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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法令修正

修正設計專利審查基準

經濟部於108年9月12日公告修正「專利審查基

準」第三篇「設計專利實體審查基準」第五章「優

先權」，其中3.2「第一次申請」之判斷修正如

下：

設計專利申請案圖式所揭露申請專利之設計必須符

合一設計一申請，亦即設計專利申請案僅得包含單

一之設計專利權範圍。若後申請案所揭露單一之設

計係組合兩件或兩件以上外國申請案所揭露之設計

內容，或後申請案所揭露單一之設計僅部分設計內

容為外國申請案所揭露時，應判斷其非屬「相同設

計」，不得主張優先權。

經濟部

KPMG觀察 作者：李明陽顧問

此次修正對於多數設計專利申請人未見太大

影響，惟成套產品的設計者未來在進行專利

佈局時，應考慮將成套產品的整體與各部元

件同時分別提出設計專利申請，以免因各部

元件被認定非屬「相同設計」時，致使成套

產品喪失主張優先權之機會，而影響其專利

性。

公司章程能否調高決議門檻解

釋函令說明

經濟部100年2月23日經商字第10002403260函

（下稱100年舊函釋）原先允許股東會及董事會決

議事項，均得以章程另訂較高的決議門檻。然而，

經濟部108年5月8日經商字第10802410490號函

（下稱108年新函釋）卻以保障交易安全與避免干

擾企業正常運作造成僵局為由，廢止上開100年舊

函釋，未來僅限於公司法有明文規定者，公司始得

以章程提高決議門檻。

然而，上開100年舊函釋運作沿用業已達8年之

久，為解決因前、後函釋適用所產生法安定性問

題 ， 經 濟 部 108 年 8 月 23 日 公 告 經 商 字 第

10802421750號函，明確規定：

1. 100年2月23日至108年5月8日間，公司章程已

依100年舊函釋訂有較高的股東會或董事會決

議門檻者，得繼續維持適用，不強制公司配合

108年新函釋修章。

2. 108年5月8日後新設立的公司或公司修正章程

涉及調高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門檻者，則應適

用108年新函釋。

經濟部

KPMG觀察 作者：林柏霖律師

企業自宜特別注意章程調高董事會或股東會

決議門檻的時點，若為108年5月8日以前，

則毋庸調整；若為108年5月8日以後，公司

則須配合108年新函釋予以修正章程，以符法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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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限制所為轉讓行為無效

經濟部108年8月20日公告經商字第10802420910

號函，針對違反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限制而為

轉讓的行為，自屬無效。惟違反公司法第356條之

5第2項股份轉讓限制的註記義務，則屬私權爭

議，應由當事人循司法途徑解決。此外，因公司法

股份有限公司章節並無排除強制執行法的明文，故

有關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民事強制執行事宜，仍應

適用強制執行法相關規定。

經濟部

KPMG觀察 作者：湯景怡律師

因違反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限制所為的

轉讓行為無效，爰此，企業若有集中管理股

份需求，自得運用設立閉鎖性股份有限公

司，以掌握公司股份轉讓相關細節，另企業

仍需留意公司股份可能因強制執行事件而有

發生移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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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9月1日 9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娱樂稅

9月1日 9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9月1日 9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9月1日 9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9月1日 9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9月1日 9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9月1日 9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

額。
營業稅

9月1日 9月23日
地價稅特別稅率之申請(截止日108年9/22適逢假日順延至9/23

日)
地價稅

9月1日 9月30日 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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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10月1日 10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娱樂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

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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