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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會計師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許淑華等 17 人擬具「會計師法第六
條條文修正草案」。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 1062101783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會計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本院委員許淑華等 17 人擬
具「會計師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2 案，業經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 106 年 3 月 8 日台立議字第 1060700355 號及 106 年 4 月 19 日台立議字第

1060701115 號函。
二、本會於 106 年 12 月 13 日舉行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20 次全體委員會議，對旨揭法案進行審查
，業經審查完竣，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費召集委員鴻
泰補充說明。
三、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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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請審議「會計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本院委員許淑
華等 17 人擬具「會計師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2 案審查報告
壹、行政院函請審議「會計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本院委員許淑華等 17 人擬具「會計師法第
六條條文修正草案」，係分別經本院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2 次會議（106.2.24）、第 8 次會議（
106.4.7）報告後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本會爰於 106 年 12 月 13 日舉行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20 次全體委員會議，由費召集委員鴻泰擔任主席，對本案進行審查；會中請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顧主任委員立雄報告行政院提案與回應委員提案，並答復委員質詢；亦邀請法務
部派員列席備詢。
貳、許委員淑華提案要旨（參閱關係文書資料）
鑑於會計師證書僅為身分資格證明，欲執行會計師業務者，必須先經會計師考試及格、
申請主管機關核發會計師證書、完成職前訓練或具會計師事務所簽證工作助理人員 2 年以上
經驗、設立或加入會計師事務所，並向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及加入會計師公會為執業會員
後，始得於全國執行會計師業務。然經撤銷或廢止會計師證書者，於原因消滅後仍得重新請
領會計師證書，為簡化行政作業流程並減輕業者負擔，爰參照律師法第四條及記帳士法第四
條規定，改以停止執行業務，免撤銷或廢止其會計師證書。爰擬具「會計師法第六條條文修
正草案」。
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顧主任委員立雄報告行政院提案內容與回應委員提案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會計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一)修訂背景及目的
會計師法自三十四年六月施行以來，歷經多次修正，本次為因應國內實務環境
變遷，適度調整會計師業務監管規範，以改善會計師執業環境，增進會計師專業功
能發揮並提升會計師執業品質，爰擬具本草案。
(二)修正重點
本草案共計新增 1 條、修正 5 條條文，修正重點如下：
1.修正第 6 條，強化會計師消極資格條件：配合公務人員懲戒法修訂，增訂曾任公
務員受免除職務處分確定日起未屆滿五年者，不得充任；並為給予惡性輕微或初
犯自新機會，增訂受緩刑宣告者，仍得充任會計師。
2.修正第 12 條，刪除會計師執業資格有關得選擇參加職前訓練替代實務經驗之規定
：為提升會計師執業能力，參酌國際會計師聯合會及其他專門職業規定，刪除會
計師執業資格得以職前訓練替代實務經驗之規定，並考量已完成職前訓練尚未申
請執業登記或已實施職前訓練尚未完成者之權利，明定過渡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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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正條文第 13 條，明確規範已取得執業登記之會計師即應負有持續專業進修之義
務：為健全會計師管理並加強會計師專業能力，明定「取得執業登記」之會計師
而非處於隨時得執業狀態之「執業」會計師，即應負有持續專業進修之義務，以
杜絕爭議。
4.修正條文第 14 條，增訂取得執業登記之會計師逾 2 個月未加入公會或退出公會之
日起逾 2 個月未再加入者，應予撤銷或廢止執業登記：避免會計師於辦妥執業登
記及事務所登錄後，遲不加入會計師公會；或會計師退出公會後，遲不申請廢止
執業登記或再加入公會，造成是否應履行會計師相關義務之認定疑義，且為避免
外界誤認其可執行會計師業務，及考量會計師業務涉及公眾權益，基於監理上之
需要及維護行業紀律，爰予以規範。
5.修正條文第 22 條之 1 及第 73 條，增訂合署事務所應於名稱中標明合署字樣並訂
定合署契約，另配合增訂處罰規範：為使合署會計師事務所與其他型態事務所名
稱能加以區隔，以免社會大眾就事務所型態與會計師責任產生誤解，明定合署會
計師事務所應於其名稱中標明合署之字樣。且為明確合署會計師間彼此之權利義
務關係，明定應訂定合署契約，俾利合署會計師事務所之運作。
(三)效益
本次修法有助增進會計師專業功能發揮、提升會計師執業品質及健全會計師管
理暨業務發展。敬請各位委員支持本草案，本會亦將持續依會計師法及相關規定，
落實對會計師之監理，以提升資本市場財務資訊之透明度，俾強化對投資大眾之保
障。
另大院許淑華委員等 17 人亦針對會計師法第六條提出修正草案，與行政院函送
大院之本草案第六條修正實質內容相同，建議仍維持行政院修正草案。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主管機關首長報告與回應委員提案並進行詢答後，旋即進行協商，經充分討論
，爰完成審查，審查結果如下：
一、第十四條條文，照行政院提案並修正第一項第四款為「有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
情事之一，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會計師證書。」，其餘照案通過。
二、第六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增訂第二十二條之一及第七十三條條文，均照行政院提
案通過。
伍、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陸、院會討論本案時，由費召集委員鴻泰補充說明。
柒、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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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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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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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函 請 審 議 「 會 計 師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條文對照表
本院委員許淑華等17人擬具「會計師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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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條 文

委員許淑華等 17 人提案
條
文

現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六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充任會計師：
一、曾有詐欺、背信、

第六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充任會計師：
一、曾有詐欺、背信、
侵占、偽造文書或因

第六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充任會計師：
一、曾有詐欺、背信、
侵占、偽造文書或因

第六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充任會計師：
一、曾有詐欺、背信、
侵占、偽造文書或因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刑法之緩刑制度，
在促使惡性輕微之

侵占、偽造文書或因
業務上犯罪行為，受
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宣告確定。但執行完

業務上犯罪行為，受
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宣告確定。但執行完
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

業務上犯罪行為，受
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宣告確定。但受緩刑
之宣告，不在此限。

業務上犯罪行為，受
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宣告確定。但執行完
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

被告或偶發犯、初
犯改過自新而設。
為鼓勵自新，爰參
考建築師法第四條

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
免已滿三年或受緩刑
之宣告者，不在此限
。

免已滿三年或受緩刑
之宣告者，不在此限
。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
尚未撤銷。
三、受破產宣告尚未復
權。

免已滿三年者，不在
此限。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
尚未撤銷。

及技師法第六條規
定，修正第一款但
書，增列受緩刑宣
告者，仍得充任會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
尚未撤銷。
三、受破產宣告尚未復
權。

尚未撤銷。
三、受破產宣告尚未復
權。
四、曾任公務員而受免

四、曾任公務員而受免
除職務處分，自處分
確定日起尚未屆滿五
年，或受撤職處分，

三、受破產宣告尚未復
權。
四、曾任公務員而受撤
職處分，其停止任用

計師。
(二)配合公務員懲戒法
第九條第一項業將
公務員最重之懲戒

四、曾任公務員而受免
除職務處分，自處分
確定日起尚未屆滿五
年。
五、曾任公務員而受撤

除職務處分，自處分
確定日起尚未屆滿五
年。
五、曾任公務員而受撤
職處分，其停止任用

其停止任用期間尚未
屆滿。
五、受本法所定除名處
分。
有前項第一款或第

期間尚未屆滿。
五、受本法所定除名處
分。
已充任會計師而有
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

處分從「撤職」提
高為「免除職務」
，爰參酌記帳士法
第四條第一項第五
款，增訂第四款，

行

法

條

文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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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處分，其停止任用
期間尚未屆滿。
六、受本法所定除名處

期間尚未屆滿。
六、受本法所定除名處
分。

五款情事，已充任會計
師者，撤銷或廢止其會
計師證書。有前項第一

撤銷或廢止其會計師證
書。但因前項第一款至
第四款規定撤銷或廢止

明定曾任公務員而
受免除職務處分，
自處分確定日起尚

分。
已充任會計師而有
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
撤銷或廢止其會計師證

已充任會計師而有
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
撤銷或廢止其會計師證
書。但因前項第一款至

款情事，如已執行完畢
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已
滿三年者，仍得依本法
之規定充任會計師及請

會計師證書者，於原因
消滅後，仍得依本法之
規定，請領會計師證書
。

未屆滿五年者，不
得充任會計師，以
保障該等人員之工
作權。

書。但因前項第一款至
第五款規定撤銷或廢止
會計師證書者，於原因
消滅後，仍得依本法之

第五款規定撤銷或廢止
會計師證書者，於原因
消滅後，仍得依本法之
規定，請領會計師證書

領會計師證書。
有第一項第二款至
第四款情事，已充任會
計師者，停止其執行業

(三)現行第四款及第五
款依序移列為第五
款及第六款。
(四)其餘各款未修正。

規定，請領會計師證書
。

。

務，於原因消滅後，仍
得依本法之規定執行業
務。

二、第二項配合修正援引
款次。
委員許淑華等 17 人提案：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刑法之緩刑制度，
在促使惡性輕微之
被告或偶發犯、初
犯改過自新而設。
為鼓勵自新，爰參
考建築師法第四條
及技師法第六條規
定，修正第一款但
書，增列受緩刑宣
告者，仍得充任會
計師。
(二)配合公務員懲戒法
第九條第一項業將

公務員最重之懲戒
處分從「撤職」提
高為「免除職務」
，爰增訂第四款，
明定曾任公務員而
受免除職務處分，
自處分確定日起尚
未屆滿五年者，不
得充任會計師，以
保障該等人員之工
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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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撤銷或廢止會計師
證書者，於原因消滅後
仍得重新請領會計師證
書，為簡化行政作業流
程並減輕業者負擔，爰
參照律師法第四條及記
帳士法第四條規定，改
以停止執行業務，免撤
銷或廢止其會計師證書
，建議第二項修正為：
「有前項第一款或第五
款情事，已充任會計師
者，撤銷或廢止其會計
師證書。有前項第一款
情事，如已執行完畢或
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已滿
三年者，仍得依本法之

規定充任會計師及請領
會計師證書。」另增訂
第三項：「有第一項第
二款至第四款情事，已
充任會計師者，停止其
執行業務，於原因消滅
後，仍得依本法之規定
執行業務。」並配合修
正第一項第一款為：「
曾有詐欺、背信、侵占
、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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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
但受緩刑之宣告，不在
此限。」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案通過）
第十二條 領有會計師證
書者，應具會計師事務

第十二條 領有會計師證
書者，應具會計師事務
所簽證工作助理人員二

第十二條 領有會計師證
書者，應完成職前訓練
或具會計師事務所簽證

行政院提案：
一、現行領有會計師證書
者，應完成職前訓練（

所簽證工作助理人員二
年以上經驗，始得向主
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
會計師執業登記之

年以上經驗，始得向主
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
會計師執業登記之
資格條件、申請書件、

工作助理人員二年以上
經驗，始得向主管機關
申請執業登記。
會計師職前訓練實

包括課程訓練一百六十
小時及實務訓練擔任一
年以上簽證工作助理）
或具會計師事務所簽證

資格條件、申請書件、
登記程序、登記事項、
登記資料之公開及其他

登記程序、登記事項、
登記資料之公開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

施方式、重訓與會計師
執業登記之資格條件、
申請書件、登記程序、

工作助理人員二年以上
經驗。考量職前訓練經
推行多年似未達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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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
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之登記業務

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之登記業務
，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

登記事項、登記資料之
公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

會計師處理實務之能力
及提升會計師執業能力
，經參酌國際會計師聯

，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
機關、委託或委辦其他
機關或民間團體辦理。
本法中華民國○年

機關、委託或委辦其他
機關或民間團體辦理。
本法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施

之。
第一項之登記業務
，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
機關、委託或委辦其他

合會（IFAC）現行規範
及其他專門職業（建築
師、技師及不動產估價
師）規定，係以具有二

○月○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已完成職前訓練
尚未申請執業登記或已
實施職前訓練尚未完成

行前，已完成職前訓練
尚未申請執業登記或已
實施職前訓練尚未完成
者，自修正施行之日起

機關或民間團體辦理。

年實務經驗為申請執業
資格條件，尚無職前訓
練，爰刪除第一項及第
二項有關職前訓練規定

者，自修正施行之日起
一年內，仍得依修正施
行前之規定申請執業登
記。

一年內，仍得依修正施
行前之規定申請執業登
記。

。
二、第三項未修正。
三、基於信賴保護原則，
增訂第四項，明定本次
本法修正施行前，已完
成職前訓練尚未申請執
業登記或已實施職前訓
練尚未完成者，得於一
年之過渡期間內依修正
施行前之規定申請執業
登記。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三條 取得執業登記
之會計師應持續專業進
修；其持續專業進修最

第十三條

取得執業登記

之會計師應持續專業進
修；其持續專業進修最
低進修時數、科目、辦

第十三條

會計師應持續

專業進修；其持續專業
進修最低進修時數、科
目、辦理機構、收費、

行政院提案：
本條立法意旨係為課予已
取得執業登記之會計師即
應負有持續進修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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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進修時數、科目、辦
理機構、收費、違反規
定之處理程序及其他相

理機構、收費、違反規
定之處理程序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全國

違反規定之處理程序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全國聯合會擬訂，報

爰於第一項及第二項予以
明確規範，以杜爭議。
審查會：

關事項之辦法，由全國
聯合會擬訂，報請主管
機關訂定發布。
取得執業登記之會

聯合會擬訂，報請主管
機關訂定發布。
取得執業登記之會
計師持續專業進修科目

請主管機關訂定發布。
會計師持續專業進
修科目或最低進修時數
不符前項辦法之規定者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計師持續專業進修科目
或最低進修時數不符前
項辦法之規定者，全國
聯合會應通知其於三個

或最低進修時數不符前
項辦法之規定者，全國
聯合會應通知其於三個
月內完成補修，屆期未

，全國聯合會應通知其
於三個月內完成補修，
屆期未完成補修者，應
報請主管機關停止其執

月內完成補修，屆期未
完成補修者，應報請主
管機關停止其執行會計
師業務；自停止之日起

完成補修者，應報請主
管機關停止其執行會計
師業務；自停止之日起
一年內已依規定完成補

行會計師業務；自停止
之日起一年內已依規定
完成補修者，得洽請全
國聯合會報請主管機關

一年內已依規定完成補
修者，得洽請全國聯合
會報請主管機關回復其
執行會計師業務。

修者，得洽請全國聯合
會報請主管機關回復其
執行會計師業務。

回復其執行會計師業務
。

（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

第十四條 會計師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

第十四條 會計師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

第十四條 會計師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
應撤銷或廢止其執業登
記：

應撤銷或廢止其執業登
記：
一、死亡。
二、未加入會計師公會

應撤銷或廢止其執業登
記：
一、會計師死亡。
二、未加入會計師公會

(一)鑒於第一項序文已
明定適用對象為會
計師，爰刪除第一
款之規範主體「會

一、死亡。
二、未加入會計師公會
而執行會計師業務。

而執行會計師業務。
三、取得執業登記之日
起，逾二個月仍未加

而執行會計師業務。
三、有第六條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五款情事之

計師」之文字。
(二)第二款未修正。
(三)避免會計師於辦妥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修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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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得執業登記之日
起，逾二個月仍未加
入會計師公會；或退

入會計師公會；或退
出會計師公會之日起
，逾二個月未再加入

一，經主管機關撤銷
或廢止會計師證書。
四、經依前條第二項規

執業登記及事務所
登錄，或加入之會
計師事務所為變更

出會計師公會之日起
，逾二個月未再加入
。
四、有第六條第一項第

。
四、有第六條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五款情事之
一，經主管機關撤銷

定，停止執行會計師
業務，屆一年仍未回
復執行業務。
五、中華民國人民喪失

登錄後，遲不加入
省或市會計師公會
執行業務；或會計
師於退出省或市會

一款至第六款情事之
一，經主管機關撤銷
或廢止會計師證書。
五、經依前條第二項規

或廢止會計師證書。
五、經依前條第二項規
定，停止執行會計師
業務，屆一年仍未回

中華民國國籍。
會計師經依前項第
二款至第五款規定撤銷
或廢止登記者，於原因

計師公會後，遲不
為執業登記廢止之
申請或再為加入省
或市會計師公會，

定，停止執行會計師
業務，屆一年仍未回
復執行業務。
六、中華民國人民喪失

復執行業務。
六、中華民國人民喪失
中華民國國籍。
會計師經依前項第

消滅後，仍得依本法之
規定申請執業登記。

造成是否應履行會
計師相關義務之認
定疑義，且為避免
外界誤認其可執行

中華民國國籍。
會計師經依前項第
二款至第六款規定撤銷
或廢止登記者，於原因
消滅後，仍得依本法之
規定申請執業登記。

二款至第六款規定撤銷
或廢止登記者，於原因
消滅後，仍得依本法之
規定申請執業登記。

會計師業務，及考
量會計師業務涉及
公眾權益，基於監
理上之需要及維護
行業紀律，實有規
範之必要性，爰增
訂第三款。
(四)現行第三款至第五
款依序移列為第四
款至第六款。
二、第二項配合修正援引
款次。
審查會：

一、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
過。
二、修正第一項第四款為
「有第六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六款情事之一，
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
會計師證書。」，其餘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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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二條之一 會計師
組織合署會計師事務所
，應於其名稱中標明合
署會計師事務所之字樣
。
會計師組織合署會
計師事務所者，應訂定
合署契約。

第二十二條之一 會計師
組織合署會計師事務所
，應於其名稱中標明合
署會計師事務所之字樣
。
會計師組織合署會
計師事務所者，應訂定
合署契約。
本法中華民國○年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合署會計師事務
所得與其他型態事務所
名稱加以區隔，並使一
般社會大眾不致就事務
所型態與會計師責任產
生誤認，爰於第一項明
定合署會計師事務所應

本法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已組織之合署會計
師事務所，應自修正施

○月○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已組織之合署會計
師事務所，應自修正施
行之日起一年內，依前

於其名稱中標明合署之
字樣。
三、為明確合署會計師事
務所合署會計師間彼此

行之日起一年內，依前
二項規定辦理。

二項規定辦理。

之權利義務關係，爰於
第二項明定會計師組織
合署會計師事務所時，
應訂定合署契約，俾利
合署會計師事務所之運
作。
四、為使本法修正施行前

已組織合署會計師事務
所有充分時間作調整，
爰於第三項明定一年過
渡期間之規定；至於本
法修正施行後始組織之
合署會計師事務所，應
逕適用第一項及第二項
規定，併予敘明。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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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七十三條 會計師事務
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
命其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按次處新臺幣十二

第七十三條 會計師事務
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
命其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按次處新臺幣十二
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

第七十三條 會計師事務
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
命其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按次連續各處新臺
幣十二萬元以上六十萬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序文依法制體
例酌作修正。
二、為落實對會計師事務
所之管理，將違反第二
十二條之一第一項、第
三項納入處罰規定，爰

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
罰鍰，至改善為止：
一、未依第十七條第一
項或第三項規定辦理

罰鍰，至改善為止：
一、未依第十七條第一
項或第三項規定辦理
會計師事務所之登錄

元以下罰鍰，至改善為
止：
一、未依第十七條第一
項或第三項規定辦理

修正第二項第二款規定
。至於第二十條第三項
或第二十四條第三項雖
規定，聯合或法人會計

會計師事務所之登錄
或變更登錄。
二、未依第二十六條第
二項規定辦理變更登

或變更登錄。
二、未依第二十六條第
二項規定辦理變更登
記或申請登記。

會計師事務所之登錄
或變更登錄。
二、未依第二十六條第
二項規定辦理變更登

師事務所應於名稱標明
聯合或法人會計師事務
所字樣，惟考量第二十
條第四項規定，個人及

記或申請登記。
三、章程未依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規定記載或

三、章程未依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規定記載或
章程變更未依第二項

記或申請登記。
三、章程未依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規定記載或

合署會計師事務所不得
使用使人誤認為其為聯
合或法人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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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變更未依第二項
規定申報備查。
會計師事務所有下

規定申報備查。
會計師事務所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

章程變更未依第二項
規定申報備查。
會計師事務所有下

之名稱，其立法意旨主
要係規範業務範圍較受
限之個人及合署會計師

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
幣十二萬元以上六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
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幣十二萬元以上六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
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按次處罰至改善為止

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
幣十二萬元以上六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
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事務所，不宜使他人誤
認其為得辦理公開發行
公司財務報告簽證業務
之聯合或法人事務所（

，按次處罰至改善為止
：
一、違反第十九條規定
規避、妨礙或拒絕主

：
一、違反第十九條規定
規避、妨礙或拒絕主
管機關之檢查。

，按次處罰至改善為止
：
一、違反第十九條規定
規避、妨礙或拒絕主

會計師辦理公開發行公
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核
准準則第二條參照），
爰就合署會計師事務所

管機關之檢查。
二、違反第二十條第四
項或第二十二條之一
第一項規定，或未於

二、違反第二十條第四
項或第二十二條之一
第一項規定，或未於
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三

管機關之檢查。
二、違反第二十條第四
項規定，經主管機關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

未依規定標明名稱訂有
罰則，至於違反第二十
條第三項或第二十四條
第三項規定者，則尚無

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三
項所定期間內依同條
第一項規定辦理者，
經主管機關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
三、違反第三十二條第
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將
資金貸與他人、為保

項所定期間內依同條
第一項規定辦理者，
經主管機關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
三、違反第三十二條第
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將
資金貸與他人、為保
證、票據之背書或提

正。
三、違反第三十二條第
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將
資金貸與他人、為保
證、票據之背書或提
供財產供他人設定擔
保，或其資金之運用
違反同條第一項規定

證、票據之背書或提
供財產供他人設定擔
保，或其資金之運用
違反同條第一項規定
。

供財產供他人設定擔
保，或其資金之運用
違反同條第一項規定
。
四、未依第三十三條第

。
四、未依第三十三條第
一項規定申報年度財
務報告，或財務報告
之內容、編製違反主

處罰之必要。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四、未依第三十三條第
一項規定申報年度財
務報告，或財務報告

一項規定申報年度財
務報告，或財務報告
之內容、編製違反主

之內容、編製違反主
管機關依同條第二項
所訂準則之規定。

管機關依同條第二項
所訂準則之規定。

管機關依同條第二項
所訂準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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