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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提升至國家安全法層級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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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標示法修正將網路購物平臺納入管理且平臺業者負有

提供資料之義務

• 依法應提出結合申報之申報主體因應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之修正有所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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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經濟發展與產業競爭力對國家發展之影響，我國對

於營業秘密之保護法制愈趨完善。對於我國之高科技技

術，除透過營業秘密法加以保障外，目前亦可進一步透

過國家安全法，針對域外之使用予以保障。所謂「國家

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除係指基於國際公約、國

防之需要或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考量，應進行管

制者，或是可促使我國產生領導型技術或大幅提升重要

產業競爭力者外，尚須符合營業秘密法下對於營業秘密

之定義。在國家安全法修正案通過後，洩漏營業秘密之

行為亦可能該當國家安全法下之重罪。隨著我國對於營

業秘密之保護法制愈趨完善，企業妥善規劃營業秘密保

護措施之必要性亦愈顯重要，建議企業除應定期檢核內

部之營業秘密保護措施是否有效運作外，亦可委請外部

專家進行通盤之檢核，以確保能夠落實完善之營業秘密

保護措施。（作者：顏良家律師）

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
提升至國家安全法層級予以
保障以防止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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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近日三讀通過「國家安全法」修正案，為更周延

保護我國高科技產業競爭力與國家經濟利益，並防止國

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遭外國、大陸地區、香港、

澳門、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所設立或實質控制之各類組

織、機構、團體或其派遣之人侵害，因此增訂若任何人

為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所

設立或實質控制之各類組織、機構、團體或其派遣之

人，為侵害國家核心關鍵技術營業秘密之行為，將會受

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併科新臺幣五百

萬元以上，一億元以下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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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標示法修正將網路購物平臺
納入管理且平臺業者負有提供資
料之義務

立法院近日通過「商品標示法」修正案，主要修正方向

有以下四點：

第一，由於網路購物已成為消費者主要購物方式之一，

因此修法擴大得採電子標示方式之商品類別。

第二，考量商品特性或實務慣例已有其標示方式，因此

豁免特定商品得免依商品標示法進行標示，且若對於已

流通進入市場之商品標示內容有所變更，亦開放廠商得

運用消費者隨時知悉之方式公開變更。

第三，將網購平臺亦納入商品標示法管理，當商品於網

路販賣時，主管機關得於必要時，令平臺業者提供刊登

者、販賣業者或訂購者等資料。

第四，就罰則部分，修法前之商品標示法規定，主管機

關應先通知違規廠商改正後始得處罰，而此次修法基於

公益及保護消費者身體健康安全考量，新增若廠商違法

情節重大或其商品對身體或健康有立即危害時，可以直

接予以處罰的規定。

商品標示法此次修正，除了對於標示型態有所放寬外，

較大的改變則係將網購平臺納入規範。網購平臺在此法

下應負之義務為，當在平臺上所販售之商品有違反標示

規定之情事時，平臺業者應依主管機關之命令，提供刊

登者、販賣業者或訂購者之資料予主管機關。在新修正

之條文下，由於平臺業者負有提供相關資料之義務，此

部份亦須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因此建議平臺業

者應留意在蒐集平臺使用者之個人資料時，亦應確保已

將此可能揭露予主管機關之情形告知平臺使用者。（作

者：顏良家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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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日前修正「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下

稱「細則」），主要修正有四個方向：

第一，為維持法律適用之一致性，將條文中「控制與從

屬關係」之規定修改為與公司法之見解一致。

第二，對於透過受讓或承租他事業之營業或財產類型之

結合行為，改為由受讓或承租之事業進行申報。

第三，在持有或取得他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之結合樣態

中，若事業間具有控制或從屬關係，則事業得視具體個

案情形，選擇是否由最終控制之事業提出結合申報。

第四，由於實務上，主管機關於評估競爭之影響時，

對於並未參與結合事業之關係企業亦有檢閱相關資料

之必要，因此此次修法亦賦予主管機關取得相關資料

之權限。

依法應提出結合申報之申報主體
因應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之修正
有所變更

在此次修正內容中，變動幅度較大者為提出結合申報之

主體有所變更。在細則修正前，對於透過受讓或承租他

事業之營業或財產類型之結合行為，是規定由處分資產

之事業進行申報，然而由於實務上，實際從事營運者多

為受讓資產方，因此針對此種類型之結合行為，改為由

受讓或承租之事業進行申報。此外，對於透過持有或取

得他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之結合行為，若事業間具有控制

或從屬關係，原本係強制由最終控制之事業進行申報，

而此次修正為了提升結合審查效率並降低事業準備申報

資料之成本負擔，因此改為不強制由最終控制之事業進

行申報。針對此次修正，提醒公司於依公平交易法向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時，應留意係由何交易主體提出結合申

報，並相應安排交易之時程。（作者：顏良家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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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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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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30日

110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及109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原為111

年5月1日至5月31日，111年4月28日台財稅字第11104579690

號公告展延至6月30日）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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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份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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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6月1日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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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日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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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日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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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日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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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日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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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日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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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日 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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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30日

110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及109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原為111

年5月1日至5月31日，111年4月28日台財稅字第11104579690

號公告展延至6月30日）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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