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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公司法令
新知月刊

為使讀者輕鬆掌握最新企業

經營法令資訊，即時因應法

令修改所帶來法令遵循挑

戰。藉由KPMG的導讀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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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經濟部：非公發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說明

• 經濟部：公告建置新公司法「公告資訊站」

• 勞動部：雇主應為新制永久居留外籍人士申報提
繳勞工退休金

• 最高法院：公司董監薪資報酬未經薪酬委員會評
估並非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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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法令修正

非公發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說明

新修正公司法雖業已鬆綁非公開發行公司亦得發行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然而，相關法令適用細節仍尚

未明確規定。是以，經濟部於108年10月1日公告

經商字第10802421980號函，作出以下說明：

1. 非公開發行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時，仍

受公司法第140條發行價格不得低於票面金額

的限制，又股份的票面金額(即每股金額)不得

為0。從而，股份發行價格，不得為0。且員工

的認購價格應與股份的發行價格相同。

2. 有關公司法第167條第1項規定並未包含上開情

形，故非公開發行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時，不得循股份收回、收買或收為質物等方式

為之。

經濟部

KPMG觀察 作者：林柏霖律師

新公司法修正後，除已大幅鬆綁員工獎酬工

具發放範圍外，對於非公開發行公司而言，

亦放寬得運用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但企業運

用時仍須注意公司法的其他限制，例如：發

行價格不得低於票面金額、不得透過收回、

收買等方式的限制，以利善盡遵循公司法令

義務。

公告建置新公司法「公告資訊

站」

新修正公司法就企業公告等相關事項，業已明確規

定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建置或指定網站，取代登載新

聞紙或新聞電子報。是以，經濟部於108年10月16

日公告：已建置「公司依公司法規定公告資訊站」

(網址：http://ipcsa.nat.gov.tw/pap)，並將於108

年11月1日起正式上線提供服務，免費提供有限公

司、非公開發行公司等進行公告與使用，至於公開

發行公司則例外不適用之。

經濟部

KPMG觀察 作者：黃亞森顧問

過往有限公司或非公開發行公司等，多需透

過報紙等紙本方式公告（例如：公司法第73

條公司為合併之決議後，應即向各債權人分

別通知及公告之規定），然實際上閱讀或知

悉者不多，考量社會環境之發展及科技變

革，傳統方式已不足以因應現代公司運作，

此公告資訊系統將更有助於企業公告便利

性，並促進事務處理之效率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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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應為新制永久居留外籍人士

申報提繳勞工退休金

勞工退休金條例自108年5月17日起修正生效，取

得永久居留的外籍人士，自該日起到職且適用勞基

法者，一律適用勞退新制。雇主每月至少應為其提

繳工資6％的新制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的個

人專戶。

此外，永久居留外籍人士如果在修法生效前（108

年5月16日以前）到職且適用勞基法者，得自行選

擇繼續適用勞退舊制，不過須在6個月內（108年

11月16日以前）向雇主表明；屆期未表明適用舊

制者，則應適用勞退新制，即雇主須依法於期限屆

滿15日內（即108年12月2日以前）向勞保局申報

提繳新制退休金。

值得注意的是，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已於

107年2月8日施行，如已依規定適用勞退新制者，

應優先適用該法，不得再主張以永久居留外籍人士

身分變更適用制度。

勞保局

KPMG觀察 作者：李婉莛律師

雇主應依規定為適用勞基法的永久居留外籍

人士申報提繳新制退休金，並於期限內繳

納，以維護勞工權益。如未依規定辦理，主

管機關將處以罰鍰或加徵滯納金，並依法公

布單位名稱、負責人姓名等相關資訊，企業

宜多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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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監薪資報酬未經薪酬委員

會評估並非無效

某經理人依員工退休辦法及相關規定向公司申請退

休金，但公司未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6規定召開

薪資報酬委員會（下稱薪酬委員會）及董事會審

查，使其無法領取應有的退休金。

對此，最高法院認為：「證交法第14條之6乃取締

規定，非效力規定，無民法第71條規定之適用。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之公司違反該項規定，未經薪酬委員會個別評估，

逕定董事、監察人、經理人之薪資、報酬或退休金

等，僅主管機關得否對該公司為行政處分，非謂該

決定概為無效。」（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

1280號判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538號判

決）。

因此，前述公司雖然未召開薪酬委員會而逕自決定

經理人退休福利，並不影響公司作出給付多少退休

金予經理人決定的效力，公司僅可能受到主管機關

之裁罰。

最高法院

KPMG觀察 作者：張容涵律師

薪酬委員會目的在於提高公司治理效能，使

企業能定期檢討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的績

效與薪資報酬，避免兩者不對稱，維護股東

權益，法院雖未強制薪酬委員會須作出給付

經理人退休金決定，然而，違反者會使公司

遭處24萬元至480萬元罰鍰，並命限期改

善；公司如屆期未改善，甚至得按次處罰。

企業應留意依法辦理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

之薪資報酬決定，避免受到高額罰鍰。

最新法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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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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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11月份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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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11月1日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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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日 11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11月1日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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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日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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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日 11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11月1日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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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日 11月30日 地價稅開徵繳納 地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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