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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院三讀通過「證券交易法」

為使讀者輕鬆掌握最新企業
經營法令資訊，及時因應法

• 公開發行公司章程授權董事會取得分派現金股利

令修改所帶來法令遵循挑

專屬權

戰 。 藉由 KPMG 的導讀及觀
察資訊，提供讀者精準迅速

• 自2022年起 值日(夜)班要算工時並給付加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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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侯法律編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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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典晏 資深律師
林柏霖 律師

KPMG Taiwan Tax 360

Tax App

讓身為專業人士的您隨時掌握最Hot的稅
務議題走在資訊最前端。

iOS

Android

※行動裝置點選QR code即可開啟App安
裝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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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三讀通過「證券交易法」

立法院於3月26日三讀通過證券交易法的修正草案，期
待藉由修法達到協助企業留才、促進公司治理落實、強

KPMG觀察

化法令遵循等目的，其重要內容摘要如下：

為符合健全資本市場發展及保障投資人權益，企
業宜應注意新修正證券交易法條文，除了遵循審

項目
1.

修正摘要

審計委員會 •

2. 買回庫藏股 •

計、薪資報酬委員會等程序事項外，並應注意持

新增若第2季財務報告須經會計師

股超過10%大股東相關規範，以達改善內稽內控

查核簽證，則應經審計委員會1/2

及法遵等目的，另為激勵員工士氣，公司亦應善

以上同意。

用庫藏股轉換期限，以利留任優秀人才。

放寬買回公司股份轉讓予員工，

作者：林柏霖律師

及配合員工認股權憑證等辦理股
權轉換期限，由3年延長為5年。
•

新增持股超過10%大股東、其配
偶及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
義持有者，於公司買回庫藏股期
間不出售明文。

3. 主管機關

•

提 高 罰 鍰 上 限 為 新 臺 幣 480 萬
元。並新增「限期改善」監理手
段，明文屆期不改善得「按次處
罰」。

•

授權訂定大量取得股權及異動相
關應遵行事項辦法。

•

增訂證券商、證券服務事業與周
邊單位的違規罰則。

4.

薪資報酬
委員會

•

增訂第一上市(櫃)及興櫃外國公
司應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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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公司章程授權董事會取得
分派現金股利專屬權

為明確劃分股東會及董事會職權，不使兩者權責混淆，
經濟部於3月12日發布公司法第240條解釋函令，公開發

KPMG觀察

行公司若於章程中明文授權董事會以特別決議方式分派
現金股利時，則董事會即取得現金股息紅利分派之專屬
權。換言之，董事會如未決議現金股息紅利分派，該年
度即無現金股息紅利分派，股東會所得決議者僅為股票
股息紅利分派。

企業宜審慎考量有關年度分派現金股利的決策機
關，並於章程中為最適調整，以利即時適用新修
正公司法。
作者：林柏霖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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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2年起 值日(夜)班
要算工時並給付加班費

勞動部於3月11日修正發布「事業單位勞工值日(夜)應
行注意事項」，並預告勞工值日夜應行注意事項將於
2022年1月1日起停止適用，回歸工時計算。
過往事業單位安排勞工值日(夜)班，例如處理收轉急要
文件、接聽電話、巡察事業場所及緊急事故通知、聯繫
或處理等工作，因為工作密度相對較低，所以並未認定
為工作時間，僅給予津貼，亦無法定加班費或假日出勤
工資。
惟自2022年起，勞工值日(夜)班時段將回歸勞動基準法
第30條等有關「工作時間」相關規範，事業單位並應計
入工時與給付加班費。

KPMG觀察
企業宜於現階段緩衝期間 ，調整人力與排班情
形，以避免勞資糾紛。
作者：林柏霖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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