洗錢防制底稿編製》讀書會 

主講人：陳英志會計師 

   ■課程綱要■ 

一、洗錢防制體系 REVIEW 

二、案例底稿寫作指引 

三、評鑑模擬 

四、實際案例演練 

 

  11/17、11/24 為「洗錢防制底稿編製」系列課程， 

兩次課程內容係不同的產業樣態課程 

 

107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五) 

14：00－17：00  

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二樓階梯教室 

開放特定對象活動 

已舉辦完成。 

《營業稅年度新增修法條及函令解析》講習會 

主講人:財政部台北國稅局大安分局 秘書 陳廣猷 

   ■課程綱要■ 

一、前言 

二、年度營業稅新增修法條介紹 

三、年度營業稅新頒解釋函令解析 

四、爭議案例研析 

(一) Uber 案（含新舊交易模式）爭議解析 

(二) 學校、機構或團體接受政府機關委託研究計畫之收入

徵課疑義 

(三)得要求納稅者權利保護官提供協助辦理事項 

五、意見交流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2223333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14141414：：：：00000000－－－－17171717：：：：00 00 00 00     

淡江大學台北校園淡江大學台北校園淡江大學台北校園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二樓階梯教室二樓階梯教室二樓階梯教室二樓階梯教室    

限限限限制制制制對對對對象象象象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新修勞基法新修勞基法新修勞基法新修勞基法》》》》講習會講習會講習會講習會 

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 陳英志會計師陳英志會計師陳英志會計師陳英志會計師 

   ■■■■課程綱要課程綱要課程綱要課程綱要■■■■ 

一一一一、、、、新修勞基法加班費如何計算新修勞基法加班費如何計算新修勞基法加班費如何計算新修勞基法加班費如何計算 

二二二二、、、、補休與結算實務如何操作補休與結算實務如何操作補休與結算實務如何操作補休與結算實務如何操作 

三三三三、、、、變形工時如何依新規定操作變形工時如何依新規定操作變形工時如何依新規定操作變形工時如何依新規定操作 

四四四四、、、、特休的遞延實務如何操作特休的遞延實務如何操作特休的遞延實務如何操作特休的遞延實務如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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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7777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6 16 16 16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14141414：：：：00000000－－－－報到及領取選票報到及領取選票報到及領取選票報到及領取選票    

15151515：：：：00000000－－－－18181818：：：：00 00 00 00 講習會講習會講習會講習會    

18181818：：：：30303030－－－－20202020：：：：30 30 30 30 新春晚會新春晚會新春晚會新春晚會    

華泰王子大飯店華泰王子大飯店華泰王子大飯店華泰王子大飯店－－－－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

中山區林森北路中山區林森北路中山區林森北路中山區林森北路 369369369369 號號號號 3333

樓樓樓樓    宴會廳宴會廳宴會廳宴會廳    （（（（捷運捷運捷運捷運：：：：雙連雙連雙連雙連

站站站站    

僅限會員參加活動僅限會員參加活動僅限會員參加活動僅限會員參加活動 

    

  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  ＋＋＋＋ 春酒春酒春酒春酒  ＋＋＋＋ 講習會講習會講習會講習會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106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增修法令函釋及結算申報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增修法令函釋及結算申報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增修法令函釋及結算申報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增修法令函釋及結算申報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講習會講習會講習會講習會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總局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總局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總局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總局    審查一科審查一科審查一科審查一科梁建道梁建道梁建道梁建道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 課程綱要■ 

 

■會員大會進行程序會員大會進行程序會員大會進行程序會員大會進行程序■ 

1.報到報到報到報到 14:00－－－－14:30 

2.宣佈會員大會開始宣佈會員大會開始宣佈會員大會開始宣佈會員大會開始：：：：14:30（（（（同時對正式會員分發選票及同時對正式會員分發選票及同時對正式會員分發選票及同時對正式會員分發選票及

參考名單參考名單參考名單參考名單）））） 

3.課程開始課程開始課程開始課程開始：：：：15:00(開始投票開始投票開始投票開始投票)        
4.課程結束課程結束課程結束課程結束：：：：18:00 

5.晚會開始晚會開始晚會開始晚會開始：：：：18:30 

6.投票截止開始計票投票截止開始計票投票截止開始計票投票截止開始計票：：：：19:30 

7.宣佈下屆理事宣佈下屆理事宣佈下屆理事宣佈下屆理事、、、、監事當選名單監事當選名單監事當選名單監事當選名單：：：：20:00 

8.會員大會結束會員大會結束會員大會結束會員大會結束：：：：20:30 

9.春酒結束春酒結束春酒結束春酒結束：：：：21:00 

 

註註註註：：：： 

1.時間為暫訂時間為暫訂時間為暫訂時間為暫訂，，，，如有變動將隨時通知如有變動將隨時通知如有變動將隨時通知如有變動將隨時通知。。。。 

2.《《《《會審財稅法令新知會審財稅法令新知會審財稅法令新知會審財稅法令新知》〈》〈》〈》〈月刊月刊月刊月刊〉：〉：〉：〉： 

為提高會員對客戶之服務品質為提高會員對客戶之服務品質為提高會員對客戶之服務品質為提高會員對客戶之服務品質，，，，擬共同發行擬共同發行擬共同發行擬共同發行““““會審財稅法令新知會審財稅法令新知會審財稅法令新知會審財稅法令新知〈〈〈〈月刊月刊月刊月刊〉〉〉〉””””電子電子電子電子

報報報報。。。。做法做法做法做法：：：： 

由協會設立智庫委員會負責編輯發行由協會設立智庫委員會負責編輯發行由協會設立智庫委員會負責編輯發行由協會設立智庫委員會負責編輯發行。。。。第一頁為協會專頁封第一頁為協會專頁封第一頁為協會專頁封第一頁為協會專頁封面面面面〈〈〈〈會員可自行設計會員可自行設計會員可自行設計會員可自行設計

封面封面封面封面，，，，於收到協會電子報後於收到協會電子報後於收到協會電子報後於收到協會電子報後，，，，更換為自己事務所之封面更換為自己事務所之封面更換為自己事務所之封面更換為自己事務所之封面，，，，再轉發給客戶再轉發給客戶再轉發給客戶再轉發給客戶〉。〉。〉。〉。第二第二第二第二

到最後一頁到最後一頁到最後一頁到最後一頁：：：：為兩岸當月重要會審財稅新聞及法令轉載為兩岸當月重要會審財稅新聞及法令轉載為兩岸當月重要會審財稅新聞及法令轉載為兩岸當月重要會審財稅新聞及法令轉載，，，，會員於收到電子報後可會員於收到電子報後可會員於收到電子報後可會員於收到電子報後可

自行增刪自行增刪自行增刪自行增刪，，，，再轉發給客戶再轉發給客戶再轉發給客戶再轉發給客戶。。。。   

（《（《（《（《會審財稅法令新知會審財稅法令新知會審財稅法令新知會審財稅法令新知》》》》已從已從已從已從 98 年年年年 6 月開始按月發行月開始按月發行月開始按月發行月開始按月發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