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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暨期貨要聞】

重要會議決議事項及措施
本刊資料室

壹、研議擴大外國投資人（含大陸地區民眾）投資股市說明
為讓更多元化的外國投資人參與我國股市，金管會正積極推動國際化相關措施，例
如證交所正與新加坡洽談「台星通」相關事宜，預計今 (104) 年 6 月左右實施，可以引
進資金投資國內股市。另金管會正研議擴大外國投資人 ( 含大陸地區民眾 ) 投資臺股，
本案仍屬研議規劃階段，並將聽取各界意見。
金管會在研議過程，將參考現行外資投資限制及規範，如涉及大陸地區民眾部分，
也將洽會相關機關意見並須符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相關辦法規定。
金管會在風險可控管前提下，將繼續研擬國際化相關措施，期能建構一個更透明、
更有效率的資本市場，為金融產業、投資大眾及臺灣社會創造更高的價值。

貳、發布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及「公司募集發行有
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部分條文及相關附表
為降低企業印製及寄送公開說明書等成本，並強化董監酬金之資訊揭露，及配合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及「上市上
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之修正，強化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揭露，金管會修正「公開發行
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及「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
則」兩項準則相關條文，修正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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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強化董事及監察人酬金資訊揭露：
（一）最近二年度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曾出現稅後虧損者，應揭露個別董事及監
察人之酬金。
（二）參採現行日本及韓國有關個別董事酬金超過一定標準者，應單獨揭露該個
別董事酬金之規定，增訂應揭露個別董事或監察人酬金之標準。
二、強化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揭露：配合「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上市上櫃
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及「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修正，爰修訂年報
及公開說明書相關附表，以充分揭露其執行情形。
三、年報電子檔上傳時點：為提早揭露年報資訊，俾利投資人對股東會各項議案表決之
參考，爰修訂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開日 7 日前將年報之電子檔傳至
公開資訊觀測站；未上市、上櫃及興櫃之公開發行公司則應於股東會召開日 2 日前
將年報之電子檔傳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四、精簡簡式公開說明書之內容：考量投資人至公開資訊觀測站閱覽或下載公開說明書
電子檔案已相當便利，且為降低發行人印製及寄送公開說明書之成本，爰公司編製
之公開說明書已依規定記載並以電子檔案方式傳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者，得逕以簡
式公開說明書併同繳款書交付認股人或應募人，並明定簡式公開說明書應揭露事
項。
五、另增訂公開說明書封面相關揭露資訊，及本次募集資金計畫應記載事項，並明定公
開說明書應揭露證券承銷商、發行人等所出具不得退還或收取承銷相關費用暨不
得配售予關係人及內部人等對象之聲明書。

參、修正「證券商管理規則」部分條文
為建立公平合理之證券市場、提升證券商資金運用效率、擴大證券商業務經營利基
及增加我國證券商業務競爭力，金管會研議修正「證券商管理規則」部分條文，本次共
計修正 12 條條文，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為建立公平合理之證券市場與保護投資人權益，爰明定證券商經營業務應以公平、
合理之方式為之，收取費用應考量相關營運成本、交易風險及合理利潤等，不得以
不合理之收費招攬業務。
二、考量證券商經營風險之管控機制日趨完善、證券市場違約交割之防範機制趨於完
備，爰將證券商分支機構營業保證金應增提之金額，由 1,000 萬元調降為 500 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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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利證券商亞洲布局，使證券商資金更具彈性運用，爰增訂證券商經金管會核准
者，其資金貸與他人或移作他項用途，得不以經營業務所需為限。
四、為擴大證券商經營利基及推動國際化業務發展，爰將證券商持有任一外國公司所發
行有價證券之成本總額，由不得超過證券商淨值之 10%，放寬至 20%，並規範證券
商持有涉及股權性質有價證券之成本總額，不得超過證券商淨值之 10%，以避免風
險過度集中。
五、為提升證券商自行買賣外幣計價有價證券效率，並降低交易成本，爰就證券商自行
買賣外幣計價有價證券交割款項及費用之支付，由原規定應以外匯存款「專」戶存
撥，放寬為其由國內匯款至海外交割帳戶，或資金自國外匯回，應以於外匯指定銀
行開立之外匯存款帳戶存撥之。
六、刪除有關證券商得與投資人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業務範圍之列舉規定，回歸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相關規定，修正證券商申報營業月報表之時間為每月營業終了後
五個營業日內。
七、為配合證券商實務業務發展與運作，爰刪除有關子公司管理之創業投資事業持有對
方公司之股份亦納入不得擔任主辦承銷商資格之計算限額之規定。另增訂未涉及
股權之金融債券亦得比照普通公司債適用有關豁免承銷商與發行公司間之獨立性
限制及發行公司得擔任主辦承銷商之規定。
八、為增加客戶交易之便利性，降低交割風險，爰增訂證券商得經客戶同意將客戶交割
款項留存於證券商交割專戶，及其相關管理規範。
九、為提升證券商之資金運用效率，增加證券商競爭力，爰增訂證券商申請投資外國事
業，其自有資本適足率未達 200% 者，以及證券商特殊情況而有調高負債淨值比之
必要者，得專案申請核准。

肆、公開發行公司自 104 年起全面接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臺灣資本市場財
務資訊全面邁向全球化
因應全球化時代之來臨，為增加國際企業間財務報表之比較性，並降低企業於國際
資本市場之募資成本，金管會於 97 年起推動我國企業直接採用 IFRSs 編製財務報告，目
前上市上櫃公司、興櫃公司、國營事業及金管會主管之金融業 ( 不含信用合作社、信用
卡公司、保險經紀人及代理人 ) 均已於 102 年起採用 IFRSs 編製財務報告。第二階段採
用 IFRSs 之企業 ( 非上市上櫃、興櫃之公開發行公司、信用合作社及信用卡公司 ) 應自
104 年起採用 IFRSs 編製財務報告。截至目前為止，預計於 104 年採用 IFRSs 之公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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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期完成會計政策與 IFRSs 差異之辨認、IFRS 1 各項豁免選擇、決定 IFRSs 會計政策、
編製 IFRSs 開帳日資產負債表等重要轉換工作。我國公開發行公司全面接軌 IFRSs，象
徵臺灣資本市場財務資訊全面邁向全球化。
為持續提升企業財務資訊透明度，金管會於 103 年 1 月 28 日公布「我國全面升級
採用 IFRSs 版本推動架構 (Roadmap)」，自 104 年起由 2010 年版升級至 2013 年版 ( 不
含 IFRS9「金融工具」)，適用對象包括已採用 IFRSs 以及預計於 104 年採用 IFRSs 之
公開發行公司。為配合版本提升，金管會除已檢討修正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等
相關法規，並於證券期貨局網站公布 2013 年版 IFRSs 公報翻譯之正體中文版及版本差
異分析。讓企業在升級採用 IFRSs 上，作業流程更快速、報表編製更容易與資訊申報更
通暢。
金管會提醒企業在新 (104) 年度開始，特別注意相關法規及 IFRSs 公報修正重點差
異及實施時程，並加強與會計師、公司治理單位之溝通，從集團及合併報表之角度全面
評估差異產生之影響及衝擊，以加強企業之風險管理並適時擬訂因應措施。

伍、開放證券金融事業辦理有價證券擔保放款業務
為提升證券金融事業之資金運用效率及擴大其業務利基，金管會開放證券金融事
業辦理以有價證券為擔保之放款業務，且不限制其借款用途，已於 104 年 1 月 22 日依
行政程序發布函令。
為適當控管授信集中之風險，證券金融事業辦理本項擔保放款業務，對同一 法人
之授信總餘額，不得超過證券金融事業淨值之 5% 或新臺幣 10 億元，對同一自然人之
授信總餘額，不得超過證券金融事業淨值之 1% 或新臺幣 8 千萬元；另證券金融事業辦
理各項授信業務，對同一人、同一關係人或同一關係企業及利害關係人之授信限額、授
信總餘額等，應依銀行法有關規定辦理。
另為避免證券金融事業辦理前揭業務而增加其系統風險及管理風險，證券金融事
業辦理前揭業務而向銀行借款時，仍應依中央銀行規定，計入融資總餘額並受全體銀行
對其融資總餘額不得超過該公司淨值 6 倍之限制。

陸、違規案件之處理
一、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 第 7 項
鴻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行為負責人

林○○

二、違反「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7 條第 3 項

39
中華民國一○四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證券暨期貨月刊

第三十三卷 第二期

系統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行為負責人

李○○

三、違反「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14 條及第 7 條
富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行為負責人

張○○

四、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178 條第 1 項
賽德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為負責人

曾○○

五、違反「期貨管理法令」處凱基期貨股份有限公司罰緩新臺幣 12 萬元。
六、違反「期貨管理法令」命令永豐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停止業務員張○○ 1 個月期貨
經紀業務之執行。
七、違反「期貨管理法令」處永豐期貨股份有限公司罰緩新臺幣 12 萬元。
八、違反「期貨管理法令」命令凱基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停止業務員林○○ 3 個月期貨
經紀業務之執行。
九、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 2 項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及營運情形公告申報特
殊適用範圍辦法第 6 條
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行為負責人

張○○

十、違反行為時「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之 1 及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第 30 條第 1 項及第 33 條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行為負責人

顏○○

十一、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之 2 第 1 項
新光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吳○○

十二、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之 2 第 1 項
大臺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許○○

十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之 2 第 1 項
金赫利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廖○○

十四、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之 2 第 1 項
志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徐○○

十五、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5 條第 2 項
台灣良得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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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之 2 第 1 項
台灣良得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陳○○

十七、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之 2 第 1 項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理人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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