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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目的

為提升投資人風險意識

臺灣證券交易所於民國96年

7月設立 財務重點專區

該專區係將公開資訊觀測站

所揭露之資訊依指標彙列

藉由較能凸顯公司營運風險

之9項指標 透過彙總列示方

式 協助投資人快速重點檢

視長期虧損 淨值偏低或董

監持股成數不足 等公司

之財務 營運概況 以提醒

投資人注意投資風險

財務重點專區可透過公

開資訊觀測站(網址 http://

mops.twse.com.tw/mops/

web/index)中投資專區(圖一)

查詢相關資料 其中並區分

為上市公司 上櫃公司 興

櫃公司與TDR等四大項目

投資人可按照需求查詢全體

公司 個別公司 同產業公

司或符合9項指標公司資料作

為比較分析 當公司符合上

述指標1~9項目時 該項目資

料將以紅色標記 提醒投資

人注意區別

指標說明—多面向指標

設計 強化提醒功能

該專區指標涵蓋範圍

多元 包含交易面 財務

面 資金貸與/背書保證情形

及內部人持股狀況等 可提

醒投資人注意投資標的可能

的投資風險 內容除包含

1 產業類別 2 證

券代號 3 公司名稱及

4 每股淨值外 並按下列

指標逐項列示

指標1： 變更交易方法或處以

停止買賣1者

指標2： 最近期財務報告每股

文 倪伯豪 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一部專員

財務重點專區
九項指標 ─ 多面向的投資風險提醒專區

1. 所稱「停止買賣」者，係指依本公司營業細則第五十條及第五十條之三規定而停止買賣者。

圖一：公開資訊觀測站財務重點專區查詢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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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值低於十元且最近

連續三個會計年度虧

損者

指標3： 最近期財務報告每股

淨值2低於十元且負

債比率高於百分之

六十及流動比率小於

一者 金融保險業

除外

指標4： 最近期財務報告每股

淨值低於十元且最近

兩個會計年度及最近

期之營業活動淨現金

流量均為負數者

指標5： 最近月份全體董事監

察人及持股百分之

十以上大股東總持股

數設質比率達九成

以上者

指標6： 最近月份資金貸與他

人餘額占最近期財務

報告淨值比率達百分

之三十以上者 金

融保險業除外

指標7： 最近月份背書保證餘

額占最近期財務報告

淨值比率達百分之

一百五十以上者

金融保險業除外

指標8： 公司董事或監察人連

續三個月持股成數不

足者 第一上市公司

不適用

指標9： 符合下列任一情事

者3

(1) 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

有重大缺失

(2) 會計師出具繼續經營能力

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之查核

或繼續經營假設存有重大

疑慮之核閱報告

(3) 最近期財務報告顯示流動

比率小於一 負債比率大

於百分之七十且高流動性

資產未達短期借款 應付

短期票券及一年內到期長

期負債合計金額百分之

二十 金融保險業得不適

用

(4) 最近連續三個會計年度虧

損且最近期財務報告顯示

高流動性資產未達短期借

款 應付短期票券及一年

內到期長期負債合計金額

百分之二十 金融保險業

得不適用

(5) 相關資料顯示資產保全

債務償還存有重大疑慮

或對股東權益產生重大不

利影響之虞

(6) 最近三十日內曾被本公司

公布為注意股票 且同時

符合本益比為負值或六十

2. 本資訊揭露處理原則所稱之淨值，係指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資產負債表中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之權益。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將以累積盈餘（虧損）代替每股淨值作為揭示內容，以累積虧損代

替上開指標每股淨值低於十元之篩選標準。

3. 所稱「高流動性資產」，係指：現金及約當現金、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備供出售金融資
產－流動、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流動及非流動資產中屬上市櫃有價證券者（含未實現評價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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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以上 股價淨值比六倍

以上 收盤價達五元以上

者

(7) 最近期財務報告每股淨值

低於十元且上市普通股股

數未達其已發行普通股股

份總數之百分之五十

(8) 第一上市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告營業收入及應收帳款

周轉率分別較去年同期衰

退百分之五十及百分之

三十以上 或營業收入及

存貨周轉率分別較去年同

期衰退百分之五十及百分

之三十以上

(9) 第一上市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告營業收入及稅前淨利分別

較去年同期衰退百分之三十

及百分之五十以上 且最

近四季稅前淨利合計金額

低於一億二千萬元

(10) 第一上市公司未依法指

定訴訟及非訴訟代理

人

資訊揭露方式—紅色標

記 提醒投資人注意

    該專區所揭示之資訊

當符合前揭指標項目時

將 以 紅 色 標 記 顯 示 ( 圖

三 ) 以提醒使用者注意區

圖二：財務重點專區指標內容及類別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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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相關指標資訊符合下

列情事者 其紅色標記即

予以消除

1.  指標 1：其變更交易方法

或處以停止買賣之原因消

除者

2.  指標 2-4：經本公司檢視

其最近期查核或核閱之財

務報告 已無該指標所定

情事者

3.  指標 5：其最近月份申報

資料之設質比率未達指標

所定情事者

4.  指標 6-8：經本公司檢視

其最近月份申報資料 已

無該指標所定情事者

5.  指標 9：經本公司檢視其

最近期查核或核閱之財務

報告或其他相關資料 已

無該指標所定情事者

資訊更新時點—

即時更新 資訊不漏接

    財務重點專區 所揭示

資料 係公司已申報公告之

最近期財務報告內容或其他

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或本公

司網站揭露之最近期相關資

訊 由本公司電腦規劃部之

電腦系統於每日夜間自動更

新 並於次日零時揭示最新

資料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財務重點專區不等於有

問題公司專區

列入財務重點專區並不

表示該公司財務業務狀況立

即有問題 專區揭示結果與

投資該公司之盈虧無絕對必

然之關係 該專區之設置目

的為提醒投資人注意投資股

票風險 並作為投資決策的

參考 投資人進行投資前仍

應詳閱各該公司公開資訊觀

測站相關財務業務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