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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

• 公司以電子方式發出股東會召集通知應使股東明確知悉同

意之範圍及效果

• 立院三讀通過著作權法、商標法及專利法修正草案擴大我

國對智財權之保障

• 金管會令釋金控公司與利害關係人交易之辦理方式並明確

利害關係人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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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如欲採取電子方式發出股東會召集通知，依據該函

釋，公司取得股東同意可採用兩種方式，其一為主動徵

詢，惟須提醒公司留意，如係採此種方式，必須對所有

股東為之，不可僅向特定股東（例如：居住海外之股

東）徵詢。另一種方式則可採被動受理之方式，此種方

式除可由股東個別主動告知希望採取電子方式接收股東

會召集通知外，公司亦可選擇透過公告之方式，提供股

東告知其意願之管道。因此就取得股東同意之方法，公

司可視公司之股東結構，以及公司之作業流程決定採取

較符合公司運作之方式。（作者：顏良家律師）

公司以電子方式發出股東會召
集通知應使股東明確知悉同意
之範圍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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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司法，公司所發出之股東會召集通知，若經相對

人同意，則得以電子方式向該股東進行通知。然而，針

對條文中之「同意」，實務上衍生了兩項疑義：（1）

股東之同意應以何種方式取得？（2）若股東喪失股東

身分後，復經取得，該股東過去所為之同意是否仍然有

效？針對此二疑義，經濟部近日發布經商字第

11102402800號函提出解釋。就第一個問題，公司可

採用主動徵詢或被動受理等方式取得相對人同意，惟若

是採用主動徵詢的方式，基於股東平等原則，應對所有

股東為之。而若公司係採公告之方式，由股東主動向公

司表達意願，則性質上仍屬被動受理之方式。而就第二

個問題，經濟部函釋說明，若股東明確知悉選擇以電子

方式為通知之範圍及效果，且公司亦提供得隨時變更其

同意內容之機制者，則曾經喪失股東身分復又取得之股

東過去所為之同意仍然有效。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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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院三讀通過著作權法、商標
法及專利法修正草案擴大我國
對智財權之保障

立法院近日三讀通過著作權法、商標法及專利法之修正

草案，其主要修正方向係朝擴大我國對於智慧財產權之

保護，並加重處罰相關不法行為之責任。在著作權法的

部分，修正為將侵權情節重大的非法數位盜版、散布及

公開傳輸行為改列為非告訴乃論罪，另由於盜版光碟式

微，已非主要侵權來源，因此刪除現行重製、散布盜版

光碟須加重刑責之規定，而回歸一般處罰。在商標法的

部分，則新增對於進口仿冒商標標籤、包裝等準備及輔

助侵權行為科以刑責，亦修正商標不法行為之主觀要

件。而在專利法的部分，則是建立了學名藥申請藥品上

市許可前，就學名藥與新藥專利權有無侵權爭議之爭端

解決機制。

著作權法、商標法及專利法此次修正，主要係為因應我

國於2021年9月正式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

定（CPTPP）。此次通過修法，使得我國智慧財產權的

法制環境與國際標準一致，將有利於未來加入CPTPP之

諮商談判。而就此三項法令修正之施行日期，由於本次

修法之範圍影響重大，尤其以著作權法調整非告訴乃論

罪範圍之相關條文衝擊較大，且為因應我國加入CPTPP

之時程，因此於此次修正中亦明定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

定之。因此關於此三項法令之施行日期，仍須密切注意

我國近期加入CPTPP之協商結果。建議公司可利用此過

渡期間，評估公司就此次修正可能面臨之影響，並建立

適當之因應措施，以降低在新法正式施行後，公司可能

面臨之衝擊。（作者：顏良家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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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控股公司法第45條訂有當金融控股公司或其子公

司（下稱「金控公司」）與利害關係人從事授信以外之

其他交易之限制。金管會過去已針對該條文發布解釋

令，近日並發布金管銀法字第11102704351號函（下

稱「本函釋」），針對過往之解釋令進行修正及補充解

釋。該函釋之重點有三：第一，金控公司提報此議案於

董事會進行重度決議時，提案得採逐案總額度方式辦

理，決議通過後於總額度內交易。第二，針對利害關係

人的定義，金融控股公司負責人及大股東擔任負責人的

企業，包括外國公司在臺分公司。第三，針對與利害關

係人進行交易之定義，此種交易包含與本人或配偶擔任

職責相當於總經理之經理人之外國公司在臺分公司進行

交易者亦屬之。

金管會令釋金控公司與利害關係
人交易之辦理方式並明確利害關
係人定義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45條之立法目的，係為防止金融機構

與利害關係人從事非常規交易，影響金融機構健全經

營，因此對相關交易訂定限制。本函釋放寬了董事會決

議之相關程序，允許可採逐案總額度之方式進行董事會

重度決議，對於金控公司而言程序較為簡便。另本函釋

亦針對「外國公司在臺分公司」是否屬於利害關係人進

行解釋，此處須留意，雖外國公司在臺分公司並不具備

獨立之法人格，惟若金控公司與具備特定條件之在臺分

公司進行交易，仍屬須提報董事會之交易。（作者：顏

良家律師）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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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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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份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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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4月1日 4月5日
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以第一季（1—3月）之進項

憑證於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
營業稅

4月1日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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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娛樂稅

4月1日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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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日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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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日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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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日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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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日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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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日 4月30日

汽機車使用牌照稅開徵繳納（自用全期及營業用上期）

（因應銀行業於111年5月2日調整勞動節補假，繳納期間末日
順延至111年5月3日）

使用牌照稅

4月28日 5月31日 提供綜合所得稅查調所得及扣除額資料。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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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份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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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5月1日 5月10日 小規模營業人繳納第一季（1—3 月）營業稅 營業稅

5月1日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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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娛樂稅

5月1日 5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5月1日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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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日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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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日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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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日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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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日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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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日 5月31日 房屋稅開徵繳納 房屋稅

5月1日 5月31日
適用「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稅額試算服務措施」對象，依規定

回復確認或繳稅
所得稅

5月1日 5月31日 110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及109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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