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年 6 月 29 日金管證券字第 1010028514 號令修
正對照表
擬發布令內容
一、為維持證券商財務結構
之健全與穩定，證券商
應自分派中華民國一百
十年度盈餘起適用下列
規範：
(一)證券商首次採用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認可之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
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
（以下簡稱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時，應就帳列
股東權益項下之未實現
重估增值及累積換算調
整數（利益），因選擇
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第一號豁免項目而轉入
保留盈餘部分，分別提
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
公積。但轉換日因首次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產生之保留盈餘增加數
不足提列時，得僅就因
轉換採用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產生之保留盈餘增
加數予以提列。嗣後證
券商因使用、處分或重
分類相關資產時，得就
原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
比例予以迴轉分派盈餘
。
(二)證券商於分派可分配盈
餘時，應依下列方式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
派：
１、證券商依證券商管理
規則第十四條提列特

現行規定
(101 年 6 月 29 日金管證券字
說明
第 1010028514 號令)
一、證券商採用行政院金融 一、證券商自一百零二年一
監管管理委員會（以下
月一日起已全面採用國
簡稱本會）認可之國際
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財
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
務報告，爰刪除現行第
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
一點有關「證券商採用
告（以下簡稱國際財務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報導準則）後，為維持
後，」等文字，並規範
證券商財務結構之健全
本次發布修正之令釋內
與穩定，相關規範如下
容，證券商應自分派一
：
百十年度盈餘開始適用
(一)證券商首次採用國際財
。
務報導準則時，應就帳 二、現行規定就證券商可分
列股東權益項下之未實
配盈餘僅區分為「當期
現重估增值及累積換算
損益」及「前期未分配
調整數（利益），因選
盈餘」等二類，惟採用
擇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後，
則第一號豁免項目而轉
產生包括採用新公報追
入保留盈餘部分，分別
溯調整產生之期初保留
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
盈餘影響數及未經損益
餘公積；但轉換日因首
而於當期直接轉入保留
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
盈餘之會計項目，為將
則產生之保留盈餘增加
該等盈餘項目明確納入
數不足提列時，得僅就
規範，爰參照經濟部一
因轉換採用國際財務報
百零九年一月九日經商
導準則產生之保留盈餘
字第一○八○二四三二
增加數予以提列。嗣後
四一○號函有關修正法
公司因使用、處分或重
定盈餘公積提列基礎之
分類相關資產時，得就
函釋內容，於第二款第
原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
一目及第二目規範，將
比例予以迴轉分派盈餘
現行所定「當期損益」
。
修正為「當期稅後淨利
(二)開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
加計當期稅後淨利以外
準則編製財務報告後，
項目計入當期未分配盈
於分派可分配盈餘時，
餘之數額」。
應就當年度發生之帳列 三、參照證券商財務報告編
其他股東權益減項淨額
製準則第十六條第一項
（如國外營運機構財務
第一款第四目所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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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盈餘公積時，其提
列基礎應納入當期稅
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
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
數額。
２、就當期發生之帳列其
他權益減項淨額（如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
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
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
資產未實現損益、避
險工具之損益、重估
增值等累計餘額），
自當期稅後淨利加計
當期稅後淨利以外項
目計入當期未分配盈
餘之數額提列相同數
額之特別盈餘公積，
如仍有不足時，自前
期未分配盈餘提列。
３、就前期累積之其他權
益減項淨額，應擇一
採行下列方式提列特
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
：
(１)自前期未分配盈餘
提列相同數額之特
別盈餘公積。
(２)自前期未分配盈餘
提列相同數額之特
別盈餘公積，如仍
有不足時，自當期
稅後淨利加計當期
稅後淨利以外項目
計入當期未分配盈
餘之數額提列，並
應明定於公司章程
所定股利政策。
４、證券商已依前款規定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者
，應就已提列數額與
前二目規定應提列特
別盈餘公積數額之差

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他權益」及所涵蓋之各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末實
會計項目名稱，配合將
現損益、現金流量避險
現行所定「其他股東權
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
益」修正為「其他權益
險工具利益及損失等累
」，並修正所列舉之各
計餘額），自當期損益
會計項目名稱。
與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 四、現行第一點第二款前半
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
段有關當期其他權益減
積，屬前期累積之其他
項淨額提列特別盈餘公
股東權益減項金額，則
積之規定，移列第二款
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
第二目，並參照前財政
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
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
積不得分派；但證券商
會八十九年二月一日(八
已依前款規定提列特別
九)台財證(一)字第○○
盈餘公積者，應就已提
三七一號函說明十五，
列數額與其他權益減項
規範當期發生之其他權
淨額之差額補提列特別
益減項淨額提列特別盈
盈餘公積。嗣後其他股
餘公積之來源順序，應
東權益減項餘額有迴轉
先自當期稅後淨利加計
時，得就迴轉部分分派
當期稅後淨利以外項目
盈餘。
計入當期未分配盈餘之
數額提列；不足時，再
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
之規定，爰酌予修正文
字。
五、現行第一點第二款後半
段有關前期累積之其他
權益減項淨額提列之規
定，移列第二款第三目
，另考量證券商如前期
未分配盈餘不足就前期
累積之其他權益減項淨
額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而自當期盈餘項目補足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尚
無違反證券交易法第四
十一條「維持公開發行
公司財務結構之健全與
穩定，避免虛盈實虧」
之規範意旨，爰增訂證
券商得採行前揭提列方
式之方案選項，並要求
應於公司章程所定股利
政策明定前揭提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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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補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嗣後其他權益減
項淨額有迴轉時，得
就迴轉部分迴轉特別
盈餘公積分派盈餘。

二、證券商應即審慎因應採
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對
損益之影響及考量現金
流量，俾及早規劃或修
正公司章程所訂股利政
策。另證券商應自開始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之年度，依前點第一款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並
於股東會上報告可分配
盈餘之調整情形及所提
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數額
，俾股東知悉影響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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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證券商遵循適用
之依據。
六、現行第一點第二款但書
之規定，移列第二款第
四目，考量該規範意旨
係證券商應就帳列其他
權益減項淨額，依本令
規定方式計算特別盈餘
公積之「應提列數額」
後，再就其與首次採用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時「
已提列數額」之差額補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為
使該規範更為明確，並
配合修正後之款次及目
次調整，爰將現行「其
他權益減項淨額」修正
為「前二目規定應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數額」。
另其他權益減項淨額有
迴轉時，就迴轉部分分
派盈餘，係先將原提列
之特別盈餘公積迴轉為
可分配盈餘後再予以分
派，爰增訂「迴轉特別
盈餘公積」之文字，以
資明確。
一、本點刪除。
二、考量證券商已於一百零
二會計年度全面採用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爰刪
除現行第二點之過渡規
定。

二、為維持證券商財務結構
之健全與穩定，避免盈
餘分派侵蝕資本，損及
股東權益，上市、上櫃
及興櫃證券商除應依前
點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外，並應就子公司在
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
市價低於帳面價值之差
額，依持股比例計算提
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
公積不得分派。嗣後市
價如有回升部分，上
市、上櫃及興櫃證券商
得就該部分金額依持股
比例迴轉特別盈餘公
積。

一、本點新增。
二、本會前於一百零一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以金管證
發字第一○一○○四七
四九○號令規範上市、
上櫃及興櫃公司應就子
公司期末因持有母公司
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
之差額，依持股比例計
算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
盈餘公積不得分派，現
行已整併至一百十年三
月三十一日金管證發字
第一○九○一五○○二
二號令規範，為完整規
範證券商應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之事項俾利證券
商依循，爰新增第二點
，將該令內容於本令一
併規範。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 三、本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配合證券商應自分派一百十
一百零一年六月二十九
二年一月一日生效。
年度盈餘適用前揭修正內容
日金管證券字第一○一
，明定本令自即日生效，及
○○二八五一四號令，
原令自即日廢止。
自即日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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