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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證期局】 

● 修正發布「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17條、第 19條、第 31

條。 

【證券交易所】 

● 證券承銷商辦理股票初 次申請上市案之評估查核程序第六條、第九條

及第十一條之一修正條文 

● 外國發行人第一上市後管理作業辦法修正第 11、12、23 條條文 

● 對上市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查核作業程序公告修正第 9 條條文 

● 審閱上市公司財務報告作業程序公告修正第 6、7 條條文 

●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採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版本）修正發布

第 17、19、31 條條文 

● 審查有價證券上市作業程序公告修正第 11 條條文；刪除第 12 條條

文 

● 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公告修正第 8、14、21、28-3、28-12 條條文 

●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公告修正第 50-1、50-3、53-4 

條條文 

【櫃檯買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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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等 6 項規章條

文、相關規章附件及發行公司申請上櫃應檢附律師、推薦證券商填製

之檢查表 

● 修正本中心「審閱上櫃公司財務報告作業程序」第 6條及第 7條、「對

上櫃公司內部控制度查核作業程序」第 9條 

● 修正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下稱興櫃審查

準則)等三項規章部分條文 

【經濟部商業司】 

 有關公司法第 237條法定盈餘公積提列疑義 

 公司法第 240條第 5項之相關疑義 

【稅務函釋及新聞】 

●  納稅義務人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且不能於

規定繳納期間繳清稅捐者，得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款, 不受應

納稅捐金額限制，延期期限最長 1 年，分期最長可達 3 年（36 期） 

●  核釋私募有價證券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時價之估定 

●  核釋政府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隔離及檢疫期間防疫補償辦法」

發給個人防疫補償之綜合所得稅徵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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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令 新 訊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修正發布「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17 條、第 19 條、第

31 條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18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審字第 1090360951 號 

  
修正「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三十一條。 

附修正「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三十一條 

  
相關附件 

02-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修正條文及附表文字檔 

03-新增附表格式五之十二 

01-總說明、條文對照表-1090318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2003181730211.odt&filedisplay=02-%E8%AD%89%E5%88%B8%E7%99%BC%E8%A1%8C%E4%BA%BA%E8%B2%A1%E5%8B%99%E5%A0%B1%E5%91%8A%E7%B7%A8%E8%A3%BD%E6%BA%96%E5%89%87%E4%BF%AE%E6%AD%A3%E6%A2%9D%E6%96%87%E5%8F%8A%E9%99%84%E8%A1%A8%E6%96%87%E5%AD%97%E6%AA%94.odt&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2003181730212.odt&filedisplay=03-%E6%96%B0%E5%A2%9E%E9%99%84%E8%A1%A8%E6%A0%BC%E5%BC%8F%E4%BA%94%E4%B9%8B%E5%8D%81%E4%BA%8C.odt&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2003181733240.pdf&filedisplay=01-%E7%B8%BD%E8%AA%AA%E6%98%8E%E3%80%81%E6%A2%9D%E6%96%87%E5%B0%8D%E7%85%A7%E8%A1%A8-1090318.pdf&flag=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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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  公告 
 

§證券承銷商辦理股票初次申請上市案之評估查核程序第六條、第九

條及第十一條之一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三月二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證上一字第 

1090003199 號公告修正第 6、9、11-1 條條文；並自即日起實施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發字第

1080140352  號函同意核備 

 

附件 

https://twse-regulation.twse.com.tw/TW/GetFile.ashx?FileID=0000264789 

 

§外國發行人第一上市後管理作業辦法修正第 11、12、23 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三月十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證上一字第 

1090003602 號公告修正第 11、12、23 條條文；並自即日起實施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三月四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審字第 1090132070 

號函同意備查 

 

附件 

https://twse-regulation.twse.com.tw/TW/GetFile.ashx?FileID=0000265179 

 

 

 

§對上市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查核作業程序公告修正第 9 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三月十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證上一字 

  第 1090003602 號公告修正第 9  條條文；並自即日起實施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三月四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審字第 10901 

https://twse-regulation.twse.com.tw/TW/GetFile.ashx?FileID=0000264789
https://twse-regulation.twse.com.tw/TW/GetFile.ashx?FileID=0000265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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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70 號函同意備查 

 

附件： 

https://twse-regulation.twse.com.tw/TW/GetFile.ashx?FileID=0000265180 

 

 

§審閱上市公司財務報告作業程序公告修正第 6、7 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三月十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證上一字第 

1090003602 號公告修正第 6、7 條條文；並自即日起實施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三月四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審字第 1090132070 

號函同意備查 

 

附件： 

https://twse-regulation.twse.com.tw/TW/GetFile.ashx?FileID=0000265181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採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版本）修正發布

第 17、19、31 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三月十八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審字第 1090360951 

號令修正發布第 17、19、31 條條文；並自一百零九會計年度施行 

 

附件 

https://twse-regulation.twse.com.tw/TW/GetFile.ashx?FileID=0000265653 

 

 

§審查有價證券上市作業程序公告修正第 11 條條文；刪除第 12 條條

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三月三十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證上二字第 

1090005276 號公告修正第 11 條條文；刪除第 12 條條文；並自即日起實施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三月二十七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發字第 90332822  

號函同意備查 

 

https://twse-regulation.twse.com.tw/TW/GetFile.ashx?FileID=0000265180
https://twse-regulation.twse.com.tw/TW/GetFile.ashx?FileID=0000265181
https://twse-regulation.twse.com.tw/TW/GetFile.ashx?FileID=0000265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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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https://twse-regulation.twse.com.tw/TW/GetFile.ashx?FileID=0000266506 

 

 

§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公告修正第 8、14、21、28-3、28-12 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三月三十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證上二字第 

1090005276 號公告修正第 8、14、21、28-3、28-12 條條文；並自即日起實

施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三月二十七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發字第

1090332822  號函同意備查 

 

附件 

https://twse-regulation.twse.com.tw/TW/GetFile.ashx?FileID=0000266502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公告修正第 50-1、50-3、53-4 

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三月三十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證上二字第 

1090005276 號公告修正第 50-1、50-3、53-4 條條文；並自即日起實施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三月二十七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發字第    

1090332822  號函同意備查 

 

附件 

https://twse-regulation.twse.com.tw/TW/GetFile.ashx?FileID=0000266504 

 

 

 

 

 

 

 

 

 

https://twse-regulation.twse.com.tw/TW/GetFile.ashx?FileID=0000266506
https://twse-regulation.twse.com.tw/TW/GetFile.ashx?FileID=0000266502
https://twse-regulation.twse.com.tw/TW/GetFile.ashx?FileID=0000266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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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檯買賣中心   公告 
 

§修正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等 6 項規章條

文、相關規章附件及發行公司申請上櫃應檢附律師、推薦證券商填製

之檢查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03月 05日 發文字號：證櫃審字第 10900528901號 

正   本： 
 

主   旨： 

修正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等 6

項規章條文、相關規章附件及發行公司申請上櫃應檢附

律師、推薦證券商填製之檢查表如附件，自公告日起施

行。 

依   據： 

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 17條

等規定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9年 2月 26日金管證

發字第 10801403521號函。 

公 告 事 項： 

一、為強化上市櫃公司之子公司申請上櫃前釋股過程之審

查，以保障上市櫃公司之股東權益，爰修正本中心「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 10條第 1項第

10款有關不宜上櫃情事之規定，增訂申請公司屬上市櫃

公司之子公司，於申請上櫃前三年內，該上市櫃公司降

低對申請公司直接或間接持股比例累積達百分之二十以

上者，其上市櫃母公司為降低對申請公司之持股比例所

進行之股權分散行為，應採上市櫃公司原有股東優先認

購或其他不損及上市櫃公司股東權益之方式為之；並配

合修正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

第十條第一項各款不宜上櫃規定之具體認定標準」第 10

點規定。 

二、基於本國及外國上櫃審查規範之衡平性，併修正本

中心「外國有價證券櫃檯買賣審查準則」第 9條第 1項

第 7款及增訂第 14條之 2之規定，增訂上市櫃公司之子

公司申請第一上櫃時，相關釋股審查規範及具體認定標

準；暨修正本中心「申請股票上櫃之推薦證券商評估報

告應行記載事項要點」第 11點、第 14點之 1，及「推

薦證券商辦理股票申請上櫃案之評估查核程序」第 13

點、第 15點之 1之規定，規範推薦證券商應查閱上市櫃

公司及申請公司之釋股決策過程及決策內容等資料，並

記載於評估報告，據以評估有無損及上市櫃公司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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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 

三、配合前揭規章、近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司募

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及本中

心「上櫃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

等規章之修正，爰修正本中心「審查有價證券上櫃作業

程序」、「審查外國有價證券櫃檯買賣作業程序」及「申

請股票上櫃之推薦證券商評估報告應行記載事項要點」

等規章附件，暨發行公司申請上櫃應檢附律師、推薦證

券商填製之檢查表。 

四、另配合實務作業，修正本中心「辦理公開發行公司

初次申請股票上櫃案意見徵詢作業要點」第 4點規定，

刪除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為本中心辦理意見徵詢

之對象。 

副   本： 
 

附   件： 
109005289011-1.doc 

109005289011-2.zip 
109005289011-3.zip 

 

  
 
 
 

§修正本中心「審閱上櫃公司財務報告作業程序」第 6 條及第 7 條、「對

上櫃公司內部控制度查核作業程序」第 9條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03月 12日 發文字號：證櫃監字第 10902002961號 

正   本： 
 

主   旨： 

修正本中心「審閱上櫃公司財務報告作業程序」第 6條及

第 7條、「對上櫃公司內部控制度查核作業程序」第 9

條如附件，自即日起實施。 

依   據：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9年 3月 4日金管證審字第

10901320701號函。 

公 告 事 項： 

為強化會計師查核品質，爰修正本中心「審閱上櫃公司財

務報告作業程序」第 6條及第 7條、「對上櫃公司內部

控制度查核作業程序」第 9條。 

副   本： 
 

附   件： 109020029611-1.pdf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3/109005289011-1.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3/109005289011-2.zip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3/109005289011-3.zip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3/10902002961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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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下稱興櫃審查

準則)等三項規章部分條文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03月 18日 發文字號：證櫃審字第 10900536962號 

正   本： 
 

主   旨： 

修正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下稱興

櫃審查準則)等三項規章部分條文、興櫃審查準則附表一「簡

式財務業務重大事件檢查表」、附表一之一「詳式財務業務

重大事件檢查表」、附件一及附件一之一本國及外國發行人

「興櫃股票櫃檯買賣申請書」、附件二及附件二之一本國及

外國發行人「申請興櫃股票申請書件記錄表」，前揭規章修

正條文及規章附件(表)之施行日期，依公告事項三辦理。 

依   據： 

本中心興櫃審查準則第 50條、「推薦證券商申報受輔導公司基

本資料作業辦法」(下稱申報受輔導公司資料辦法)第 7條及

「就證券商之評估報告、總結意見或相關資料缺失處理辦法」

(下稱缺失處理辦法)第 12條，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9年

3月 12日金管證發字第 1090132307號函。 

公 告 事 項： 

一、旨揭規章修正內容，摘陳重點說明如下： (一)興櫃審查準

則用詞定義增列「重要子公司」等：配合 108年 9月 12日

主管機關訂定「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金融機構財務報表相關

規定」，其中第 5條已針對本國銀行之「重要子公司」予以

明確定義，爰修正興櫃審查準則有關重要子公司之定義，並

將第 34條中「重要子公司」、「母公司及子公司」及「淨值」

等用詞定義一併移列至第 4條，以資明確。 

(二)為簡化主辦輔導推薦證券商每月申報興櫃公司財務業務

重大事件檢查表(下稱「檢查表」)作業，爰修正興櫃審查準

則第 14條第 2項及第 3項規定，「申報受輔導公司資料辦

法」第 5條與「缺失處理辦法」第 4條等條文亦配合酌修文

字。 

(三)為強化本中心對興櫃公司重大訊息監理作業，並使重大

訊息相關規範更臻完備，爰修正興櫃審查準則第 34條第 5

項及第 36條第 1項規定。 

二、因應興櫃監理實務所需，修正簡式及詳式「檢查表」部

分內容，以提醒主辦輔導推薦證券商特別注意相關重大事項

及審慎執行評估程序。 

另配合興櫃審查準則第 6條現行規定及明確大股東之定義，

爰酌修「興櫃審查準則」附件一及一之一本國及外國發行人

興櫃股票櫃檯買賣申請書、「興櫃審查準則」附件二及二之

一本國及外國發行人申請興櫃股票申請書件記錄表，以資明

確。 

三、旨揭規章修正條文及規章附件(表)之施行日期，除興櫃

審查準則第 14條有關主辦輔導推薦證券商定期(每月)申報

「檢查表」之作業規定，配合申報作業系統之修正作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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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9年 4月 24日起施行(即主辦輔導推薦證券商於 109年

4月 30日前申報興櫃公司 109年 3月份「檢查表」時開始適

用)外，其餘(含附表一及附表一之一)自公告日起施行。 

副   本： 
 

附   件： 

109005369622-1.doc 
109005369622-2.docx 
109005369622-3.odt 
109005369622-4.doc 
109005369622-5.doc 
109005369622-6.doc 
109005369622-7.docx 
109005369622-8.doc 
109005369622-9.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3/109005369622-1.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3/109005369622-2.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3/109005369622-3.odt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3/109005369622-4.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3/109005369622-5.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3/109005369622-6.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3/109005369622-7.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3/109005369622-8.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903/109005369622-9.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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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商業司   公告 

§有關公司法第 237 條法定盈餘公積提列疑義 

 
公司法第 237 條 

函釋字號:經商字第 10902005780 號 

發布日期:109 年 3 月 3 日 

 
△有關公司法第 237 條法定盈餘公積提列疑義 

公司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如已提列過法定盈餘公積，嗣後迴轉分派盈餘

時，自毋須重複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惟若尚未提列過法定盈餘公積，自須

於迴轉分派盈餘時，補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經濟部 109 年 3 月 3 日經商字第 10902005780 號函） 

） 

 

 

 

§公司法第 240條第 5 項之相關疑義 
 

公司法第 240 條 

函釋字號:經商字第 10902407350 號 

發布日期:109 年 3 月 18 日 

 
△公司法第 240 條第 5 項之相關疑義 

一、按公司盈餘分派現金股利，依公司法第 240 條第 5 項規定經董事會決議者，

應將分派現金股利金額報告股東會。惟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議案內，如有其他

應經股東會承認之項目，仍須於股東會承認後，方有第 231 條規定之適用。至

於現金股利金額既經董事會依法決議，股東會不得再為決議(本部 108 年 3 月

12 日經商字第 10800540160 號函參照)。 

二、又如有盈餘不為分派之議案，即現金股利分派金額為零，仍為第 240 條第

5 項規定之授權範圍。至虧損撥補之議案，核與現金股利之分派無涉，尚非第

240 條第 5 項規定之授權範圍。 

（經濟部 109 年 3 月 18 日經商字第 10902407350 號函） 

 

 

 

 

 

 

 

javascript:lawToCons('19','237','0');
javascript:lawToCons('19','240','0');


 
12 

 

稅務函釋及新聞 
§納稅義務人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

且不能於規定繳納期間繳清稅捐者，得申請延期或分期繳

納稅款, 不受應納稅捐金額限制，延期期限最長 1 年，分

期最長可達 3年（36 期） 

日期文號: 

財政部 109.03.19 台財稅字第 10904533690 號令 

摘要： 

納稅義務人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且不能於規定繳納期

間繳清稅捐者，得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款, 不受應納稅捐金額限制，延期期

限最長 1 年，分期最長可達 3 年（36 期）。 

說明: 

一、納稅義務人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施行期間

(109 年 1 月 15 日至 110 年 6 月 30 日)內，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疫情影響且不能於規定繳納期間繳清稅捐者，得依稅捐稽徵法第 26 條規定，

於規定納稅期間內，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主管稅捐稽徵機關

受理後，得酌情核准延期繳納之期限 1 至 12 個月或分期繳納之期數 2 至 36 期

(每期以 1 個月計算)，不受「納稅義務人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辦法」第 3

條第 3 項規定之限制。 

二、納稅義務人對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之任何一期應繳稅捐，未如期繳納者，

稅捐稽徵機關應依稅捐稽徵法第 27 條規定辦理。 

 

 

§核釋私募有價證券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時價之估定 

日期文號: 

財政部 109.03.23 台財稅字第 10800685380 號令 

摘要： 

核釋私募有價證券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時價之估定。 

說明: 

一、 

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規定私募之有價證券，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於證券集中交

易市場(以下簡稱上市)或證券商營業處所(以下簡稱上櫃或興櫃)有同種類之有

價證券買賣者，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0 條之時價，依下列方式估定之： 

(一) 

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公司上市或上櫃有價證券當日收盤價與當日前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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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日收盤價之平均價格，從低估定之；當日無買賣價格者，以繼承開始日或贈

與日前最後一日該有價證券之收盤價，與該日前一個月各日收盤價之平均價

格，從低估定之。但無前一個月各日收盤價之平均價格者，以繼承開始日或贈

與日之收盤價估定之；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無買賣價格者，以繼承開始日或贈

與日前最後一日之收盤價估定之。 

(二) 

興櫃公司之私募股票，依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公司興櫃股票當日加權平均成

交價與當日前一個月各日加權平均成交價之平均價格，從低估定其價值；當日

無買賣價格者，以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前最後一日該興櫃股票加權平均成交

價，與該日前一個月各日加權平均成交價之平均價格，從低估定之。但無前一

個月各日加權平均成交價之平均價格者，以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之加權平均成

交價估定之；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無買賣價格者，以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前最

後一日之加權平均成交價估定之。 

二、 

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之股份有限公司私募普通股股票，以繼承開始日或贈

與日該公司資產淨值估價，並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 29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調整估價。 

 

 

§核釋政府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隔離及檢疫期間防疫補

償辦法」發給個人防疫補償之綜合所得稅徵免規定 

 
日期文號: 

財政部 109.03.31 台財稅字第 10904533040 號令 

摘要： 

核釋政府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隔離及檢疫期間防疫補償辦法」發給個人防

疫補償之綜合所得稅徵免規定。 

說明: 

直轄市、縣(市)政府依衛生福利部訂定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隔離及檢疫期

間防疫補償辦法」第 3 條規定發給個人之防疫補償，核屬政府贈與，依所得稅

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7 款規定，免納所得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