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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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布發給員工認股權憑

證與轉讓庫藏股予員工的認定標準與程序。

• 修正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規，未來可在法院

網站上刊登公告。

• 經濟部公布法定盈餘公積若已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是否繼續提列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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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公布「員工認股權

憑證」與「庫藏股轉讓」

的解釋

02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28條之3、第28條

之2第1項第1款規定，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及買回股份

轉讓予員工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107年6月

15日公布相關事項認定標準與程序，摘錄重點如下：

2018年06月

KPMG觀察

「員工認股權憑證」與「庫藏股轉讓」係員工獎

酬重要機制之一，金管會業已公布相關認定標準

與程序如上，企業如欲發給員工認股權憑證或轉

讓庫藏股予員工，自應檢視公司投資架構、持股

狀況或確認控制從屬關係等事項是否符合函釋標

準。

作者：林柏霖律師

項目與解釋

發給或轉讓對象

以本公司及國內外子公司的員工為限

子公司要件

一. 直接或間接持股超過50%，具有控制能力。

二. 雖未超過50%但已達20%，且符合下列情況之

一，並於最近期合併財務報告已納入編製：

1. 與其他投資人約定下，具超過半數有表決權

股份的能力。

2. 依法令或契約約定，可操控公司財務、營運

及人事方針。

3. 有權任免操控公司之董事會超過半數的主要

成員。

4. 有權主導操控公司之董事會超過半數的投票

權。

明定範圍及資格

公司應明定受讓員工範圍及資格（含員工身分認定

之標準）。若屬前項(二)所列子公司員工者，並應洽

簽證會計師就是否符合資格條件規定表示意見後，

提報董事會。

決議程序

買回公司股份應經董事會之同意。如遇董事會休會

時，可由常務董事會決議辦理，再提報下一次董事

會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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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受限於民事訴訟法令規定，民眾僅能將法院公告刊

登於新聞報紙上，因此，大多數法院公告皆刊登在一般

社會大眾較少關注或刊登費用較低的報紙，但如此並沒

有達到公告周知的效果。時至今日，大眾傳播與網路科

技早已日新月異，若不允許公告刊登於網路媒體上，顯

然不合時宜。

立法院於近日三讀修正通過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規，未

來有關民事訴訟法中的訴訟文書、公示送達、公示催告

、申報權利之期間；行政訴訟法中的公示送達；破產法

中公告；強制執行法中的拍賣公告；非訟事件法中的登

記事項、處分等，民眾可選擇在法院網站或新聞報紙刊

登。

民事法規修正：

未來法院公告可在

網站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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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觀察

為因應現今科技與時代演進，有關對外公告等相

關事項，修法後開放得選擇刊登於法院網站上，

企業除得節省刊登報紙的費用外，更能便捷地透

過網路關鍵字搜尋，以即時掌握與公司權益攸關

的公告事項。

作者：林柏霖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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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盈餘公積已達
實收資本額的提列

04

KPMG觀察

企業自應檢視是否有依照公司法令規定，按時提

列法定成數10%的法定盈餘公積，並確認歷年來

所提列累積的法定盈餘公積，是否已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若未達公司實收資本額，依法應繼續提

列；若已達實收資本額，則須進一步視公司章程

對於此情形有無特別規定。若有，則依照章程規

定為之；若無，則企業得衡酌經營與財務狀況，

自由決定是否繼續提列，以靈活運用資金。

作者：林柏霖律師

依照公司法第237條第1項規定，公司完納稅捐後，分派

盈餘時，應先提出10%為法定盈餘公積，若已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後，是否能停止或繼續提列，尚未明確。經濟

部於民國107年5月22日作出解釋認為，若已達實收資本

額時，可不再提列，若繼續提列，因法無禁止規定，則

由公司自主決定是否繼續提列。但如公司章程有特別規

定者，仍應依章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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