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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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管會：公開發行公司內部人不得進行有價證券
借貸交易

• 勞動部：發布「事業單位召開勞資會議應行注意
事項」

• 勞動部：訂定「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kpmg-taiwan-tax/id1235970782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kpmg.taiwantax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kpmg.taiwan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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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法令議題

公開發行公司內部人不得進行

有價證券借貸交易

近來偶有公開發行公司的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

持有公司股份超過股份總額10％股東（以下簡稱

內部人），因不諳證券交易法關於內部人股權管理

規範，於擔任公開發行公司內部人後仍參與有價證

券借貸交易，而違反證券交易法規範，。金管會於

108年11月12日表示，公開發行公司內部人應注意

相關規定，如有違規情事，依法可處新臺幣24萬

元以上，480萬元以下罰鍰。

金管會

KPMG觀察 作者：林柏霖律師

公開發行公司內部人切勿違法進行有價證券

借貸交易，以免違規受罰，以維護證券市場

交易秩序並兼顧股權管理，並恪遵法令遵循

義務。

勞動部發布「事業單位召開勞

資會議應行注意事項」

勞動部於108年11月25日發布「事業單位召開勞資

會議應行注意事項」（下稱「注意事項」），係針

對勞資會議的選舉、召開及決議等事項，彙整過往

常見問題及回覆而訂定15點應注意的事項，其中

重點包括：

• 事業單位應提供勞資會議運作與辦理選舉必要

費用、設備及場地；

• 事業單位應採每次會議間隔期間有固定時間方

式召開會議；

• 經勞資會議決議通過者，事業單位得採視訊方

式舉辦勞資會議，另應確保會議進行達足堪辨

識程度，且會議全程皆足使所有與會人員得共

見共聞；

• 勞資會議決議涉及《勞動基準法》同意權規定

者，得併附期限；

• 事業單位應保存勞資會議相關文件5年，且不得

有偽造、變造情形等。

勞動部

KPMG觀察 作者：張容涵律師

依此指導原則後，事業單位得以視訊的方

式，並在確保所有與會人員得共見共聞的情

況下召開勞動會議，對於擁有眾多分支機構

的大型企業而言，不必再如以往分次召開勞

資會議，除了節省辦理勞資會議的人力、時

間成本外，亦能有效協調勞資關係、發揮勞

資會議的法定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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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訂定「勞動契約認定指導

原則」

勞動部於108年11月19日訂定「勞動契約認定指導

原則」（下稱「指導原則」），說明勞動契約的認

定標準，並同時詳列各項判斷標準於「勞動契約從

屬性判斷檢核表」（下稱「檢核表」），作為勞資

雙方參考的依據。

勞動部主要以從屬性高低判斷勞資雙方成立何種勞

動關係，並從「人格」、「經濟」和「組織」等三

個面向列出25個項次提供檢核，當符合的項次愈

多，愈趨近於僱傭契約；反之則愈趨近於承攬或委

任等其他類型的勞動契約，茲臚列指導原則中重要

的檢核項目如下：

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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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觀察 作者：張容涵律師

勞動部此次訂定的指導原則，主要是依循過

往法院實務見解，避免有「假承攬、真僱

傭」而使勞工權益受損的情形。此指導原則

和檢核表有助於明確勞資雙方勞工法令上的

權利義務，並協助企業辨識是否須負擔委聘

人員勞健保相關費用。

最新法令議題

面向 重要檢核項目

人格從屬性
• 勞工是否無法拒絕雇主指派的工

作

• 勞工必須接受事業單位對其考核

• 勞工是否須遵守服務紀律及懲處

• 勞工是否須親自提供勞務

經濟從屬性
• 不論工作有無成果，事業單位是

否都應給予勞工報酬

• 勞工是否無須負擔營業風險

• 勞工是否僅得透過事業單位提供

勞務，不得與第三人私下交易

面向 重要檢核項目

組織從屬性 • 勞工是否須依事業單位要求定

期排班、輪班或值班

• 勞工是否須與其他同事分工共

同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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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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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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11月1日 11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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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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12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12月1日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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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日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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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日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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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日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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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日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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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日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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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