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日期 2019.05.31 

【即時公司法解釋】 

公司法 106、108、110、111、112、113 條 

●章程訂定較高股東表決權同意數  

有限公司於章程訂定較公司法規定為高之股東表決權同意數時，僅於公司法有明定章程得規定 

較高之規定時，始得依該規定為之。以往相關函釋與此不符部分，均停止適用。 （108.5.21 經

商字第 10800597810 號函） 

【金管會證期局】 

 發布修正「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辦理專戶存儲應注意事項」第五點附 件一、第六點附件二

之令。 

【臺灣證券交易所】 

 檢送「修正『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並自即日起實施」公告乙份，請查照。 

 【櫃檯買賣中心】 

 修正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下稱興櫃審查準則)部分條文如附件，並自公

告日起施行。 

 本中心「上（興）櫃公司重大訊息發布應注意事項參考問答集」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並自即日起實

施。 

 為落實公司治理，增訂「興櫃公司獨立董事(任職期間)資格條件檢查表」及修正「興櫃公司獨立董事

(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並自公告日起施行。 

 有關「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修正條文如附件，請查照。 

 【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公告修正本公司「參加人辦理有價證券轉讓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及「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業務

處理手冊」，自即日起實施，詳如說明，請 查照。 

【市場要聞】 



 營利事業、機關團體所得稅結算申報附件可網路上傳，省時又方便 

 受贈金額小於 220 萬元須要申報贈與稅嗎? 

 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境外電商，107 年度如有取得非屬扣繳範圍之中華民國來源

所得，請儘速辦理所得稅申報納稅 

 扣繳單位向外國營利事業購買電子勞務，應辦理扣繳申報!  

 個人持有 2 年以下之房屋土地按非自願性因素移轉 20%稅率計算交易所得稅，以財政部公告情形為限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4 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字號：(金管證發字第 1080314523 號)  

附件: 附件一及附件二 (pdf )  

主旨：修正「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辦理專戶存儲應注意事項」第五點附件一、第六點附件二，並自

即日生效。 

附修正「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辦理專戶存儲應注意事項」第五點附件一、第六點附件二 

正本：行政院法規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律事務處、資訊服務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植根國

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均含附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3 日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字號：臺證治理字第 10800083781 號 

附件：公告 

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第五、七、八、十七、二十、二十三及二十七條修正條文對

照表  

主旨: 檢送「修正『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並自即日起實施」公告乙份，請查照。 

  正本：各上市公司、各未上市(櫃)之公開發行公司 

  副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中華民國證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1905241513270.pdf&filedisplay=%E9%99%84%E4%BB%B6%E4%B8%80%E5%8F%8A%E9%99%84%E4%BB%B6%E4%BA%8C.pdf&flag=doc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80523-10800083781-1.pdf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80523-10800083781-2.docx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80523-10800083781-2.docx


券商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中華民國會計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植根國際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博仲法律事務所、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台灣董事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

會、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財團法人台

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本公司上市一

部、上市二部(均含附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03 日 

發文字號：證櫃審字第 10800558001 號 

附件：108005580011-1.doc  

主旨：修正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下稱興櫃審查準則)部分條文如附件，

並自公告日起施行。 

依據：本中心興櫃審查準則第 50 條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 年 4 月 30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80310182 號函。 

公告事項： 

一、旨揭規章修正內容摘陳重點說明如下： 

(一)增訂發行公司申請登錄興櫃設置獨立董事之緩衝期規定(自公告日起至 109 年 6 月 30 日

止申請登錄興櫃者適用)：依現行規定發行公司申請登錄興櫃須設置獨立董事，為給予發

行公司作業彈性及充分因應時間，避免影響其登錄興櫃時程，自公告日起至 109 年 6 月

30 日止，倘發行公司申請登錄興櫃時，已召開董事會決議選任獨立董事但未及召開股東

會完成選任，經其承諾於掛牌日起三個月內完成獨立董事選任者，亦符合登錄興櫃條件，

爰修正興櫃審查準則第 6 條第 1 項第 7 款增訂但書規定。 

(二)配合主管機關 107 年 11 月 26 日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暨因

應對興櫃公司監理作業實務所需、完善興櫃公司重大訊息及說明記者會等規定，爰修正

興櫃審查準則第 32 條、第 33 條、第 34 條、第 35 條、第 47 條及第 47 條之 1 規定。其中，

第 34 條第 1 項第 16 款規定修正後，興櫃公司發布依法遭搜索之重大訊息時，應請注意

配合檢調單位辦案，勿有違反偵查不公開之情事。 

二、配合前揭增訂發行公司申請登錄興櫃設置獨立董事之緩衝期規定，適用但書規定之發行

公司除應於申請登錄興櫃時出具「登錄興櫃股票櫃檯買賣後三個月內完成選任獨立董事」

承諾書、檢附「決議召開股東會選任獨立董事」之董事會議事錄及後續規劃時程外，並

應由其主辦輔導推薦證券商出具「獨立董事候選人資格條件檢查表」檢送予本中心。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805/108005580011-1.doc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09 日 

發文字號：證櫃監字第 10800556931 號 

附件：108005569311-1.pdf  

主旨：本中心「上（興）櫃公司重大訊息發布應注意事項參考問答集」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並自

即日起實施。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 年 4 月 29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80313194 號函。 

公告事項： 

      為切合實務運作使資訊揭露與產業健全發展兼籌並顧，本中心業已修訂旨揭問答集， 

並置於本中心網站，提供上（興）櫃公司發布重大訊息時之參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30 日 

發文字號：證櫃審字第 10801005201 號 

附件：108010052011-1.docx 

108010052011-2.docx 

108010052011-3.doc 

108010052011-4.doc 

主旨：為落實公司治理，增訂「興櫃公司獨立董事(任職期間)資格條件檢查表」及修正「興櫃公司

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並自公告日起施行。 

依據：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第 50 條。 

公告事項： 

一、為持續落實公司治理並強化獨立董事於任職期間適格性之查核，本中心將於每半年

對興櫃公司進行內部控制制度查核時，就受查公司獨立董事於任職期間是否持續符

合資格條件及獨立性等一併查核，除請受查公司及其獨立董事出具相關聲明書外，

另併請主辦推薦證券商檢視受查公司獨立董事之適格性。配合前揭查核作業，爰增

訂主辦推薦證券商填製之「興櫃公司獨立董事(任職期間)資格條件檢查表」(附件一)。 

                   二、另現行興櫃公司於新選任獨立董事就任之日起 10 日內，應檢送相關聲明書至本中

心，並由主辦推薦證券商依規填製「興櫃公司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

併同財務業務重大事件檢查表函報本中心。為強化實務查核作業，爰修正財務業務

重大事件檢查表之附件「興櫃公司獨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附件二)。 

三、另有關興櫃公司及其獨立董事於選任時及任職期間應出具之聲明書，詳如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805/108005569311-1.pdf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805/108010052011-1.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805/108010052011-2.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805/108010052011-3.doc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805/108010052011-4.doc


附件三及附件四，併予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31 日 

發文字號：證櫃監字第 10800565491 號 

附件：108005654911-1.docx  

主旨：有關「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修正條文如附件，請查照。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 年 5 月 16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80307434 號函。 

公告事項： 

一、配合政府積極推動提倡私部門企業誠信、正直核心價值，並要求落實企業內控、內

稽查核機制，爰參酌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簡稱 ISO)

公布之 ISO 37001 企業反賄賂管理機制之內容，修正「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納入相關規範作為上市上櫃公司推廣誠信經營反貪腐之參考依據，修正條文對照表詳

如附件。 

二、本次修正重點包括：由董事會通過公司之誠信經營政策、建立不誠信行為風險之評

估機制、於僱用條件要求受僱人遵守誠信經營政策、誠信經營政策之制定及執行過

程之文件化、配置誠信經營專責單位之資源與人員、誠信經營專責單位向董事會報

告之頻率、依不誠信行為風險之評估結果擬訂相關稽核計畫、完成檢舉案件調查後

應採取後續行動及允許匿名檢舉等。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9 日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字號：保結業字第 1080010832 號 

附件: 附件 1 

附件 2 

附件 3 

附件 4 

主旨：公告修正本公司「參加人辦理有價證券轉讓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及「證券集中保管帳

簿劃撥業務處理手冊」，自即日起實施，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為投資人辦理私人間讓受、繼承及贈與轉讓帳簿劃撥作業得選擇自行送件作業程序，爰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805/108005654911-1.docx
https://web.tdcc.com.tw/boWeb/01/attach/10800000411.pdf
https://web.tdcc.com.tw/boWeb/01/attach/10800000412.pdf
https://web.tdcc.com.tw/boWeb/01/attach/10800000413.pdf
https://web.tdcc.com.tw/boWeb/01/attach/10800000414.pdf


修訂旨揭配合事項及帳簿劃撥業務處理手冊之相關內容，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增訂投資人向證券商申請私人間直接讓受、繼承及贈與轉帳作業，選擇自行向股務機構送

交證明文件者，申請書(傳票)應載明自行送件字樣，相關證明文件應自行送交發行人股務

機構之規定，爰修訂旨揭配合事項第 4 條第 2 款、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9 條第 1 款之

規定。 

(二)增訂證券商如遇客戶於申請書載明自行送件者，僅須於「有價證券轉讓轉帳申請資料查詢

單」該筆申請處註記並記載自行送件總件數，併同申請書(傳票)發行人留存聯送交本公司

之作業程序，爰修訂旨揭配合事項第 4 條第 4 款、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9 條第 3 款之

規定 

(三)配合前述配合事項修正，爰修訂本公司帳簿劃撥業務處理手冊第七章相關之內容。 

二、另為使投資人了解自行送件之作業程序，本公司編製投資人自行送件提醒事項，並將製作

宣導品另行發送參加人及股務代理機構，以協助向投資人說明。 

三、投資人選擇自行向股務機構送交證明文件者，本公司不向參加人計收本公司收費辦法第

17 條之服務費。 

四、前揭配合事項（附件 1）、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2）、帳簿劃撥業務處理手冊（附件 3），

及投資人自行送件提醒事項（附件 4）請至本公司網站查詢及下載，網址：//www.tdcc.com.tw

（公告事項/函文公告/函文類別/法令規章修訂），並請轉知各分公司周知。 

 五、如有未盡事宜，請洽本公司業務部（02）2719-5805 分機 411、422、359。 

正本：各證券商總公司、保管機構、各自、代辦股務機構、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中

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協會 

副本：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各單位 

 

 

營利事業、機關團體所得稅結算申報附件可網路上傳，省時又方便【2019-05-17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北斗稽徵所表示，107 年度營利事業、機關或團體所得稅結算申報截止日為 108 年 5

月 31 日，網路申報應檢附之附件可以網路上傳方式提供，取代以往必須親自或以郵寄方式，將附件

送至國稅局，不但節省申報的時間、人力及費用，更提升申報作業效能。該所進一步說明，營利事業

於 108 年 6 月 27 日前，可透過營利事業所得稅電子結（決）算申報繳稅系統上傳申報書表、附件資

料及租稅減免證明文件；若於前述日期仍未完成附件上傳，則需在規定送件期限前（108 年 6 月 30

日）將附件紙本遞送至所在地之國稅局分局、稽徵所。如有任何國稅相關疑問，歡迎民眾多加利用免

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 洽詢，本所將竭誠為您服務。新聞稿聯絡人：北斗稽徵所營所遺贈稅股 姓

名：陳定忠 電話：04-8871204 轉 102 

     

 受贈金額小於 220 萬元須要申報贈與稅嗎?【2019-05-17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王先生來電詢問，今(108)年贈與兩個子女各 200 萬元，因個別受贈金額皆小於 220 萬元，是否免繳納



贈與稅?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臺南分局表示，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2 條規定，贈與稅納稅義務人(即贈

與人)，每年得自贈與總額中減除免稅額 220 萬元。因此贈與稅免稅額 220 萬元是以贈與人年度贈與

總額計算，而非受贈人年度受贈金額計算；王先生今年贈與兩位子女各 200 萬元，贈與總額為 400

萬元，已超過免稅額，扣除免稅額後贈與淨額為 180 萬元，按適用稅率 10%計算課徵，須繳納 18

萬元贈與稅〔(400 萬-220 萬)×10%〕(贈與淨額 2,500 萬元以下適用稅率 10%)。該分局特別提醒，如

有前述之贈與稅免稅額誤認情事，請儘速補報，以維護自身權益；如有任何申報問題，請撥打免費

服務電話:0800-000-321 洽詢。新聞稿聯絡人：營所遺贈稅課張課長  06-2118800  

 

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境外電商，107 年度如有取得非屬扣繳範圍之中華民國來

源所得，請儘速辦理所得稅申報納稅【2019-05-21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107 年度所得稅申報期間將於 108 年 5 月 31 截止，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

所及營業代理人之境外電商，107 年度如有取得非屬扣繳範圍之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請儘速辦理 107 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及繳納稅款。該局說明，自 106 年度起，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

理人之境外電商，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予我國境內買受人，取得非屬所得稅法第 88 條規定扣繳範圍之所

得（例如 B2C 之所得），應依同法第 73 條第 1 項後段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60 條規定，自行或委託代理

人於該年度所得稅申報期限內，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及繳納稅款。該局進一步說明，如境外電商

未依所得稅法第 73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申報納稅，依所得稅法第 79 條第 1 項、第 108 條及財政部 108

年 4 月 26 日台財稅字第 10804524120 號令規定，稽徵機關應即填具滯報通知書，送達納稅義務人，限

於接到滯報通知書之日起 15 日內補辦申報納稅；如其於通知期限內補辦申報納稅，經稽徵機關據以調

查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者，應按核定應納稅額另徵 10％滯報金，但最高不得超過 3 萬元，最低不

得少於 1 千 5 百元。如逾規定之補報期限，仍未辦理申報納稅，經稽徵機關依查得資料或同業利潤標

準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者，應按核定應納稅額另徵 20％怠報金，但最高不得超過 9 萬元，最低不

得少於 4 千 5 百元；其經稽徵機關依查得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後，嗣如經調

查另行發現課稅資料，依所得稅法 110 條第 2 項規定，除依法核定補徵應納稅額外，應照補徵稅額，

處 3 倍以下之罰鍰。該局提醒尚未辦理申報之境外電商，請於申報期間截止前，儘速至財政部稅務入

口網（網址：https://www.etax.nat.gov.tw）「境外電商課稅專區/營利事業所得稅專區」項下，辦理 107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及繳納稅款，以免遭加徵滯報金或怠報金。（聯絡人：審查一科曹股長；電

話 2311-3711 分機 1337）  

 

扣繳單位向外國營利事業購買電子勞務，應辦理扣繳申報!【2019-05-24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恆春稽徵所表示，外國營利事業利用網路提供網路連線、虛擬主機、視訊瀏覽、

音頻廣播、線上交易平台、線上遊戲、線上廣告等以數位型態使用之電子勞務銷售予我國買受人之

報酬，屬所得稅法第 8 條之我國來源所得，應依法課徵所得稅。該所進一步說明，在我國境內無固

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予我國境內買受人所取得之報酬，其屬

所得稅法第 88 條規定扣繳範圍之所得者，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按「給付額」依規定之扣繳率

扣繳稅款。但該外國營利事業依規定向稽徵機關申請並經核定其適用之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

者，得以我國來源收入依該淨利率及貢獻程度計算，按規定之扣繳率扣繳稅款，於代扣稅款之日起

10 內，將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並向所轄稽徵機關辦理扣繳申報。舉例說明：本國企業 A 公司給付

國外 B 公司 10 萬元在國內刊登線上廣告服務，由於 B 公司在國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A

公司於給付款項時，應按扣繳率 20%計算，扣繳稅款 2 萬元(10 萬元×20%)；如 B 公司事前已向稽徵

機關申請核定適用之淨利率 30%及境內利潤貢獻程度 100%，A 公司則以核定之淨利率及境內利潤貢

獻程度計算，扣繳稅款為 6,000 元(10 萬元×30%×100%×20%)。該所特別提醒，扣繳義務人支付跨境

https://www.etax.nat.gov.tw/


電商勞務服務費時，不論金額大小，皆應依法辦理扣繳及申報憑單，請務必多加留意，以免未依規

定辦理扣繳申報，而遭受處罰。新聞稿聯絡人：服務管理股 張股長 08-8892484 分機 200  

 

 個人持有 2 年以下之房屋土地按非自願性因素移轉 20%稅率計算交易所得稅，以財政部公告情形為 

限【2019-05-24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個人持有 2 年以下之房屋土地，其交易所得稅(新制)適用調職、非自願離職

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之 20%稅率，應以財政部公告之情形為限。該局受理王君申報個人房屋土地交易

所得稅，房地持有期間在 1 年以內，主張其年事已高，居住安養中心，因路途遙遠無力管理房地，出

售房地屬「非自願性因素」，自行以稅率 20%計算稅額；惟查王君情形非屬財政部公告之「非自願性

因素」，爰按稅率 45%計算應納稅額。該局說明，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4 第 3 項第 1 款第 5 目規定，

個人因財政部公告之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有期間在 2 年以下之房屋、土地

者，按稅率 20%計算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依財政部 106 年 11 月 17 日台財稅字第 10604686990 號公告，

前揭規定之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情形如下： 

一、個人或其配偶於工作地點購買房屋、土地辦竣戶籍登記並居住，且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

用，嗣因調職或有符合就業保險法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之非自願離職情事，或符合職業災害勞工保

護法第 24 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須離開原工作地而出售該房屋、土地者。 

二、個人依民法第 796 條第 2 項規定出售於取得土地前遭他人越界建築房屋部分之土地與房屋所有權

人者。 

三、個人因無力清償債務(包括欠稅)，其持有之房屋、土地依法遭強制執行而移轉所有權者。 

四、個人因本人、配偶、本人或配偶之父母、未成年子女或無謀生能力之成年子女罹患重大疾病

或重大意外事故遭受傷害，須出售房屋、土地負擔醫藥費者。 

五、個人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取得通常保護令，為躲避相對人而出售自住房屋、土地者。 

六、個人與他人共有房屋或土地，因他共有人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未經其同意而交易該共有房屋

或土地，致須交易其應有部分者。但經稅捐稽徵機關查明有藉法律形式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之安

排或情事者，不適用之。 

該局提醒，納稅義務人申報新制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欲適用「非自願性因素」之 20%稅率，

請自行檢視是否符合財政部公告規定，以免申報錯誤嗣後遭補稅，影響自身權益。（聯絡人：文山

稽徵所鄭股長；電話 2234-3833 分機 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