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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點掃描

為讓讀者可以輕鬆掌握最新企業經營法令資

訊，及時因應法令修改所帶來法令遵循挑戰，

因此KPMG推出「公司法令新知」月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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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重點摘要

• 電子支付機構得代理收付金融商品的範圍再

開放，納入得代理收付以投資國內為限之貨

幣市場基金，並加強相關監理措施。

• 勞動基準法所規定出勤紀錄之記載方式，並

不限於傳統簽到簿或刷卡機，允許輔以電腦

資訊或電子通信設備協助記載

• 獨立董事得要求董事會指派相關人員或自行

聘請專家協助執行職務，以達有效監督公司

運作與保護股東權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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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版餘額寶來了，電子支付

機構代理收付金融商品的範

圍再開放

2018年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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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107 年 4 月 20 日 ) 金管會發布金管銀票字第

10702015720號解釋令，核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

」第4條第1項第2款所稱，經主管機關核准代理收付款

項金融商品或服務之範圍，除擴大開放電子支付機構(

以下簡稱電支機構)得代理收付金融商品的範圍，並進

一步完善電支機構得代理收付金融商品的管理，茲彙整

重點如下：

得代理收付之金融商品

 依法設立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所銷售之保險商品

 以投資國內為限之貨幣市場基金

應遵循之規定

 電支機構應與投資人及金融商品提供者簽訂契約，

約定彼此權利、義務及責任

 電支機構應於網站公告及交易結果通知，僅提供代

理收付款項服務，不涉及該金融商品之經營

 電支機構因提供服務所取得往來交易等資訊提供予

金融商品提供者時，應取得投資人同意

特別遵循規定

 投資人以約定條件方式自動申購貨幣基金，電支機

構應與其約定限額，並提供隨時停止自動申購及調

整限額之機制

 投資人以貨幣基金買回款進行支付者，電支機構應

於買回款存入專用存款帳戶並紀錄於投資人之電支

帳戶後，始得接受投資人提出支付指示及進行支付

款項移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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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制定時，對於得代理收付

之金融商品項目及內容係透過對第4條第1項第2

款授權金管會規定。金管會遂於105年5月10日以

金管銀票字第10500085030號函開放國際保險業

務分公司所銷售之保險商品得代理電子收付，本

函釋再擴大開放得代理收付以投資國內為限之貨

幣市場基金，並藉此進一步完善相關規範。由於

貨幣型基金具有市場資金暫泊功能，資金動能龐

大，導入電子支付對業者係一大利多，有台版餘

額寶的影子。惟業者應注意相關法遵事項，例如

本令釋明定，提供服務所取得往來交易等資訊提

供予金融商品提供者時，應取得投資人同意，且

可能須一併遵循台灣個人資料保護法。此外，如

有投資人為歐盟居民，也應留意有無歐盟個資保

護 法 的 適 用 (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作者：林陣蒼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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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出勤紀錄」為認定勞工工資、工時查核以及職業

災害的重要依據，然在實務上常發生以何種方式認定的

爭議，有鑑於經濟活動越趨多元與科技日新月異，勞動

部於民國107年3月27日指出《勞動基準法》所規定出

勤紀錄之記載方式，並不限於傳統簽到簿或刷卡機，允

許輔以電腦資訊或電子通信設備協助記載，例如：行車

紀錄器、GPS紀錄器、電話、手機打卡、網路回報、

客戶簽單、通訊軟體(如工時APP)或其他可供稽核出勤

紀錄的工具等，皆可作為記錄方式。

勞工出勤紀錄不限打卡

勞雇間得約定最適宜之

記載方式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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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出勤紀錄不限以打卡方式為之，舉凡可核實

記載勞工出勤時間工具所為的紀錄，均得作為出

勤紀錄，故為明確勞資間權利義務關係，企業自

得因應不同產業別與行業特性，與勞工約定調整

最適宜雙方的記載方式，以利相關法令遵守。

作者：林柏霖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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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之知識有其侷限性，無法

全面兼顧會計、法律及公司治理等專業，法院判決要求

獨立董事「個人」必須超越簽證會計師與律師專業，對

於公司事務須作出獨立且客觀之判斷，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2及第178條已於民國107年4月25日經總統公布

修正，增訂條款如下：

1. 公司不得妨礙、拒絕或規避獨立董事執行業務。

2. 獨立董事執行職務認為有必要時，得要求董事會指

派相關人員或自行聘請專家協助辦理，相關必要費

用，由公司負擔之。

3. 若有違反，得處新台幣24萬元以上240萬元以下罰

鍰。

獨立董事聘請專家協助

執行職務，相關費用由

公司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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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發揮獨立董事獨立判斷與提供客觀意見之職責

與功能，本次證券交易法修正增訂獨立董事得要

求董事會指派相關人員或自行聘請專家協助執行

職務，以達有效監督公司運作與保護股東權益目

的。未來公開發行公司應注意不得有拒絕或妨礙

獨立董事得要求董事會指派相關人員或自行聘請

專家協助執行職務等情事。此外，聘請專家之相

關必要費用亦須由該公司負擔，否則恐有受罰風

險。(作者：林柏霖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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