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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215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6月1日印發

政府提案第 3215 號之 3

案由：審計部函，為修正「審計機關審核公私合營事業辦法」部分
條文，請查照案。

審計部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25 日
發文字號：台審部法字第 10582000062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本部修正發布之「審計機關審核公私合營事業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修正總說明及
修正條文對照表各 1 份（如附件一至三），敬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規定辦理。
二、「審計機關審核公私合營事業辦法」部分條文，業經本部於民國 105 年 2 月 22 日以台審部
法字第 1058200004 號令修正發布。
正本：立法院
副本：監察院、審計部法規委員會（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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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審計機關審核公私合營事業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四

條

主管機關對於各公私合營事業之公股代表處理下列重大事項所為核示之資料，應於
核示後十五日內送審計機關：
一、章程之訂定及修正。
二、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契
約。
三、讓與或受讓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四、財務上之重大變更。
五、非辦理保證業務之對外保證要則之訂定及修正。
六、金融機構轉投資行為以外之重大轉投資行為。
七、重大之人事議案（如總經理、副總經理之聘任、解任）。
八、解散或合併。
前項重大事項，經主管機關授權由投資機關核定者，其有關資料應由各該投資機
關送審計機關。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投資之民營事業，其股東會及董事會議程涉及第一項所定之
重大事項者，應由主管機關將會議紀錄送審計機關。

第

五

條

投資機關應將各公私合營事業年度財務報告，於各該事業股東會後一個月內，連同
股東會紀錄暨各投資機關對於各該事業之經營績效、財務狀況、營運情形及有無違背
原定投資目的等分析說明資料，一併函送主管機關核轉審計機關。公私合營事業屬公
開發行或上市（上櫃）公司者，除情形特殊，經主管機關另予規定者外，應依照證券
交易法第三十六條規定之公告期限，檢送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財務報告，如有募
集、發行有價證券者，應另檢送公開說明書。

第

七

條

審計機關審核公私合營事業，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投資機關或主管機關檢送之資料是否完整。
二、投資機關之投資有無違背預算或有關法令。
三、投資機關或主管機關有無就投資金額及其增減變動、資本組成、營業狀況等
，檢討是否符合原定投資目的，對於效能過低者有無檢討處理。
四、公股代表有無未盡職責情事；投資機關或主管機關有無未盡監督責任情事。
五、公私合營事業之經營有無潛在風險事項及其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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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審計機關對於各公私合營事業之經營，如發現有違背法令、不符原定投資目的、效
能過低，或公股代表未盡職責等情事，應通知其主管機關妥適處理，其情節重大者，
並應報告監察院。
審計機關審核公私合營事業，發現有影響投資效能之潛在風險事項，得依審計法
第六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提出預警性意見於投資機關或主管機關，妥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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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機關審核公私合營事業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總說明
現行審計機關審核公私合營事業辦法係於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修正發布。茲參考證券交
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十條第一項與配合審計法第六十九條第三項規定及審核業務需
要，爰修正「審計機關審核公私合營事業辦法」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行政院開發基金及中美經濟社會發展基金合併為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及公司法第五章股
份有限公司第三節「股東會」之節名，爰修正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參考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爰將年度財務報告之公告期
限，增列「除情形特殊，經主管機關另予規定者外」及刪除「四個月」等文字。另將「增資
」修正為「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修正條文第五條）
三、配合審計法第六十九條第三項規定，增訂審計機關審核公私合營事業應注意其經營有無潛在風
險事項及其處理情形，以及發現有影響投資效能之潛在風險事項，得提出預警性意見於投資
機關或主管機關，妥為因應。（修正條文第七條、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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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審計機關審核公私合營事業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主管機關對於各公私
合營事業之公股代表處理下

第四條 主管機關對於各公私
合營事業之公股代表處理左

列重大事項所為核示之資料
，應於核示後十五日內送審

列重大事項所為核示之資料
，應於核示後十五日內送審

」。
二、第二項未修正。

計機關：
一、章程之訂定及修正。

計機關：
一、章程之訂定及修正。

三、配合行政院開發基金及中
美經濟社會發展基金自九十

二、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
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

二、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
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

五年一月一日起，合併為行
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及公司

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
契約。

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
契約。

法第五章股份有限公司第三
節「股東會」之節名，爰將

三、讓與或受讓全部或主要
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三、讓與或受讓全部或主要
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第三項「行政院開發基金」
、「股東大會」分別修正為

四、財務上之重大變更。
五、非辦理保證業務之對外

四、財務上之重大變更。
五、非辦理保證業務之對外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
「股東會」。

保證要則之訂定及修正。
六、金融機構轉投資行為以

保證要則之訂定及修正。
六、金融機構轉投資行為以

外之重大轉投資行為。
七、重大之人事議案（如總

外之重大轉投資行為。
七、重大之人事議案（如總

經理、副總經理之聘任、
解任）。

經理、副總經理之聘任、
解任）。

八、解散或合併。
前項重大事項，經主管

八、解散或合併。
前項重大事項，經主管

機關授權由投資機關核定者
，其有關資料應由各該投資

機關授權由投資機關核定者
，其有關資料應由各該投資

機關送審計機關。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投

機關送審計機關。
行政院開發基金投資之

資之民營事業，其股東會及
董事會議程涉及第一項所定

民營事業，其股東大會及董
事會議程涉及第一項所定之

之重大事項者，應由主管機
關將會議紀錄送審計機關。

重大事項者，應由主管機關
將會議紀錄送審計機關。

第五條 投資機關應將各公私
合營事業年度財務報告，於

第五條 投資機關應將各公私
合營事業年度財務報告，於

參考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發行公司除

各該事業股東會後一個月內
，連同股東會紀錄暨各投資

各該事業股東會後一個月內
，連同股東會紀錄暨各投資

情形特殊，經主管機關另予規
定者外，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機關對於各該事業之經營績
效、財務狀況、營運情形及

機關對於各該事業之經營績
效、財務狀況、營運情形及

三個月內，公告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年度財務報告及同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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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違背原定投資目的等分
析說明資料，一併函送主管

有無違背原定投資目的等分
析說明資料，一併函送主管

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公司募集
、發行有價證券，於申請審核

機關核轉審計機關。公私合
營事業屬公開發行或上市（

機關核轉審計機關。公私合
營事業屬公開發行或上市（

時，應另行加具公開說明書。
爰增列「除情形特殊，經主管

上櫃）公司者，除情形特殊
，經主管機關另予規定者外

上櫃）公司者，並應依照證
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規定之

機關另予規定者外」及刪除「
四個月」等文字。另將「增資

，應依照證券交易法第三十
六條規定之公告期限，檢送

四個月公告期限，檢送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財務報

」修正為「募集、發行有價證
券」。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財
務報告，如有募集、發行有

告，如有增資者，應另檢送
公開說明書。

價證券者，應另檢送公開說
明書。
第七條 審計機關審核公私合
營事業，應注意下列事項：

第七條 審計機關審核公私合
營事業，應注意左列事項：

一、配合法制體例，將第一項
序言「左列」修正為「下列

一、投資機關或主管機關檢
送之資料是否完整。

一、投資機關或主管機關檢
送之資料是否完整。

」。
二、配合審計法第六十九條第

二、投資機關之投資有無違
背預算或有關法令。

二、投資機關之投資有無違
背預算或有關法令。

三項規定：「審計機關發現
有影響各機關施政或營（事

三、投資機關或主管機關有
無就投資金額及其增減變

三、投資機關或主管機關有
無就投資金額及其增減變

）業效能之潛在風險事項，
得提出預警性意見於各該機

動、資本組成、營業狀況
等，檢討是否符合原定投

動、資本組成、營業狀況
等，檢討是否符合原定投

關或有關機關，妥為因應。
」爰增列第五款規定，審計

資目的，對於效能過低者
有無檢討處理。

資目的，對於效能過低者
有無檢討處理。

機關審核公私合營事業應注
意其經營有無潛在風險事項

四、公股代表有無未盡職責
情事；投資機關或主管機

四、公股代表有無未盡職責
情事；投資機關或主管機

關有無未盡監督責任情事
。

關有無未盡監督責任情事
。

及其處理情形。

五、公私合營事業之經營有
無潛在風險事項及其處理
情形。
第八條

審計機關對於各公私

第八條

審計機關對於各公私

一、第一項未修正。

合營事業之經營，如發現有
違背法令、不符原定投資目

合營事業之經營，如發現有
違背法令、不符原定投資目

二、配合審計法第六十九條第
三項規定：「審計機關發現

的、效能過低，或公股代表
未盡職責等情事，應通知其

的、效能過低，或公股代表
未盡職責等情事，應通知其

有影響各機關施政或營（事
）業效能之潛在風險事項，

主管機關妥適處理，其情節
重大者，並應報告監察院。

主管機關妥適處理，其情節
重大者，並應報告監察院。

得提出預警性意見於各該機
關或有關機關，妥為因應。

審計機關審核公私合營
事業，發現有影響投資效能

」爰增列第二項規定，審計
機關審核公私合營事業，發

之潛在風險事項，得依審計
法第六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提

現有影響投資效能之潛在風
險事項，得提出預警性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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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預警性意見於投資機關或
主管機關，妥為因應。

於投資機關或主管機關，妥
為因應，以強化審計機關之
洞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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