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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點掃描
為讓讀者可以輕鬆掌握最新企業經營法令資
訊，及時因應法令修改所帶來法令遵循挑戰，
因此KPMG推出「公司法令新知」月刊。藉由
導讀及觀察資訊，提供讀者精準迅速掌握因應
環境變化所需之各項財經法令訊息，期使企業
在經營上能建立前瞻的思維及宏觀的視野。

本期重點摘要
•

每月基本工資調漲為新臺幣23,100元，時薪
調整為150元

•

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無償配發新股時，得於
「無償配發新股網路申報系統」線上申報

•

經濟部針對股東會全面改選董事之決議作出
明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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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基本工資審
議委員會通過基本
工資調漲
勞動部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於2018年8月18日召開會議
，決議自2019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由新臺幣（
以下同）22,000元調整至23,100元，時薪由140元調整
為150元。政府期望透過基本工資的調整，帶動經濟的
正向成長。

KPMG觀察
自明年（2019）元旦開始，企業給付勞工薪資時
即須注意符合相關要求，以免受罰。另外，勞健
保的投保薪資級距是否自明年元旦起一併調整，
企業宜於明年為勞工辦理勞健保時，留意相關配
套措施之修正。
作者：李婉莛實習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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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公布無償配發新股將改
採線上申報
根據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規定，金管會審核無償配發新股是採取申報
生效制，而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無償配發新股時，須檢具申報書，載明其應記載事項，
連同應檢附書件，向金管會提出申報。金管會表示，為簡化無償配發新股案件的申報
流程及降低公司申報作業成本，目前已建置「無償配發新股網路申報系統」供國內公
開發行公司線上申報無償配發新股案件使用。並從2018年7月起開始採行雙軌制，紙本
或網路申報方式皆可，預計從2019年起全面採行網路申報。因此，未來公司辦理無償
配發新股案件，透過網路申報系統完成上傳申報書件電子檔案，即完成向金管會申報
作業，無須再將紙本申報書件送至金管會及相關單位。

KPMG觀察
金管會將無償配發新股的申報改
採線上申報，可望減省公開發行
公司遵法的行政成本，並落實無
紙化的國際趨勢，未來公開發行
公司有充實資本的需要時，可以
善加利用網路申報。
作者：李婉莛實習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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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公布「於股東會臨時
動議提出董事任期、身分變
動」的解釋
股份有限公司依據公司法第199條之1第1項規定，股東
會於董事任期未屆滿前，能決議改選全體董事，且若未
在股東會做成「董事任期屆滿始為解任」之決議，改選
前之董事視為提前解任，經濟部於民國107年8月6日另
行公布本條相關解釋，茲摘錄重點如下：
1. 股東會全面改選董事之相關決議中，若有決議符合
「董事任期屆滿始為解任」者，即無違公司法第
199條之1第1項之旨意，至於股東會做成決議之過
程為何，未在本條規範範圍內，若生爭議應依循司
法途徑解決。
2. 若該次股東會未決議「董事任期屆滿始為解任」，
則視為改選前舊任董事於任期未滿的情形下，提前
解任。
3. 另外股東會召集事由若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監察
人，並載明改選後新任董事、監察人之就任日期，
則該次股東會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
就任日期。

KPMG觀察
關於董事任期未滿而提前全面改選一事，建議於
股東會決議中，將改選前舊任董事之任期說明清
楚，以明確改選後新任董事就任時點，也避免新
舊任董事間交接的糾紛。此外，企業宜留意同次
股東會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股東
會召集事由中所定新任董事之就任日期，惟是否
得以後續再次合法召開之股東常會或臨時會變更
新任董事之任期，本函釋則未再敘明補充解釋
作者：張容涵實習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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