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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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勞動基準法關於特別休假可遞延少於1年的

期間，屆期後仍可再次遞延，但不得超過次

一年度末日。特別休假未休部分是否計入平

均工資，除須視原年度終結時點是否在計算

期間內，且勞雇雙方須協商計入的天數。

• 「產業園區閒置土地認定與輔導使用及強制

拍賣辦法」已施行，符合閒置認定基準的土

地，將開始進入二年期限的完成建築使用的

公告輔導期，最快將於2020年即可能啟動

拍賣程序。

• 今年度即將上路的「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

理條例」，主要針對不具有消費關係的租賃

契約，明文訂定房客押金不得逾2個月租金

總額，且新增有出租人（自然人）的租稅優

惠等規定。

2018年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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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公布「特休遞延期限」

與「是否計入勞工平均工資」

的解釋

02

勞資雙方協商遞延的特別休假期限，與遞延特別休假未

休日數的工資是否列入平均工資計算等爭議，勞動部於

民國107年4月11日發布補充性解釋，俾供勞雇雙方遵

循，茲摘錄重點如下：

2018年05月

KPMG觀察

特別休假之遞延與是否計入平均工資等爭議，勞

動部已為明確闡釋，企業自應參照上開意旨為配

合與調整。此外，另針對勞工究竟有多少未休的

日數屬於平均工資計算期間內的工作報酬，而必

須列入平均工資計算等事項，企業宜留意須各別

與勞工協商，以符上述函釋的意旨。

作者：林柏霖律師

補充解釋 釋例

• 特別休假可遞延少於1年之期間。（例如：3個月或6個

月）

• 屆期後可再次遞延，惟不得超過次一年度之末日。

• 次一年度終結仍未休之日數，雇主仍應發給工資，但不

可以再遞延。

• 107年12月31日年度終結時，勞工甲尚有10天特別休假未

休，雙方得協商遞延3個月至108年3月31日。

• 屆期後，倘若仍有5日特別休假未休，雇主依法應結清工

資。

• 亦可經雙方協商再予遞延，但遞延期間不得超過108年12

月31日。

• 特別休假日數之「原年度終結時點」倘落在平均工資計

算事由發生前6個月內，且經勞資雙方協議的未休日究

有多少未休日是屬於該計算期間之未休日數，則該協議

日數的工資，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

• 勞工乙於108年4月1日遭資遣，仍有5天「遞延之特別休

假」未休。

• 特別休假日數之「原年度終結時點」為107年12月31日，

恰在平均工資計算的6個月期間內(107年10月1日至108年

3月31日)。

• 未休的5天中，若有3天經勞資雙方協議屬於平均工資計算

期間內之未休日數，則這3天的工資應納入平均工資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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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106) 年 11 月 22 日修訂的產業創新條例增訂第46條之一，要求閒置工業

用地需於二年期限內依法完成建築使用，未依限完成者，可能遭受罰鍰乃至強

制拍賣的風險。今(107)年5月10日經濟部公布上開規定之授權子法「產業園區

閒置土地認定與輔導使用及強制拍賣辦法」就閒置工業用地的認定標準，公告

延展期間申請、拍賣市價之決定及拍賣應買人之資格等相關事項為規定，以為

後續執行之依據。該辦法並自公布日期開始施行，茲彙整相關重點如下：

產創條例--產業園區閒置土

地認定、輔導使用及強制拍

賣辦法

03 2018年05月

項目 內容

適用範圍 • 以政府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或產業創新條

例申請設置、整體開發、取得土地辦理租售管理之工業用地、

工業區或產業園區為限。不包括由廠商自行購地設廠之工業用

地，因非主管機關開發，不在適用範圍內。

閒置土地及

完成建築使

用的認定

• 產業用地自取得所有權之日起，逾3年未完成建廠者。未完成

建築使用指包含有下列各款之一：

1. 設廠面積之建蔽率低於30%。

2. 未具主要機械設備或營業設備。

3. 未取得主管機關核准登記或營運許可證明文件。

4. 已取得主管機關核准登記或營運許可證明文件，經撤銷、

廢止或喪失效力。

• 上開認定標準，追溯適用於本條例修正前已取得的產業用地。

公告及通知 • 主管機關應將閒置土地公告於土地所在地園區管理機構。

• 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應自公告之日起2年內依法完

成建築使用。

2年期間得

扣除或延展

的事由

• 發生天災、動亂、重大事變、交通道路航道中斷、人為抗爭、

重大疫情或污染等不可抗力情形。

• 非屬廠商可預期之政府機關要求應備之事項及其他不可歸責廠

商事項或正當理由。

• 扣除及延展之期間有上開事由者，仍得申請扣除或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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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處罰事由 • 土地所有權人自閒置土地公告之日起2年或主管機關核准扣除

或延展之期限屆滿，仍未完成建築使用者，主管機關得處閒置

土地當期公告現值總額10%以下之罰鍰，並得通知土地所有權

人於1個月內提出改善計畫。

強制拍賣

事由

• 閒置土地所有權人未遵期提出改善計畫或屆期未與主管機關完

成協商者，主管機關得為強制拍賣之書面處分。

拍賣價格

的決定

• 主管機關先辦理查估市價(得委託2家以上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辦理之)。

• 將閒置土地之查估市價送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已設置的產業園

區土地或建築物租售價格審定小組審定合理價格。

• 審定小組審定的合理價格為拍賣最低價額。

應買人資

格及應遵

循事項

• 應買人應為從事工業之自然人或法人或政府依法設立之事業機

構。

• 應買人取得土地所有權者，自領得權利移轉證書之日起5年內

不得移轉土地所有權，並應於2年內完成建築使用，未完成建

築使用者，主管機關得以原拍定價額向應買人無息買受該土地。

2018年05月04

KPMG觀察

產業創新條例增訂第46條之一，目的係為促進工業區閒置工業用地的

合理利用，增進公益及避免部分工廠囤積轉售圖利。由於「產業園區

閒置土地認定與輔導使用及強制拍賣辦法」追溯適用於本條例修正前

已取得之產業用地，因此符合閒置認定基準的土地，將開始進入二年

期限的完成建築使用的公告輔導期，最快於2020年可能啟動拍賣程

序。另針對將來有意參與拍賣取得土地者，應留意僅限從事工業的自

然人、法人或政府依法設立之事業機構得參與投標，且取得土地所有

權後5年內不得移轉及2年內須完成建築使用。

作者：林陣蒼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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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我國租屋市場普遍存在租屋權益保障不足、租賃

資訊不對稱、糾紛處理不易及缺乏專業管理等問題，立

法院已三讀通過「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並

將自107年6月27日開始施行。茲摘錄重點如下：

租賃專法即將於6月27日上路-

房客押金負擔不得逾2個月

05

KPMG觀察

即將於今年6月27日新上路的租賃專法，主要是

針對不具有消費關係的租賃契約（例如：出租人

為業餘房東）進為法制化規定，明訂房客押金不

得逾2個月租金總額外，亦新增有出租人（自然

人）的租稅優惠等規定。至於具消費關係的租賃

契約（例如：企業經營的房東），仍可適用消費

者保護法及其「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等規定為辦理，兩者互為搭配補

強，以期能全面促進租賃交易之公平與合理。企

業宜檢視既有之住宅租賃契約是否屬於消費關

係，並儘速調整承租雙方權義關係，以符法令規

定。

作者：林柏霖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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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變革 說明

一. 強 化保障
住宅租賃
關係

• 明訂房客押金負擔不得逾2個月租金

總額，且租約消滅時有退還押金的

保障。

• 受託刊登廣告的媒體經營者負有查

證責任，若有故意等與事實不符情

事發生者，須負連帶賠償責任。

• 房東應說明負責修繕項目，未於期

限內修繕，得由房客自行修繕並請

求房東償還或從租金扣除。

• 房客若有毀損不為修繕、賠償或長

期療養需要等，得由房東或房客提

前終止租約。

二. 提 供出租
人(自然人)
租稅優惠

• 政府提供每屋每月6,000元租金所得

稅免稅。

• 月租6,000~20,000元之必要耗損費

用53%扣除額。

三. 輔導成立非營利團體（例如：房東、房客協會）協助租
賃事務之處理

四. 增加免費住宅租賃糾紛處理管道（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
會）

五. 建立租賃專業服務制度（包租業、代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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