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日期 2018.12.28 

【即時公司法解釋】 

公司法 210 條之 1、218 條 

●監察人查核之簿冊文件，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者，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 

一、查 107 年 8 月 1 日總統令公布修正之公司法新增第 210 條之 1，明定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

人召集股東會者，得請求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提供股東名簿。準此，監察人依第 220 條及

第 245 條第 2 項規定召集股東會者，得依本條規定向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請求提供股東名

簿。 

二、又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

製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公司法第 218 條第 1 項規定參照)。監

察人得查核之簿冊文件，並不因備置於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而有不同，倘備置於股務代

理機構者，參考公司法第 210 條第 2 項規定，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 

三、爰此，本部 99 年 10月 8日經商字第 09902140320 號函、99 年 10 月 8 日經商字第 09900678120

號函、100 年 5 月 30 日經商字第 10002068170 號函、102 年 5 月 23 日經商字第 10202057450

號函及 102 年 7 月 22 日經商字第 10200624630 號函，應予補充。（107.12.17 經商字第

10702413980 號 

公司法 192 條之 1 

●董事候選人名單形式認定 

一、按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應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

理董事候選人提名之期間等，受理期間不得少於 10 日，提名股東應於公告受理期間內提

出董事候選人名單(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項、第 5 項第 1 款參照)。倘董事候

選人名單係由董事會提出者，不受公告受理期間內提出之限制。又受理期間屆滿後，如無

股東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而董事會前已決議通過其提名人選者，於受理期間屆滿後，毋

庸再召開董事會(因新法已刪除審查董事被提名人之作業過程應作成紀錄之規定)，本部 96

年 3 月 22 日經商字第 09602029250 號函釋停止適用。 

二、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

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第 5 項規定：「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

會者，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應將其列入董事候選人名單:一、提名股東於公告受理期

間外提出。二、提名股東於公司依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

未達百分之一。三、提名人數超過董事應選名額。四、提名股東未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

歷及經歷。」倘召集股東會之主體為董事會時，針對提名股東提出之董事候選人名單，應

召開董事會就有無第 192 條之 1 第 5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之情事為形式認定。（107.12.21 經

商字第 10702429010 號） 



【金管會證期局】 

 訂定有關「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之公告格式，自 108 年 1 月 1 日生效。 

 發布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3 款規定之解釋令 

 擴大強制設置獨立董事之適用範圍。 

 擴大強制設置審計委員會之適用範圍。 

 更正勘誤「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36 條條文 

 修正有關股票公開發行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3 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及股票已在證券交  

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2 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買回股份轉

讓予員工者，其發給或轉讓對象規定之令。 

【臺灣證券交易所】 

 檢送「修正『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並自即日起實施」公告乙份，請查照。 

 檢送「修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自我評鑑或同儕評鑑』參考範例及其附表，並自即日

起實施」 公告乙份，請查照。 

 檢送「修正本公司『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對有價證券上市

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3 條、『對有價證券

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 4 條及『外國發行人第一上市後管理作業辦法』

第 6 條條文，並自即日起實施」公告乙份，請查照。 

 【櫃檯買賣中心】 

 修正「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並自即日起實施，請查照。 

 修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自我評鑑或同儕評鑑」參考範例部分條文，自即日起實施。 

 【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公告修正本公司「參加人辦理有價證券轉讓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及「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業

務處理手冊」並自 107 年 12 月 25 日起實施，詳如說明，請 查照。 

【市場要聞】 

 公司收回股票，是否需繳納證券交易稅  

 107 年起機關或團體獲配股利或盈餘應計入所得額徵免所得稅 

 領有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如未包含於扣繳憑單，仍應依法辦理結算申報 

 107 年度扣（免）繳憑單、股利憑單申報期限為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 月 31 日止 

 本(107)年 1 月 1 日起實施股利所得課稅新制  

 所得憑單網路申報 省時便捷又環保 



 公告 108 年發生之繼承或贈與案件適用遺產稅、贈與稅之免稅額、課稅級距金額、不計入遺產總額

及各項扣除額之金額  

 公司虧損年度之投資收益應先抵減虧損後，以餘額盈虧互抵 

 自明(108)年 1 月 1 日起，居住者個人之分離課稅所得，納入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作業範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04 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字號：金管證發字第 1070343930 號 

主旨：訂定有關「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之公告格式，自 108 年 1 月 1 日生

效。 

一、訂定有關「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之公告格式如附件。 

二、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各公開發行公司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規定須辦理公告申報者，應依前開格式辦理。 

三、本令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本會一百零一年四月二十四日金管證發字第一０一００一六

七四三號令，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廢止。 

正本：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欄、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公告欄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律事務處、資訊服務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

查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均含附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2 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字號：金管證審字第 1070345488 號 

主旨：發布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3 款規定之解釋令 

說明：按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公告並申報之營運情

形，指下列事項： 

一、合併營業收入額。 

二、為他人背書及保證之金額。 

三、其他主管機關所定之事項。」，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公告申報上月



份資金貸與餘額，及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公告申報截至上月底止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屬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五條第三款其他主管機關所定之事項。  

正本：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公告欄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律事務處、資訊服務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

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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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源

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9 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字號：金管證發字第 1070345233 號 

主旨：擴大強制設置獨立董事之適用範圍。 

說明：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規定，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金融控股公司、銀行、票券金  融   

公司、保險公司、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綜合證券商、上市（櫃）期貨商及非屬金融業之上市

（櫃）公司，應於章程規定設置獨立董事；非屬金融業之興櫃公司，應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年一月一日起於章程規定設置獨立董事。前開應設置獨立董事者，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

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二、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一百八十一條之二規定，前點應自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起設置獨立董事之興

櫃公司，其董事、監察人任期於一百零九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金管證發字第一○二○○五三一一二號令，

自即日廢止。 

正本：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公告欄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律事務處、資訊服務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

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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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博仲法律事務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9 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字號：金管證發字第 10703452331 號 

主旨：擴大強制設置審計委員會之適用範圍。 

說明：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金融控股公司、銀行、票券金

融公司、保險公司、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綜合證券商、上市（櫃）期貨商及實收資本額



達新臺幣二十億元以上非屬金融業之上市（櫃）公司，應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

實收資本額未滿新臺幣二十億元非屬金融業之上市（櫃）公司，應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年一月一日起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但前開金融業如為金融控股公司持有發行全

部股份者，得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 

二、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一百八十一條之二規定，現任董事、監察人任期未屆滿之公司，前點

適用時程規定如下： 

（一）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二十億元以上未滿新臺幣一百億元非屬金融業之上市（櫃）公司，

應於一百零八年底前設置完成。 

（二）實收資本額未滿新臺幣二十億元非屬金融業之上市（櫃）公司，應自一百零九年一月

一日起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其董事、監察人任期於一百零九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

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金管證發字第一○二○○五三一一二 

一號令，自即日廢止。 

正本：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欄、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公告欄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律事務處、資訊服務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銀行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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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植

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博仲法律事務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1 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字號：金管證發字第 1070346971 號 

主旨：檢送「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36 條條文勘誤表 1 份，請查照更正。 

附件: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pdf)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36 條條文勘誤表(pdf)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修正條文(勘誤後)(pdf) 

說明：「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業經本會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6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70341072 號令修正發布在案。  

正本：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請刊登公報）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律事務處、資訊服務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

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植

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博仲法律事務所（均含附件）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1812211606280.pdf&filedisplay=%E5%85%AC%E9%96%8B%E7%99%BC%E8%A1%8C%E5%85%AC%E5%8F%B8%E5%8F%96%E5%BE%97%E6%88%96%E8%99%95%E5%88%86%E8%B3%87%E7%94%A2%E8%99%95%E7%90%86%E6%BA%96%E5%89%87%E4%BF%AE%E6%AD%A3%E7%B8%BD%E8%AA%AA%E6%98%8E%E5%8F%8A%E6%A2%9D%E6%96%87%E5%B0%8D%E7%85%A7%E8%A1%A8.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1812211606281.pdf&filedisplay=%E5%85%AC%E9%96%8B%E7%99%BC%E8%A1%8C%E5%85%AC%E5%8F%B8%E5%8F%96%E5%BE%97%E6%88%96%E8%99%95%E5%88%86%E8%B3%87%E7%94%A2%E8%99%95%E7%90%86%E6%BA%96%E5%89%87%E7%AC%AC36%E6%A2%9D%E6%A2%9D%E6%96%87%E5%8B%98%E8%AA%A4%E8%A1%A8.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1812211606282.pdf&filedisplay=%E5%85%AC%E9%96%8B%E7%99%BC%E8%A1%8C%E5%85%AC%E5%8F%B8%E5%8F%96%E5%BE%97%E6%88%96%E8%99%95%E5%88%86%E8%B3%87%E7%94%A2%E8%99%95%E7%90%86%E6%BA%96%E5%89%87%E4%BF%AE%E6%AD%A3%E6%A2%9D%E6%96%87%28%E5%8B%98%E8%AA%A4%E5%BE%8C%29.pdf&flag=doc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7 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字號：金管證發字第 1070121068 號 

主旨：修正有關股票公開發行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3 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及股票已在證券  

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2 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買回

股份轉讓予員工者，其發給或轉讓對象規定之令。 

說明：一、股票公開發行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三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及股票已在證券 交 

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者，其發給或轉讓對象，以本公司及其國內外控制或從屬公司之員工

為限；所稱控制或從屬公司，係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二、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三、第

三百六十九條之九第二項及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一之標準認定之。 

      二、 公司應於發行及認股辦法明定認股權人資格條件或於轉讓辦法中明定受讓員工之範圍及

資格（含員工身分認定之標準）。 

     三、發給或轉讓對象屬第一點所稱控制或從屬公司之員工者，應洽簽證會計師就是否符合資

格條件規定表示意見後，提報董事會。但屬符合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二第一項規定

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者，不在此限。 

      四、 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應經董事會之同

意，如遇董事會休會時，可依據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第四項規定，由常務董事會決議辦

理，再提報下一次董事會追認。 

     五、 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十五日金管證發字第一○七○三二一六

三○號令，自即日廢止。 

 正本：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公告欄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中央銀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律事務處、資訊服務處) 、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檢查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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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臺灣集

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2 日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字號：臺證治理字第 10700240891 號 



附件： 公告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主旨：檢送「修正『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並自即日起實施」公告乙份，請查照。 

正本：各證券商 

副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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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博仲法

律事務所、本公司電腦規劃部(均含附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0 日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字號：臺證治理字第 10722011501 號 

附件： 公告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自我評鑑或同儕評鑑」參考範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自我評鑑或同儕評鑑」參考範例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附表一 

           附表二 

           附表三 

主旨：檢送「修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自我評鑑或同儕評鑑』參考範例及其附表，

並自即日起實施」 公告乙份，請查照。 

正本：各上市公司、各(未上市櫃)公開發行公司 

副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中華民國證

券商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中華民國會計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植根國際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博仲法律事務所、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台灣董事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

會、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財團法人台

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本公司上市一

部、上市二部(均含附件)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12-10700240891-0.pdf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12-10700240891-1.docx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12-10700240891-2.docx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0-10722011501-0.pdf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0-10722011501-1.docx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0-10722011501-2.docx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0-10722011501-3.doc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0-10722011501-4.doc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0-10722011501-5.doc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7 日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字號：臺證治理字第 10700253951 號 

附件： 公告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修正條 文

對照表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修正總說明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

構資 訊申 報作業辦法」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四條

修正條文對照表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外國發行人第一上市後管理作業辦法」第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主旨：檢送「修正本公司『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對有價證券上

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3 條、『對有價

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 4 條及『外國發行人第一上市後管理

作業辦法』第 6 條條文，並自即日起實施」公告乙份，請查照。 

正本：各上市公司、各(未上市櫃)公開發行公司 

副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中華民國證券

商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植根國際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博仲法律事務所、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中華民國

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台灣董事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社團法

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

究基金會、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本公司上市一部、上市二部(均

含附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1 日 

發文字號：證櫃監字第 10700540421 號 

附件：107005404211-1.pdf 

107005404211-2.pdf 

主旨：修正「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並自即日起實施，請查照。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7-10700253951-0.pdf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7-10700253951-1.docx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7-10700253951-1.docx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7-10700253951-2.docx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7-10700253951-3.docx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7-10700253951-3.docx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7-10700253951-4.docx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7-10700253951-4.docx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7-10700253951-5.docx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712/107005404211-1.pdf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712/107005404211-2.pdf


依據：案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 年 12 月 6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70338553 號函准予備查。

公告事項：因應 107 年 4 月 24 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正式啟動新版公司治理藍圖，參考     

公司治理評鑑指標，並配合近期證券交易法、公司法之修正等規範，爰修正旨揭守則（修

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請詳附件一及附件二），提供上市上櫃公司建立良好公司治理之

參考。旨揭守則除涵括法令規定外，亦包括最佳實務作法，建議各上櫃公司依其特性、

規模及自身需求，參考本次修正內容，修正公司之公司治理守則或相關內部規範，建立

良好公司治理制度，促進證券市場健全發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2 日 

發文字號：證櫃監字第 10700542921 號 

附件：  

     107005429211-1.doc 

107005429211-2.doc 

107005429211-3.doc 

107005429211-4.docx 

107005429211-5.docx 

主旨：修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自我評鑑或同儕評鑑」參考範例部分條文，自即日起實

施。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 年 12 月 18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70339665 號函。 

公告事項：為協助公司提升董事會績效評估之有效性及其結果運用，本次參考實務作業及    

各國法規規範，修正旨揭參考範例部分條文及其附表，鼓勵公司建立更完善之

董事會績效評估制度，以提升董事會運作之效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8 日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字號：保結業字第 1070024494 號 

附件: 附件 1 

附件 2 

附件 3 

主旨：公告修正本公司「參加人辦理有價證券轉讓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及「證券集中保管

帳簿劃撥業務處理手冊」並自 107 年 12 月 25 日起實施，詳如說明，請 查照。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712/107005429211-1.doc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712/107005429211-2.doc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712/107005429211-3.doc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712/107005429211-4.docx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712/107005429211-5.docx
https://smart.tdcc.com.tw/boWeb/01/attach/10700001341.pdf
https://smart.tdcc.com.tw/boWeb/01/attach/10700001342.pdf
https://smart.tdcc.com.tw/boWeb/01/attach/10700001343.pdf


說明：一、為簡化有價證券轉讓帳簿劃撥之代轉文件作業程序，提昇參加人及發行人股務機構

作業效益，爰修訂旨揭配合事項及帳簿劃撥業務處理手冊之相關內容，修正重點說

明如下： 

(一)為簡化參加人文件簽蓋原留印鑑之作業程序，爰修訂配合事項第 6 條、第 9 條、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2 條、第 13 條之規定，將參加人於文件簽蓋原留印鑑之程序，

調整為於作業申請書簽蓋原留印鑑，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加蓋參加人或其分公司名稱

及「與正本相符」字樣之印戳。 

(二)配合前述配合事項修正，爰修訂本公司帳簿劃撥業務處理手冊第七章相關之內容。 

 二、另為簡化發行人股務機構簽收單實務作業程序，發行人股務機構收受代轉文件後，

相關簽收單傳真予本公司，正本留存半年備查，毋須再寄回本公司。 

 三、前揭配合事項（附件 1）及其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2），帳簿劃撥業務處理手冊

（附 件 3）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及下載，網址：//www.tdcc.com.tw（公告事項/函文

公告/函文類別/法令規章修訂），並請轉知各分公司周知。 

  四、如有未盡事宜，請洽本公司業務部（02）2719-5805 分機 411、422、359。 

正本：各證券商總公司、保管機構、各自、代辦股務機構、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 

副本：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各單位 

 

 

公司收回股票，是否需繳納證券交易稅【2018-12-05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近來接獲股票發行公司來電詢問，公司減資收回股票並辦理註銷，是否需繳納證券交易稅?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股票發行公司因辦理減資，以現金收回股票(包括原始現金認股，盈餘轉增

資及資本公積轉增資配發之股票)，或以所持有其他公司股票抵充現金收回股票，該項股票收回後即

辦理註銷而不再轉讓者，非屬證券交易稅條例所稱有價證券的買賣行為，不課徵證券交易稅。該局

進一歩說明，如果公司是依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2 規定買回公司已發行之股票，再將買回之股票按約

定價格轉讓與員工，則該項轉讓屬買賣有價證券行為，應課徵證券交易稅。該局呼籲，納稅義務人或

代徵人如對有價證券移轉行為是否需課徵證券交易稅有疑義，歡迎隨時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國稅局將竭誠為您服務，以維護您的權益。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三科李股長 06-2298046 

 

 107 年起機關或團體獲配股利或盈餘應計入所得額徵免所得稅【2018-12-04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部分條文，刪除第 42 條第 2 項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以下簡稱機關或團體)因投資於國內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或盈餘不計入所

得課稅之規定，爰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機關或團體所獲配的股利或盈餘，應計入其所得額，並依

所得稅法及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以下簡稱免稅標準)規定徵、免所得

稅。該局進一步說明，機關或團體符合免稅標準第 2 條規定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

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依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3 款規定免納所得稅；為了避免



影響機關或團體從事公益活動的財務能力，免稅標準第 3 條第 1 項又規定，機關或團體銷售貨物或

勞務之所得，如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不足支應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以下簡稱不足

支應數)時，得將該不足支應數自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扣除後，再依法課徵所得稅。機關或團

體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本應涵蓋股利或盈餘收入，較能允當衡量其財務能力，但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前所得稅法第 42 條規定，機關或團體投資於國內營利事業所取得之股利或盈餘免

計入所得額課稅，致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不含免稅股利收入，使得少數機關或團體銷售貨物

或勞務以外之收入實際上本足以支應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惟於扣除股利收入後，產生不足支

應之情形，而得以該虛增不足支應數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扣除，即產生銷售貨物或勞務實際有

所得且無支應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必要，卻無須課稅之不合理情形，故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後

所得稅法刪除第 42 條第 2 項機關或團體獲配股利或盈餘不計入所得課稅之規定，以維護租稅公平。

該局舉例，符合免稅標準規定之甲財團法人，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為 500 萬元(其中包括

投資國內營利事業所獲配股利收入 300 萬元)，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 320 萬元，並有銷售貨物

或勞務之所得 60 萬元。該法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500 萬元)足以支應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

支出(320 萬元)；惟修法前股利收入 300 萬元可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減除，反虛增不足支

應數 120 萬元【(500 萬元–300 萬元)–320 萬元】，致課稅所得額為零(60 萬元填補不足支應數 120

萬元後已無餘額可課稅)。修法後股利收入不得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減除，尚無不足支應

數，該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 60 萬元即全數為課稅所得額。該局特別提醒，機關或團體因投資國

內營利事業所獲配股利或盈餘已非屬當然之免稅收入，請確實依上開法令規定辦理，避免申報錯

誤，影響自身權益。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邱股長 06-2223111 轉 8034 

 

領有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如未包含於扣繳憑單，仍應依法辦理結算申報【2018-12-06 財政部高雄國

稅局】 

高雄國稅局表示，近來許多公司派駐員工於大陸辦事處或關係企業任職，員工申報所得稅僅依取得

臺灣總公司開立的扣繳憑單金額辦理結算申報，而另由大陸公司給付之薪資所得，因為沒有扣繳資

料，以致疏忽未併入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申報繳納個人綜合所得稅。該局說明，納稅義務人被派赴

大陸地區辦事處者，其由總公司或機構直接給付或撥付大陸地區辦事處給付之報酬，應由臺灣總公

司依所得稅法第 88 條規定扣繳所得稅款並開立所得人薪資所得扣繳憑單。而另由大陸公司給付的

薪資所得，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4 條規定，亦應併同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綜

合所得稅。因此，如領有大陸地區給付之所得，未包含於扣繳憑單所列所得部分，納稅義務人應自

行併計臺灣地區所得計算應納稅額。該局特別提醒，稽徵機關依據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作業要點

規定，所提供納稅義務人查詢之各類所得資料範圍並未包含大陸地區來源所得，納稅義務人如有大陸地

區或其他非查詢範圍來源之所得資料，仍應依法辦理申報，以免未依規定申報致短、漏報所得遭補稅處

罰。民眾如有任何疑義，可撥打該局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該局將竭誠為您解說。提供單位：

審查二科 聯絡人：陳燕凌科長 聯絡電話：(07)7115305 撰稿人:張秀珍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

7256  

 

107 年度扣（免）繳憑單、股利憑單申報期限為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 月 31 日止【2018-12-07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107 年度各類所得扣（免）繳憑單、股利憑單、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

及信託所得之申報期限，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1 月 31 日止。該局說明，依所得稅法第 88 條規

定，納稅義務人有薪資、利息、租金及佣金等各類所得者，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應依規定之扣

繳率扣取稅款，並依同法第 92 條規定於每月 10 日前將上一月內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另應於每



年 1 月底前將上一年內扣繳稅額，開具扣繳憑單，彙報該管稽徵機關；同法第 102 條之 1 規定，

營利事業應於每年 1 月底前，將上一年內分配予股東、社員或出資者之 87 年度或以後年度之股

利或盈餘，依規定格式填具股利憑單及全年股利分配彙總資料，彙報該管稽徵機關；又信託行為

受託人應依同法第 92 條之 1 規定，於每年 1 月底前，填具上一年度信託財產目錄、收支計算表、

計算受益人所得額及扣繳稅額資料等相關文件，向稽徵機關辦理申報。 該局指出，扣繳義務人、

營利事業、信託受託人使用網路申報各類所得憑單、股利憑單、信託資料者，請先至財政部電子

申報繳稅服務網站（https://tax.nat.gov.tw）下載「各類所得憑單(含信託)資料申報系統軟體」（IMX

系統軟體），透過「工商憑證 IC 卡」（請至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網站 https://moeaca.nat.gov.tw

申辦），或至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申請之「報稅密碼」（以營利事業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及負責

人身分證統一編號申請），完成各類所得資料網路申報作業。該局進一步指出，除(一)營利事業有

解散、廢止、合併、轉讓，或機關、團體裁撤、變更時之申報案件。(二)逾期申報案件。(三)所

得人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姓名無法查填之所得資料(但信託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之所得資料依

規定註記者，不在此限）案件外，各類所得資料皆可採用網路申報。 

 

本(107)年 1 月 1 日起實施股利所得課稅新制【2018-12-20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依據 107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規定，107 年起居住者個人股

東採行股利所得課稅新制，納稅義務人可選擇合併計稅，按股利的 8.5%計算可抵減稅額，並以

每一申報戶 8 萬元為限，全年股利所得約 94 萬元以下者可全額享有抵減稅額；或分開計稅，

按 28%計算應納稅額，與其他各類所得合併報繳。選擇股利按 28%分開計算應納稅額的民眾，

股利所得不能計入綜合所得總額內計算列舉捐贈扣除額的上限。該局舉例說明，某甲有股利所

得 1,000 萬元、薪資所得 50 萬元，對公益團體捐贈 180 萬元，其餘列舉扣除額項目合計 15 萬

元，則某甲選擇股利所得合併計稅較有利，說明如下： 

1.採股利所得合併計稅，應納稅額為 239.52 萬元【{(1,050 萬-免稅額 8.8 萬-列舉扣除額(捐贈 180

萬+其他 15 萬)-薪扣 20 萬}*稅率 40%-累進差額 82.96 萬-可抵減稅額 8 萬】； 

2.採股利所得按 28%稅率分開計稅，應納稅額為 280 萬元【1,000 萬*28%+{(50 萬-免稅額 8.8 萬-

列舉扣除額(捐贈 10 萬+其他 15 萬)-薪扣 20 萬) *稅率 5%}】。 

另某甲之股利所得如為 700 萬元、薪資所得 350 萬元，則採股利所得按 28%稅率分開計稅，應

納稅額為 229.78 萬元【700 萬*28%+{(350 萬-免稅額 8.8 萬-列舉扣除額(捐贈 70 萬+其他 15 萬)-

薪扣 20 萬) *稅率 20%-累進差額 13.46 萬}】較為有利。該局特別提醒，民眾對教育、文化、公

益、慈善等機關團體的捐贈總額，所得稅法規定上限為綜合所得總額的 20%，但選擇股利按 28%

分開計算的民眾，因股利所得不能計入綜合所得總額內計算上限，納稅義務人可綜合考量，選

擇自身適用的納稅方案。納稅義務人如有相關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或

至該局網站(https://www.ntbna.gov.tw)查詢相關法令。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二科  邱股長 聯絡電

話：03-3396789 轉 1436  

 

所得憑單網路申報 省時便捷又環保【2018-12-21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依據所得稅法第 92 條第 1 項規定，扣繳義務人應於每月 10 日前將

上一月內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並於每年一月底前將上一年內扣繳各納稅義務人之稅款數

額，開具扣繳憑單，彙報該管稽徵機關查核。 

該局說明，除下列案件外，各類所得資料皆可採用網路申報： 

https://tax.nat.gov.tw/
https://moeaca.nat.gov.tw/
https://moeaca.nat.gov.tw/
https://www.ntbna.gov.tw/


1.所得稅法第 92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營利事業有解散、廢止、合併、轉讓，或機關、團體裁撤、

變更時之申報案件。 

2.所得稅法第 102 條之 1 第 1 項但書有關年度中營利事業有解散或合併之申報案件。 

3.所得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姓名無法查填（空白）之所得資料。 

4.非屬當年度給付之扣(免)繳資料及股利資料。 

該局進一步指出，為提升網路申報便利性，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扣繳義務人給付「非中華

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之應扣繳所得，除

逾期申報及提前離境案件外，已於代扣稅款之日起 10 日內繳清扣繳稅款者，亦可使用網路申

報各類所得扣繳憑單。使用網路申報者請先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

（https://tax.nat.gov.tw/)下載「各類所得憑單（含信託）資料申報系統（IMX 系統）軟體」，

透過經濟部核發之工商憑證 IC 卡(工商憑證管理中心網站 https://moeaca.nat.gov.tw)或自行設定

之密碼(需輸入營利事業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及負責人或扣繳義務人身分證統一編號或信託

行為受託人統一編號)，完成各類所得扣繳憑單網路申報作業。該局特別提醒，申報期限內發

現申報資料錯誤，可透過網路重新上傳，第 2 次以後申報上傳資料將覆蓋前次申報資料，請

確認上傳資料包含前次申報成功之完整資料，並審核無誤後再重新上傳，以免申報資料錯誤。

如有任何申報問題，請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軟體操作問題，請撥打 0800-086188

洽詢。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二科 賴股長聯絡電話：03-3396789 轉 1406 

   

 公告 108 年發生之繼承或贈與案件適用遺產稅、贈與稅之免稅額、課稅級距金額、不計入

遺產總額及各項扣除額之金額【2018-12-21 財政部賦稅署】 

財政部公告 108 年發生之繼承或贈與案件適用遺產及贈與稅（下稱遺贈稅）法規定之免稅額、

課稅級距金額、不計入遺產總額及各項扣除額之金額如下： 

一、遺產稅 

（一）免稅額：新臺幣（下同）1,200 萬元。 

（二）課稅級距金額： 

１、遺產淨額 5,000 萬元以下者，課徵 10％。 

２、超過 5,000 萬元至 1 億元者，課徵 500 萬元，加超過 5,000 萬元部分之 15％。 

３、超過 1 億元者，課徵 1,250 萬元，加超過 1 億元部分之 20％。 

（三）不計入遺產總額之金額： 

１、被繼承人日常生活必需之器具及用具：89 萬元以下部分。 

２、被繼承人職業上之工具：50 萬元以下部分。 

（四）扣除額： 

１、配偶扣除額：493 萬元。 

２、直系血親卑親屬扣除額：每人 50 萬元。其有未滿 20 歲者，並得按其年齡距屆滿 20 歲

之年數，每年加扣 50 萬元。 

３、父母扣除額：每人 123 萬元。 

４、重度以上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每人 618 萬元。 

５、受被繼承人扶養之兄弟姊妹、祖父母扣除額：每人 50 萬元。兄弟姊妹中有未滿 20 歲

https://tax.nat.gov.tw/
https://moeaca.nat.gov.tw/


者，並得按其年齡距屆滿 20 歲之年數，每年加扣 50 萬元。 

６、喪葬費扣除額：123 萬元。 

二、贈與稅 

（一）免稅額：每年 220 萬元。 

（二）課稅級距金額： 

１、贈與淨額 2,500 萬元以下者，課徵 10％。 

２、超過 2,500 萬元至 5,000 萬元者，課徵 250 萬元，加超過 2,500 萬元部分之 15％。 

３、超過 5,000 萬元者，課徵 625 萬元，加超過 5,000 萬元部分之 20％。 

財政部表示，依遺贈稅法第 12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上開遺產稅、贈與稅之各項金額，每

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整的指數累計上漲達 10%以上時，自次年起按上漲程度調整

之；因 108 年度適用之平均消費者物價指數未達應行調整標準，均免予調整。上述公告金

額適用於 108 年發生之繼承或贈與案件，公告內容可至該部賦稅署網站

（http://www.dot.gov.tw），點選「公開資訊\賦稅法規\行政規則\遺贈稅法相關法規\108 年遺

產稅及贈與稅免稅額、不計入遺產總額及扣除額之金額」項下查閱。新聞稿聯絡人：羅科

長珮儒聯絡電話：(02)23228147  

公司虧損年度之投資收益應先抵減虧損後，以餘額盈虧互抵【2018-12-22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申報扣除前 10 年核定虧損時，各核定虧損年度

如有所得稅法第 42 條規定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應先抵減各該年度核定虧損後，再以虧

損之餘額盈虧互抵。該局說明，營利事業如符合公司組織、會計帳冊簿據完備、虧損及申報

扣除年度均使用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如期申報等 4 項條件，得將經稽徵機關核

定之前 10 年內各期虧損，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再行核課納稅。但虧損年度如有依所得稅法

第 42 條規定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各該期核定虧損應先減除投資收益，再以虧損之餘

額，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局舉例，甲公司 104 年度有所得稅法第 42 條規定不計入所得額

之投資收益為 100 萬元，該年度經該局核定虧損為 120 萬元；甲公司 106 年度純益額為 200

萬元，且符合所得稅法第 39 條盈虧互抵規定，自 106 年度純益額中扣除 104 年度核定虧損時，

應將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 100 萬元，自該年度核定虧損 120 萬元中抵減後，再以其虧損

餘額 20 萬元，自 106 年度純益額 200 萬元扣除。甲公司 106 年度申報扣除 104 年度核定虧損

時，未扣除 104 年度依所得稅法第 42 條規定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因此予以調整補稅，

並依所得稅法第 100 條之 2 規定，自結算申報期限截止之次日起，至繳納補徵稅款之日止，

依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該局呼籲，公司組織之營

利事業依所得稅法第 39 條規定申報扣除前 10 年核定虧損時，應注意虧損年度有無取得所得

稅法第 42 條規定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以免不符規定而遭補稅並加計利息。（聯絡人：

審查一科葉股長；電話 2311-3711 分機 1296）  

自明(108)年 1 月 1 日起，居住者個人之分離課稅所得，納入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作業範

圍【2018-12-25 財政部賦稅署】 

財政部近日發布解釋令，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個人(下稱居住者個人)之分離課稅所得，扣繳義務

人及信託行為之受託人依法定期限將扣繳憑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者，自明年 1 月 1 日起，得免

填發憑單予納稅義務人。財政部說明，鑑於該部近年積極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稅額試算服

務、網路申報及結算申報期間提供所得資料查詢服務等措施，納稅義務人對於取得相關所得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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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之需求已大幅降低，為節能減紙並簡化稅政，乃自 103 年起推動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作業，

扣繳義務人免將扣繳憑單填發予所得人。至於居住者個人分離課稅所得(例如統一發票或公益

彩券中獎獎金等)，因現行稽徵機關於結算申報期間提供之所得資料不包括居住者個人之此類

所得，故未納入憑單免填發作業範圍。財政部指出，考量目前配合居住者個人申請社會救助等

需求，國稅局全功能櫃檯服務作業已受理查詢並核發各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其

中包含分離課稅所得，故該部發布解釋令，將居住者個人之分離課稅所得資料，納入所得稅各

式憑單免填發作業範圍，自明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扣繳義務人於明年 1 月如期申報居住者個人

107 年度分離課稅所得扣繳憑單，無需將該等所得憑單填發予納稅義務人，納稅義務人如需該

等所得資料，可直接向稽徵機關全功能櫃檯申請查詢，如有取得扣繳憑單之需求，也可要求扣

繳義務人填發。新聞稿聯絡人：吳科長秀琳聯絡電話：23228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