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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攸關金融業會計處理最重大之會計公報「IFRS 9 金融工具」，終於在2014年7月公布，即將取

代IAS 39，預計對金融業及保險業有較重大之影響。IFRS 9分三階段制訂，其中「避險會計」

已於2013年11月公布，其餘「分類與衡量」及「減損」亦同時定案。本期專論「IFRS 9之分類

與衡量解析」，先探討「分類與衡量」，針對金融工具分類與衡量基礎與應用，介紹公報重點

內容，比較其與IAS 39之差異，與實務挑戰及宜注意事項。由於篇幅較長，故分兩期刊出。

在稅務方面，「兩岸反避稅變革趨勢」一文，從OECD發表之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簡稱BEPS)15項行動方案談起，分別介紹台灣反避險措施及立法趨

勢，與大陸反避稅措施及查核趨勢，並建議跨境企業不僅應遵守租稅法律，也要管理租稅成本

與風險，及創造租稅管理的利益，這樣才能對企業及股東有所交待，更要兼顧企業的社會責任。

最後，「集團內低附加價值服務如何訂價」一文，亦探討OECD之BEPS議題，分別說明低附

加價值之特點、常規收費簡化方法及利益測試的應用，並建議企業可以重新檢視目前執行集團

內部服務的活動是否歸類正確，並且適用適當的加成率。另外，也應檢視文據是否已按照

OECD TPG第七章的要求備妥。

本期精采專論

 IFRS 9之「分類與衡量」解析 (上)

 兩岸反避稅變革趨勢

 集團內低附加價值服務如何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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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法規函令變動

104 年 1 月 16 日~104 年 3 月 15 日

一般類

法規部分

本期無新增條文

函令部分

本期無新增函令

銀行類

法規部分

B01※15/03/13 修正「銀行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十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及附

表八、附表十六、附表十六之一、附表二十、附表二十一、附表二十二、附

表二十四、「金融控股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部分條文及附表十六、

附表十六之一、附表二十、「票券金融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十

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及附表八、附表十五、附表十五之一、附表十

九、附表二十、附表二十三及「金融業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

載事項準則」部分條文及附表十四、附表三十八、附表四十一、附表五十

七、附表五十八、附表五十九、附表六十五、附表六十七、附表六十八。

金管銀法字第 10400038310 號

B02※15/02/26 修正「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稽核人員與銀行業具有業務或交易核准權

限之各級主管訓練機構審核原則」第一點、第五點附表及第九點附表，名稱

並修正為「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訓練機構審核原則」，並自即日生效。

金管銀國字第 10420000110 號

B03※15/02/24 修正「發行國際通用電子票證或與國外機構合作發行電子票證之審核標準及

管理辦法」第三條及第六條。

金管銀票字第 10300363250 號

B04※15/02/17 修正「銀行發行金融債券辦法」第二條、第六條、第十條及第三條附件。

金管銀國字第 10320005710 號

B05※15/02/10 修正「票券商負責人及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四條。

金管銀票字第 1044000033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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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6※15/02/09 修正「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金管銀票字第 10440000240 號

函令部分

B07※15/02/16 所詢有關銀行辦理「有追索權應收帳款承購業務」適用利害關係人相關規範

疑義一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金管銀外字第 10300299100 號

證券期貨類

法規部分

S01※15/03/04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六條、第七條之二、第

十條。

金管證交字第 1040004113 號

S02※15/02/04 修正「證券商管理規則」部分條文。

金管證券字第 1040001299 號

S03※15/02/04 修正「鼓勵境外基金深耕計畫」。

金管證投字第 1040003475 號

S04※15/01/29 修正「華僑及外國人從事期貨交易應行注意事項」部分規定。

金管證期字第 1030052961 號

S05※15/01/29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部分條文及附表十五、十五之

一、「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部分條文及附

表二十九、三十二、五十二、六十一、六十三、六十四之令。

金管證發字第 1040001648 號

S06※15/01/21 修正證券商辦理證券業務借貸款項管理辦法、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借貸管理辦

法、證券商辦理客戶委託保管及運用其款項管理辦法、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

買賣融資融券管理辦法及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

金管證券字第 1030052223 號

函令部分

S07※15/03/10 有關「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 7 條之 1、第 7 條之 2、

第 13 條之 1 及第 15 條規定事項之令。

金管證交字第 1040004502 號

S08※15/03/06 公告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之書表格式。

金管證交字第 1040004502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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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9※15/02/26 放寬證券商得自行買賣及承銷附帶本息止付條款之次順位金融債券。

金管證券字第 1030052033 號

S10※15/02/26 有關證券商、期貨商、證券金融事業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因併購而認列廉價

購買利益之處理。

金管證券字第 1030053166 號

S11※15/02/16 發布有關證券商年度(半年度、季)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檢查表之令。

金管證券字第 1040003982 號

S12※15/02/12 有關證券商轉列特別盈餘公積及其用途規定之令。

金管證券字第 1030053861 號

S13※15/01/29 訂定有關專營期貨商、兼營期貨商及外國期貨商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檢查表與期

貨商財務比率月報表格式。

金管證期字第 1040002008 號

S14※15/01/29 放寬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得接受專業投資人委託買賣外國證券市

場公開募集之有價證券。

金管證券字第 1030048726 號

S15※15/01/23 公告期貨商得受託從事期貨交易之交易所及種類。

金管證期字第 1030050924 號

S16※15/01/22 有關「證券金融事業管理規則」第 5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之令。

金管證投字第 1030052546 號

S17※15/01/21 修正證券商辦理客戶委託辦理應付交割款項投資貨幣市場之行紀之令。

金管證券字第 10300522232 號

S18※15/01/21 修正證券商辦理運用客戶買賣有價證券結餘款項之代理之令。

金管證券字第 10300522233 號

S19※15/01/21 修正證券商辦理自行買賣外國有價證券及從事外國衍生性金融商品避險交易之

令。

金管證券字第 10300522236 號

S20※15/01/21 修正證券商擔任創始機構之令。

金管證券字第 10300522234 號

S21※15/01/21 修正證券商擔任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第 17 條規定之保管機構之

令。

金管證券字第 10300522237 號

S22※15/01/21 修正證券商轉投資各事業之令。

金管證券字第 1030052223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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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及投信投顧類

法規部分

T01※15/01/30 修正「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限制風險揭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部分

條文。

金管銀票字第 10440000220 號

T02※15/01/22 修正「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商兼營信託業務管理辦

法」。

金管銀票字第 10340005290 號

函令部分

本期無新增函令

保險類

法規部分

I01※15/03/10 修正「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安定基金計提標準」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

金管保財字第 10402502181 號

I02※15/02/24 修正「保險業設立遷移或裁撤分支機構管理辦法」

金管保壽字第 10402540731 號

I03※15/02/10 依據「保險法」第 145 條之 1 第 2 項，訂定保險業廉價購買利益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相關規定，自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生效

金管保財字第 10302153881 號

I04※15/02/04 修正「保險法」第 8-1、29、64、122、130、136、143-4、144、149、163、

167～167-4、168、171、171-1、178 條條文；並增訂第 138-4、143-5、143-

6 條條文；除第 143-4～143-6、149、168 條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

行外，其餘自公布日施行。

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14291 號

I05※15/02/03 廢止「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對財產保險業動用範圍及限額規定補充解釋」

金管保財字第 10402500170 號

I06※15/02/03 修正「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對財產保險業動用範圍及限額規定」

金管保財字第 10402500170 號

I07※15/01/21 修正「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金管保產字第 10302145900 號



6 of 57

函令部分

I08※15/03/06 依據保險法第 146 條之 2 之規定，核釋訂定有關保險業辦理不動產投資即時

利用並有收益之認定標準及處理原則，並自即日生效之

金管保財字第 10402502361 號

I09※15/03/06 依據「保險法」第 145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訂定保險業投資性不動產後續衡

量選擇採公允價值模式者特別盈餘公積提列規範，自即日生效

金管保財字第 10402501001 號

(金融法規函令變動內文請詳第 33 頁)

金融產業要聞與實務係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及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為協助國內金融公司掌

握國內外金融產業資訊所出版之刊物。

金融產業要聞與實務相關編輯人員:

發行人 張明輝

總編輯 黃金澤

顧問群 蔡朝安、劉博文、吳偉臺、陳賢儀

編輯群 張冠彬、謝鑫祥

聯繫電話: 02-2729-6666

謝鑫祥 分機 22282 Shing-Shang.Shan@tw.pwc.com; 劉璟儀 分機 25508 Elsa.Liu@tw.pwc.com

或至本所網站取得更多資訊 http://www.pwc.com/tw

相關教育訓練 http://www.pwc.com/tw/zh/news/events/index.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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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9 之「分類與衡量」解析 (上)

黃金澤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前言

對我國大多數金融保險業而言，2013 年起財報開始適用 IFRS，固然花費了不少努力導入，但

因與其業務有關之金融工具會計公報 IAS 39，與我國相關公報 34 號差異不大，導入工作之進

行尚稱順利。在規畫導入初期，原本 IFRS 9「分類與衡量」已發布於 2013 年起適用，而納入

導入範圍，但續後因故延至 2015 年而未納入首次適用。如今 IFRS 9 三階段制訂已全部完成，

為給予企業更多準備時間，遂規定 2018 年起才強制開始適用，因此業者可更加從容籌備。然

而，除了分類與衡量外，比較需要投入準備時間之「減損」，可能涉及較多之系統建立及調整

工作，仍宜提早因應。至於「避險會計」雖然早已在 2013 年 11 月公布，但因係一會計選擇，

我國目前金融保險業較少選擇適用，故對其會計作業似較不具急迫性。

IFRS 9 相對於 IAS 39 之內容改變幅度不小，筆者除避險會計已撰文介紹外，擬就分類與衡量

及減損分別撰文，本文先就前者著手，以供實務參考應用。

IFRS 9 三階段制訂及適用

鑑於金融工具會計處理之複雜性，IFRS 9 乃分三階段制訂，自 2009 年起公布第一階段金融資

產分類與衡量開始，至 2014 年 7 月完成三階段制訂，並決定 2018 年起適用，從開始研擬至

強制適用，共花費近 10 年時間，可見本公報制訂及適用均相當複雜而需要充分準備。為使讀

者對制訂過程及適用情況概略了解，茲以下表列示其時程及重要里程碑，並予以說明。

「總體避險」尚未完成

IFRS 9 雖然號稱三階段制訂，但為避免更為複雜之總體避險(macro hedging, 或稱組合避險)拖

累進度，IASB 爰將其分開處理，先研擬一般避險(general hedging)。截至目前僅於 2014 年 4

月發布討論稿「動態風險管理之會計處理：總體避險之組合重評價法」，為公報草案之前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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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距完成公報日期恐尚遙遠，因此 IFRS 9 對於新舊避險會計之適用日期予以彈性處理，詳

下述。

減損之波折

從上述時程可知，減損公報之制訂從 2009 年就已發布草案，經歷三次草案之研擬才定案，主

要考量金融業實施之困難度，可說是三階段中最複雜者，而適用日期之考量主要亦是受其影響。

概因 IFRS 9 減損之制訂，係相對 IAS 39 變動幅度較大，且對金融業而言，涉及會計系統之導

入或調整，需較長準備時間之故。

分類與衡量發布後之修訂

原本 2009 年金融資產分類與衡量就已發布公報，但尚未開始強制適用就予以修訂，主要係為

導入新增之分類：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fair value through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FVOCI)，以適用於新增加之一種經營模式(本來只有 2 種)。乍看之下，如此修訂使得

金融資產會計處理之區分與 IAS 39 類似，亦即除上述 FVOCI 外，另兩種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

值(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FVPL)及攤銷後成本(amortized cost, AC)。但 IFRS 9 之分

類基礎卻與 IAS 39 差距甚大，不可不辨。

適用日期及選擇

在 IFRS 9 完成三階段制訂前，為鼓勵及早適用公報，分類與衡量及避險會計在發布後得選擇

提前適用。但如今已全部完成，爰規定須三階段一併適用，或僅選擇針對金融負債部分提前適

用。此外，由於上述總體避險尚未完成，為避免企業開始適用 IFRS 9 之一般避險後不久，可

能又要針對總體避險進行準備之困擾，就避險會計而言，爰規定企業於 2018 年起得選擇仍適

用 IAS 39 相關規定，俟總體避險完成後才轉換為 IFRS 9。在過渡時期若不作如此選擇者，將

形成一般避險適用 IFRS 9 而總體避險仍沿用 IAS 39。

就我國企業之適用而言，金管會已決議針對金融負債部分提前於 2015 年起適用，主要係為避

免部分金融負債指定按公允價值衡量，而因企業本身信用風險變動認列於當期損益之不合理現

象。至於 IFRS 9 整體在我國適用日期，鑑於該公報之複雜性，除上述金融負債外，金管會已

規定不得提前適用，且自 2015 年起開始適用 2013 年版 IFRS 後，金管會將逐號認可及適用

IFRS 公報，IFRS 9 是否會與國際同步於 2018 年起適用，尚待後續觀察。

金融工具分類與衡量基礎及應用

金融資產分類原則

分類基礎

依 IFRS 9 之規定，企業應按下述兩項基礎將金融資產分類為後續以攤銷後成本衡量或以公允

價值衡量：

• 企業管理金融資產之經營模式；及

• 金融資產之合約現金流量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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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銷後成本衡量(AC)

金融資產若同時符合下列兩條件，則應以攤銷後成本衡量：

• 該資產係於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而持有資產之經營模式下持有。

• 該金融資產之合約條款產生特定日期之現金流量，該等現金流量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

外本金金額之利息。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FVOCI)

金融資產若同時符合下列兩條件，則應以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 該資產係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及出售為共有目的之經營模式下持有。

• 該金融資產之合約條款產生特定日期之現金流量，該等現金流量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

外本金金額之利息。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FVPL)

除上述之 AC 及 FVOCI 以外之金融資產，應以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但若權益工具投資

非持有供交易或非依 IFRS 3 企業合併由收購者所認列之或有對價，可作一不可撤銷之選擇，

將其後續公允價值變動列報於其他綜合損益中。

雖有上述規定，但企業於金融資產原始認列時，仍可將其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此

舉可消除或重大減少如不指定將會因採用不同基礎衡量資產負債或認列其利益及損失，而產生

之衡量或認列不一致。

綜合上述規定，茲以流程圖分析金融資產分類決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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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負債分類原則

衡量方法

除下列情況外，企業應按攤銷後成本續後衡量所有金融負債：

•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此種負債(含屬負債之衍生工具)應續後按公允價值

衡量。

• 於金融資產之移轉不符合除列或適用持續參與法時產生之金融負債。

• 財務保證合約。於原始認列後，此種合約之發行人應按下列孰高者續後衡量(部分除外)：

• 依減損規定而認列之損失。

• 原始認列之金額，於適當時，減除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5 號之規定認列之累計利

益金額。

• 以低於市場之利率提供放款之承諾。此種承諾之發行人應按下列孰高者續後衡量(部分除

外)：

• 依減損規定而認列之損失。

• 原始認列之金額，於適當時，減除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5 號之規定認列之累計利

益金額。

• 適用 IFRS 3 由收購者於企業合併時所認列之或有對價，此種或有對價續後應以公允價值

衡量認列變動數於當期損益。

指定金融負債為 FVPL

於原始認列時企業得指定金融負債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者如下：

混合合約

若合約包含一個或多個嵌入式衍生工具，且主契約非適用本公報之資產，則企業可指定整體混

合合約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除非：

• 嵌入式衍生工具並未重大修改合約原規定之現金流量；或

• 當首次考量類似混合工具時，僅稍加分析或無須分析即明顯可知嵌入式衍生工具之分離係

被禁止。例如，嵌入於放款之提前還款選擇權允許持有人得以幾乎等於該放款之攤銷後成

本提前還款者。

避免會計不一致

該指定可消除或重大減少如不指定將會因採用不同基礎衡量資產或負債或認列其利益及損失而

產生之衡量或認列不一致(有時稱為「會計配比不當」)

金融工具群組以公允價值基礎管理

一組金融負債或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兩者，係依書面之風險管理或投資策略，以公允價值基礎

管理並評估其績效，且有關該組之資訊企業內部係以該基礎提供予其主要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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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衍生工具

主契約為金融資產

若混合合約之主契約適用 IFRS 9，則整體混合合約應適用 IFRS 9 相關規定。

主契約為非金融資產(包括金融負債或非金融工具)

主契約非適用 IFRS 9 之金融資產時，嵌入式衍生工具僅於同時符合下列所有條件時，始應依

本準則與主契約分離並以衍生工具處理：

• 嵌入式衍生工具之經濟特性及風險與主契約之經濟特性及風險並非緊密關聯。

• 與嵌入式衍生工具相同條件之單獨工具符合衍生工具之定義；且

• 混合工具非按公允價值衡量且公允價值變動認列於損益者(即嵌入於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衍生工具，無須與主契約分離)。

分離後之處理

嵌入式衍生工具分離後，主契約依適當之公報處理。本公報並未規定嵌入式衍生工具在資產負

債表應否分開表達。

混合合約整體指定 FVPL

企業若依本準則規定須將嵌入式衍生工具自主契約分離，卻無法於取得時或後續財務報導期間

結束日單獨衡量該嵌入式衍生工具，則整體混合合約應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嵌入式衍生工具公允價值之決定

企業若無法依嵌入式衍生工具之條款及條件可靠決定其公允價值，則嵌入式衍生工具之公允價

值為混合工具公允價值與主契約公允價值間之差額。企業若無法依此方法決定嵌入式衍生工具

之公允價值，則應依規定將混合合約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重分類

企業僅於改變其管理金融資產之經營模式時，始應重分類所有受影響之金融資產。金融負債則

不得重分類。

重分類之會計處理彙總如下：

公允價值選擇 避險會計 指定信用曝險為 FVPL

攤銷後成本

•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

•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

• 在重分類日以公允價值衡量，與帳面金額之差

額認列於當期損益。

• 在重分類日以公允價值衡量，與攤銷後成本差

額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有效利率不因重分類

而調整。

透過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

• 攤銷後成本

•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

• 重分類日公允價值成為新帳面金額，並據以決

定有效利率。

• 重分類日公允價值成為新帳面價值，並據以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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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價值衡量 定有效利率。

透過其他綜合損

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

• 攤銷後成本

•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

• 重分類日公允價值成為新攤銷後成本帳面金

額，累積其他綜合損益調整金融資產之公允價

值，如同自始採用 AC 法。

• 重分類日公允價值成為新帳面金額，累積其他

綜合損益轉列當期損益。

衡量

原始衡量

除不具重大融資組成部分之應收帳款應依交易價格原始衡量外，於原始認列金融資產或金融負

債時，應以公允價值衡量，且除 FVPL 者外，應加計交易成本。但若公允價值與交易價格不同

時，應依下列不同情況分別處理：

認列公允價值與交易價格差額於當期損益

若公允價值係具有相同資產或負債之活絡市場公開報價證據，或基於僅使用可觀察市場資料之

評價技術時，則應認列公允價值與交易價格之差額於當期損益。

遞延認列差額損益

除上述「認列公允價值與交易價格差額於當期損益」外之其他情況，其差額應予遞延。在原始

認列後，遞延差額認列於當期損益之程度，以市場參與者於定價資產或負債時，會考量之因素

(包括時間)已發生變動為限。

續後衡量

依分類原則處理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應分別依上述分類原則作續後衡量。

減損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應依本公報規定適用減損

會計處理。

避險會計

經指定為被避險項目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應依本公報規定(或 IAS 39 相關規定於利率風險

組合避險之公允價值避險，若適用時)適用避險會計。

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有效利息法之應用

利息收入應於下列情況使用有效利息法計算：

• 除下列兩種情況外，按金融資產總帳面金額計算。

• 對於購入或原始信用減損金融資產，應從原始認列起，使用信用調整有效利率於攤銷後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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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非購入或原始信用減損金融資產，但續後已成為信用減損者，應於續後報導期間使用有

效利率於攤銷後成本(亦即扣除備抵呆帳後之淨帳面金額)。但若有客觀事件(例如債務人信

用評等改善)發生於按此法計算後，致金融資產信用風險已改善而非信用減損，則應回復

上述 A.之計算方式。

合約現金流量之修改(未除列時)

• 重新計算總帳面金額

當金融資產合約現金流量因重新協商或其他原因而修改，且未導致除列時，應重新計算其總帳

面金額，並認列修改損益於當期損益。金融資產總帳面金額，應以重新協商或修改後之合約現

金流量按原始有效利率重新計算。

• 重新計算有效利率(適用於公允價值避險)

當適用公允價值避險時，若被避險項目帳面金額依規定調整且採攤銷後成本衡量時，其攤銷應

以重新計算之有效利率為基礎。

轉銷(write-off)呆帳視為除列

當企業對金融資產之全部或部分已無回收之合理預期時，應從其總帳面金額直接減除。轉銷視

為一除列事件。

損益認列

公允價值衡量

以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損益，除下列外應認列於當期損益：

• 避險關係之一部分。

• 企業選擇權益工具投資表達損益於其他綜合損益。

• 企業指定之 FVPL 金融負債，其因信用風險變動而應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

• 符合 FVOCI 條件而認列部分公允價值變動於其他綜合損益。

攤銷後成本

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其非避險關係之一部分時，應於下列情況下認列損

益於當期損益

• 除列。

• 攤銷過程。

• 部分重分類(金融資產適用) 。

• 減損(金融資產適用) 。

避險會計

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為被避險項目者，應依相關規定認列損益。



14 of 57

交割日會計

企業採交割日會計認列金融資產時，在交易日與交割日間公允價值之變動認列方式如下：

• 採 AC 法衡量者：不認列。

• 採 FVPL 法衡量者：認列於當期損益。

• 採 FVOCI 法衡量者：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

權益工具投資選擇 FVOCI

於原始認列時，除持有供交易或依 IFRS 3 由收購者於企業合併所認列之或有對價外，企業得

對權益工具投資採不可撤銷之選擇，將其續後公允價值變動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但股利收入

應列入當期損益。此項其他綜合損益續後不得重分類至當期損益，但得在權益項目內重分類。

指定 FVPL 之金融負債

信用風險變動之處理

指定 FVPL 金融負債之損益應認列如下：

• 歸因於該負債信用風險變動所致之公允價值變動金額，應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惟續後不

得轉列當期損益，但其累積金額得於權益項目內移轉。

• 其餘之公允價值變動金額應認列於當期損益。

例外情況

但下列例外情況仍應將全部損益認列於當期損益：

• 若如此處理將產生或擴大會計不一致。

• 指定 FVPL 之放款承諾及財務保證合約。

FVOCI 金融資產(債務工具)

依 IFRS 9 規定條件符合以 FVOCI 衡量之金融資產，直到除列或重分類前，其損益應認列於其

他綜合損益，但減損、兌換損益及有效利息法之利息收入應認列於當期損益。累積其他綜合損

益應於除列時轉列當期損益。

過渡處理

於首次適用日，企業應基於當日存在之事實之情況，評估金融資產是否符合 AC 或 FVOCI 經

營模式規定。不論前期之經營模式為何，其所致之分類應追溯適用。

除下列情況外，應依 IAS 8 規定追溯適用本公報，但於首次適用時已除列者不適用。

• 首次適用日若企業依首次認列金融資產之事實及情況，評估修改金錢時間價值要素係實務

上不可行，則應依首次認列之金融資產合約現金流量特性評估，而無須考量其修改。

• 首次適用日若企業依首次認列金融資產之事實及情況，評估提前還款特性之公允價值是否

不重大係實務上不可行，則應依首次認列金融資產之合約現金流量特性評估，而無須考量

提前還款特性之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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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應依規定衡量混合合約之公允價值，但該混合合約在比較期間並未以公允價值衡量時，

則其若重編前期財報之公允價值，應為非衍生工具主契約與嵌入式衍生工具各別公允價值

合計數。首次適用日整體混合合約公允價值與依上述方法決定之公允價值差額，應認列於

期初保留盈餘。

• 在首次適用日應依事實、情況及公報規定，得指定金融資產如下，且應追溯適用：

• 因避免會計不一致指定 FVPL。

• 指定權益工具投資為 FVOCI。

• 在首次適用日應依事實及情況決定是否撤銷金融資產下列指定，且應追溯適用：

• 不符避免會計不一致而指定 FVPL，則應撤銷。

• 若符合避免會計不一致而指定 FVPL，仍得撤銷。

• 在首次適用日應依事實及情況指定金融負債如下，且應追溯適用：

• 得依規定條件指定為 FVPL(如前述之混合合約等) 。

• 若於原始認列時因避免會計不一致而指定 FVPL，但在首次適用日已不符條件時，應

撤銷指定為 FVPL。

• 即使於原始認列時，因避免會計不一致而指定 FVPL，且在首次適用日仍符合條件時，

仍得撤銷指定為 FVPL。

• 若企業追溯適用有效利息法為實務上不可行時，企業應處理如下：

• 若重編前期財報時，以各比較期末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公允價值，表達為該金融資產

之總帳面金額或該金融負債之攤銷後成本。

• 在首次適用日，以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公允價值，作為該金融資產之新總帳面金額或

該金融負債之新攤銷後成本。

• 無公開報價權益工具(含相關衍生資產或負債)

企業若原依 IAS 39 規定，將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權益工具投資或相關衍生資產或負債以成

本法衡量，則應改以首次適用日公允價值衡量，兩者差額應認列於期初保留盈餘。

• 未追溯適用時，帳面金額差額之處理

企業若未追溯適用前期財報，則應認列前期帳面金額與首次適用年度期初帳面金額之差額

於期初保留盈餘。

應用指引

IFRS 9 除前述準則規定外，亦提供許多應用準則之實務指引，茲擇要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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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決策人員及金融資產層級

企業評估金融資產分類之經營模式，應以其主要管理人員所決定者為基礎。經營模式並不仰賴

個別工具之管理意圖，故應以較高層級之彙總為之。單一企業可能有超過一種經營模式，故無

須以報導個體來決定分類。

營業模式判斷之舉證

企業管理金融資產之經營模式是一項事實而非僅是主張(assertion)，通常透過企業為達成經營

模式目標所從事之活動而可觀察。企業應考量在評估日所有可用之相關證據，包括下列證據。

• 經營模式及其所持有金融資產之績效，如何衡量及提報至主要管理人員。

• 影響經營模式及其所持有金融資產績效之風險，以及特別是如何管理該風險之方法。

• 企業經理人之酬勞如何訂定，例如酬勞係基於其所管理金融資產公允價值或所收取合約現

金流量。

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之經營模式 (考量出售對分類之影響)

考量金融資產之出售因素

在決定現金流量之實現是否係透過收取合約現金流量時，須考量前期出售之頻率、金額及時間、

出售原因及未來出售活動之預期。但出售本身並非用以決定經營模式，故不應單獨考量。過去

出售及預期未來出售之資訊，提供企業管理金融資產目標如何達成以及現金流量如何實現之證

據。

因信用風險增加而出售

企業持有資產目的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即使當該資產之信用風險增加時而出售，因為金融資

產之信用品質與企業收取合約現金流量能力有關。因管理信用風險集中而出售，若非因某資產

之信用風險增加之故，且該出售非頻繁，或個別或總計金額並不重大，則仍可能與收取合約現

金流量之目的一致。

須評估是否與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目的一致之出售

若出售超過不頻繁次數及不重大金額(個別或加總)，則企業須評估此項出售是否及如何與收取

合約現金流量目的一致。出售係基於第三者之要求或企業之裁量，與此評估無關。若出售係接

近金融資產到期日，且出售價款接近合約剩餘現金流量之收回，則仍可與回收合約現金流量目

的一致。

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及出售為共同目的之經營模式

經營模式舉例

• 為管理每日之流動性需求。

• 為保持特定之利息收益型態。

• 為使金融資產與提供相關資金之金融負債存續期間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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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更頻繁及金額更大之出售

與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比較，此種經營模式通常涉及更頻繁及金額更大之出售，但並未

設定其門檻，因為兩者均屬為達成目的之整體。

其他經營模式

非屬上述兩種經營模式者，應以 FVPL 衡量，以下情況屬之：

• 經營模式係管理金融資產之目的為藉由出售以實現現金流量。

• 金融資產組合之管理及績效係以公允價值為衡量基礎。

• 金融資產組合符合持有供交易之定義，例如短期買賣目的、短期獲利之管理型態或衍生工

具。

判斷合約現金流量是否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本金之利息

基本考量

如前所述，以 AC 及 FVOCI 衡量者，金融資產合約現金流量特性，須符合完全為支付本金及

利息(solely payment of principal and interest, SPPI)如下。

• 本金為原始認列之金融資產公允價值。

• 利息係包含金錢時間價值、特定期間流通在外本金有關之信用風險及其他基本授信風險及

成本之對價，也包括利潤在內。

與上述基本授信安排無關之合約現金流量風險或變異性，例如權益價格或商品價格之變動，則

不符 SPPI。槓桿會增加合約現金流量之變異性，致使其不具利息之經濟特性，例如選擇權、

遠期或交換合約均具槓桿特性，故不符 SPPI。

金錢時間價值之考量(若有修改時之評估)

金錢時間價值係僅考量時間經過之利息要素，企業宜判斷與其相關之因素，例如金融資產之計

價貨幣及設定之期間。在若干情況下，金錢時間價值要素可能經過修改，例如利率定期重設，

但重設頻率與利率期間並未配合(例如每月重設一年期利率)。在如此情況下，企業須評估此修

改以決定合約現金流量是否符合 SPPI，並視情況執行質性或量化評估。

當評估金錢時間價值要素之修改時，其目的係為決定該未折現合約現金流量與未經修改之未折

現現金流量(指標現金流量)如何不同。例如某金融資產之變動利率為每月重設之「一年期」利

率，企業將該資產與除利率每月重設為「一月期」利率外，其他合約條款及信用風險均相同之

金融資產比較，若兩者現金流量有重大不同時，則不符 SPPI。企業應考量此項修改於金融資

產存續期間內對各期及累積之影響，至於為何如此重設之原因與此項分析無關。

改變合約現金流量時間或金額之合約條款

當金融資產之合約條款能改變合約現金流量時間或金額時(例如到期前提前償還或延長期限)，

則企業應決定該現金流量是否為 SPPI，亦即應評估改變前後之現金流量，可能亦須評估會造

成改變之任何或有事件之性質。例如利率因債務人未償付而重設提高，與利率因特定股價達特

定水準而重設提高，前者較符 SPPI，因未償付與信用風險增加有關。以下為符合 SPPI 之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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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動利率包括考量金錢時間價值、與本金相關信用風險、其他基本授信風險及成本，再加

上利潤。

• 合約條款允許發行人於到期前提前還款之債務工具，或允許持有人提前賣回發行人，且提

前還款金額實質上代表未償本金及利息，並包括提前終止合約之合理額外補償。

• 合約條款允許發行人或持有人延長合約期間之債務工具，且延長期間選擇權條款之合約現

金流量符合 SPPI，可能包括延長期間之合理額外補償。

不重大或不具真實性之考量

合約現金流量特性若僅有不重大(de minimis)影響金融資產現金流量，並不影響該金融資產分

類。企業在作此決定時，應考量金融工具存續期間對各期及累積之可能影響。此外，若其影響

為超過不重大，但此現金流量特性為不具備真實性(non genuine)，亦不影響金融資產分類。

若現金流量特性對現金流量之影響，僅在極罕見、高度異常且非常不可能發生之事項發生時，

則此特性為不具備真實性。

合約連結工具(contractually linked instruments)之判斷

企業可能在某些交易中透過多項合約連結工具，使金融資產持有人取得優先受償權利，而形成

信用風險集中之分級證券(tranche, 簡稱分券)。每一分券償還順位會約定發行人所產生現金流

量之分配優先順序。在此情況下，僅於發行人產生足夠現金流量以支應較高順位分券時，某分

券持有人才能符合 SPPI 之條件，亦即須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 分券合約條款(無須深入檢視標的金融工具群組)之現金流量係 SPPI，例如其利率非與商品

指數連結。

• 標的金融工具群組之現金流量特性如下：

A. 應具有一項或多項工具，其現金流量特性為 SPPI。

B. 標的工具群組可能包含下列工具：

• 與上述 A.併同考量時，可減少 A.現金流量變異性，致其現金流量為 SPPI。例如

利率上限或下限，或可減少 A.信用風險之合約。

• 使分券現金流量與 A.標的工具群組現金流量僅在下列範圍內趨近，以減少差異：

• 不論利率為固定或浮動。

• 現金流量之計價貨幣，包括該貨幣之通膨。

• 現金流量之時點。

• 分券中標的金融工具群組信用風險之暴險，係等於或低於標的金融工具群組信用風險之暴

險。例如若標的工具群組因信用損失致損失 50%，而在任何情況下分券之損失為 50%或

更少，則可符合條件。

企業應以深入檢視(look through)方式直到其可辨認標的工具群組所產生之現金流量，而非以

轉付(pass through)方式認定現金流量。若持有人在原始認列時無法評估是否符合上述條件，

則分券應以公允價值衡量。若標的工具群組能在原始認列後改變現金流量特性，致不符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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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金融工具群組之現金流量特性」之條件，則分券不符合條件而應於原始認列時即以公允

價值衡量。

無公開報價之權益工具投資及相關合約

所有權益工具投資及相關合約均應以公允價值衡量。但在下列有限之情況下，成本可能為公允

價值之適當估計：

• 可供決定公允價值之近期資訊不足，或

• 可能公允價值衡量之區間廣，且在該區間內成本具公允價值最佳估計之代表性。

以下為成本並非公允價值最佳估計之舉例：

• 被投資公司績效之重大變動(與其預算、計畫或設定目標(milestones)比較)

• 被投資公司預期將達成技術產品設定目標之變動。

• 被投資公司權益工具或其(含潛在)商品之市場有重大變動。

• 全球經濟或被投資公司所處經濟環境之重大變動。

• 可比較企業之績效或整體市場所隱含之評價有重大變動。

• 被投資公司發生之內部事件，例如舞弊、商業糾紛、訴訟或管理階層或策略變動。

• 被投資公司權益工具外部交易之證據，包括來自被投資公司之交易(例如發行新股)或第三

方間之移轉。

攤銷後成本衡量

有效利息法之應用(vs. 服務費)

在適用有效利息法時，企業宜辨認屬於金融工具有效利率整體之一部分之服務費(fees)。金融

服務費之敘述可能未能顯示出所提供服務之性質及實質。當服務費為有效利率整體之一部分時，

應視為有效利率之調整，除非金融工具為 FVPL，舉例如下：

• 創始費(origination fees)/金融資產

創始費與創造或取得金融資產有關，此項服務費可能包括評估借款人狀況，評估及記錄保證、

擔保品及其他擔保安排、協商工具條款、準備及處理文件與完結交易。

• 承諾費

承諾費視為持續參與取得金融工具之補償，且企業很可能會安排特定授信。

• 創始費/金融負債

為發行金融負債(以 AC 衡量者)而支付創始費，此創始費為金融負債整體之一部分，企業宜區

分服務費及與提供服務權利之交易成本，後者如投資管理服務。

當服務費非金融工具有效利率整體之一部分時，係依 IFRS 15 處理，舉例如下：

• 服務放款所收取之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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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始放款之承諾費，當放款承諾非按 FVPL 衡量且不太可能達成特定授信安排。

• 收取聯貸服務費以安排放款且並未為自己保留部分放款。

估計合約現金流量之修改(重新協商或預期信用損失估計變動除外)

若企業修改收付款之估計，則應調整金融資產總帳面金額或金融負債之攤銷後成本，以反映實

際修改後之估計合約現金流量，該調整應認列為當期損益。

轉銷呆帳

轉銷呆帳可發生於金融資產之全部或部分。例如企業計劃對某金融資產擔保品強制執行且預期

可回收不超過金融資產之 30%，若其無收回任何其他現金流量之合理展望，則應將剩餘 70%

轉銷呆帳。

重分類之考量及舉例

IFRS 9 規定當改變經營模式時，應改變金融資產分類。此種變動預期極罕見並係由高層管理

人員於內、外在變動結果後決定之，須對企業營業有重大性且能展現於外界。因此，僅發生於

企業開始或停止對營業有重大性之活動，例如取得或處分某一生產線。此外，下列非為經營模

式變動之舉例：

• 對特定金融資產之意圖改變，即使市場狀況之重大變動。

• 金融資產特定市場之短期消失。

• 企業不同經營模式部門間之金融資產移轉。

指定 FVPL 金融負債信用風險變動金額之計算

考量市場情況變動或其他方法

應採下列方法之一計算指定 FVPL 金融負債信用風險變動，以決定其所致公允價值變動金額應

認於其他綜合損益者：

• 公允價值變動金額不歸因於市場情況變動所致市場風險者。

• 使用企業認為更能忠實表達該負債公允價值變動歸因於信用風險變動金額之其他方法。

市場情況變動之計算

若市場情況之重大變動僅為某負債可觀察(指標)利率之變動時，則可估計如下：

• 以該負債期初公允價值及合約現金流量計算該負債之內部報酬率，並減去可觀察(指標)利

率後，得到該金融工具特定組成之內部報酬率。

• 使用該負債期末合約現金流量，及其(A)期末可觀察(指標)利率加計(B)以上述 A 所決定之

特定組成內部報酬率後之折現率，計算該負債之現金流量現值。

• 以該負債期末公允價值減去上述 B 之金額，即為公允價值變動非歸因可觀察(指標)利率變

動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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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計算方法係假設負債公允價值變動，來自信用風險或可觀察(指標)利率外之其他因素並不

重大，但若其他因素(例如嵌入式衍生工具)之影響重大，則應採用其他方法計算。

為使讀者更易了解上述計算方法之應用，茲以 IFRS 7 所舉之案例說明如下：

• 交易背景

A 企業於 20x1 年 1 月 1 日發行 10 年期債券面額 $150,000，年利率 8%，當時 LIBOR 為 5%。

於 20x1 年 12 月 31 日 LIBOR 降為 4.75%，該債券公允價值為 $153,811，利率為 7.6%。

• 信用風險變動金額之計算

• 決定債券之內部報酬率(8%-5%)=3%

• 以期末指標利率(4.75%)及債券內部報酬率(3%)合計之折現率(7.75%)，計算債券之折

現值 $152,367

• 債券公允價值 ($153,811)－債券折現值 ($152,367)＝非歸因於指標利率變動之金額

($1,444)

• 公允價值變動金額($3,811)=歸因指標利率變動金額($2,367)+歸因信用風險變動金額

($1,444)

(全文原刊載於存款保險資訊季刊 第 27 卷 第 4 期, 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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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反避稅變革趨勢

吳德豐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副所長暨策略長

前言

跨國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策略，包括企業組織架構調整、商業模式改進、產品或服務研發、强

化市場行銷、理財精算等，不僅必須因應市場的千變萬化，更須面對各國的政策變化，其中租

稅政策為跨國企業研究的重點，且必然以租稅規劃進行節稅或稅負合理化，達成利潤目標。惟

各國政府為防杜跨境企業避稅，無不採取積極措施，對國際避稅加以防範和制止，即所謂的反

避稅措施。

2013 年 7 月 19 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 OECD)發表關於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簡

稱 BEPS)15 項行動方案後，企業界非常關切 BEPS 的具體方案及相關配套時程。

BEPS 計畫導因於若干全球知名企業，跨境營運獲利豐厚，實際上的所得稅有效稅率偏低，究

其原因為國際稅法未能與全球化、網路經濟、電子商務等交易模式同步改變。近年來，各國政

府就部分歐美知名企業的低稅負成本議題熱烈討論，因此，OECD 自 2012 年起展開跨國企業

交易的研究，並表態希望針對基本國際租稅規則加以修改。

值此國際反避稅浪潮中，海峽兩岸的稅務機關都在加緊強化反避稅法規，啟動一系列的反避稅

查核。本文的目的，一方面提醒台灣跨境企業，重視稅務治理的合規性及稅務風險管理的迫切

性；一方面祝賀葛老師 65 大壽，對葛老師在財稅學術上的成就，表示崇高的敬意。

OECD 處理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的行動方案

隨著知識經濟與電子商務時代來臨，企業跨境交易模式日趨複雜，跨境企業可透過精心安排，

將利潤課稅的歸屬地與創造利潤的活動所在地予以分離，企業跨國避稅於是產生，甚至存在雙

重不課稅(double non-taxation)情形。

以往的國際租稅制度，已無法因應今日經濟全球化及商業模式的快速變化。因此，OECD 於

2013 年 2 月公布「處理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Addressing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報告。此一報告提出若干重大的國際租稅原則，包括租稅管轄權(jurisdiction to tax)、移轉訂

價(transfer pricing)、債權(leverage)及反避稅(anti-avoidance)，並探討此等原則產生稅基侵

蝕及利潤轉移的機會。該報告指出迫切需要解決的議題，包括：

• 國際間對於企業組織型態與財務工具的認知差異。

• 租稅協定應用在數位經濟。

• 移轉訂價，尤其是移轉風險與無形資產、資產所有權的人工分拆(如成本分攤協議)、獨立

交易中不常見的受控交易。

• 反避稅措施的有效性，尤其是一般反避稅、受控外國公司、反資本稀釋與濫用租稅協定。

• 有害的租稅優惠制度(harmful preferential regimes)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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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上述議題，OECD 已研擬一套完整的行動計畫，具體處理租稅不公平現象。

2013 年 7 月，OECD 所提出的 15 項行動方案，區分為短、中、長程目標，並預定於 2015 年

底完成所有目標的行動方案，具體行動方案及時程如下1：

短程目標(2014 年 9 月完成)

行動方案 1：處理數位/電子商務所面臨的稅務挑戰及因應

行動方案 2：雙重不課稅的調和(防止所得錯配)

行動方案 6：防杜濫用租稅協定

行動方案 13：重新審視移轉訂價文據

中程目標(2015 年 9 月完成)

行動方案 3：強化受控外國公司制度

行動方案 7：防杜人為規避企業常設機構身分

行動方案 8：確保移轉訂價結果與無形資產所創造的價值一致

行動方案 9：確保移轉訂價結果與風險及投入資本所創造的價值一致

行動方案 10：確保移轉訂價結果與其他高風險交易所創造的價值一致

行動方案 11：建立蒐集與分析 BEPS 資料之方法與因應方案

行動方案 12：要求納稅義務人揭露激進的稅務規劃安排

行動方案 14：更有效能的稅務爭議解決機制

長程目標(2015 年 12 月完成)

行動方案 4：經由利息或其他金融給付扣除所產生稅基侵蝕的限縮

行動方案 5：將稅務透明度及經濟實質納入考量，以便更有效打擊有害的稅務運作

行動方案 15：發展多邊國際租稅措施

海峽兩岸的反避稅法及其變革趨勢

基於對跨境企業的避稅原因與方式的研究與剖析，國際組織及各國政府已掌握因應企業避稅方

法。依國際慣例及參酌各國立法範例，國際對跨境企業的主要反避稅措施包括：移轉訂價、預

先訂價協議、成本分攤安排、受控外國公司、資本弱化、防止濫用租稅優惠、防止濫用租稅協

定與濫用企業組織架構，以及規範其他不具合理商業目的安排等2。兩岸稅務機都迫於 G20 及

OECD 所主導的反避稅浪潮，正積極強化若干反避稅措施，一以呼應國際反避稅趨勢，一以突

顯租稅主權、增加稅收。

1 參閱吳德豐等著《國際租稅要義與釋例─跨國投資經商全球稅務治理》，財團法人資教育基金會，2014 年 10 月，

頁 263
2 參閱上註書，頁 216 至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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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反避稅措施及立法趨勢

台灣若干反避稅措施，屬於原則性的規定，在實務上雖有爭議，但對於課稅公平不無助益，也

是對全球反避稅呼聲的善意回應。惟若干法規制度尚未完成立法程序，值得跨境企業關注。

現行反避稅規定

實質課稅原則

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之 1 規定，實質課稅原則指涉及租稅事項的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

主義的精神，依各該法律的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的意義及實質課稅的公平原則，予以處理。

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的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

的歸屬與享有為依據。所謂租稅規避，指納稅義務人基於獲得租稅利益，違背稅法的立法目的

，濫用法律形式，規避租稅構成要件，達成與交易常規相當的經濟效果。

租稅規避及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的認定，稅捐稽徵機關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但納稅義務人

不因稅捐稽徵機關有舉證責任，而免除稅法規定的協力義務。稅捐稽徵機關查明，納稅義務人

及交易的相對人或關係人有課徵租稅的構成要件，或租稅規避的情形時，為正確計算應納稅額

，得按交易常規或依查得資料依各稅法規定予以調整。

移轉訂價查核及預先訂價協議

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1 規定，營利事業與國內外其他營利事業具有從屬關係，或直接間接為另

一事業所有或控制，其相互間有關收益、成本、費用與損益之攤計，如有以不合營業常規之安

排，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稽徵機關為正確計算該事業之所得額，得報經財政部核准按營業

常規予以調整。財政部於 2004 年 12 月發布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規

範各項報及查核細節，包括預先訂價協議制度。

資本弱化規定

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2 規定：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對關係人之負債，其負債占業主權益之比率

超過規定標準者，超過部分之利息支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財政部並於 2011 年 6 月發布營

利事業對關係人負債之利息支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查核辦法，規定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對關

係人的負債占業主權益的比率標準為 3 比 1；超過者，利息支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

反避稅立法趨勢

台灣的反避稅法規制度，尚未完備，除上述的移轉訂價、預先訂價協議、資本弱化以外，其他

反避稅措施尚未立法。但稅務機關不能因反避稅立法尚未完備而停止反避稅查核，若查獲台灣

跨境企業因租稅規避或不具有經濟實質的安排時，則以上述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之 1 的規定予

以處理。

財政部為健全反避稅法規制度，於 2013 年 12 月經行政院通通受控外國公司制度(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 CFC)，及以實際管理處所(Place of Effective Management, PEM)認定為跨

境企業總機構所在地，將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3 及第 43 條之 4 修正草案送立法院審議，雖尚未

完成立法程序，但可看出台灣反避稅的立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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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控外國公司制度

財政部為避免台灣跨境企業將盈餘保留在境外子公司，故意拖延不予分配台灣母公司，該子公

司設於境外未課所得稅或所得稅率較台灣為低的避稅地(Tax Haven)，規避所得稅負擔。因此

，參考國際間其他國家的受控外國公司法則，增訂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3 規定：「……營利事業

直接或間接持有符合一定條件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關係企業半數以上資本或對該關係企業

具有重大影響力者，應依該關係企業當年度盈餘，按其持有該關係企業資本之比率，認列投資

收益，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營利事業實際獲配該關係企業股利或盈餘時，於已認列投資收

益範圍內，不計入所得額課稅，超過已認列投資收益部分，應於獲配年度計入所得額課稅。前

項之一定條件、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關係企業、資本、具有重大影響力之範圍、認列投資收

益、不計入所得額課稅、國外稅額扣抵範圍與計算方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

之」。

以實際管理處所認定為跨境企業總機構所在地

按實際管理處所認定營利事業居住者(居民企業)身分已為國際潮流及趨勢，旨在避免營利事業

於避稅地設立紙上公司，藉納稅義務人居住者身分的轉換，規避所得稅法屬人主義(即境內外

所得合併課稅)的適用，減少納稅義務。財政部參考其他國家對 PEM 在適用屬人主義課稅，除

維護政府稅收權益外，透過居民企業身分認定，適用租稅協定優惠，俾與國際接軌。因此，增

訂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4 規定：「……依外國法律設立，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

事業，應視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前項所稱

實際管理處所，指營利事業實際作成其整體營業所必須之主要管理及商業決策之處所；其認定

要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大陸反避稅措施及查核趨勢

現行反避稅規定

企業所得稅法及稅收徵管法

大陸企業所得稅稅法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企業與其關聯方之間的業務往來，不符合獨立交

易原則而減少企業或者其關聯方應納稅收入或者所得額的，稅務機關有權按照合理方法調整。

」另，根據大陸稅收徵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 56 條規定，納稅義務人與其關聯企業未按照獨立

企業之間的業務往來支付價款、費用的，稅務機關自該業務往來發生的納稅年度起 3 年內進行

調整；有特殊情況的，可以自該業務往來發生的納稅年度起 10 年內進行調整。

企業所得稅法及特別納稅調整辦法

大陸在 2008 年 1 月 1 日實施的企業所得稅法中，訂定「第六章特別納稅調整」。特別納稅調

整是稅務機關基於實施反避稅目的，而對納稅人特定納稅事項所作的稅務調整。特別納稅調整

與一般納稅調整不同，一般納稅調整指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如果企業財務、會計處理與稅

法的規定不一致時，應依照租稅法挸的規定計算納稅所得額，所作的稅務調整，並據此重新調

整計算納稅。

2009 年 1 月頒布「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試行)」，屬於企業所得稅法、稅收徵管法的子法規

，針對跨境企業可能達成租稅規避目的稅務事項，予以規範。包括：轉讓定價(移轉訂價)、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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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價安排(預先訂價協議)、成本分攤協議、受控外國公司、資本弱化、一般反避稅(例如：濫

用租稅優惠、濫用租稅協定、濫用公司組織形式、利用避稅地避稅、其他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

的安排)等避稅情形所進行的稅務調整。對反避稅事項的管理，予以制度化及系統化，具有先

進、完整的反避稅法律架構，有利於徵納雙方遵循，於稅務機關執行反避稅工作，頗有助益。

反避稅查核趨勢

中國大陸為 OECD 的重要合作夥伴及 G20 成員國，多次於公開聲明中表達對共同遏止 BEPS

的支持，因此，對跨境企業的避稅查核不曾鬆懈。由下列稅務機關的作為，可以看出大陸的反

避稅查核趨勢。

大額服務費和權利金的查核

今年(2014 年)6 月 4 日大陸國家稅務總局國際稅務司廖體忠司長，在美國華盛頓特區參加稅務

研討會中表示，未來將透過各種測試對關聯企業間服務費的合理性，透過受益方測試、需求方

測試、重覆性測試、價值創造測試、補償性測試及真實性測試等六種方式，對關聯企業間服務

費的合理性進行分析與判定。國家稅務總局旋即出台「關於對外支付大額費用反避稅調查的通

知」，針對企業向境外關聯方支付大額服務費和特許權使用費的情況展開大規模的調查，並要

求企業自查自報。

前期監控與後續跟踪

2014 年 8 月，國家稅務總局發布《關於特別納稅調整監控管理有關問題的公告》，稅務機關

在審查關聯申報、同期資料或進行前期監控和後續跟踪管理時，若發現納稅人存在特別納稅調

整之風險，應當向納稅人送達《稅務事項通知書》，提示其存在特別納稅調整風險，納稅人於

收到通知後 20 日內，須提供同期資料或者其他有關資料。納稅人收到《稅務事項通知書》後

，應審核分析其關聯交易定價原則和方法等特別納稅調整事項的合理性，若認為有需調整之處

，納稅人得自行調整補稅。

不可接受的避稅行為

今年 11 月 12 日至 14 日，台灣中華產業國際租稅學會及大陸中國國際稅收研究會分別在台商

較集中的蘇州、上海、廣州三地，舉辦「全球反避稅法變革趨勢暨兩岸稅收協議之重要性宣講

會」，大陸國家稅務總局國際稅務司體忠司長應邀演講，針對 G20 税改及大陸的應對議題時

表示，大陸反避稅法規已經走在世界的前頭，未來將因應 BEPS 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反避稅規

定，會中提出下列 15 項稅務機關不可接受的企業避稅行為，由此可看出大陸反避稅查核的重

點方向：(1)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不可接受；(2)雙重或多重免稅不可接受；(3)不良稅收籌畫不

可接受；(4)不透明的稅收制度不可接受；(5)沒有實質經濟活動的架構與安排不可接受；(6)不

合理的費用列支不可接受；(7)外國企業在華單一功能子公司虧損不可接受；(8)濫用稅收協定

不可接受；(9)虛高無形資產定價不可接受；(10)與企業功能及價值貢獻不相匹配的回報不可接

受；(11)高科技企業低回報不可接受；(12)不尊重中國市場的特殊性不可接受；(13)外國損失向

中國轉移不可接受；(14)企業不配合資料提供不可接受；(15)以避稅為目的的混合錯配不可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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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跨境企業的思考方向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跨國資本流動日益便利，全球利潤至少 50%以上來自國際交易，跨境企

業及其控制的實體容易透過投資架構、移轉訂價、金融機構等安排，將大量資産留置境外，並

隱匿所得及相關訊息，從而規避納稅義務。而各國或經濟體政府之間的稅務資訊交換並不順暢

，加以租稅徵管各自為政，形成跨境企業避稅機會。惟此一情形，在 OECD 陸續發布 BEPS 行

動計畫方案，各國簽署《多邊稅收徵管互助公約》( Convention on Mutual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in Tax Matters)，以及近百個國家及經濟體承諾加入符合 OECD 共同報告準則（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CRS）模式下的自動交換資料協定3以後，情勢逆轉，對跨境企

業甚為不利，若不檢討現行稅務策略，恐將淪為全球反避稅浪潮下的犧牲者。筆者建議台灣跨

境企業，儘速採取下列行動。

檢討現行投資架構、營運策略及交易模式

由於兩岸之間的歷史及政治因素，台灣跨境企業為符合政府政策、籌資需求或追求集團全球稅

後利潤最大化，過去大多透過第三地設立子公司對大陸及其他國家或地區進行投資，其所規劃

的對外投資架構、交易模式，或有利用各國稅制差異及資訊不透明的第三地進行租稅規劃，將

利潤移轉至低稅負或免稅地區，達到減輕稅負效果。然而，隨著全球合作打擊逃漏稅的趨勢、

OECD 處理 BEPS 行動計畫及共同申報準則的陸續公布，各國政府勢將配合修正相關稅法及反

避稅措施、租稅協定、強化稅務資訊透明，避免稅基侵蝕、維護合理稅收。因此，台灣跨境企

業面臨各國稽徵機關挑戰的風險日益升高。台灣跨境企業應持續關注 OECD 處理 BEPS 行動計

畫的進展，瞭解各國稅法及租稅協定修正方向，及時檢討及調整現行投資架構、營運策略、交

易模式，俾降低稅務風險。

重視移轉訂價策略

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於 2014 年 9 月 16 日針對 BEPS 的行動方案發表「移轉訂價

文件及國別報告指引」，各國修改相關法令提高當地公司的移轉訂價文件資料揭露要求的浪潮

已然成形，跨境企業僅為法規遵循或避免罰則，而以最低成本製作移轉訂價報告的心態，顯然

不切實際。稅務機關對跨境交易資訊的揭露，亦有更高透明度的要求。因此，集團移轉訂價文

據的準備工作將面臨更大挑戰。

貨物與勞務的訂價策略是一門大學問，在價格制定時有諸多策略性因素考量。企業在決定價格

策略時，可能基於產品、市場及歷史條件的特性，以及市場策略、競爭強度、品牌、成本利潤

關係等因素，而做不同的決策。由於價格在市場上扮演資源分配的功能，並決定於貨物與勞務

的供給與需求。一般而言，交易價格反映市場價格，但對於具有經濟利益聯繫的關係企業而言

，為共同獲得更多利潤，從事交易移轉有可能不以市場供需決定其價格，而服從於公司整體利

益的要求，所以交易價格往往不必然等同於市場價格。同一集團內各事業體的利潤，決定於執

行功能的重要性、承擔風險的程度，以及運用資產的多寡，尤其是所提供的無形資產價值，更

是決定移轉訂價的重要因素。唯有重視貨物及服務的訂價策略及透明度，始能掌控移轉訂價引

3 共同報告準則內容包括每年國與國之間需要自動交換金融帳戶資料的項目，含個人、法人、信託機構和基金會的

帳戶餘額、利息、股息以及金融資產銷售的金額，類似美國「海外帳戶遵從法案(TA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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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稅務風險4。

利潤應在經濟活動發生地和價值創造地報繳稅款

最新修訂後的《多邊稅收徵管互助公約》中規定，國際稅收徵管合作模式包括跨境租稅資訊交

換、協助跨國追繳稅款及相關法令文件提供。各國稅務主管機關根據該公約，可自動提供納稅

人取得特定收入的稅收資訊，跨境企業欲藉由隱瞞收入或模糊收入性質，規避跨國稅收徵管的

困難度大幅提高。

最近，G20 領袖會議確定的國際租稅改革原則為：利潤應在經濟活動發生地和價值創造地徵稅

(Profits should be taxed in the jurisdiction where economic activities occur and value is

created.)。跨境企業必須謹記此一原則。

中國大陸是 G20 中最後一個簽定《多邊稅收徵管互助公約》的國家，表示大陸將更積極參與

國際合作、打擊跨境避稅外，更可看出國際間亟欲建立合作平台共同防杜企業跨境避稅的趨勢

。過去許多台灣跨境企業所慣用的作法─將利潤留在避稅地，未來勢必面臨嚴酷考驗。

透明化是企業稅務的基本要求

依法納稅、稅務法規遵循及稅務風險管理，已被視為企業善盡社會責任的重要指標。但如何適

度的納稅，則是求取各利害關係人之間利益均衡的重要議題，而且對企業形象與聲譽具有絕對

的影響。

美國著名法官布蘭戴斯（Louis D. Brandeis, 1856–1941）有一句名言：「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

，燈泡是最有效的警察」，稅務事項的透明與揭露必然是公司應予重視的領域，重大稅務案件

可導致稅務機關的態度改變與提高投資大眾的注意力，有助於公司對企業稅務責任的態度轉變

及提高重視程度。

確保企業稅務為企業責任的一部分，乃企業重視社會責任的表現。調整稅務策略融入整體營運

策略，以便握有與政府對話的完整資訊，如同握有正確工具，協助企業與利害關係人溝通企業

稅務及其策略，有助於企業社會責任與稅務責任的達成5。

結語

2014 年資誠聯合會計師事所進行的「台灣企業領袖調查報告」指出，隨着企業國際化腳步，

不可避免的，與外國稅收和涉外稅收發生關聯，跨境企業受到國與國之間納稅管理與稅收分配

關係的影響，包括重複課稅、或因各國政府加強反避稅建制及加強查稅力度等因素，日益顯著

。國際租稅環境的複雜，可能導致企業稅務成本與風險的提高，使得跨國企業面臨前所未有的

稅務挑戰。然而，只要跨境企業的投資架構、營運策略及商業模式，具有經濟實質；企業移轉

訂價政策合理透明，各項文據的保存及提示符合稅務機關要求；利潤保留在經濟活動發生地和

價值創造地報繳稅款；依法納稅，做好稅務風險控管，善盡社會責任；則必能將稅務劣勢轉化

為優勢，將稅務威脅轉化為機會。

跨境企業有節稅的權利，也有遵守各國稅法的義務。跨境企業如何在節稅權利與納稅義務之間

4 參閱吳德豐等著《跨國移轉訂價策略及風險管理(第四版)》，財團法人資教育基金會，2013 年 9 月，頁 32-47。
5 參閱註 1 書，頁 57-58，以及吳德豐等著《企業永續 DNA─CSR 創利》，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2014 年 3 月，

頁 163-16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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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掌握國際租稅的原理原則及未來趨勢，進一步瞭解各國的反避稅法規，控管短、中、長

期稅務風險，善盡企業經營的社會責任，是企業跨境經營必須具有的正向思維。

跨境企業不僅應遵守租稅法律，也要管理租稅成本與風險，及創造租稅管理的利益，這樣才能

對企業及股東有所交待，更要兼顧企業的社會責任，這是一種平衡，需要經營者的格局與智慧

。

(全文原刊載於稅務旬刊第 227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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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內低附加價值服務如何訂價

廖烈龍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BEPS(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的議題之一就是防止關係企業間利用獨立企業間不會從事

或幾乎很少從事的交易達到稅基侵蝕，如總公司或區域總部向各地子公司收取管理費用或總公

司費用分攤等。因這個緣故，OECD 在 2014 年 11 月提出行動計畫十討論稿，修正 OECD 移

轉 訂 價 指 引 (Transfer Pricing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ax

Administrations, TPG)第七章關於集團內部服務特殊考量的討論稿。行動計劃十建議在 OECD

TPG 第七章增加 D 節，提供低附加價值服務的指引。OECD 試圖在集團內低附加價值服務

(low value-adding intra-group services)或管理費的適當計價與保護稅基不受侵蝕兩者間求取

平衡。為了防止這類造成稅基侵蝕的費用收取，討論稿提出以下的方法:1)辨認廣泛的低附加價

值服務(僅僅只能獲得較低利潤加成率)、2)對所有的服務接受方應用一致性的分攤關鍵

(allocation keys)、及 3)透過特殊的報告要求增加透明度。

集團內低附加價值服務是什麼

低附加價值服務的特點:

• 支援性質、

• 非集團核心業務的一部分、

• 不會使用到特殊及有價值的無形資產且不會創造出特殊及有價值的無形資產、及

• 不承擔或控制重大風險且不會創造重大風險。

通常低附加價值服務包括會計稽核、應收應付帳款處理與管理、人力資源、法律服務、資訊科

技服務、及攸關健康、環境、安全等標準要求的資訊編制等。但值得注意不要從字面上判斷是

否是屬於低附加價值，要根據事實與狀況判定是否是集團核心業務的一部分。如信用分析在一

般行業歸屬在低附加價值是適當的，但對金融業或許是集團核心業務的一部分。

決定低附加價值服務常規收費的簡化方法

簡化方法是基於一個前提:所有的低附加價值服務是用來支持集團成員的業務，且相關成本必

須分攤到集團成員。集團可以選擇是否使用簡化方法，但必須在整個集團內一致性地使用。

以下的活動不適用簡化方法

• 構成集團核心業務的服務

• 研究發展服務

• 製造生產服務

• 銷售、行銷與配售服務

• 金融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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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資源挖掘、探勘及處理

• 保險與再保險

• 高階管理服務

簡化方法包括以下步驟:1)決定成本池(costs pool)、2)分攤成本、3)加成、與 4)決定收費金額。

決定成本池

以年度為基礎，匯集集團成員執行低附加價值服務的活動所產生的成本。這個成本池不應該包

括僅有執行活動公司會獲益的活動所產生的成本，也不應包括專為集團某一成員執行活動所產

生的成本。

分攤成本

利用合適的分攤關鍵將成本池中的成本分攤到各集團成員。分攤關鍵應按各類型服務就其服務

性質選擇，基本上要把握最能反映服務接受者預期獲得的利益水平這樣的原則。譬如，資訊服

務可按使用者百分比做為分攤關鍵，而會計服務則可能按交易量。鑑於低附加價值服務的創造

的效益與成本考量，不一定需要使用多個分攤關鍵，只要能合理解釋服務接受者預期利益水平，

就算是一個分攤關鍵也並無不可。注意分攤關鍵必須在成員之間且逐年一致使用。

外加加成

應用一個加成率到成本池中所匯集的成本。通常這個成本加成率是 2%到 5%。這個成本加價率

不得在未經驗證與分析下直接適用到不適用簡化方法的那些活動。

決定收費金額

向某一成員收取服務費的金額應包括 1)其他成員專為其提供服務的成本及加成與 2)按簡化方

法分攤的成本及加成。

利益測試的應用

當集團一個成員為另一個成員執行某項活動是否就算是已提供集團內部服務，應當取決於這項

活動是否提供個別成員經濟或商業價值來增進或維持其商業地位。這可取決於在可比條件下，

一個獨立企業是否願意付錢找其他人執行這項活動或由自己內部提供這項活動。當獨立企業是

不會付錢找人執行或由自己內部執行，通常這項活動就不應該視為合乎常規的集團內部服務。

這就是所謂的利益測試(benefit test)。在核心業務的利益測試有相當複雜度，但低附加價值服

務所創造的效益而言，不值得用這麼複雜的測試，故 OECD 提出簡化的作法，如下所列:

• 當企業能提供服務的描述、書面合約、成本池的計算與顯現出分攤關鍵的成本分攤，就足

以證明利益測試已被滿足。

• 只要納稅義務人提得出來上述文據，一張載有服務類型與年度金額的發票就足以證明這項

給付，往來文件與個別活動的證明則不應該被要求。

• 在評估利益測試時，稅務機關不應以個別收費的基礎來考量，而應是考慮個別服務類型的

利益。譬如，納稅義務人僅需證明薪資處理服務已提供，而不應該被要求證明提供薪資處

理服務所採取的個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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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叫這些服務為低附加價值服務似乎容易引起誤解或許還會招致抗議，換個中性的名詞，如非核

心業務相關服務，可能較適當。

簡易測試方法減輕納稅義務人的舉證負擔，但必須留意放入成本池中的成本是否適當。核心業

務的服務不得適用簡易測試方式，需要複雜的評估，故相關成本不應放入成本池分攤。執行股

東活動(shareholder activity)、重覆活動(duplication)與利益伴隨活動(incidental benefits)所發

生的成本是不能視為集團內部服務已提供，所以相關成本也不應該放入成本池。

企業可以重新檢視目前執行集團內部服務的活動是否歸類正確，並且適用適當的加成率。另外，

也應檢視文據是否已按照 OECD TPG 第七章的要求備妥。

(全文原刊載於稅務旬刊第 227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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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法規函令變動

104 年 1 月 16 日~104 年 3 月 15 日

一般類

法規部分

本期無新增法規

函令部分

本期無新增函令

銀行類

法規部分

B01※15/03/13 修正「銀行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十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及附

表八、附表十六、附表十六之一、附表二十、附表二十一、附表二十二、附

表二十四、「金融控股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部分條文及附表十六、

附表十六之一、附表二十、「票券金融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十

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及附表八、附表十五、附表十五之一、附表十

九、附表二十、附表二十三及「金融業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

載事項準則」部分條文及附表十四、附表三十八、附表四十一、附表五十

七、附表五十八、附表五十九、附表六十五、附表六十七、附表六十八。

金管銀法字第 10400038310 號

B02※15/02/26 修正「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稽核人員與銀行業具有業務或交易核准權

限之各級主管訓練機構審核原則」第一點、第五點附表及第九點附表，名稱

並修正為「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訓練機構審核原則」，並自即日生效。

金管銀國字第 10420000110 號

按「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稽核人員與銀行業具有業務或交易核准權限

之各級主管訓練機構審核原則」自九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訂定發布。茲配合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第三十二條第五項

明定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法令遵循單位所屬人員每年應至少參加主管機關

認定機構所舉辦之教育訓練，為利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之訓練機構一體適

用，爰修正第一點，名稱並修正為「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訓練機構審核原

則」（以下簡稱審核原則）。審核原則第五點附表一及第九點附表二亦配合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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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15/02/17 修正「發行國際通用電子票證或與國外機構合作發行電子票證之審核標準及

管理辦法」第三條及第六條。

金管銀票字第 10300363250 號

如標題。

B04※15/02/17 修正「銀行發行金融債券辦法」第二條、第六條、第十條及第三條附件。

金管銀國字第 10320005710 號

銀行發行金融債券辦法係依據銀行法第七十二條之一授權訂定，自民國八十

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發布施行以來，歷經六次修正。隨著金融市場之發展，金

融債券不僅成為銀行籌措資金及改善財務結構之重要工具，透過債券市場之

活絡，金融債券亦為保險業等專業機構投資人之投資工具。

隨著債券市場逐漸發展，為吸引金融機構將國外投資導回國內，增加配置國

內資源，發展金融進口替代政策，鼓勵銀行發行債券類金融商品。爰修正銀

行發行金融債券辦法部分條文，使銀行於設計及發行債券時更具彈性，以利

金融機構等專業機構投資人進行投資，增加國內金融市場規模與商機。

主要修正重點如下：

一、 鑒於銀行法第十一條及第七十二條之一已刪除金融債券係為供給中長期

信用及開始還本期限不得低於兩年之規定，爰配合刪除。另新增專業機

構投資人及非專業投資人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修正銀行發行金融債券得採發行人信用評等之情形：為鼓勵銀行發展債

券型金融商品，並兼顧一般自然人投資次順位金融債券之權益，銀行發

行次順位金融債券，銷售對象為非專業投資人之自然人時，其債券應取

得主管機關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其餘情形，得採發行人信用評

等，以利銀行得視市場趨勢及客戶需求適時設計債券商品，以掌握市場

商機並滿足投資人需求。(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二項，及第三條附件)

三、適度放寬銀行發行金融債券之相關限制：銀行發行金融債券，經主管機

關核准者，得於一定期間內發行，不受核准後一年內發行之限制，並得

於額度內循環發行，使銀行於設計及發行金融債券時更具彈性，以提升

銀行發展債券類金融商品之能力，並提供金融機構等專業機構投資人所

需之債券類金融商品。(修正條文第十條)

B05※15/02/10 修正「票券商負責人及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四條。

金管銀票字第 10440000330 號

按「票券商負責人及業務人員管理規則」自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訂定發

布，歷經四次修正。為配合前次修正增訂違反董事長不得兼任總經理兼職限

制者應予解任規定，爰修正本規則第四條第四項關於但書內容之項次及第五

項關於準用項次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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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6※15/02/09 修正「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金管銀票字第 10440000240 號

為健全信用卡市場之發展及保障持卡人權益，財政部前於八十二年六月三十

日依據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一訂定「信用卡業務管理辦法」，至一百零三年

七月二十三日共經七次修正，並已修正名稱為「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

法」。

為因應行動通訊及網路時代來臨，協助金融業儘早掌握商機推展線上申辦相

關業務及為利業者能明確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並兼顧消費者權益保障，以

及符合實務作業需要，爰修正四條條文。本次修正內容臚列如下：

一、有關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已定有相關規範，

以為依循，爰刪除「發卡機構不得將其他金融機構登錄於財團法人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之信用資訊告知申請人、持卡人或第三人」之規定。（修

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二、有關信用卡業務機構不良債權讓與及申訴專線通知方式，由「書面」修

正為「書面或電子文件」。（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及第五十二條）

三、有關信用卡申請書之申請人聲明及同意事項中，重要事項之確認機制，

由「簽名確認」修正為「以『簽名』或『其他得以辨識申請人同一性及

確定申請人意思表示之方式』確認」。（修正條文第四十二條）

函令部分

B07※15/02/16 所詢有關銀行辦理「有追索權應收帳款承購業務」適用利害關係人相關規範

疑義一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金管銀外字第 10300299100 號

一、復貴會 103 年 10 月 14 日全授字第 1030001749A 號函。

二、本案依台北富邦銀行(「北富銀」)所提供 Two-factor 交易實務流程，係

由北富銀(即進口承購商)提供預支價金與賣方，並由合作銀行(即出口承

購商)承擔賣方到期未依約償付預支價金之風險，另依該行所提供承購

商間簽訂之 Interfactor Agreement 補充協議，若買方(進口商)未於期限

內向北富銀支付足額貨款，合作銀行須退還北富銀提供之預支價金本金

及利息，北富銀則將其對買方之債權轉予合作銀行。

三、就上該交易流程中，進口承購商銀行辦理有追索權應收帳款承購，對於

買方、賣方、或出口承購商為銀行之利害關係人時，應依下列規範辦

理：

(一) 買方為銀行利害關係人：因買方非為進口承購商之授信對象，無須

受銀行法利害關係人授信相關規範限制。惟應注意本會 99 年 1 月

18 日金管銀外字第 09800449780 號函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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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賣方為銀行利害關係人：應依本會 98 年 8 月 24 日金管銀外字第

09850003180 號令釋辦理。在 Two-factor 架構下，如賣方未依約

償付預支價金之風險由出口承購商承擔，並須返還預支價金予進口

承購商銀行者，倘出口承購商符合銀行法第 12 條有關保證機構之

資格者，進口承購商銀行得將該筆交易以擔保授信承作。

(三) 出口承購商為銀行利害關係人：

1. 依本會上該 98 年 8 月 24 日令釋，有追索權應收帳款承購業

務，授信對象為應收帳款讓與者即賣方，出口承購商非法規

明定之授信對象，無須受銀行法及金融控股公司法中有關利

害關係人授信規範之限制。

2. 然因銀行對賣方之信用風險已移轉至出口承購商，除應考量

授信風險有無實質移轉及有無涉及銀行法第 33 條之 4 之情形

外，基於內部控制及風險管控之需，衡量授信風險及風險承

擔，可考量本於自律精神，將辦理本項業務相關利害關係

人，納入銀行內部自律規範之利害關係人範圍予以管理。

至應收帳款轉讓交易仍屬於銀行與其利害關係人之授信以外交易，應注意金

融控股公司法第 45 條與利害關係人進行授信以外之交易、金融控股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第 26 條，及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17 條規定與關係企業間

進行交易之規範、及審計準則第 6 號公報有關關係人交易之查核等相關規定

辦理。

證券期貨類

法規部分

S01※15/03/04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六條、第七條之二、第

十條。

金管證交字第 1040004113 號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下稱本規則）於七十一年六月十

日訂定發布，其間配合實務運作歷經十七次修正，對促使股東會之順利召開

及保障股東權益等，已具一定實施成效。為加強股東會委託書管理，並遏止

價購委託書及強化不法行為之查核，爰修正本規則，本次合計修正三條，修

正要點如下：

一、為避免徵求關係複雜化，明定金融控股公司委託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

構擔任徵求人後，其子公司於該次股東會不得再有徵求行為或接受徵求

人之委託辦理代為處理徵求事務。(修正條文第六條)

二、為加強對各徵求場所辦理徵求事務人員之管理，規定徵求人及代為處理

徵求事務者應於徵求場所人員辦理徵求事務前，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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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之機構申報，並依規定辦理異動申報。徵求人及代為處理徵求事務

者不得以未依規定申報之人員辦理委託書徵求事務，取得委託書。(修正

條文第七條之二)

三、為強化委託書之管理，並瞭解委託書流向，規定委託書應加蓋徵求場所

章戳，並由徵求場所辦理徵求事務之人員於委託書上簽名或蓋章。(修正

條文第十條)

S02※15/02/04 修正「證券商管理規則」部分條文。

金管證券字第 1040001299 號

證券商管理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自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發布施行後，配

合國內經濟環境之變遷、證券商業務之開放與強化證券商經營業務之管理，

歷經四十九次修正。本次修正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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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修

正本規則相關規定。本次共計修正十二條條文，修正要點臚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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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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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千萬

元調降為五百萬元。（修正條文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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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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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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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

十，放寬至百分之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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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十，以避免風險過度集中。(修正

條文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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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放

寬證券商自行買賣外幣計價有價證券，其由國內以新臺幣結匯或原幣匯

款至海外交割帳戶支付交割款項及費用，或資金自國外匯回，應以外匯

存款帳戶存撥之。(修正條文第十九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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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回歸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經營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業務規

則規定，並將有關證券商申報營業月報表之時間修正為每月營業終了後

五個營業日內向外匯主管機關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報。(修正條文第十

九條之三、第十九條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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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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增訂公司發行未涉及股權之金融債券，亦不受承銷商與發行公

司間之獨立性限制，且發行公司得擔任主辦承銷商，並將其參與對象由

專業投資機構擴及至符合一定財力或專業能力之專業投資人。（修正條

文第二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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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商應於專戶內設置客戶分

戶帳，每日逐筆登載款項收付情形，並留存紀錄。證券商除為其客戶辦

理應支付款項外，不得動用該款項。（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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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二百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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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第十

三條、第五十條、第六十四條）

S03※15/02/04 修正「鼓勵境外基金深耕計畫」。

金管證投字第 1040003475 號

一、境外基金機構符合本會所定條件者，得於每年 6 月底前檢證向本會申請

認可，同時一併提出欲適用之優惠措施，本次修正旨揭計畫之評估指

標，自即日起適用。併請 貴公會配合旨揭計畫評估指標 2.3 之修正，計

算前開指標之比較基準數據並公布之。

二、另配合修正本會證券期貨局網站之境外基金管理辦法問答集「伍、鼓勵

境外基金深耕計畫」，俾利遵循。

S04※15/01/29 修正「華僑及外國人從事期貨交易應行注意事項」部分規定。

金管證期字第 1030052961 號

修正「華僑及外國人從事期貨交易應行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

效。

S05※15/01/29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部分條文及附表十五、十五之

一、「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部分條文及附

表二十九、三十二、五十二、六十一、六十三、六十四之令。

金管證發字第 1040001648 號

S06※15/01/21 修正證券商辦理證券業務借貸款項管理辦法、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借貸管理辦

法、證券商辦理客戶委託保管及運用其款項管理辦法、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

買賣融資融券管理辦法及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

金管證券字第 1030052223 號

證券商辦理證券業務借貸款項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九十五年六月十二

日發布施行後，歷經二次修正。本次為鼓勵證券商擴大業務經營範圍，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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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其資金運用效率等，爰修正本辦法相關規定。本次共計修正三條，修正要

點臚列如下：

一、為鼓勵證券商擴大業務經營範圍，提升其資金運用效率，爰調降其申請

辦理證券業務借貸款項之自有資本適足比率門檻為百分之一百五十。

(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鑑於證券商辦理證券業務借貸款項，客戶以其持有之有價證券為擔保

者，其業務性質與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相似，爰參照有價證券融資融

券之融通期限及擔保品範圍，再延長其融通期限六個月及放寬擔保品範

圍為得為融資融券之有價證券。(修正條文第八條)

三、配合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每一客戶最高融資限額由新臺幣(以下同)六

千萬元調整為八千萬元，爰調增證券業務借貸款項對同一自然人之融通

額度與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業務之融資額度應合併計算限額之金額為

八千萬元。(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借貸管理辦法自九十五年八月十一日發布施行後，歷經

二次修正。本次為鼓勵證券商擴大業務經營範圍，提升其資金運用效率，爰

調降其申請辦理有價證券借貸之自有資本適足比率門檻為百分之一百五十。

（修正條文第三條）

證券商辦理客戶委託保管及運用其款項管理辦法自九十七年二月十九日發布

施行後，歷經二次修正。本次為鼓勵證券商擴大業務經營範圍，提升其資金

運用效率，爰調降其申請辦理客戶委託保管及運用其款項之自有資本適足比

率門檻為百分之一百五十。（修正條文第六條）

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管理辦法自七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發布施

行後，歷經四次修正。本次為鼓勵證券商擴大業務經營範圍，提升其資金運

用效率，爰調降其申請辦理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之自有資本適足比率門檻

為百分之一百五十，並增訂證券商經核准辦理該業務後，若有一定期間自有

資本適足比率低於該門檻時，應停止經營該業務，俟持續一定期間高於該門

檻並報經核准後始得恢復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條）

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本注意事項）自九十四年七

月二十七日發布施行後，配合國內經濟環境之變遷與證券商業務之開放，歷

經六次修正。本次為鼓勵證券商擴大業務經營範圍，提升其資金運用效率，

及配合委託人指定營運範圍或方法之集合管理運用業務種類之開放，爰修正

本規定。本次計修正四點，修正要點臚列如下：

一、調降證券商申請辦理財富管理業務之自有資本適足比率為百分之一百五

十，並增訂自有資本適足比率達到門檻之期間及須持續符合之規定。

（修正規定第五點、第六點）

二、明定證券商辦理涉及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委託人指定營運範圍或方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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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管理運用之業務種類，亦應設置專責單位等相關規定。（修正規定

第十點）

三、考量信託資金集合管理運用管理辦法第三條有關委託人指定營運範圍或

方法之集合管理運用業務之申請方式，係送中華民國信託商業同業公會

審查後轉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爰配合修正證券商總公司以信託

方式辦理財富管理業務之申請程序。（修正規定第三十二點）

函令部分

S07※15/03/10 有關「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 7 條之 1、第 7 條之 2、

第 13 條之 1 及第 15 條規定事項之令。

金管證交字第 1040004502 號

一、依「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指定臺灣集中保

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為辦理下列規定事項之機構：

（一） 依第七條之一規定，審核及檢查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之資格條

件。

（二） 依第七條之二規定，受理徵求人及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辦理徵求

場所人員資料之申報。

（三） 依第十三條之一規定，檢查委託書統計驗證作業。

（四） 依第十五條規定，檢查徵求人、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受託代理

人或其關係人取得出席股東會委託書及其他有關文件資料。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六日金管證三字第○九

四○○○五九○一號令，自即日廢止。

S08※15/03/06 公告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之書表格式。

金管證交字第 10400045023 號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相關書表格式之附件一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之委託書格式」、附件六「徵求人徵求資料

彙總表冊」及附件七「徵求人彙總名單」如附件。

S09※15/02/26 放寬證券商得自行買賣及承銷附帶本息止付條款之次順位金融債券。

金管證券字第 1030052033 號

一、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核准證券商得承銷及自行買賣以

新臺幣或外幣計價之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其相關規範如

下：

（一） 證券商得承銷及自行買賣次順位金融債券，其標的以發行銀行或

該次順位金融債券最近一年內（以最新發布者為準）信用評等達

一定等級以上；證券商持有次順位金融債券之成本總額不得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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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淨值之百分之十，其中持有附帶本息止付條款者，不得超過其

淨值之百分之五。

（二） 前款所稱信用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係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 經慕迪投資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評定，

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aa2 級（含）以上。

2. 經史丹普公司（Standard & Poor''s Corp.）評定，長期債務

信用評等達 BBB 級（含）以上。

3. 經惠譽評等公司（ Fitch Ratings LTD.）評定，長期債務信

用評等達 BBB 級（含）以上。

4. 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twBBB 級（含）以上。

5. 經澳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評定，長

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twn）級（含）以上。

6. 符合信用評等事業管理規則第九條第二項之國際知名信用評

等機構，或經本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為前述

相當等級以上。

（三） 證券商擬持有附帶本息止付條款之次順位金融債券者，其最近期

之資本適足比率應達百分之一百五十以上，並已訂定相關作業程

序、風險管理措施及查核程序等內部控制制度，報經董事會通過

後，始得為之。

（四） 證券商從事首順位金融債券及符合前述條件次順位金融債券之承

銷及自行買賣業務，除本會及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二條所稱之證券

相關機構另有規定外，適用公司債相關規定。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八月十六日金管證二字第○九

五○○○三八七五號令，自即日廢止。

S10※15/02/26 有關證券商、期貨商、證券金融事業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因併購而認列廉價購

買利益之處理。

金管證券字第 1030053166 號

一、為維持財務結構之健全與穩定，證券商、期貨商、證券金融事業及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因本身或子公司併購而認列廉價購買利益所產生之保留

盈餘增加數，應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且於一年內不得迴轉。

一年屆滿後，該特別盈餘公積除得用以彌補虧損外，如經評估併購標的

資產價值與併購時相近，尚無產生未預期之重大減損，且經會計師複核

確認，得將該特別盈餘公積撥充資本。

二、本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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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1※15/02/16 發布有關證券商年度(半年度、季)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檢查表之令。

金管證券字第 1040003982 號

一、訂定證券商年度(半年度、季)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檢查表如附件。

二、本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會計年度生效，並自證券商申報一百零四年第

一季財務報告開始適用；本會一百零三年五月七日金管證券字第一○三

○○一○六七一號令，自一百零四會計年度廢止。

S12※15/02/12 有關證券商轉列特別盈餘公積及其用途規定之令。

金管證券字第 1030053861 號

一、證券商管理規則業於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十一日刪除第十一條及第十二

條證券商應提列買賣損失準備及違約損失準備之規定，證券商截至九十

九年十二月底已提列之買賣損失準備及違約損失準備金額，應轉列為特

別盈餘公積；另證券商自一百零二年起依國際會計準則規定編製財務報

告，應將已提列但尚未沖銷之壞帳損失準備轉列為特別盈餘公積。轉列

後之特別盈餘公積除依下列規定辦理外，不得使用之：

（一） 填補公司虧損。

（二） 特別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十者，得以其半數撥充資

本額。

（三） 特別盈餘公積逾實收資本額者，得報經本會核准，將超過部分迴

轉為未分配盈餘。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一百年一月十三日金管證券字第○九九○○七三

八五七一號令，自即日廢止；本會一百零一年六月十八日金管證券字第

一○一○○一一三八八號函，依一百零四年二月十二日金管證券字第一

○三○○五三八六一一號函，自即日停止適用。

S13※15/01/29 訂定有關專營期貨商、兼營期貨商及外國期貨商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檢查表與期

貨商財務比率月報表格式。

金管證期字第 1040002008 號

一、訂定有關專營期貨商、兼營期貨商及外國期貨商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檢查

表與期貨商財務比率月報表格式如附件。

二、本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會計年度生效，並自期貨商申報一百零四年第

一季財務報告開始適用；本會一百零三年六月九日金管證期字第一０三

００二一八００號令，自一百零四會計年度廢止。

三、前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八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八三)台財證(法)字第０

一九００號函，依本會一百零四年 1 月 29 日金管證期字第

10400020083 號函自即日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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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4※15/01/29 放寬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得接受專業投資人委託買賣外國證券市

場公開募集之有價證券。

金管證券字第 1030048726 號

一、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規則第五條第一項所稱「本會指定之

外國證券交易所」，依同條第二項指任何有組織且受該國證券主管機關

管理之證券交易市場，且除應經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轉報本會指

定為證券商得受託買賣者外，並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 證券商接受非專業投資人委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時，該外國證券

交易所當地之國家主權評等，應符合附表一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

定達一定等級以上。

（二） 該外國證券交易所之主管機關已與本會簽署監理合作協議。

二、專業機構投資人經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投資外國有價證券者，證券

商接受其委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之外國證券交易所，不受前點之限制。

三、本令發布前業經本會核准證券商受託之外國證券交易所，不受第一點第

二款限制。

四、本會指定之外國證券交易所名單，由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彙整公

告。該公會另應每年檢視名單並報本會同意後由公會公告之；對於已非

本會指定之外國證券交易所，證券商僅得受託賣出客戶持有之部位，不

得再受託買進。

五、證券商依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規則第六條第一項規定，受託買賣

外國有價證券之外國證券交易巿場（包含本會指定之外國證券交易所及

外國店頭市場）範圍及標的規範如下：

（一） 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規則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

之「受益憑證」範圍，以指數股票型基金（Exchange Traded

Fund，以下簡稱 ETF）為限，且委託人為非專業投資人者，限

受託買賣以投資股票、債券為主且不具槓桿或放空效果之 ETF。

（二） 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委託人為非專業投資人者，不得

涉及大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

（三） 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中央政府債券，委託人為非專業投資人者，

發行國家主權評等應符合附表一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定等

級以上；委託人為專業投資人者，發行國家主權評等應符合附表

三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定等級以上。

（四） 證券商受託買賣前款以外之外國債券（含可轉換公司債及附認股

權公司債），委託人為非專業投資人者，該外國債券發行人或保

證人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及外國債券之債務發行評等應符合附表

二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定等級以上；委託人為專業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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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該外國債券發行人或保證人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或外國債券

之債務發行評等須符合附表三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定等級

以上。

（五） 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證券化商品，委託人為非專業投資人者，外

國證券化商品之債務發行評等應符合附表二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

定達一定等級以上，且不得為再次證券化商品及合成型證券化商

品；委託人為專業投資人者，外國證券化商品之債務發行評等須

符合附表三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定等級以上。

（六） 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委託人為專業投資人者，不以次

級市場取得者為限，證券商並應訂定防範利益衝突之機制，且應

注意不得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

六、證券商受託買賣境外 ETF，辦理申購或買回時，不得持有前點第二款所

定有價證券成分股。

七、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二月二十一日金管證券字第

一○一○○六○○三五一號令，自即日廢止。

S15※15/01/23 公告期貨商得受託從事期貨交易之交易所及種類。

金管證期字第 1030050924 號

公告新加坡衍生性商品交易所（Singapore Exchange Derivatives Trading

Limited；SGX-DT）上市之印度盧比兌美元期貨契約（SGX INR / USD

Futures Contract）為期貨商得受託從事期貨交易之契約。

S16※15/01/22 有關「證券金融事業管理規則」第 5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之令。

金管證投字第 1030052546 號

一、依證券金融事業管理規則第五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核准證券金融事業

得辦理以有價證券為擔保之放款業務，該業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放款期限：六個月，期限屆滿前，證券金融事業得斟酌客戶信用

狀況，准允客戶申請展延期限六個月，一年期限屆滿前，證券金

融事業得審視客戶信用狀況，再准允客戶申請展延期限六個月。

（二） 放款擔保品範圍：

1. 得為融資融券交易之有價證券。

2. 中央登錄公債。

3.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擔保品。

（三） 放款比率：

1. 以得為融資融券交易之有價證券為擔保品者：以前一營業

日收盤價之百分之六十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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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中央登錄公債為擔保品者：以面額之百分之八十為上

限。

3. 證券金融事業並得依擔保品之狀況調整放款比率。

（四） 放款額度：

1. 對同一法人之授信總餘額，不得超過證券金融事業淨值之

百分之五或新臺幣十億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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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一或新臺幣八千萬

元。

2. 對同一關係人之總授信額度不得超過證券金融事業淨值之

百分之十，其中對自然人之授信，不得超過證券金融事業

淨值之百分之二。

二、證券金融事業辦理該業務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客戶買進之有價證券，應於成交日後第三營業日之即日起始得辦

理帳簿劃撥質權設定。

（二） 因辦理本項業務所取得之證券，不得作為辦理融券、轉融通及有

價證券借貸之券源，亦不得作為轉融通及向證券交易所借券系統

借券之擔保。

（三） 因辦理本項業務而向銀行借款時，仍應依中央銀行所訂「中央銀

行對銀行辦理證券金融公司或證券商資金融通管理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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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淨值六倍」限制。

（四） 應與客戶簽訂放款契約及開立有價證券擔保放款帳戶，以一客戶

開立一戶為限，並依規定開戶條件辦理徵信。下列事項應於放款

契約中載明之：

1. 擔保維持率及補繳期限。

2. 擔保品處分。

3. 放款利率。

4. 其他經本會規定應記載之事項。

（五） 應逐日計算每一有價證券擔保放款帳戶內之擔保品價值與客戶債

務之比率，其低於規定之比率時，應即通知客戶於限期內補繳差

額。

（六） 訂定有價證券擔保放款業務操作辦法，內容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1. 擔保放款帳戶之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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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戶條件。

3. 擔保放款之申請與償還。

4. 擔保品放款比率之計算。

5. 擔保維持率之計算。

6. 擔保品補繳之種類、比率及期限。

7. 擔保品處分。

8. 其他經本會規定應記載之事項。

（七） 前揭放款契約內容及業務操作辦法，由證券金融事業訂定，報請

本會核定，修正時亦同。

三、證券金融事業欲辦理該業務前，應先檢具申請書及證券金融事業管理規

則第五條第三項規定之書件向本會申請核准後，始得辦理。

四、本令自即日生效。

S17※15/01/21 修正證券商辦理客戶委託辦理應付交割款項投資貨幣市場之行紀之令。

金管證券字第 10300522232 號

一、依證券交易法第十五條第三款規定，核准 證券商得接受客戶委託辦理證

券業務應付客戶交割款項投資貨幣市場之行紀業務，其相關規範如下：

（一） 證券商接受客戶委託辦理下列證券業務之應付客戶交割款項，於

尚未撥付至客戶在金融機構開立之存款帳戶前，得依約定先行撥

入「證券商受託辦理投資貨幣市場基金專戶」，並以證券商名義

執行投資貨幣市場基金:

1. 證券商受託買賣集中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市場有價證 券應

給付客戶之交割款項。

2. 證券商因認購（售）權證履約應給付客戶之款項。

3. 證券商因與客戶從事債券買賣或附條件交易而應給付客戶

之款項。

4. 證券商因與客戶從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經

營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業務規則所定金融商品交易而應給

付客戶之款項。

5. 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及其複委託業務而應給付客

戶之交割款項。

6.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者。

（二） 證券商應依與客戶之約定，將前款證券業務應付客戶交割款項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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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運用，不得留置。

（三） 「證券商受託辦理投資貨幣市場基金專戶」應與其自有財產分別

獨立，該專戶款項及運用標的均不得流用。證券商就其自有財產

所負債務，其債權人不得對該專戶款項及投資標的請求扣押或行

使其他權利。證券商應於該專戶內設置客戶分戶帳，每日逐筆登

載款項收付及貨幣市場基金之種類與數量情形。

（四） 證券商運用證券業務應付客戶交割款項之買賣標的，限於以新臺

幣計價之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五） 符合下列條件及資格之證券商，應檢具相關書件向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並經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審查合

格後，始得辦理：

1. 證券商種類：具備證券經紀商之資格。

2. 自有資本適足比率：申請日前半年申報之自有資本適足比

率逾百分之一百五十。

3.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無累積虧損，且符

合證券商管理規則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十

八條、第十八條之一及第十九條之規定。

4. 法令遵循：

(1) 最近三個月未受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六條第一款處分，

或期貨交易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一款處分者。

(2) 最近六個月未受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六條第二款處分，

或期貨交易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款處分者。

(3) 最近一年未受主管機關為停業之處分者。

(4) 最近二年未受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營業許可之處分

者。

(5) 最近一年未受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及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依其營業細則或業務規則為處以停止或限制

買賣處置者。

5. 證券商不符前目之條件，但其違法情事已具體改善，並經

主管機關認可者，得不受前目條件之限制。

（六） 證券商辦理證券業務結餘款項運用應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所訂定之規定辦理，並應配合修正其內部控制制度。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三日金管證券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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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二三二七四號令，自即日廢止。

S18※15/01/21 修正證券商辦理運用客戶買賣有價證券結餘款項之代理之令。

金管證券字第 10300522233 號

一、依證券交易法第十五條第三款規定，核准證券商經營客戶委託運用買賣

有價證券結餘款項之代理業務，其相關規範如下：

（一） 客戶委託運用買賣有價證券結餘款項之代理業務係指委託人委託

買賣有價證券之結餘款項撥付於證券商交割專戶，尚未撥付至客

戶在證券經紀商指定之金融機構開立之存款帳戶前，依客戶指示

代理執行資金當日轉撥者為限，客戶交割結餘款項應於當日轉撥

完成，不得留置，並不得以客戶或證券商名義另行開立帳戶。

（二） 證券商經營本項業務，其款項運用標的限於公債附買回交易、貨

幣市場基金及債券型基金--類貨幣市場基金。

（三） 符合下列條件及資格之證券商，應檢具相關書件向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並經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審查合

格後，始得經營本項業務：

1. 證券商種類：須為同時經營證券經紀、承銷及自營業務之

綜合證券商。

2. 自有資本適足比率：申請日前半年申報之自有資本適足比

率逾百分之一百五十。

3. 信用評等：取得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級 twBB 級

以上，或英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評級 BBB (twn)級以上，或穆迪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

級 Baa2.tw 級以上，或 Fitch Ratings Ltd.評級 BBB 級以

上，或 Standard & Poor''s Corp. 評級 BBB 級以上，或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評級 Baa2 級以上之長期信用評

等。

4. 法令遵循：

(1) 最近三個月未受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六條第一款處分，

或期貨交易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一款處分者。

(2) 最近六個月未受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六條第二款處分，

或期貨交易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款處分者。

(3) 最近一年未受主管機關為停業之處分者。

(4) 最近二年未受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營業許可之處分

者。

(5) 最近一年未受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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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及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依其營業細則或業務章則為處以停止或限制

買賣處置者。

（四） 證券商不符前款第四目之條件，但其違法情事已具體改善，並經

主管機關認可者，得不受該目之限制。

（五） 證券商經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核准經營客戶委託運用買

賣有價證券結餘款項之代理業務後，自有資本適足比率連續二個

月低於百分之一百五十者，應停止辦理本項業務，俟連續三個月

符合規定並報經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核准後，始得恢

復；其已獲准辦理而尚未辦理者，亦同。

（六） 證券商經營本項業務，應向主管機關指定銀行提存營業保證金新

臺幣五千萬元。

（七） 證券商經營本項業務應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所訂定之

規定辦理，並應配合修正其內部控制制度。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二十三日金管證二字第○

九五○○○○三九二號令，自即日廢止。

S19※15/01/21 修正證券商辦理自行買賣外國有價證券及從事外國衍生性金融商品避險交易之

令。

金管證券字第 10300522236 號

一、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三十一條之四規定，證券商自行買賣外國有價證券

及從事避險目的外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如其自有資本適足比率連續

三個月低於百分之一百五十者，或從事非避險目的外國衍生性金融商品

交易，如其自有資本適足比率連續三個月低於百分之二百者，僅得出售

或結清其持有部位，不得再行買賣或交易。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金管證二字第○

九六○○六九○七九二號令，自即日廢止。

S20※15/01/21 修正證券商擔任創始機構之令。

金管證券字第 10300522234 號

一、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但書規定，核准證券商得依金融資產證

券化條例擔任創始機構，其相關規範如下：

（一） 證券商擔任創始機構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為簡化申請流程，證券商得依現行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或

申報生效，無須另取具同意函。

2. 證券商應於「創始機構財務業務自評書」增列「擔任創始機構

後對資本適足率之影響」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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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證券商擔任創始機構因信用增強目的所持有之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其持有額度應納入證券商管理規則第十八條規定規

範，在計算資本適足率時，應予全數扣除且試算後比率不得低

於百分之一百五十。

（二） 證券商擔任創始機構專為證券化目的而購入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

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五目之金融資產者，並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得不受證券商管理規則第十九條、第十九條之一及第三十一

條之一持有標的額度及範圍之限制：

1. 證券商應於「創始機構財務業務自評書」增列下列項目：

(1) 證券商購入及出售之時程、交易對象、金融資產內

容、價格及數量。

(2) 證券商從事金融資產購入及出售交易，若其購入價格

高於出售價格時，應敘明理由及保護股東或公司權益

之相關處理措施。

2. 證券商應於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該受託機構或特殊目

的公司之證券化計畫後，方得購入該金融資產並僅得信託

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公司。

3. 證券商購入及出售交易，其交易、結算交割帳戶及會計應

予獨立；另證券商持有本項金融資產，在計算資本適足率

時，應予全數扣除。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二十日金管證二字第○九

四○一四五八三三號令，自即日廢止。

S21※15/01/21 修正證券商擔任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第 17 條規定之保管機構之

令。

金管證券字第 10300522237 號

一、證券商申請擔任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第十七條規定之保管機

構，應符合下列條件，並經本會核准，始得為之：

（一） 同時經營證券經紀、承銷及自營業務之證券商。

（二）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顯示淨值達新臺幣一百億元

以上，且不低於實收資本額；且財務狀況符合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十三條之規定。

（三） 申請日前半年自有資本適足比率未低於百分之一百五十。

（四） 最近三個月未曾受本會依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六條第一款或依期貨

交易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所為之警告處分者。

（五） 最近半年未曾受本會依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六條第二款規定所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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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該證券商解除其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職務處分者，或依期貨

交易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撤換其負責人或其他有關人員

之處分者。

（六） 最近一年未曾受本會為停業之處分者。

（七） 最近二年未曾受本會撤銷部分營業許可之處分者。

（八） 最近一年未曾受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依其章則為

處以停止或限制買賣之處置者。

二、證券商經本會核准擔任境外華僑及外國人之保管機構後，自有資本適足

比率連續二個月低於百分之一百五十者，應停止新增保管帳戶，俟連續

三個月符合規定後始得恢復。

三、證券商經核准擔任境外華僑及外國人之保管機構者，得受託辦理證券投

資登記、國內證券買賣及新臺幣帳戶之開戶、國內公司債之交換、轉換

或認購股份之申請、海外公司債之交換、轉換或認購國內證券之申請、

海外存託憑證兌回之申請、海外股票於國內市場出售之申請、買入證券

之權利行使、結匯申請、繳納稅捐、證券投資之款券保管、交易確認、

買賣交割及資料申報等各項手續。但證券商受託保管客戶之款項，應存

放於本會核准之銀行。

四、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三月十一日金管證券字第一

○三○○○五二五一號令，自即日廢止。

S22※15/01/21 修正證券商轉投資各事業之令。

金管證券字第 10300522235 號

信託及投信投顧類

法規部分

T01※15/01/30 修正「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限制風險揭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部分

條文。

金管銀票字第 10440000220 號

如標題。

T02※15/01/22 修正「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商兼營信託業務管理辦

法」。

金管銀票字第 10340005290 號

信託業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業經總統於九十七年一月十六日公布施行。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依據信託業法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三項授權訂

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商兼營信託業務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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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本辦法），並於九十七年十月二日發布施行，嗣後為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證券商兼營信託業務者，其負責人之消極資格

毋須再適用「信託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暨經營與管理人員應具備信託專

門學識或經驗準則」之規定，於九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一次修正本辦法。

本次為開放證券商辦理信託資金集合管理運用業務，以及將受託投資之原始

信託財產未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之指定營運範圍或方法之單獨管理運用金錢信

託與有價證券信託業務，納為證券商以信託方式辦理財富管理業務之範疇，

以利證券商發展信託業務。此外，進一步放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

顧問事業及證券商以信託方式辦理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無需先經金管會許可

以委任方式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並增訂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或證券商之總機構或分支機構申請終止兼營全部或一部信託業務應遵

循事項，以完備信託法制架構。

本辦法現行條文計十三條，修正後條文計十四條，修正要點臚列如下：

一、增訂證券商得申請設置信託資金集合管理運用帳戶之法據。(修正條文第

三條)

二、增訂證券商申請辦理信託資金集合管理運用帳戶應符合之資格條件及相

關應檢具文件；並刪除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證券商

以信託方式辦理全權委託投資業務，應先經主管機關核准以委任方式經

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條至第五條)

三、修正證券商得就其已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信託業務特定項目，申請其

分支機構辦理信託財產之收受。(修正條文第七條)

四、修正證券商兼營信託業務，僅以信託方式辦理全權委託投資業務者，得

將其信託業務專責部門併入以委任方式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所設之專

責部門；僅以信託方式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或客戶委託保管及運用其款項

業務者，得將其信託業務專責部門併入財富管理業務所設之專責部門。

(修正條文第八條)

五、增訂證券商設置信託資金集合管理運用帳戶，信託財產應委由全權委託

保管機構保管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九條)

六、增訂證券商與客戶簽訂信託契約之應記載事項，應依信託資金集合管理

運用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七、訂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或證券商之總機構或分支機

構申請終止兼營全部或一部信託業務相關應遵循事項。(修正條文第十三

條)

函令部分

本期無新增函令



53 of 57

保險類

法規部分

I01※15/03/10 修正「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安定基金計提標準」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

金管保財字第 10402502181 號

「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安定基金計提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係依據保險

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一規定之授權，於一百零三年四月二日訂定發布。本次

為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現階段推動之金融進口替代政策，鼓

勵保險業與國內金融機構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扶植國內金融產業發

展，以及為利保險業辦理保險安定基金提撥率等級核算之相關填報作業，涉

及應請會計師核閱部分，有明確法令依據，爰修正本標準。本次共計修正三

條，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利保險業辦理保險安定基金提撥率等級核算之相關填報作業，涉及其

總保險費收入應請會計師核閱部分，有明確法令依據，爰增列作為人身

保險及財產保險安定基金提撥基礎之總保險費收入，應以經會計師核閱

之金額為準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條及第三條)

二、於據以核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提撥率之「經營管理績效指標評等」項

下，增列「金融進口替代指標」，以人身保險業其前一年度與本國金融

機構及外國金融機構在臺分支機構，從事避險目的之匯率類衍生性金融

商品交易之成交契約總(名目)價值合計數，占其與所有本國及外國金融機

構從事上開交易之成交契約總(名目)價值合計數之比率，以及該比率較之

再前一年度之成長率，作為評等標準，並明定該指標之權重及其評等之

方式;財產保險安定基金部分亦同。(修正條文第二條及第三條，以及相關

附件)

三、配合上開人身保險業及財產保險業之「經營管理績效指標評等」項下，

增列「金融進口替代指標」，爰修正有關財產保險業及人身保險險業之

「經營管理績效指標評等」項下各指標資料來源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

條)

I02※15/02/17 修正「保險業設立遷移或裁撤分支機構管理辦法」

金管保壽字第 10402540731 號

「保險業設立遷移或裁撤分支機構管理辦法」係依保險法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二

項授權，並於九十七年一月九日訂定發布迄今。為鼓勵保險業赴亞洲地區及其

他國外地區申設子公司或分公司，爰放寬修正保險業得申請之適法性條件，及

配合其他法規名稱修正事宜修正相關文字。

本次計修正三條，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保險業務往來許可辦法」於九十九年三月十六

日修改法規名稱為「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保險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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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二、放寬得申請在國外設立子公司或分公司之條件為，保險業最近一年內未有

遭主管機關重大裁罰或罰鍰累積達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者，並增列上揭重

大裁罰之定義。（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三、配合「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於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訂定發布，及

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廢止「財產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與「人身保

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等規定，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I03※15/02/10 依據「保險法」第 145 條之 1 第 2 項，訂定保險業廉價購買利益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相關規定，自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生效

金管保財字第 10302153881 號

如題。

I04※15/02/04 修正「保險法」第 8-1、29、64、122、130、136、143-4、144、149、163、

167～167-4、168、171、171-1、178 條條文；並增訂第 138-4、143-5、143-6

條條文；除第 143-4～143-6、149、168 條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外，其餘自公布日施行。

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14291 號

如題。

I05※15/02/03 廢止「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對財產保險業動用範圍及限額規定補充解釋」

金管保財字第 10402500170 號

如題。

I06※15/02/03 修正「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對財產保險業動用範圍及限額規定」

金管保財字第 10402500170 號

一、本規定依據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三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二、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之墊付適用於財產保險業在國

內合法銷售之保險契約，但不包括再保險契約。

三、本基金依本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代每一保險業墊付

要保人、被保險人及受益人依有效保險契約所得為請求之範圍、單項金額

及總額限制，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保險契約請求保險賠款或保險金者，墊付之範圍、單項金額及

總額限制如下：

1. 申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者，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

標準墊付。

2. 申請住宅地震保險賠款者，依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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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辦法規定墊付。

3. 申請與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有關之醫療給付者，應依本基

金對人身保險業動用範圍及限額規定辦理。

4. 同一被保險人所有前三目以外之其他各種保險契約，為得

請求金額之百分之九十，但最高合計以新臺幣三百萬元為

限。

（二） 依保險契約請求退還保險費者，按得請求金額百分之四十墊付。

第三人依本法第九十四條第二項直接向保險人請求給付賠償金額

者，應與被保險人合併計算前項所定墊付之單項金額及總額限

制。本基金之動用如有不足支應墊付之虞或有特殊情況需要，得

於經董事會決議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調整本規定之墊付比

例、單項金額及總額限制。

四、本基金依本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之情事動用時，應於三個

月內完成墊付申請之受理作業。但有正當理由報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得延

長至六個月。

本基金完成墊付申請之受理作業後，須經審核調查確實符合各項墊付之要

件，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依本基金擬訂並報經主管機關定之墊付

範圍及限額撥款墊付之。

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之案件，如係於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三

項派員接管、勒令停業、派員清理或命令解散之程序完結前提出墊付申請

者，本基金仍應依前項規定之程序辦理。

五、本基金辦理本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墊支之總額，以保

險業合併或承受其契約所遭受之損失為限。

前項所稱保險業合併或承受其契約所遭受之損失，應以財產保險業合併或

承受其契約時，以該經營不善同業所讓與資產、負債、有效保單契約及其

他影響合併或承受該保險業價值為範圍，就調整後淨值、保單有效契約價

值及資本成本等單項金額所核算之價值作為評估基礎。

本基金應委聘外部專業機構或人士進行核算及評估墊支金額之總額限制，

經本基金認可後，報經主管機關核准。

六、本基金依據本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三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低利貸款及第

九款之動用，依主管機關發布之「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組織及管理辦

法」第六條規定，個案擬訂動支計畫，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

七、本規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I07※15/01/21 修正「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金管保產字第 103021459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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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4 條 保險業應依相關法令規定，揭露年度內公司治理之相關資訊，其項

目應包括：

一、 公司治理之架構及規則。

二、 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三、 董事會之結構及獨立性。

四、 董事會運作情形：開會次數、每位董事出席率、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

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與執行情形評估，以及其他應記載事項等資訊。

五、 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職責。

六、 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之組成、職責及獨立性。

七、 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或監察人參與董事會運作情形：開會次數、每位

獨立董事或監察人出（列）席率，以及其他應記載事項等資訊。

八、 薪酬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或其他各類功能性委員會之組成、職責

及運作情形。

九、 最近年度支付董事、監察人及總經理之酬金、酬金總額占稅後純益比

例之分析、酬金給付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及與經營

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十、 依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二十條規定及所附格式，個別揭露董

事、監察人及總經理之酬金。

十一、 董事、監察人之進修情形。

十二、 風險管理資訊。

十三、 利害關係人之權利及關係。

十四、 申訴處理制度。

十五、 履行社會責任情形：公司對環保、社區參與、社會貢獻、社會服務、

社會公益、消費者權益、人權、安全衛生與其他社會責任活動所採行

之制度與措施及履行情形。

十六、 對政黨、利害關係人及公益團體所為之捐贈情形。

十七、 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本守則規範之差異情形及原因。

十八、 內部稽核之相關資訊。

十九、 其他公司治理之相關資訊。

保險業宜視公司治理之實際執行情形，以適當方式揭露其改進公司治理之具體

計畫及措施。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十一款及第十三款規定，於外國保險業在台分公司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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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函令部分

I08※15/03/06 依據保險法第 146 條之 2 之規定，核釋訂定有關保險業辦理不動產投資即時

利用並有收益之認定標準及處理原則，並自即日生效之

金管保財字第 10402502361 號

I09※15/03/06 依據「保險法」第 145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訂定保險業投資性不動產後續衡

量選擇採公允價值模式者特別盈餘公積提列規範，自即日生效

金管保財字第 10402501001 號

如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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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advi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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