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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閉鎖性公司勞務出資

比例

經濟部於6月4日公告新解釋函令，針對公司法第

356條之3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發起人以勞務抵充

出資股數的比例作出解釋：

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3,000萬元：不得超過公司

發行該部分股份總數1/2；

實收資本額新臺幣3,000萬元以上：不得超過公司

發行該部分股份總數1/4。

經濟部

KPMG觀察 作者：林柏霖律師

企業未來若規劃有勞務出資的需求，應宜注

意抵充的比例是否有逾函釋所限定的數額，

以利落實公司法令遵循。

公司法：如何行使累積投票制

有關公司法第198條累積投票制，每股選舉權與應

當選人數相同，得集中投給1人或分散投給數人，

但法條所謂數人能否超過應選席次則有爭議。經濟

部於6月5日公告新解釋函令，認為即便分散投票

給不同候選人而有逾應選席次情形，亦無違反累積

投票制。理由除法律並無明文限制外，更在落實股

東毋須統一行使議決權的立法精神。

經濟部

KPMG觀察 作者：林柏霖律師

倘若公司股東分別行使選舉權，導致分散投

票給不同候選人超過當次應選舉的席次時，

企業仍應將該票數列入計算，不得排除。

例如：股東甲持有A公司所發行股數100股，

A公司當次應選5席董事，候選人名單有7

位，則股東甲擁有100×5＝500個選舉權，股

東甲可將500個選舉權集中投給其中1位候選

人，或分散投給7位候選人，公司皆應將個別

候選人從股東甲所投選舉權，全數列為有效

票數，不得排除。

最新解釋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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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基法：禁止企業轉掛勞工規

避責任

過往常發生要派單位面試錄取勞工後，勞工卻被

「轉掛」在派遣事業單位，由派遣事業單位負責撥

付勞工薪資及投勞健保，如此將造成勞雇關係之混

淆，當問題發生時，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皆以

非雇主為由，不願意負擔相關雇主責任，造成勞工

求助無門，損及派遣勞工權益，以致衍生諸多爭

議。

為解決實務有要派單位藉由上開「人員轉掛」方

式，以規避雇主責任，立法院於5月24日三讀通過

勞動基準法修正案，茲整理重要內容彙整表格如

右：

立法院

KPMG觀察 作者：林柏霖律師

勞動基準法修正後既已禁止企業藉由「人員

轉掛」方式以規避雇主責任，若要派公司發

生有轉掛於派遣事業單位情形者，應盡速與

勞工協商訂定勞動契約，以免因違反法律規

定遭主管機關裁罰等不利處分。如有違法接

受轉掛情形，要派公司須負與勞工間勞動合

約相關責任及裁罰責任，此外，派遣事業單

位亦須負擔派遣勞工轉掛至要派單位前，因

年資中斷所生退休金及資遣費之損失。

條號 內容

§17-1①

§78②

要派單位不得於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

簽訂勞動契約前，有面試或其他指定特定

派遣勞工的行為(即違法轉掛)，否則最高可

處45萬元罰鍰。

§17-1② 派遣勞工自提供勞務起90日內，得要求要

派單位直接僱用，要派單位不得拒絕。

§17-1③ 要派單位應於10天內與派遣勞工協商，並

訂定勞動契約。若逾期或協商不成立，則

應以派遣勞工於要派單位工作期間的勞動

條件為勞動契約內容。

§17-1④⑤

§78②

如果要派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因而對派遣

勞工有任何解雇、降職等不利對待時，除

該不利對待無效外，另最高可處45萬元罰

鍰。

§17-1⑥ 派遣勞工與要派單位成立勞動契約後，其

與派遣事業單位的勞動契約視為終止，且

派遣勞工不負違反最低服務年限約定或返

還訓練費用責任。

§17-1⑦

§78①

派遣勞工成為要派單位正職員工後，違法

接受轉掛的派遣事業單位仍應依法給付資

遣費或退休金給派遣勞工，否則可處30萬-

150萬元罰鍰。

§63

§63-1

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應連帶負起雇

主應負的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及賠償責任。

最新法律修正

表一：勞動基準法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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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交法：公司財報簽章規定修正

過往大部分公司非由董事會編造財務報告等表冊，

而是由實質主管負責，考量現實狀況與責任歸屬問

題後，立法院於5月31日三讀通過證券交易法修正

案，明訂相關財務報告應經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

主管簽名或蓋章。

立法院

KPMG觀察 作者：林柏霖律師

為完善公司治理，企業應即調整公司財務報

告的內部管理程序，以落實經理人專業職能

及問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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