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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法令修訂注意事項 
 

(一) 上市(櫃)公司應設置審計委員會之時程。 

(1)非屬金融業之已上市(櫃)公司 

 

(2)初次申請上市(櫃)公司 

 

 

資本額 應設置審計委員會年度 

資本額 100 億以上公司 

 

應設置審計委員會 

 

 

資本額 20 億-100億公司 最遲於 108 年應設置審計委員會 

 

資本額 20 億以下公司 109/1/1起應設置審計委員會 

(其董監任期於 109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申請公司別 申請前應於章程中載明設置審計委員會 

 

初次申請 

上市公司 
 

本國公司及外國公司 

 

 

初次申請 

上櫃公司 
 

本國公司 
申請時實收資本額 

達新臺幣 6億元以上者 

外國公司 

申請時最近期淨值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總額) 

達新臺幣 6億元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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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9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發字第 10703452331 號 

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金融控股公司、銀行、票券 

    金融公司、保險公司、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綜合證券商、上市（櫃）期貨商及實收資 

    本額達新臺幣二十億元以上非屬金融業之上市（櫃）公司，應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 

    察人；實收資本額未滿新臺幣二十億元非屬金融業之上市（櫃）公司，應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起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但前開金融業如為金融控股公司 

    持有發行全部股份者，得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 

二、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一百八十一條之二規定，現任董事、監察人任期未屆滿之公司，前 

    點適用時程規定如下： 

   （一）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二十億元以上未滿新臺幣一百億元非屬金融業之上市（櫃） 

         公司，應於一百零八年底前設置完成。 

   （二）實收資本額未滿新臺幣二十億元非屬金融業之上市（櫃）公司，應自一百零九年 

         一月一日起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其董事、監察人任期於一百零九年未屆 

         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金管證發字第一○二○○五三一一 

    二一號令，自即日廢止。 
  
請配合設置時程，先檢視公司章程所定獨立董事人數是否符合規定，若不符，

請於改選前一年度之股東會修訂「公司章程」，另「公司章程」有關設置審計

委員會並刪除相關監察人條文，可於改選當次之股東會修訂，章程修訂範例如

下：  

 

 

 
 

 

 
 

 
 

 

 

 

 

 

 

 

 

 設置「審計委員會」公司章程修訂範例： 

第○條 

本公司設置董事○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連選得連任。

惟全體董事所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少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一定之成

數，前項股權成數依主管機關規定定之。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規定於前述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其人數不

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獨立董事之選任採公司法第一百九十

二條之一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獨立董事

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立性認定、提名與選任方式、職權行使及其他相

關應遵行事項，悉依公司法及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

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獨立董事與非

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第○條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之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

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審

計委員會及其成員之職權行使及相關事項，依證券交易法暨相關法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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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請針對公司相關公司規章，如： 
 「取得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背書保證作業處理程序」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處理程序」 
 「董監事選舉辦法」等 

   將有關監察人之規定刪除或修改為審計委員會並送請股 
   東會決議 

 

 設置審計委員會之相關規定 

    (依證券交易法 14-4 及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辦理) 

1.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

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證交法 14-4) 

2.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依證交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對於監察人之規定，

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3.應訂定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並經董事會通過，修正時亦同。(辦法第 3 條) 

4.審計委員會由董事會委任，任期與董事會相同。 

5.審計委員會之職權依證交法 14-5 條辦理。 

6.審計委員會應至少每季召開一次。召集應載明召集事由，於 7 日前通知委員

會各獨立董事成員。(辦法第 7 條) 

7.審計委員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並於會後 20 日內分送委員會各獨立董

事成員。(辦法第 10 條) 

 

 設置審計委員會之程序 
  1.設置前一年度先於股東會修改公司章程及董事選舉辦法。    

(若公司章程所定獨立董事人數符合設置審計委員會規定，公司可於全面改選

及設置審計委員會之當次股東會，同時配合修正公司章程設置審計委員會並

刪除公司章程中與監察人有關規定，並依新章程規定毋須選任監察人) 

  2.設置當年度董事會公告受理提名獨立董事人數及期間。 

  3.設置當年度股東會改選董事。 

  4.設置當年度股東會改選後，召開董事會通過審計委員會組織章程並委任審計 

    委員會成員。(公告重大訊息) 

  5.審計委員會成員互推一人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 

  6.召開第一次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應於會前 7 日寄發召集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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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法規 

(1)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 

(2)「○○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參考範例 

(3) 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4)證券交易法(第 14-2~14-5 條)  

(5)公司治理問答集-審計委員會篇 

 

 

(二) 擴大強制設置獨立董事之適用範圍。 

     (新增興櫃公司應於 109/1/1 起設置獨立董事，但董監 

      109 年任期未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9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發字第 1070345233 號 

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規定，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金融控股公司、銀行、票券金融

公司、保險公司、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綜合證券商、上市（櫃）期貨商及非屬金融業之上

市（櫃）公司，應於章程規定設置獨立董事；非屬金融業之興櫃公司，應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九年一月一日起於章程規定設置獨立董事。前開應設置獨立董事者，獨立董事人數不得

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二、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一百八十一條之二規定，前點應自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起設置獨立董事

之興櫃公司，其董事、監察人任期於一百零九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金管證發字第一○二○○五三一一二號

令，自即日廢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7 日  

發文字號：證櫃審字第 10700109961 號 

主旨：修正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第 6 條及第 7 條條文，自 108 年起申 

      請登錄興櫃公司應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2 及其相關規定設置獨立董事。 

依據：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第 50 條規定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 

      年 4 月 30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70107136 號函。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1972&Hit=1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299&Hit=1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1973&Hit=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01&ModifyDate=1071205&rng=14.1-14.5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30&parentpath=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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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 年 3 月 27 日公告之「新版公司治理藍圖(2018～ 

          2020)」，並為強化興櫃公司之公司治理，及落實董事會之監督職能，自 108 年起新 

          申請登錄興櫃之公司應設置獨立董事，其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五分之一，並依證券相關法令辦理，爰修正本中心旨揭規章。 

附件：107001099611-1.doc 

 

 

(三)公司法對董監事選舉議案及提名相關事宜新增函釋。 
 

(1) 公司所定董監事人數非固定數額者 

   ●有關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章程所定董監事人數非固定數額時，應使股東於股東會選任董 

     監事前即知悉擬選舉之人數。（106.02.20 經商字第 10602403710 號）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董事會於召集股東會時即應確認應選人數，並於召集通知載明，以利 

    股東就應選董監事數額評估投票規劃。章程採非明定固定數額制者，縱該次股東會章程 

    變更，亦不得於股東會現場以臨時動議方式修正選舉之董監事席次，以免影響股東選舉董 

    監事之權益；倘該次股東會涉及修正章程變更董監事席次者，亦須於完成章程修訂後，於 

    下次股東會始得依新修正之章程選舉適用之。 

    

   ●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章程所定董監事人數非固定數額時，亦應使股東於股東會選任董監 

     事前即知悉擬選舉之人數。（107.11.26 經商字第 10700093610 號） 

     一、本部 106 年 2 月 20 日經商字第 10602403710 號函係針對公開發行公司章程所定董 

        監事人數非固定數額時，應使股東於股東會選任董監事前即知悉擬選舉之人數所為之 

        說明，至非公開發行公司雖非該函解釋對象，惟為保障股東權益，亦得參考之。 

     二、另 107 年 11 月 1 日施行之公司法第 172 條第 5 項規定，選任董事或監察人應在召 

         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 

         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由於選任董事或監察人屬重大事 

         項，股東會召集通知除記載事由外，亦應說明其主要內容，以利股東選舉權之規劃行 

         使。 

 

●董事之選舉，係採累積投票制，股東會選舉董事時，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 

 之選舉權，股東得將全部選舉權集中於一人，或分配於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 

     多者，當選為董事。是以，股東會之每一股份選舉權，應與實際應選董事候選人數相同。  

     （107.5.17 經商字第 10702019080 號）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705/107001099611-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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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按公司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規定，採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董監事應選名額係以公

告時已生效章程之董事人數為準(本部 94 年 11 月 30 日經商字第 09402426290 號函

參照)。另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規定，具有董事候選人提名權者，為董事會及持有

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準此，如股東不足額提名，為符章程規定，

董事會仍應提名至足額，蓋若非如此，公司法第 129 條第 5 款董事人數為章程必要記

載事項之規定將形同具文，合先敘明。 

    二、又公司法第 191、388 條規定:「股東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主 

管機關對於公司登記之申請，認為有違反本法或不合法定程式者，應令其改正，非俟

改正合法後，不予登記。」倘公司違反前揭規定，既無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

以上股份之股東提名，董事會又未提名至足額，自與公司章程核有不符。惟本部 94

年 3 月 28 日經商字第 09402031450 號函略以:「公司非於股東會議程上規定選舉董

事人數與章程規定人數不符，而係由股東會依法定程序選舉董事，此自然選出結果，

如有缺額，仍應准其登記。」。 

    三、所詢 A 公司若無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提名董事候選人，則董

事會依法即應依章程提名足額 7 人，方屬適法。惟提名足額後倘因選舉董事之法定程

序致董事候選人僅餘 6 人，其自然選出結果如有缺額，仍應准其登記。 

    四、再按公司法第 198 條第 1 項規定：「股東會選任董事時，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

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

當選為董事。」亦即董事之選舉，係採累積投票制，股東會選舉董事時，每一股份有

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股東得將全部選舉權集中於一人，或分配於數人，

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是以，股東會之每一股份選舉權，應與

實際應選董事候選人數相同，倂予敘明。 

五、末按公司法並無獨立董事規定，所詢獨立董事選舉提案一節，核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證券期貨局解釋權責，請徵詢該局意見辦理。 

 

 

(2) 董事會對於股東提名候選人名單採形式認定 

    ●董事候選人名單形式認定（107.12.21 經商字第 10702429010 號） 

     一、按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應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   

告受理董事候選人提名之期間等，受理期間不得少於 10 日，提名股東應於公告受理

期間內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項、第 5 項第 1 款參

照)。倘董事候選人名單係由董事會提出者，不受公告受理期間內提出之限制。又受理

期間屆滿後，如無股東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而董事會前已決議通過其提名人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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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受理期間屆滿後，毋庸再召開董事會(因新法已刪除審查董事被提名人之作業過程應

作成紀錄之規定)，本部 96 年 3 月 22 日經商字第 09602029250 號函釋停止適用。 

    二、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

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第 5 項規定：「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

集股東會者，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應將其列入董事候選人名單:一、提名股東於公

告受理期間外提出。二、提名股東於公司依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

過戶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三、提名人數超過董事應選名額。四、提名股東未敘明

被提名人姓名、學歷及經歷。」倘召集股東會之主體為董事會時，針對提名股東提出

之董事候選人名單，應召開董事會就有無第 192 條之 1 第 5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之情

事為形式認定。 

     --------------------------------------------------------------------------------------- 

        原經濟部 96年 3 月 22 日經商字第 09602029250 號（停止適用） 

       ●董事會與股東均需在受理期間內提名 

        依公司法第192條之1第1、2項規定，公開發行公司採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者，應於股

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董事候選人提名之期間，受理期間不得少

於10日。此項受理提名之期間，不論股東或董事會，均應遵守，換言之，不論股東或

董事會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均應在公告受理期間內為之，以求一致。又公司公告受

理董事候選人提名相關事項，於提名期間屆滿後，如無股東提名董事候選人，而董事

會業於受理期間內決議通過自行提名人選者，於受理期間屆滿後，仍應再召開董事會

就審查作業過程作成紀錄（應於董事會紀錄載明無股東提名之事實；至前經董事會審

查通過之董事被提名人名單，可毋庸再次審查，惟應於董事會紀錄載明經何時何次之

董事會審查通過），並原則上至少保存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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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部分條文。 
 

 

 

 

 

 

 

 

 

 

 

 

 

 

 

 

 

 

 

 

 

 

 

 

 

 

 

 

 

 

 

 

 

一、配合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修正相關規範： 

(一)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六號租賃： 

   ▓擴大使用權資產範圍。(§3、§7、§9、§11、§15-§18、§31) 

   ▓放寬公開發行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百之百持有

之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其使用權資產或供營業使

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之核決程序，並豁免評估該等公司間取得供營

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之交易成本合理性。(§15、§16) 

   ▓放寬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使用權資產，得以鄰近地區一年內非關係人  

     租賃交易作為設算及推估交易價格合理性之參考案例。(§17) 

(二) 配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金融工具之定義： 

   ▓明定衍生性商品之範圍。(§4) 

 

二、提升資訊揭露品質，並放寬部分交易之資訊揭露： 

(一)明定以投資為專業者之範圍，並放寬部分交易之資訊揭露： 

    ▓明定以投資為專業者之範圍。(§4) 

    ▓放寬以投資為專業者，於國外初級市場認購普通公司債，申購或買 

      回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期貨信託基金得豁免公告。(§31) 
(二)放寬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100億元以上之營建業，銷售自行興建完工建 

案之不動產且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之公告申報標準，為交易金額達新台 
幣10億元以上。(§31) 

(三)明定子公司應適用之公告申報標準，有關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規定， 

以公開發行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及股票為無面額或每股面 

額非屬新臺幣10元之公司有關前開公告申報標準，有關實收資本額達新

臺幣100億元之交易金額規定，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新臺幣200

億元計算之。(§34、§35) 

 

三、 明確外部專家之責任 

▓明定外部專家之消極資格，及外部專家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之評估、

查核及聲明事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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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問答集（108.1 修正）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6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發字第 1070341072 號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附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附件：公 開 發 行 公 司 取 得 或 處 分 資 產 處 理 準 則 修 正 總 說 明 及 條 文 對 照 表 (pdf) 

更正勘誤「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36 條條文。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1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發字第 1070346971 號 

主旨：檢送「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36 條條文勘誤表 1 份，請查照更正。 

說明：「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業經本會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6 日金管 

       證發字第 1070341072 號令修正發布在案。 

附件：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取 得 或 處 分 資 產 處 理 準 則 修 正 總 說 明 及 條 文 對 照 表 (pdf)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取 得 或 處 分 資 產 處 理 準 則 第 36 條 條 文 勘 誤 表 (pdf)  

四、 其他： 

▓明定公開發行之銀行業、保險業、票券業、證券期貨業等金融相關事業取

得或處分資產，應優先適用該業別法令相關規定。(§2) 

▓明定證券交易所及證券商營業處所之範圍，並將本準則所指之標的及機構

等原則一致包括海內外，例外應加以敘明。(§4、§9、§11、§15、§31) 

▓明定公開發行公司如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者，得免除

訂定相關處理程序。(§7) 

▓已依證券交易法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開發行公司，應由審計委員會或審計

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行使監察人職權。(§18、§22、刪除§33-1) 

▓明定已依法設置獨立董事之公開發行公司，對於衍生性商品交易重大違規

事項，應書面通知獨立董事。(§22)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30&parentpath=0,6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1811270833570.pdf&filedisplay=%E5%85%AC%E9%96%8B%E7%99%BC%E8%A1%8C%E5%85%AC%E5%8F%B8%E5%8F%96%E5%BE%97%E6%88%96%E8%99%95%E5%88%86%E8%B3%87%E7%94%A2%E8%99%95%E7%90%86%E6%BA%96%E5%89%87%E4%BF%AE%E6%AD%A3%E7%B8%BD%E8%AA%AA%E6%98%8E%E5%8F%8A%E6%A2%9D%E6%96%87%E5%B0%8D%E7%85%A7%E8%A1%A8.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1812211606280.pdf&filedisplay=%E5%85%AC%E9%96%8B%E7%99%BC%E8%A1%8C%E5%85%AC%E5%8F%B8%E5%8F%96%E5%BE%97%E6%88%96%E8%99%95%E5%88%86%E8%B3%87%E7%94%A2%E8%99%95%E7%90%86%E6%BA%96%E5%89%87%E4%BF%AE%E6%AD%A3%E7%B8%BD%E8%AA%AA%E6%98%8E%E5%8F%8A%E6%A2%9D%E6%96%87%E5%B0%8D%E7%85%A7%E8%A1%A8.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1812211606281.pdf&filedisplay=%E5%85%AC%E9%96%8B%E7%99%BC%E8%A1%8C%E5%85%AC%E5%8F%B8%E5%8F%96%E5%BE%97%E6%88%96%E8%99%95%E5%88%86%E8%B3%87%E7%94%A2%E8%99%95%E7%90%86%E6%BA%96%E5%89%87%E7%AC%AC36%E6%A2%9D%E6%A2%9D%E6%96%87%E5%8B%98%E8%AA%A4%E8%A1%A8.pdf&flag=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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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發 行 公 司 取 得 或 處 分 資 產 處 理 準 則 修 正 條 文 (勘 誤 後 )(pdf)  

訂定有關「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之公告格式，自 108年

1 月 1 日生效。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4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發字第 1070343930 號 

一、訂定有關「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之公告格式如附件。 

二、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各公開發行公司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規定須辦理公告申報者，應依前開格式辦理。 

三、 本令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本會一百零一年四月二十四日金管證發字第一０一００ 

    一六七四三號令，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廢止。 

相關附件：發 布 令 之 附 件 (pdf)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29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發字第 1070331908 號 

 

一、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十條但書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 

證券，符合下列規定情事者，得免適用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十條，有 

關應先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及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之 

規定： 

   （一）依法律發起設立或募集設立而以現金出資取得有價證券，且取得有價證券所表彰之權 

利與出資比例相當。 

   （二）參與認購標的公司依相關法令辦理現金增資而按面額發行之有價證券。 

   （三）參與認購直接或間接百分之百投資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有價證券，或百分之百持有 

之子公司間互相參與認購現金增資發行有價證券。 

   （四）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上市、上櫃及興櫃有價證券。 

   （五）屬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六）公募基金。 

   （七）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之上市（櫃）證券標購辦法或拍賣辦法取得或處分上市（櫃）公司股票。 

   （八）參與國內公開發行公司現金增資認股或於國內認購公司債(含金融債券)，且取得之有 

價證券非屬私募有價證券。 

   （九）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於基金成立前申購國內私募基金者，或 

申購、買回之國內私募基金，信託契約中已載明投資策略除證券信用交易及所持未沖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1812211606282.pdf&filedisplay=%E5%85%AC%E9%96%8B%E7%99%BC%E8%A1%8C%E5%85%AC%E5%8F%B8%E5%8F%96%E5%BE%97%E6%88%96%E8%99%95%E5%88%86%E8%B3%87%E7%94%A2%E8%99%95%E7%90%86%E6%BA%96%E5%89%87%E4%BF%AE%E6%AD%A3%E6%A2%9D%E6%96%87%28%E5%8B%98%E8%AA%A4%E5%BE%8C%29.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1812041601290.pdf&filedisplay=%E7%99%BC%E5%B8%83%E4%BB%A4%E4%B9%8B%E9%99%84%E4%BB%B6-1071204.pdf&flag=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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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證券相關商品部位外，餘與公募基金之投資範圍相同。 

二、以投資為專業者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如已建置有價證券評價模型與系統，並採用適當之 

模型或統計方法估算價值，得免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十條規定洽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一月十一日金管證發字第一○五○○四四五 

○四號令，自即日廢止。 

 

(五)預告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部 

分條文草案。 

 

 

 

 

 

 

 

 

 

 

 

 

 

 

 

 

 

 

 

 

 

▓公開發行之銀行業、保險業、票券業、證券期貨業等金融相關事業從

事資金貸與或為他人背書保證，應優先適用該業別法令相關規定。(§

2) 

▓針對符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定條件之租賃業者，放寬短期融通資

金貸與限額為淨值之100%，不受淨值40%之限制，及增訂租賃業者

從事短期資金融通應遵循之相關規範，並增訂其從事短期資金融通超

過本準則規定之限額時，公司負責人應連帶負返還責任及損害賠償責

任。另為增加集團企業內部資金調度運用之彈性，放寬公開發行公司

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該公開發行公司從

事資金貸與，不受淨值40%及一年期限之限制。(§3、§9) 

▓已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開發行公司，訂定或修正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

保證作業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通過。(§8、§11)  

▓公開發行公司從事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應依所定作業程序辦理。(§9、

§12) 

▓為明確長期性質投資之定義，參酌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修正文字。(§25) 

▓已設置獨立董事之公開發行公司，對於資金貸與或背書保證重大違規

事項，除應書面通知監察人，亦應以書面通知獨立董事；對於資金貸

與或背書保證違反規定所訂定之改善計畫，亦應一併送獨立董事。另

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第3項規定，明定已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開發

行公司，應由審計委員會行使監察人職權。(§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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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審字第 1070340206 號 

主旨：預告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部分條文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附件：  

處理準則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預告  

 

 

(六)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部分條文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29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交字第 1070307079 號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部分條文。 

附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部分條文 

附件： 

委託書規則修正條文 (pdf) 

委託書規則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pdf) 

 

 

 

 

 

▓公司依規定將徵求資料傳送至證基會或於日報公告後，徵求人應依股東委託

出席股東會。徵求人不得於徵求委託書之書面及廣告內容記載徵求人得不出

席股東會等相關文字。(§5) 

▓徵求人違反第10條之1規定，經金管會依證券交易法規定處分，尚未逾 3 年

者，不得擔任徵求人。(§5) 

▓為維持委託書徵求作業之公平性，明定公司交付股東會紀念品予徵求人，應 

  以公平原則辦理。(§11)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oticeslaw/201811021705030.pdf&filedisplay=%E8%99%95%E7%90%86%E6%BA%96%E5%89%87%E7%B8%BD%E8%AA%AA%E6%98%8E%E5%8F%8A%E6%A2%9D%E6%96%87%E5%B0%8D%E7%85%A7%E8%A1%A8-%E9%A0%90%E5%91%8A.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1803291702180.pdf&filedisplay=%E5%A7%94%E8%A8%97%E6%9B%B8%E8%A6%8F%E5%89%87%E4%BF%AE%E6%AD%A3%E6%A2%9D%E6%96%87-20180329.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1803291702181.pdf&filedisplay=%E5%A7%94%E8%A8%97%E6%9B%B8%E8%A6%8F%E5%89%87%E4%BF%AE%E6%AD%A3%E7%B8%BD%E8%AA%AA%E6%98%8E%E5%8F%8A%E6%A2%9D%E6%96%87%E5%B0%8D%E7%85%A7%E8%A1%A8-20180329.pdf&flag=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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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之書表格式。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31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交字第 10703070791 號 

 

主旨：公告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之書表格式，並自即日生效。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 23 條之 1 規定。 

公告事項：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相關書表格式之附件二、三「徵

求人出席股東會委託書徵求資料表」、附件四、五「徵求人擬刊登之書面及廣告內

容定稿」及附件六「徵求人徵求資料彙總表冊」如附件。 

附件：  

公告修正之部分委託書書表格式 (pdf)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之申報書件格式 (pdf)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16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交字第 1070328433 號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部分條文。 

附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部分條文 

附件：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委託書規則修正條文 (pdf)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pdf) 

 

 

▓金融機構召開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或監察人議案時，其一般徵求人持股 

資格，由現行繼續一年以上持有該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千分之二提高 

為千分之五，並刪除持有該公司已發行股份八十萬股以上之條件(§5) 

(108.7.1起) 

▓金融機構之股東如擬委託信託事業或股務代理機構擔任徵求人，委任股

東資格條件修正為繼續一年以上持有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十以

上，且以符合金融控股公司法、銀行法、保險法所定大股東適格性及同一

人或同一關係人規定者為限(§6) (108.7.1起)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1803311420260.pdf&filedisplay=%E5%85%AC%E5%91%8A%E4%BF%AE%E6%AD%A3%E4%B9%8B%E9%83%A8%E5%88%86%E5%A7%94%E8%A8%97%E6%9B%B8%E6%9B%B8%E8%A1%A8%E6%A0%BC%E5%BC%8F-1070331.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1803311420261.pdf&filedisplay=309%E5%85%AC%E9%96%8B%E7%99%BC%E8%A1%8C%E5%85%AC%E5%8F%B8%E5%87%BA%E5%B8%AD%E8%82%A1%E6%9D%B1%E6%9C%83%E4%BD%BF%E7%94%A8%E5%A7%94%E8%A8%97%E6%9B%B8%E8%A6%8F%E5%89%87%E4%B9%8B%E7%94%B3%E5%A0%B1%E6%9B%B8%E4%BB%B6%E6%A0%BC%E5%BC%8F-%E5%AE%8C%E6%95%B4%E7%89%88%2810703%E4%BF%AE%E6%AD%A3%29-1070331.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1808161813320.pdf&filedisplay=%E5%85%AC%E9%96%8B%E7%99%BC%E8%A1%8C%E5%85%AC%E5%8F%B8%E5%87%BA%E5%B8%AD%E5%A7%94%E8%A8%97%E6%9B%B8%E8%A6%8F%E5%89%87%E4%BF%AE%E6%AD%A3%E6%A2%9D%E6%96%87.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1808161813321.pdf&filedisplay=%E5%85%AC%E9%96%8B%E7%99%BC%E8%A1%8C%E5%85%AC%E5%8F%B8%E5%87%BA%E5%B8%AD%E8%82%A1%E6%9D%B1%E6%9C%83%E4%BD%BF%E7%94%A8%E5%A7%94%E8%A8%97%E6%9B%B8%E8%A6%8F%E5%89%87%E4%BF%AE%E6%AD%A3%E7%B8%BD%E8%AA%AA%E6%98%8E%E5%8F%8A%E6%A2%9D%E6%96%87%E5%B0%8D%E7%85%A7%E8%A1%A8.pdf&flag=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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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修正「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第 14 條之 2 及第 178條條 
 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25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42151 號 

 

茲修正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及第一百七十八條條文，公布之。 

第十四條之二   

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得依章程規定設置獨立董事。但主管機關應視公司規模、股東結構、

業務性質及其他必要情況，要求其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

分之一。 

獨立董事應具備專業知識，其持股及兼職應予限制，且於執行業務範圍內應保持獨立性，不得

與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利害關係。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

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公司不得妨礙、拒絕或規避獨立董事執行業務。獨立董事執行業務認有必要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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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獨立董事，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 

一、有公司法第三十條各款情事之一。 

二、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表人當選。 

三、違反依第二項所定獨立董事之資格。 

獨立董事持股轉讓，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一項後段及第三項規定。 

獨立董事因故解任，致人數不足第一項或章程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

均解任時，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第一百七十八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一項、第二項、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四十

四條、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二項、第一百四十七條、第一百五十二條、第一百六十五條之

一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二準用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二

項、第一百四十七條，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準用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一項、第二項規定。 

二、違反第十四條第三項、第十四條之一第一項、第三項、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第三項、

▓新增公司不得妨礙、拒絕或規避獨立董事執行業務。獨立董事執行業務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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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司負擔之規定。(§14-2) 

▓公司違反上述規定者，處新臺幣24萬元以上240萬元以下罰鍰。(§178) 

▓新增上市或上櫃公司，依第規定編製年度財務報告時，應另依主管機關規

定揭露公司全體員工平均薪資及調整情形等相關資訊規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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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項、第十四條之三、第十四條之四第一項、第二項、第十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二項、

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五項、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二十六條之三第一項、

第七項、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十六條第五項、第七項、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三條之

一第一項、第四十三條之四第一項、第四十三條之六第五項至第七項、第五十八條、第

六十一條、第六十九條第一項、第七十九條、第一百五十九條規定、第一百六十五條之

一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二準用第十四條第三項、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十六條第五

項、第四十三條之四第一項、第六十一條，或違反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準用第十四條之

一第一項、第三項、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第五項、第十四條之三、第十四條之四第一

項、第二項、第十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二項、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

二十六條之三第一項、第七項、第三十六條第七項、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

項、第四十三條之六第五項至第七項規定。 

三、發行人、公開收購人或其關係人、證券商或其委託人、證券商同業公會、證券交易所或

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事業，對於主管機關命令提出之帳簿、表冊、文件或其他參考或

報告資料，屆期不提出，或對於主管機關依法所為之檢查予以拒絕、妨礙或規避。 

四、發行人、公開收購人、證券商、證券商同業公會、證券交易所或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事業，

於依本法或主管機關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規定之帳簿、表冊、傳票、財務報告或其他有關

業務之文件，不依規定製作、申報、公告、備置或保存。 

五、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規則有關徵求人、受託代理人與代為處理徵求事務

者之資格條件、委託書徵求與取得之方式、召開股東會公司應遵守之事項及對於主管機

關要求提供之資料拒絕提供之規定，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準用第二十五條之一規定。 

六、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所定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

規則有關通知及查核之規定。 

七、違反第二十六條之三第八項規定未訂定議事規範或違反主管機關依同條項所定辦法有關

主要議事內容、作業程序、議事錄應載明事項及公告之規定，或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十

六條之一所定準則有關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

背書或提供保證及揭露財務預測資訊等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適用範圍、作業程序、應公

告及申報之規定，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準用第二十六條之三第八項、第三十六條之一

規定。 

八、違反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二項、第四項至第七項或主管機關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買

回股份之程序、價格、數量、方式、轉讓方法及應申報公告事項之規定，或第一百

六十五條之一準用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二項至第七項規定。  

九、違反第四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第四十三條之三第一項、第四十三條之五第一項或主管機

關依第四十三條之一第四項及第五項所定辦法有關收購有價證券之範圍、條件、期間、

關係人及申報公告事項之規定，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二準用第四

十三條之一第四項、第四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第四十三條之三第一項、第四十三條之五

第一項規定。 

有前項第二款至第七款規定情事之一，主管機關除依前項規定處罰鍰外，並應令其限期辦理；

屆期仍不辦理者，得繼續限期令其辦理，並按次各處新臺幣四十八萬元以上四百八十萬元

以下罰鍰，至辦理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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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違反第二十五條之一案件因而查獲者，應予獎勵；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外國公司為發行人時，該外國公司違反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處

罰。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5 日 

華總一經字第 10700130991 號 

 

茲修正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條文，公布之。 

第 十 四 條    

本法所稱財務報告，指發行人及證券商、證券交易所依法令規定，應定期編送主管機關之財務

報告。 

前項財務報告之內容、適用範圍、作業程序、編製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由

主管機關定之，不適用商業會計法第四章、第六章及第七章之規定。 

第一項財務報告應經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並出具財務報告內容無虛偽或隱

匿之聲明。 

前項會計主管應具備一定之資格條件，並於任職期間內持續專業進修；其資格條件、持續專業

進修之最低進修時數及辦理進修機構應具備條件等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買賣之公司，依第二項規定編製年度財務

報告時，應另依主管機關規定揭露公司全體員工平均薪資及調整情形等相關資訊。 

 

(八) 預告「證券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修正半年度財務報告無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無須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之

規定。（§14-5） 

▓將買回本公司股份轉讓予員工及配合員工認股權憑證等辦理股權轉換之期

限，由3年延長為5年，另新增大股東於公司買回期間亦不得賣出其持股。

（§28-2） 

▓促進公司治理之落實： 

（1）增訂第一上市（櫃）及外國興櫃公司應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165-1） 

（2）增訂上市（櫃）及興櫃公司、第一上市（櫃）及外國興櫃公司違反本  法

規定未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之罰則，另「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

職權辦法」、「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

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中，對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訂有諸多行

為義務規範，為強化遵循，並新增違反上開行使職權辦法之罰則。（修

正條文§178） 

▓修正規定大量取得股份應申報並公告。（§43-1） 

▓因應實際監理需要，增加對證券商及證券服務事業命其限期改善及其他必

要之處置之處分方式。（§39、§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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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1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發字第 1070316040 號 

主旨：預告「證券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依據：依據行政院秘書長 105 年 9 月 5 日院臺規字第 1050175399 號函。 

附件：證券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pdf)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2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發字第 1070328421 號 

主旨：預告修正「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三十八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五草案。 

依據：行政院秘書長 105 年 9 月 5 日院臺規字第 1050175399 號函。 

附件：證 券 交 易 法 第 二 十 六 條 之 一、第 三 十 八 條 之 一、第 四 十 三 條 之 五 修 正 草 案 總

說 明 及 條 文 對 照 表 (pdf)  

 

(九)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5條第 3 款規定之解釋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2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審字第 1070345488 號 

 

主旨：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3 款規定之解釋令 

說明：按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公告並申報 

   之營運情形，指下列事項：一、合併營業收入額。二、為他人背書及保證之金額。三、 

      其他主管機關所定之事項。」，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公 

   告申報上月份資金貸與餘額，及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公告申 

   報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屬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五條第三款其 

   他主管機關所定之事項。 

 

▓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之事項，除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

增資、公積轉增資外，增加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

請停止公開發行、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

項等（§26-1） 

▓放寬上市（櫃）公司少數股東申請主管機關檢查之門檻限制。（§38-1） 

▓刪除持股過半之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得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會之規定。  

（§43-5）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oticeslaw/201805111155140.pdf&filedisplay=%E8%AD%89%E5%88%B8%E4%BA%A4%E6%98%93%E6%B3%95%E9%83%A8%E5%88%86%E6%A2%9D%E6%96%87%E4%BF%AE%E6%AD%A3%E8%8D%89%E6%A1%88%E7%B8%BD%E8%AA%AA%E6%98%8E%E5%8F%8A%E6%A2%9D%E6%96%87%E5%B0%8D%E7%85%A7%E8%A1%A8.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oticeslaw/201808021759070.pdf&filedisplay=%E8%AD%89%E5%88%B8%E4%BA%A4%E6%98%93%E6%B3%95%E7%AC%AC%E4%BA%8C%E5%8D%81%E5%85%AD%E6%A2%9D%E4%B9%8B%E4%B8%80%E3%80%81%E7%AC%AC%E4%B8%89%E5%8D%81%E5%85%AB%E6%A2%9D%E4%B9%8B%E4%B8%80%E3%80%81%E7%AC%AC%E5%9B%9B%E5%8D%81%E4%B8%89%E6%A2%9D%E4%B9%8B%E4%BA%94%E4%BF%AE%E6%AD%A3%E8%8D%89%E6%A1%88%E7%B8%BD%E8%AA%AA%E6%98%8E%E5%8F%8A%E6%A2%9D%E6%96%87%E5%B0%8D%E7%85%A7%E8%A1%A8.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oticeslaw/201808021759070.pdf&filedisplay=%E8%AD%89%E5%88%B8%E4%BA%A4%E6%98%93%E6%B3%95%E7%AC%AC%E4%BA%8C%E5%8D%81%E5%85%AD%E6%A2%9D%E4%B9%8B%E4%B8%80%E3%80%81%E7%AC%AC%E4%B8%89%E5%8D%81%E5%85%AB%E6%A2%9D%E4%B9%8B%E4%B8%80%E3%80%81%E7%AC%AC%E5%9B%9B%E5%8D%81%E4%B8%89%E6%A2%9D%E4%B9%8B%E4%BA%94%E4%BF%AE%E6%AD%A3%E8%8D%89%E6%A1%88%E7%B8%BD%E8%AA%AA%E6%98%8E%E5%8F%8A%E6%A2%9D%E6%96%87%E5%B0%8D%E7%85%A7%E8%A1%A8.pdf&flag=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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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修正「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部分條文及第 19 條 

   格式 1、1之 1、5 之 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13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審字第 1070324155 號 

 

修正「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部分條文及第十九條格式一、一之一、五之二。 

附修正「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部分條文及第十九條格式一、一之一、五之二 

附件： 
編 製 準 則 修 正 條 文 (pdf)  

編 製 準 則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總 說 明 、 條 文 對 照 表 及 格 式 對 照 表 (pdf)  

編 製 準 則 修 正 格 式 (doc) 

編 製 準 則 修 正 格 式 (odt) 

 

 

 

 

 

 

 

 

 

 

 

▓新增「使用權資產」與「租賃負債」項目及配合新增相關會計項目明細表，

且酌予調整「投資性不動產」項目之規定，並明定應依公報規定揭露租賃

攸關資訊。(§9、§10、§15、§23及§19格式1、1之1） 

▓修改應收帳款與應收票據之衡量規定，及明定應揭露應收帳款與應收票據

帳齡分析資訊。(§19、§20) 

▓刪除首次採用IFRSs相關條文內容。(§27)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及為強化公司治理

資訊揭露之完整性，調整相關附表內容。（§19格式5之2、§23格式8之7）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1807131658000.pdf&filedisplay=1070713%E7%B7%A8%E8%A3%BD%E6%BA%96%E5%89%87%E4%BF%AE%E6%AD%A3%E6%A2%9D%E6%96%87.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1807131658001.pdf&filedisplay=1070713%E7%B7%A8%E8%A3%BD%E6%BA%96%E5%89%87%E9%83%A8%E5%88%86%E6%A2%9D%E6%96%87%E4%BF%AE%E6%AD%A3%E7%B8%BD%E8%AA%AA%E6%98%8E%E3%80%81%E6%A2%9D%E6%96%87%E5%B0%8D%E7%85%A7%E8%A1%A8%E5%8F%8A%E6%A0%BC%E5%BC%8F%E5%B0%8D%E7%85%A7%E8%A1%A8.pdf&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1807131658002.doc&filedisplay=1070713%E7%B7%A8%E8%A3%BD%E6%BA%96%E5%89%87%E4%BF%AE%E6%AD%A3%E6%A0%BC%E5%BC%8F.doc&flag=doc
https://www.sfb.gov.tw/uploaddowndoc?file=newslaw/201807131658220.odt&filedisplay=1070713%E7%B7%A8%E8%A3%BD%E6%BA%96%E5%89%87%E4%BF%AE%E6%AD%A3%E6%A0%BC%E5%BC%8F.odt&flag=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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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及營運情形公告申報特殊 

適用範圍辦法」第四條、第四條之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6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審字第 1070346946 號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及營運情形公告申報特殊適用範圍辦法」第四條、第四條之一。 

附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及營運情形公告申報特殊適用範圍辦法」第四條、第四條之一 

 
 

(十二)修正有關股票公開發行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 28條之 3發

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及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 28條之 2第 1項

第 1 款規定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者，其發給或轉讓對象規

定之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發字第1070121068號  

一、股票公開發行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三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及股票已在證券交

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者，其發給或轉讓對象，以本公司及其國內外控制或從屬公司之員工

為限；所稱控制或從屬公司，係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二、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三、第

三百六十九條之九第二項及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一之標準認定之。 

二、公司應於發行及認股辦法明定認股權人資格條件或於轉讓辦法中明定受讓員工之範圍及資

格（含員工身分認定之標準）。 

三、發給或轉讓對象屬第一點所稱控制或從屬公司之員工者，應洽簽證會計師就是否符合資格 

▓為使各行為義務期間計算之起算日更加明確，修正為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 

  算。(§4) 

▓明定如遇連續假期或其他情形，而有無法如期公告申報月營運情形之虞者，

主管機關得公告延長公告申報期限；如有遭受地震、水災或其他不可抗力因

素之情形，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延長月營運情形之公告申報期限。(§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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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規定表示意見後，提報董事會。但屬符合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之控 

制或從屬公司員工者，不在此限。 

四、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應經董事會之同意，

如遇董事會休會時，可依據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第四項規定，由常務董事會決議辦理，再提

報下一次董事會追認。 

五、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十五日金管證發字第一○七○三二一六三

○號令，自即日廢止。 

 
 

(十三)修正「外國發行人註冊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臺證上二字第10717037941號 

主旨：檢送本公司「外國發行人註冊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表」修正公告如附件，請查照。 

附件：外國發行人註冊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07 日  

發文字號：證櫃審字第 10701102991 號 

▓因應我國公司法於 107年 8 月 1日公告修正，並於 107 年 11 月 1 日 

  施行，配合修正檢查表，增(修)訂重要股東權益保護事項，俾保障股東 

  權益。檢查表修訂內容重點如下： 

 股利政策明確。 

 不得發行無記名股票，採行無票面金額股者，不得轉換為票面金額股。 

 繼續3個月持股過半股東之持股數計算以停止股票過戶時之持股為準。  

 新增減資及申請停止公開發行應在股東會召集事由列舉並說明其主要

內容 。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得每季或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為之 。 

 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得請求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提供

股東名簿。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董

事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已掛牌之第一上市櫃公司及外國興櫃公司因應上述「股東權益保護事項 

  檢查表」之修正，在不牴觸其註冊地國公司法令規定下，至遲應於108 

  年6月30日前完成章程修正。 

 

 

http://www.t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130-10717037941-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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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修正本中心「外國發行人註冊地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表」如附件，自公告日起施行， 

請查照。 

依據：本中心外國有價證券櫃檯買賣審查準則第 40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因應我國公司法於 107 年 8 月 1 日公告修正，並於 107 年 11 月 1 日施行，爰配合修正 

  旨揭檢查表，增(修)訂重要股東權益保護事項，俾保障股東權益。 

二、為給予申請第一上櫃或登錄興櫃之外國發行人有足夠之因應作業時間將前開事項訂入章 

  程，倘因召開股東會作業不及而尚未完成章程之修正，應於申請第一上櫃或登錄興櫃時 

  出具承諾書，至遲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前召開之股東會完成章程之修正；至 108 年 7 月 

  1 日起向本中心申請第一上櫃或登錄興櫃之外國發行人，則應完成章程之修正。 

三、至於已掛牌之第一上櫃公司及外國興櫃公司因應上述「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表」之修 

  正，則至遲應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章程修正。 

附件：107011029911-1.doc 

 
 

(十四)修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自我評鑑或同儕評鑑』參 

     考範例及其附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0日 

發文字號：臺證治理字第10722011501號 

主旨：檢送「修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自我評鑑或同儕評鑑』參考範例及其附表，並自  

      即日起實施」公告乙份，請查照。 

附件：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自我評鑑或同儕評鑑」參考範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自我評鑑或同儕評鑑」參考範例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附表一 

 附表二 

 附表三 

 
 

(十五)修正『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12日 

發文字號：臺證治理字第10700240891號 

主旨：檢送「修正『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並自即日起實施」公告乙份， 請查照。 

附件：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712/107011029911-1.doc
http://www.t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0-10722011501-1.docx
http://www.t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0-10722011501-2.docx
http://www.t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0-10722011501-3.doc
http://www.t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0-10722011501-4.doc
http://www.t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0-10722011501-5.doc
http://www.t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12-10700240891-1.docx
http://www.t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12-10700240891-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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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修正『上市、上櫃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

業辦法』部份條文。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4 日 

發文字號：臺證治理字第 10822000151 號 

主旨：檢送「修正『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並自即日起實施」公 

告乙份，請查照。 

附件：公告 

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修正條文總說明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01 月 11 日  

發文字號：證櫃監字第 10800501431 號 

主旨：修正本中心「上櫃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部分條文，自即日起 

實施。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 年 1 月 3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703420141 號函。 

公告事項： 

因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新版公司治理藍圖(2018~2020)」之策略目標十二「提升非財務資

訊之揭露品質」， 配合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發布 GRI 準則取代永續性報告指南，爰修正旨揭辦

法（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請詳附件一及附件二），以符合國際趨勢並提升上櫃公司資訊揭露

品質。 

附件：108005014311-1.docx  108005014311-2.docx 

 

 

 

 

 

 

 

▓參考資訊申報作業辦法所訂「員工福利政策及權益維護措施」規定，揭露 

  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平均數及中位數。(§4) 

▓調整得延後申報報告書期限。由 10月 31 日提前至 9月 30 日。(§5) 

 

。 

 

 

http://www.t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80104-10822000151-1.pdf
http://www.t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80104-10822000151-2.docx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801/108005014311-1.docx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801/108005014311-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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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修正上市上櫃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 

     點」部分條文。 (配合公司治理藍圖修正)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7 日 

發文字號：臺證治理字第 10700253951 號 

主旨：檢送「修正本公司『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對有價證 

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3 條、 

『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 4 條及『外國發行人第一 

上市後管理作業辦法』第 6 條條文，並自即日起實施」公告乙份，請查照。 

附件： 

公告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修正總說明 

▓上市櫃公司應依主管機關法令及時程，於章程載明董事選舉採候選 

人提名制。 

▓上市櫃公司應依主管機關法令及時程，設置審計委員會。 

▓上市櫃公司應依主管機關法令揭露董監及高階經理人薪酬。 

▓薪資報酬委員會過半數成員由獨立董事擔任。(108/6/30 完成) 

▓上市櫃公司應訂定處理董事所提要求之標準作業程序。(108/6/30完

成) 

▓上市櫃公司應為全體董事、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108/6/30完成) 

▓上市櫃公司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100億元以上及金融保險業依主管機

關規定者，強制設置「公司治理主管」之門檻及其資格條件、職掌、進

修等相關規定。(108/6/30完成) 

▓上市櫃公司依規定辦理董事會自我(或同儕)評鑑。(109年起每年12/31

完成評鑑並於次年第1季結束前完成申報) 

▓多元化之處置措施，包括處以違約金、發函促請公司限期改善、變更交

易方法、停止買賣或終止上市櫃等，上市櫃公司違規情形及處置措施，

併予公開揭示，以強化遵循。 
※違約金：新台幣3萬元之違約金，並限期改正之，未依限改正者，每逾一營業日得

處以新台幣1萬元之違約金，至改正為止。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7-10700253951-0.pdf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7-10700253951-1.docx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7-10700253951-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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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

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四條

修正條文對照表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外國發行人第一上市後管理作業辦法」第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7 日  

發文字號：證櫃監字第 10700546101 號 

主旨：修正本中心「上櫃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原名稱：上櫃公司 

   設置獨立董事之處置要點，下稱董事會應遵循事項要點)等 4 項規章如附件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 年 12 月 25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701214691 號函准予備查。 

公告事項： 

一、配合主管機關新版公司治理藍圖，爲提升董事職能，除持續擴大設置獨立董事及審計委 

  員會等功能性委員會外，並引進公司治理人員，以增加對董事之支援，加強公司治理相 

  關法令規章之遵循，爰修正本中心「上櫃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 

  「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下稱重訊處理程序)第 4 條、 

  「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下稱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3 條及「第一上 

  櫃公司管理作業要點」(下稱管理作業要點)第 14 條條文。 

二、配合新版公司治理藍圖施行日期，上開「董事會應遵循事項要點」其中部分條文之完 

  成期限如下： (一)第 12 條第 1 項有關薪資報酬委員會過半數成員由獨立董事擔任， 

  應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二)第 15 條第 2 項有關處理董事所提出要求之標準 

  作業程序應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三)第 16 條有關投保董事、監察人責任保險 

  應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四)第 18 條有關董事會自我或同儕評鑑，上櫃公司應 

  自 109 年起每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並於次一年度第一季結束前完成申報績效評估結果； 

  (五)第 20 條第 3 項有關設置公司治理主管，上櫃公司應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三、配合前開董事會應遵循事項要點修正，本中心重訊處理程序第 4 條、資訊申報作業辦 

  法第 3 條及管理作業要點第 14 條為相應修正。 

附件：107005461011-1.pdf  107005461011-2.pdf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7-10700253951-3.docx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7-10700253951-3.docx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7-10700253951-4.docx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7-10700253951-4.docx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7-10700253951-5.docx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712/107005461011-1.pdf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712/10700546101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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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自 108年起，國內公開發行公司無償配發新股應採行網 

     路申報系統線上申報。 

 

 

 

 

 

 

 

 

 

無償配發新股網路申報系統、宣導影片及系統使用手冊請連結證期局網站：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10&parentpath=0,6 /便民服務

/申報案件   

 

 

(十九) 轉(交)換公司債終止上市(櫃)後之強制轉換收回等相關 

      事宜，改採以電子方式通知集保結算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17 日 

發文字號：保結股字第 10700147801 號 

主旨：公告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構申請轉(交)換公司債終止上市(櫃)後之強制轉換普通股或強

制收回發放現金等相關事宜，採以電子方式通知本公司，並自 107 年 7 月 23 日起實施，

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現行發行人申請轉(交)換公司債終止上市(櫃)後之強制轉換普通股或強制收回發放現金等事

宜，應以書面函文檢附相關文件向本公司提出申請，為提升作業效率，本公司強化發行作業

平台系統功能新增相關交易，由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構採以電子方式通知本公司辦理後續

作業，爰取消發行人須以書面函文通知之作業。 

二、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構登入本公司「發行作業平台系統」之「債券轉/交換、認股及 TDR

再發行子系統」，有關電子化申請作業新增之交易功能說明如下： 

(一)電子化申請作業 

▓自108年起，國內公開發行公司(除證券商、證券投資信託/顧問、期貨商、

金融控股、銀行、票券金融、信用卡及保險等事業外)僅能透過上開網路申

報系統線上申報無償配發新股案件。 

▓公司於上開網路申報系統完成上傳申報書件電子檔案，即完成向金管會申

報作業，無須再將紙本申報書件送至金管會及以抄本送臺灣證券交易所、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等相關單位。 

 

https://sii.twse.com.tw/sfb/indexSfb.htm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10&parentpath=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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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構應於轉(交)換公司債終止上市(櫃)日前 4 營業日下午五時三十分

前，操作「有價證券強制轉換/收回資料維護」(交易代號：C26)，並上傳該檔轉(交)換

公司債之發行辦法，經主管操作覆核交易(交易代號：C27)，完成申請作業。 

2.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構得操作「有價證券強制轉換/收回資料查詢」(交易代號：C28)，

查詢確認申請作業之狀態。 

(二)逾期申請之放行作業 

1.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構未依上述期限操作申請交易或欲更正已經本公司確認資料時，

應通知本公司股務部辦理放行後，始得操作申請交易或修改交易。 

2.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構未依上述期限操作主管覆核交易時，經通知本公司股務部辦理

放行後，應重新由經辦人員操作申請交易，再由主管操作覆核交易，始完成申請作業。 

3.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構若已屆轉(交)換公司債終止上櫃日仍未透過電子化申請者，維持

現行由發行人以書面函文向本公司提出申請。 

三、簡化後申請作業說明（如附件），請至本公司網站查閱及下載，網址：

https://www.tdcc.com.tw（公告事項/函文公告/函文類別/集中保管相關作業變更/簡化說

明）。以上如有未盡明瞭事宜，請洽本公司股務部服務組，電話：（02）27195805 轉分

機 567、456、133。 

 
(二十) 自 108年起銀行業週末補行上班日，上市上櫃交易市場 
       不交易亦不交割，當日為非營業日。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9月13日 

發文字號：臺證交字第1070017873號      

主旨：公告自108年起銀行業週末補行上班日，本公司集中交易市場不交易亦不交割，當日為 

      非營業日，應屆交割事務順延至次ㄧ營業日辦理。 

依據：本公司營業細則第4條規定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7年9月10日金管證交字第 

      1070333598號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20 日  

發文字號：證櫃交字第 10700256311 號 
主旨：自 108 年起銀行業週末補行上班日，本中心櫃檯買賣交易市場不交易亦不交割，當日為

非營業日，應屆交割事務順延至次ㄧ營業日辦理。 
依據：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 41 條規定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

年 9 月 10 日金管證交字第 1070333598 號函。 
公 告 事 項：補行上班當日，櫃檯買賣市場(含營業處所議價)不交易亦不交割，除政府公債外， 

             補班日亦不得訂為債券之上櫃日及發行日期。 

            惟在國內銀行正常營業情況下，債券發行人仍應依據公債經理辦法規定或公司  

            債、金融債等發行辦法規定，辦理債券還本付息作業。 

因週末補行上班日為非營業日，請於安排相關作業時程時排除本日 

(上市上櫃日、申報日、生效日) 



 

 
30 

(二十一) 預告強制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之適 
        用範圍規定草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25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交字第 1080302657 號 

 

 強制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之適用範圍規定草案 

一、依據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第一項但書，及第二百十六條之一第一項準用第一百九十

二條之一第一項但書規定，上市（櫃）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並載

明於章程，股東應就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二、本令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日生效。 

 
 

(二十二)修正上市上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及「重大訊 

    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興櫃股票審查準則」 

    部分條文。 
 

 

 

 

 

 

 

 

 

 

 

 

 

修改上市櫃公司降低對重要子公司接或間接持股(或出資額)比例
或喪失對重要子公司控制力應辦理事項規定： 
▓上市櫃公司降低對重要子公司接或間接持股(或出資額)比例 3 年內(註)

累積達 10%以上或喪失對重要子公司控制力，允屬上市櫃公司營運之

重大事項，增訂應事先委請獨立專家就歷次交易出具意見，並提請審計

委員會及董事會就專家意見書、降低持股比例之方式、股權受讓對象或

所洽之特定對象是否無異常及是否影響公司繼續上市櫃等項目予以審

議、討論，並應公告重大訊息 (己依規定公告部份免再計入)。 

註：3 年內係以事實發生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3 年，已依規定辦理者免再計入。

所指事實發生日係指協議日、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事會或

其設置之委員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

者。但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關核准之日孰前

者為準。 

預告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上市(櫃)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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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3 日  

發文字號：證櫃監字第 10700037132 號 

主旨：公告修正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下稱業務規則）部分條文、

「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下稱重訊程序)第 4 條及「上

櫃公司設置獨立董事之處置要點」(下稱處置要點)第 3 條如附件，自即日起實施。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 年 2 月 14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70104328 號函，暨旨揭業務規

則第 102 條、重訊程序第 17 條及處置要點第 5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考量近期臺灣上櫃公司基於業務發展、鞏固客戶關係、與當地市場接軌等因素之考量，或

有規劃其子公司進行策略聯盟或於海外證券市場掛牌等情事，為兼顧企業實務需求並避免

上櫃公司過度移轉對重要子公司之股權或業務而有損及股東權益之虞，爰增訂本中心「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 8 條之 1、第 8 條之 2 並修正第 12 條、第 12 條

之 1 及第 15 條之 32。 

二、另因應前開業務規則修正，本中心重訊程序第 4 條及處置要點第 3 條為相應修正。 

附件：107000371322-1.pdf  107000371322-2.pdf  107000371322-3.pdf 

修改上市櫃公司之子公司於海外證券市場申請掛牌交易應辦理
事項規定： 
▓由上市櫃公司之重要子公司擴及至子公司。 
▓上市櫃公司之子公司於海外證券市場申請掛牌交易者，允屬上市櫃公

司營運之重大事項，增訂應先設置特別委員會就下列事項進行審議，

並將審議結果提報董事會討論後，提請上市櫃公司股東會決議通過，

並於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相關事項，以使股東充分瞭解，俾

利行使表決權。 

  特別委員會審議事項：  

  (1)子公司於海外證券市場申請掛牌交易之目的。  

  (2)對上市(櫃)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預計之組織架構及業務調整暨 

     其調整對上市(櫃)公司之影響。  

  (3)子公司股權分散之方式、預計降低之持股比例、價格訂定依據、股 

    權受讓對象或所洽之特定對象。  

  (4)是否影響上市(櫃)公司於證交所(櫃買中心)繼續上市(櫃) 。 

上述子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上市櫃公司應公告重大訊息： 

 送件申請掛牌交易。 

 知悉前目審查結果。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702/107000371322-1.pdf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702/107000371322-2.pdf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702/10700037132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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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00371322-4.pdf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4 日 

發文字號：臺證上二字第 10700195021 號 

主旨：檢送「修正本公司營業細則第 48 條之 2、第 48 條之 3 及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  

      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 4 條」公告如附件，請查照。 

附件：公告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四十八條之二、第四十八條之三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對

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05 日  

發文字號：證櫃監字第 10702100421 號 

主旨：修正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下稱業務規則)第 8 條之 2 及「對 

      有價證券上櫃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下稱重訊程序)第 4 條條文如附件，

自即日起實施。 

依據：本中心業務規則第 102 條、重訊程序第 17 條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 年 10 月 3 日 

      金管證發字第 10703338861 號函。 

附件：107021004211-1.pdf  107021004211-2.pdf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7 日  

發文字號：證櫃審字第 10700109961 號 

主旨：修正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第 6 條及第 7 條條文，自 108 年起申 

      請登錄興櫃公司應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2 及其相關規定設置獨立董事。 

依據：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第 50 條規定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 

      年 4 月 30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70107136 號函。 

公告事項：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 年 3 月 27 日公告之「新版公司治理藍圖(2018～ 

          2020)」，並為強化興櫃公司之公司治理，及落實董事會之監督職能，自 108 年起新 

          申請登錄興櫃之公司應設置獨立董事，其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五分之一，並依證券相關法令辦理，爰修正本中心旨揭規章。 

附件：107001099611-1.doc 
 

▓自 108 年起新申請登錄興櫃之公司應設置獨立董事，其人數不
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702/107000371322-4.pdf
http://www.t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004-10700195021-1.pdf
http://www.t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004-10700195021-2.docx
http://www.t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004-10700195021-2.docx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710/107021004211-1.pdf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710/107021004211-2.pdf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705/107001099611-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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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29 日 

發文字號：臺證上一字第 10700168101 號 

主旨：檢送本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 

      作業辦法」第 3 條及第 3 條之 4 修正條文如附件，請查照。 

說明：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 年 8 月 27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703265241 號函辦理。 

附件：公告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

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三條及第三條之四修正條文對照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8月30日 

發文字號：證櫃監字第10700243311號 

主旨：本中心「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以下簡稱「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3 

      條及第3條之6條文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並自公告日起實施。 

依據：本中心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9條，並報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7年8月27日金管證期字 

      第1070326524號函同意備查。 

公告事項： 

一、配合新版公司治理藍圖（2018～2020）計畫項目4「提升資訊揭露品質」之策略目標10 

    「提高上市櫃公司英文資訊揭露比率，並強化投資人關係」具體措施第17點，為推動外資 

    持股比率達30％以上或資本額達100億元以上之上櫃及上市公司，應自108年起提供英文 

    版本之股東會議事手冊、股東會年報及年度財務報告資訊，爰增訂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3 

    條之6之規定。 

二、另部分條文參酌法令用語酌作文字調整，以臻明確，一併修正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15 款及第 3 條第 2 項第 24 款。 

附件：107002433111-1.doc 

▓上市櫃公司於會計年度終了日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 100 億元以
上或召開股東常會其股東名簿記載之外資及陸資持股比率合計
達 30%以上者，應於次一會計年度內申報下列英文版電子檔資
訊： 

  (1)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應於股東常會開會 21 日前或股東臨 

     時會開會 15日前申報。 

  (2)股東會年報及年度財務報告：應於股東常會召開日 7 日前申報。以年 

     報作為股東會議事手冊之補充資料者，年報應於股東常會開會 21日 

前申報。 

▓前項英文版電子檔資訊內容應與申報之中文版內容一致。 

▓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台幣 10 元之公司，有關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

100億元之計算應以淨值新台幣 200億元替代之。 

 

http://www.t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0829-10700168101-0.pdf
http://www.t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0829-10700168101-1.docx
http://www.t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0829-10700168101-1.docx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708/107002433111-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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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31 日 

發文字號：臺證上一字第 10718052061 號 

主旨：檢送「修正本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 

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3 條第 2 項及『有價證券上市審議委員會外部審議委員遴聘要點』 

第 3 條條文如附件，並自 107 年 11 月 1 日起實施」公告乙份，請查照。 

附件：公告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

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議委員會外部審議委員遴聘要點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03 日  

發文字號：證櫃監字第 10700531201 號 

主旨：公告本中心「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3 條及「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第 33 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並自公告日起實施。 

依據：案經報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 年 11 月 23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70344091 號函同意 

核備。 

附件：107005312011-1.pdf  107005312011-2.pdf 

 

 

 

 

 

 

 

 

 

▓配合公司法第 228 條之 1、第 240條修訂，公司得於每季或每半年度盈餘
分派，且得由章程授權現金股利由董事會決議，將股利分派情形申報期限
修改為：經董事會決議(擬議)或股東會確認後次一營業日交易時間開始 2
小時前輸入。 

▓配合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第 216 條之 1 修訂，刪除董事會對董事被提名
人審查之相關內容。 

▓配合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修訂，刪除董事會對股東提案審查之相關內容。 

▓將公司為其董事及監察人投保責任險資訊申報期限修改為：應於保單生

效日後次月 15日前申報投保情形。 

▓增加董事會組成之基本資訊之申報項目。 

▓新增依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辦理相關事項資

訊： 

(1)設置公司治理主管及異動 

(2)訂定處理董事所提出要求之標準作業程序及異動 

(1)及(2)應於變動後 2 日內申報 

(3)公司治理主管進修情形，應於每年 1 月底前申報。 

▓公司設置公司治理主管亦需公告重大訊息。 

http://www.t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031-10718052061-0.pdf
http://www.t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031-10718052061-1.docx
http://www.t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031-10718052061-1.docx
http://www.t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031-10718052061-2.docx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712/107005312011-1.pdf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712/10700531201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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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7 日 

發文字號：臺證治理字第 10700253951 號 

主旨：檢送「修正本公司『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對有價證 

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3 條、 

『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 4 條及『外國發行人第一 

上市後管理作業辦法』第 6 條條文，並自即日起實施」公告乙份，請查照。 

附件：公告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修正總說明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

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四條

修正條文對照表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外國發行人第一上市後管理作業辦法」第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7 日  

發文字號：證櫃監字第 10700546101 號 

主旨：修正本中心「上櫃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原名稱：上櫃公司 

   設置獨立董事之處置要點，下稱董事會應遵循事項要點)等 4 項規章如附件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 年 12 月 25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701214691 號函准予備查。 

公告事項： 

一、配合主管機關新版公司治理藍圖，爲提升董事職能，除持續擴大設置獨立董事及審計委 

  員會等功能性委員會外，並引進公司治理人員，以增加對董事之支援，加強公司治理相 

  關法令規章之遵循，爰修正本中心「上櫃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 

  「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下稱重訊處理程序)第 4 條、 

  「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下稱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3 條及「第一上 

  櫃公司管理作業要點」(下稱管理作業要點)第 14 條條文。 

二、配合新版公司治理藍圖施行日期，上開「董事會應遵循事項要點」其中部分條文之完 

  成期限如下： (一)第 12 條第 1 項有關薪資報酬委員會過半數成員由獨立董事擔任， 

  應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二)第 15 條第 2 項有關處理董事所提出要求之標準 

  作業程序應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三)第 16 條有關投保董事、監察人責任保險 

  應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四)第 18 條有關董事會自我或同儕評鑑，上櫃公司應 

  自 109 年起每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並於次一年度第一季結束前完成申報績效評估結果； 

  (五)第 20 條第 3 項有關設置公司治理主管，上櫃公司應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三、配合前開董事會應遵循事項要點修正，本中心重訊處理程序第 4 條、資訊申報作業辦 

  法第 3 條及管理作業要點第 14 條為相應修正。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7-10700253951-0.pdf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7-10700253951-1.docx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7-10700253951-2.docx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7-10700253951-3.docx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7-10700253951-3.docx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7-10700253951-4.docx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7-10700253951-4.docx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71227-10700253951-5.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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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7005461011-1.pdf  107005461011-2.pdf 

 
 
 
 
 
 
 
 
 
 
 
 
 
 
 
 
 
 
 
 

 

 

 

 

 

 

 

 

 

 

 

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資訊檢查表暨資訊申報作業說明及適

用問答 

 

 

▓年度員工福利及薪酬資訊新增「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資 

  訊」，公司應於會計年度終了日後4個月內申報，包含經會計師簽名 

或蓋章之「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資訊檢查表」電子檔。 
※應申報前一年度「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員工薪資資訊，並以「全時員工」（不含

部分工時員工）及其實際薪酬所得（不含股份基礎給付之評價金額）為申報範

圍。108年起各公司亦應揭露非擔任主管職務全時員工之薪資「平均數」，嗣109

年起再增加揭露非擔任主管職務全時員工之薪資「中位數」。 

主要申報項目 開始適用之申報年度 申報期限 
MOPS 

揭露時點 

額外揭露資訊：依據對上市(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規定 

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人數 

108 年首次申報 

107 年度資訊 每年 

4 月底前 

每年 

6 月底前 

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總額 

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平均數」 

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中位數」 
109 年首次申報 

108 年度資訊 

※「非擔任主管職務」者係排除經理人之一般員工，依據主管機關92.3.27台財證

三字第920001301號函令「經理人」適用範圍如下：(1)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

(2)副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3)協理及相當等級者；(4)財務部門主管；(5)會計

部門主管；(6)其他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利之人 

※「全時員工」，參酌行政院主計處之重要名詞定義，係指工作時數達到公司規定

之正常上班時數或法定工作時數者。未規定正常上班時數者，大致平均每周工

作時數超過35小時者，歸入全時員工；反之則屬部分工時員工（可能為兼職、

時薪制人員、建教合作工讀生等）。 

※「薪資總額」係歸屬當年度之員工薪資所得，採應計基礎權責概念，包含經常性

薪資（本薪與按月給付之固定津貼及獎金）、加班費及非經常性薪資（非按月

發放之獎金、紅利等）。另依公司章程規定分派之員工酬勞（現金或股票）亦

應計入薪資總額，餘依股份基礎給付（如員工認股權、庫藏股轉讓予員工等）

之評價金額則不計入。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712/107005461011-1.pdf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712/107005461011-2.pdf
http://www.tpex.org.tw/storage/co_download/table/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資訊.zip
http://www.tpex.org.tw/storage/co_download/table/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資訊.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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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8 日 

發文字號：臺證上一字第 10818000841 號 

主旨：檢送本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 

作業辦法」第 3 條之修正條文及增訂附表「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資訊檢查表」 

如附件，請查照。 

說明：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 年 1 月 4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70346943 號函辦理。 

附件：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三

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資訊檢查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01 月 09 日  

發文字號：證櫃監字第 10800502171 號 

主旨：本中心「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以下簡稱「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3 條條文修正對照表如公告附件一，並自公告日起實施。 

依據：本中心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9 條，並報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 年 1 月 4 日金管證發 

      字第 10703469431 號函准予備查。 

公告事項： 

一、為強化企業社會責任，配合新版公司治理藍圖（2018～2020）計畫項目 4「提升資訊揭露 

    品質」之策略目標 11「提升資訊揭露時效、可比較性及內容」具體措施第 21 點，爰於資

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31 款增訂「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資訊」申報

規定。 

二、另考量員工薪資統計分析之需求及資訊揭露之可靠性，規範本國上櫃公司應併同申報經會

計師簽名或蓋章之檢查表電子檔（如附件二）。 

附件：108005021711-1.doc  108005021711-2.doc 

 

 

 

 

 

 

 

 

http://www.t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80108-10818000841-1.doc
http://www.t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80108-10818000841-1.doc
http://www.tse.com.tw/staticFiles/marketAnnounce/marketAnnounce/1080108-10818000841-2.doc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801/108005021711-1.doc
http://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0801/108005021711-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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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交易所及櫃買中心審閱上市櫃公司 106 年度年報所發 

       現之共同缺失。 
 

     交易所審閱上市公司 106 年度年報所發現之共同缺失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30 日 

發文字號：臺證上一字第 10718036771 號 

項次 主要缺失如說明 

1 年報之封面，未依「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4 條第 1 項之規定，完整刊載公司名稱、

年份、刊印日期、於右上角刊印普通股股票代碼及以顯著字體刊載可查詢本年報之網

址，包括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之網址及公司揭露年報相關資料之網址。 

2 未依「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10 條第 2 款第 1 目附表一之規定格式揭露董事及監察

人資料。 

3 未依「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10 條第 3 款附表一之二及附表一之三規定格式揭露最

近年度支付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 

4 未依「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10 條第 3 款第 3 目之規定比較說明公司及合併報表所

有公司於最近二年度支付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總額占個體或個

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並說明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

序、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5 未依「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10 條第 4 款第 1 目附表二規定格式揭露董事會運作情

形。 

6 未依「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10 條第 4 款第 2 目附表二之一或附表二之一之一規定

格式揭露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或監察人參與董事會運作情形。 

7 未依「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10 條第 4 款第 4 目附表二之二之一規定格式揭露設置

薪資報酬委員會之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8 未依「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10 條第 9 款附表三之一規定格式揭露持股比例占前十

名之股東，其相互間為關係人或為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之資訊。   

9 未依「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11 條第 1 款附表五規定格式揭露股本來源。 

10 未依「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18 條第 2 款第 4 目附表十六之一及十六之二規定格式



 

 
39 

揭露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中曾占進（銷）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客戶名稱及其進（銷）

貨金額與比例，並說明其增減變動原因。 

11 未依「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19 條第 1 款附表二十二規定格式揭露最近五年度簡明

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暨註明會計師姓名及其查核意見等項目。 

12 未依「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19 條第 2 款附表二十三規定格式揭露最近五年度財務

分析。 

13 未依「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21 條第 1 款規定揭露關係企業相關資料。 

 

      櫃買中心審閱上櫃公司 106 年度年報共同缺失彙總表 

更新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21 日 

項次 常見共同缺失 
公開發行公司年報 

應行記載事項準則 

1 

未依該準則第 21 條第 1 款規定，說明關係企業相關資料。

(包括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

關係報告書等) 

第 21 條第 1 項第 1 款 

 

2 

 揭露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屬法人股東者，未分別列

示法人股東名稱及代表人姓名。 

 未揭露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具有關係人或

為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資訊。 

第 10 條第 9 款 

(附表三之一) 

3 

 未依準則規定，揭露董事會運作情形。 

 公司依附表二揭露董事會運作情形資訊時，有關其他應記

載事項中並未列出屬於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3所列事項之

董事會議案資訊，暨所有獨立董事意見及公司對獨立董事

意見之處理。 

第 10 條第 4 款第 1 目 

(附表二) 

4 

 未依附表一之一格式揭露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各部

門及分支機構主管之基本資料(如國籍、性別等)。 

 未依附表一格式揭露董事、監察人之基本資料(如國籍或註

冊地、性別等)。 

第 10 條第 2 款第 2 目 

(附表一之一) 

第 10 條第 2 款第 1 目 

(附表一) 

5 

 揭露董事及監察人資料，未將法人股東名稱及代表人分別

列示(屬法人股東代表者，應註明法人股東名稱)。 

 揭露董事、監察人屬法人股東代表者，應註明法人股東名

第 10 條第 2 款第 1 目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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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及該法人之股東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名稱及其持股

比例。各該前十名股東屬法人股東者，應註明法人股東名

稱及該法人之股東持股比例占前十名股東之名稱及其持股

比例。 

6 

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未揭露個別董事及監察人之酬金： 

 最近二年度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曾出現稅後虧損者，應揭

露個別董事及監察人之酬金。但最近年度個體或個別財務

報告已產生稅後淨利，且足以彌補累積虧損者，不在此限。 

 最近年度董事持股成數不足情事連續達三個月以上者，應

揭露個別董事之酬金；最近年度監察人持股成數不足情事

連續達三個月以上者，應揭露個別監察人之酬金。  

 最近年度任三個月份董事、監察人平均設質比率大於百分

之五十者，應揭露於各該月份設質比率大於百分之五十之

個別董事、監察人酬金。 

 全體董事、監察人領取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之董事、監察

人酬金占稅後淨利超過百分之二，且個別董事或監察人領

取酬金超過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者，應揭露該個別董事或

監察人酬金。 

第 10 條第 3 款第 2 目 

(附表一之二) 

7 
 公司依附表二之一揭露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時，未依

附表二之一格式揭露其他應記載事煩之資訊。 

第 10 條第 4 款第 2 目 

(附表二之一) 

 

 未揭露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中曾占進（銷）貨總額百分之

十以上之客戶名稱及其進（銷）貨金額與比例。 

 未說明其增減變動原因。 

第 18 條第 2 款第 4 目 

(附表十六之一及十六

之二) 

8 

 公司於年度中有更會會計師之情事，未依該準則第 10 條第

6 款規定，依附表二之五格式揭露更換會計師資訊。 

 未依該準則第 10 條第 6 款第 3 目規定，將前任會計師之

覆函加以揭露。 

第 10 條第 6 款第 3 目 

(附表二之五) 

9 
 未依該準則規定，揭露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資料 

 未說明最近二年度各項財務比率變動原因。 

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 

(依附表二十三) 

10 
 未逐項載明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所定之對

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 
第 2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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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集保結算所修正後之股務單位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 

         (有關股東會紀念品發放部份) 

 

▓上市(櫃)、興櫃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55日(臨時會28日)前，將公司訂定之股東領取紀念品 

  發放原則、股東會紀念品保證金收取及紀念品交付等相關事項，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公司對親自出席股東會之股東(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發放紀念品。 

▓公司不得拒絕股東委託他人領取紀念品；但股東持股低於公司訂定之領取紀念品發放原則 

  者，不在此限。 

▓開會通知書應載明紀念品發放日期、時間、地點及發放原則等事項，並敘明以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者領取紀念品之方式。 

▓股東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公司應定 3 天（含）以上期間發放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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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公司法解釋函 
 

公司法 168 條 

●減資應依股東所持股份比例減少之 

一、按公司法第 168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非依股東會決議減少資本，不得銷除其股份；減少

資本，應依股東所持股份比例減少之。但本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本項

但書規定係指本法規定之減資如第 167 條第 1 項但書及第 186 條規定收回或收買之股份，

逾 6 個月未將其出售，視為公司未發行股份所為之減資等；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之減資如證

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2 第 4 項規定所為之減資等。至於商業會計法係規範商業會計事務之

處理，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 27 條亦未就減資事項有所規定，尚非本法第 168 條第 1 項但

書所稱之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合先敘明。 

二、又公司發行特別股者，應就本法第 157 條規定之各款事項於章程明定特別股之權利義務，

該條並未排除特別股適用本法第 168 條第 1 項股東依持股比例減少之規定，是以，公司減

少資本時，具有負債性質之特別股仍應依本部 90 年 8 月 8 日經商字第 09002168930 號

函釋規定辦理。 

（107.1.8 經商字第 10702000390 號） 

 

公司法 26 條、26條之 1 

●公司經廢止登記後是否得以公司之名義擔任他公司董事職務疑義。 

一、按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規定：「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前三條之規

定。」，同法第 25 條、第 26 條規定：「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

「前條解散之公司在清算時期中，得為了結現務及便利清算之目的，暫時經營業務。」準

此，公司經廢止，於清算範圍內，視為未廢止；故被廢止之公司如為了結現務及便利清算

之目的而擔任他公司董事，似無不可。 

二、次按民法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法人之清算，屬於法院監督。故擔任董事是否屬清算範圍

及是否妥適一節，如有疑義，應徵詢清算管轄法院之意見。 

（107.1.17 經商字第 1060208646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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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 27 條、222條 

●不同法人股東依本法第 27 條第 1項規定分別當選董事、監察人，不得指定同一

自然人代表行使職權。 

一、按本法第 222 條規定：「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旨在期望監察

人能以超然立場行使職權，而不得兼任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等職務，以杜流弊（本部

93 年 7 月 20 日商 09302111940 號函參照）；本法第 27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亦同此理。

是以，倘不同法人股東依本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分別當選董事、監察人，復指定同一自

然人代表行使職權，無異違反前開規定，有違上開條文之立法目的。 

二、另董事、監察人概屬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倘有違反   

相關規定，以致公司或他人受有損害者，自應依法負相關法律責任。 

（107.1.22 經商五字第 10702196520 號） 

 
公司法 156 條 

●每股金額應歸一律，以元或以元以下金額為單位，本法無限制規定 
查本部 92 年 12 月 1 日經商字第 09202242000 號函規定，每股金額應以壹元、貳元、參元…

等為單位，惟公司法第 156 條第 1 項僅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資本，應分為股份，每股金額應歸

一律，並未禁止元以下之金額為單位。且每股金額採元以下之單位者，依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

12 條但書規定，得依交易之性質延長元以下之位數為會計處理。是以，本部 92 年 12 月 1 日

商字第 09202242000 號函爰予廢止，不再援用。 
（107.2.1 經商字第 10702402640 號） 

 

公司法 163 條 

●公司收回發起人拋棄股份不受公司法第 163 條第 2 項之限制。 

按旨揭條項規定(公司法第 163 條第 2 項)股份有限公司發起人之股份，非於公司設立登記一年

後，不能轉讓，其立法意旨，端在防止發起人以發起組織公司為手段，以獲取發起人之報酬及

特別利益為目的，形成專業之不正當行為（本部 84 年 10 月 14 日商 84225895 號函參照）。

是以，公司收回發起人拋棄股份，無上揭不正當獲取利益之情事，且與股份之轉讓有別，似無

受旨揭規定之限制。 
（107.2.9 經商字第 1070200590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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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 277 條 

●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若遇監察人任期未屆滿，可於股東會章程修正條文中明

定審計委員會實施日期 

一、關於來函所提甲案，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之「公司治理問答集─審計委員會篇」第 1

題所載，應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若遇監察人任期未屆滿，可於股東會章程修正條文中明

定審計委員會實施日期。復依本部 96 年 4 月 11 日經商字第 09602408460 號函援引法務

部 96 年 2 月 13 日法律決字第 0950048750 號函釋略以：「按股份有限公司屬營利性社

團法人，…社團法人所訂定之章程，係由多數人以設立社團為共同目的所為意思表示趨於

一致之法律行為，性質上為共同（合同）行為。…為落實社團（法人）自治及民主原則之

精神，公司之股東會依公司法第 277 條以下有關變更章程之規定修訂章程，並在符合法定

董事人數、任期規定之下，得自行增減董事名額及適用日期。」準此，公司之股東會依公

司法第 277 條規定修訂章程，並在符合法令規定之下，得自行訂定適用日期。 

二、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第 1 項規定：「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擇一設置審計委

員會或監察人。」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之「公司治理問答集─獨立董事篇」第 10 題

所載，公司章程若有載明審計委員會，則自關於審計委員會之條文施行後，其餘有關監察

人之條文，自不再適用，並應修正章程。 

( 107.2.14 經商一字第 10702006520 號) 

 

公司法 267 條 

●公司發行新股如無員工無須保留由公司員工承購。 

按公司法第 267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發行新股時，除經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定者外，

應保留原發行新股總額百分之十至十五之股份由公司員工承購。」其立法目的在融合勞資為一

體，以加強員工之向心力，俾利企業之經營。是以，倘公司無員工，尚無該項保留員工承購規

定之適用。 

（107.4.3 經商字第 10702016350 號函） 

 

企業併購法第 35 條、第 38條 

●外國公司以其臺灣分公司之全部資產及營業，分割讓與本國公司，並由本國公 

司以現金為受讓對價，尚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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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企業併購法第 38 條準用第 35 條規定，並參照本部 91 年 4 月 22 日經商字第

09102085661 號函意旨，外國公司以其臺灣分公司之全部資產及營業，分割讓與本國公

司，並由本國公司以現金為受讓對價，尚無不可，合先敘明。 

二、 至外國公司以其臺灣分公司之全部資產及營業讓與本國公司後，該分公司已不存在，則應 

辦理撤回認許。 
（107.04.25 經商字第 10702017450 號） 

 

公司法 15 條 

●公司法第 15 條第 1 項有關有限合夥事業組織疑義說明。 

按有限合夥法第 4 條規定，有限合夥係以營利為目的，依法組織登記之社團法人；準此，有限

合夥與公司、行號同屬營利性商業組織，爰公司法第 15 條第 1 項公司貸放款例外之範圍，解

釋上應可包含有限合夥。 

（107.4.27 經商字第 10700027280 號） 

 

公司法 172 條之 1 

●股東提案權之股東持股證明方式說明。 

查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規定，係鑒於現代公司法架構下，公司之經營權及決策權多賦予董事會，

為使股東得積極參與公司之經營，爰賦予股東提案權。參照本部 106 年 8 月 8 日經商字第

10600627120 號函，股東之持股證明得以：(一)股務單位開立、(二)自行提示證券存摺或(三)

集保公司所產製的餘額資料證明，其中任一項均可。 

（107.4.27 經商字第 10700027290 號） 

 

公司法 356 條之 1 

●如以勞務方式出資，其勞務履行期間為何，應由公司與該股東契約約定，股東

有未依約定內容履行者，核屬契約之違約問題，倘有爭議，應循司法途徑解決。 

一、按公司法第 356 條之 1 規定，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應於章程中定有股份轉讓之限制。倘閉

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未載明股份轉讓限制，自違反前揭規定，尚不得辦理登記。 

二、次按同法第 356 條之 3 規定，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得以勞務或信用出資。如以勞務方

式出資，其勞務履行期間為何，應由公司與該股東契約約定，股東有未依約定內容履行者，

核屬契約之違約問題，倘有爭議，應循司法途徑解決。又勞務之履行期間未必為公司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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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條之 1 所定股份轉讓之限制，如符合章程所定轉讓限制，縱該股東未完成履約，亦不

得以其違約情事限制其轉讓股份。 

三、至於所詢如股東之履約期滿，並符合章程轉讓限制而轉讓其股份，公司得否修章變更或刪

除勞務抵充條文一節，因是項章程記載，依公司法第 356 條之 3 第 4 項規定，應公開於中

央主管機關之資訊網站，爰尚不得以章程修正方式刪除之，以保障交易安全。 

（107.5.3 經商字第 10700566800 號） 

 

公司法 15 條 

●本條所稱之行號 

按本部 98 年 8 月 27 日經商字第 09802114930 號函規定公司法第 15 條所指之行號，係指依

商業登記法辦妥商業登記之商業而言。由於符合商業登記法第 5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免辦商業登

記之小規模商業，亦為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當為公司法第 15 條第 1 項所指之行號，上開

函釋爰以補充。至於資金貸與之行號是否有畜牧場登記，尚非本法所問。 

（107.5.14 經商字第 10700035480 號） 

 

公司法 189 條、191 條、192條之 1及 198條 

●董事之選舉，係採累積投票制，股東會選舉董事時，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  

人數相同之選舉權，股東得將全部選舉權集中於一人，或分配於數人，由所得

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是以，股東會之每一股份選舉權，應與

實際應選董事候選人數相同。 

一、按公司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規定，採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董監事應選名額係以公告時

已生效章程之董事人數為準(本部 94 年 11 月 30 日經商字第 09402426290 號函參照)。另

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規定，具有董事候選人提名權者，為董事會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準此，如股東不足額提名，為符章程規定，董事會仍應提名至

足額，蓋若非如此，公司法第 129 條第 5 款董事人數為章程必要記載事項之規定將形同具

文，合先敘明。 

二、又公司法第 191、388 條規定:「股東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主管

機關對於公司登記之申請，認為有違反本法或不合法定程式者，應令其改正，非俟改正合

法後，不予登記。」倘公司違反前揭規定，既無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

股東提名，董事會又未提名至足額，自與公司章程核有不符。惟本部 94 年 3 月 28 日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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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 09402031450 號函略以:「公司非於股東會議程上規定選舉董事人數與章程規定人數

不符，而係由股東會依法定程序選舉董事，此自然選出結果，如有缺額，仍應准其登記。」。 

三、所詢 A 公司若無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提名董事候選人，則董事會

依法即應依章程提名足額 7 人，方屬適法。惟提名足額後倘因選舉董事之法定程序致董事

候選人僅餘 6 人，其自然選出結果如有缺額，仍應准其登記。 

四、再按公司法第 198 條第 1 項規定：「股東會選任董事時，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

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

董事。」亦即董事之選舉，係採累積投票制，股東會選舉董事時，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

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股東得將全部選舉權集中於一人，或分配於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

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是以，股東會之每一股份選舉權，應與實際應選董事候選人

數相同，倂予敘明。 

五、末按公司法並無獨立董事規定，所詢獨立董事選舉提案一節，核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

券期貨局解釋權責，請徵詢該局意見辦理。 

（107.5.17 經商字第 10702019080 號） 

 

公司法 237 條 

●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之提列疑義 

一、按公司法第 237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於完納一切稅捐後，分派盈餘時，應先提出百分之

十為法定盈餘公積」，百分之十之成數係法定成數，提列比例如有逾越或不足者，於法即

有未合。又本項但書規定：「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意旨法定盈餘

公積提列已達實收資本額時，可不再提列；如仍繼續提列，本法並無禁止規定。 

二、法定盈餘公積之提列應符合本法及章程規定，如公司章程對於已達實收資本額時法定盈餘

公積之提列有特別規定者，仍應依章程規定辦理（本部 91 年 11 月 4 日商字第

09102247860 號函參照）。 

（107.5.22 經商字第 1070003858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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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 369 條之 2 

●信託業者是否因信託關係取得控制公司地位，應依真實之股權控制力是否存在  

實質認定。 

查控制公司將持有之從屬公司股權信託予信託業者管理，因實務上信託業者多未具實質管理

力，原則不影響既存之控制從屬關係。是以，倘為他益信託，因信託人仍可藉指定諮詢委員會

等方式保有控制力，故是否為自益信託或他益信託，應非認定有無控制力之唯一標準；又倘信

託人放棄運用決定權，實際仍可透過其他方式擁有控制力，爰旨案信託業者是否因信託關係取

得控制公司地位，應依真實之股權控制力是否存在實質認定。 

（107.5.23 經商字第 10702410620 號函） 

 

公司法 179 條 

●信託業者因信託關係取得自己公司股份，倘未取得指揮決定權或無實質控制 

  權，不適用公司法第 179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 

按公司法第 179 條第 2 項規定：「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其股份無表決權： 

一、公司依法持有自己之股份。 

二、被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從屬公司，所持有控制公司之股

份。 

三、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合計 

    超過半數之他公司，所持有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之股份。」，查前開第 1 款規定 94 年 6 

    月 22 日修正之立法理由，係指公司依公司法或證券交易法等公司法令持有自己股份，應 

    予限制表決權之規範。是以，信託業者因信託關係被動受託取得自己公司股份，倘未取得 

    指揮決定權或無實質控制權，該等股份得不適用公司法第 179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 

（107.5.23 經商字第 10702410630 號函） 

 

公司法 356 條之 1 

●於股份轉讓限制適用於全體股東之前提下，針對不同股東而定有不同之轉讓限

制，尚無不可 

一、依公司法第 356 條之 1 規定，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應於章程中定有股份轉讓之限制。閉鎖

性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人格特性以及股東間具有高度緊密關係，基於該項特性，藉由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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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股東轉讓股份，以維持成員之穩定性，乃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核心特性。是以，

股份轉讓之限制應適用於全體股東，並不區分普通股或特別股，且均應於章程中約定。倘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載明部分股東股份轉讓不受限制或僅部分股東受有限制者，自與

前揭規定意旨尚屬有違，先予敘明。 

二、又前揭法條所言股份轉讓之限制，並未規定何種型態之限制，爰未可一概而論。是以，於

股份轉讓限制適用於全體股東之前提下，針對不同股東而定有不同之轉讓限制，尚無不可。 

（107.5.29 經商一字第 10702023420 號） 

 

公司法 26 條 

●清算必要範圍內繼續營業，應為了結現務及便利清算之目的 

按公司法第 26 條規定解散之公司在清算時期中，得為了結現務及便利清算之目的，暫時經營

業務，係指公司於清算必要範圍內，繼續營業，應為了結現務及便利清算之目的。又依 90 年

11 月 12 日修正之公司法第 18 條之規定，公司所營事業除許可業務應載明於章程外，其餘不

受限制，則公司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非許可業務，並不以登記之營業項目為限。是以，公

司在清算時期中所經營之業務，如符合便利清算目的者，亦得暫時經營之。至於所經營之業務

是否為便利清算之目的，事涉具體個案認定，允屬司法機關認事用法範疇，本部 90 年 4 月 2

日經商字第 09002073140 號函爰予補充。 

（107.5.30 經商字第 10702411080 號函） 

 

公司法 156 條 

●閉鎖性公司發行無票面金額股，特性即在於募資靈活並具有彈性，是以，在不

變更公司實收資本額之情形下，按股東持有股數比例增加或減少股份，尚無不

可，惟增加之股份數，如涉及修章增加股份總數，應併同辦理修章。 

一、按公司法第 156 條第 11 項規定:「同次發行之股份，其發行條件相同者，價 

格應歸一律。」再按公司發行特別股時，應於章程中定明特別股權利、義務之其他事項（公

司法第 157 條參照），是以，同時發行普通股及特別股，尚非屬發行條件相同之情形。 

二、至所詢股份分割一節，閉鎖性公司發行無票面金額股，特性即在於募資靈活並具有彈性，

是以，在不變更公司實收資本額之情形下，按股東持有股數比例增加或減少股份，尚無不

可，惟增加之股份數，如涉及修章增加股份總數，應併同辦理修章。倘股東或債權人之權

利受有侵害，應循司法途徑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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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31 經商字第 10702411820 號） 

 

公司法 172 條、199 條之 1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監察人，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

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一、依本部於 107 年 4 月 27 日經商字第 10700565750 號函略以，按第 199 條之 1 第 1 項規

定：「股東會於董事任期未屆滿前，經決議改選全體董事者，如未決議董事於任期屆滿始

為解任，視為提前解任。」是以，如股東會全面改選董事之相關決議，符合上開規定所稱

「決議董事於任期屆滿始為解任」者，即與前開公司法規定無違。至於該決議作成之過程

為何，尚非所問，如有爭議，應循司法途徑解決。 

二、為免疑義，就本部上開函補充解釋如下：「倘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監察

人，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

更其就任日期。」 

（107.8.6 經商字第 10702417500 號） 

 

公司法第 20 條 

●訂定「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二項之公司資本額一定數額及一定規模」，並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 

一、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二項所稱公司資本額達一定數額以上者，係指財務報導期間結束日，實 

    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之公司，其財務報表，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後，提請股 

東同意或股東常會承認。 

二、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二項所稱公司資本額未達一定數額而達一定規模者，係指財務報導期間 

結束日，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三千萬元而符合下列兩者之一之公司： 

    (一)營業收入淨額達新臺幣一億元。                 

    (二) 參加勞工保險員工人數達一百人。 

三、自一百零八年會計年度起，符合前點規定之公司，當年度財務報表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後，提請股東同意或股東常會承認。 

四、關於財務報表非曆年制之公司，其財務報導期間開始日於一百零八年度期間者，為前點所 

稱之「一百零八年會計年度」。 

五、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適用本公告。 

( 107.11.08 經商一字第 1070242534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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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 218 條 

●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職權行使疑義 

按公司法規定之監察人職司監督公司之業務及財務，又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第 3 項規定，

審計委員會準用公司法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準此，審計委員會及其獨立董事當為監督公司之業

務及財務之責。是以，本部 104 年 3 月 10 日經商字第 10402404610 號函釋對於審計委員會

及其獨立董事自有適用。 

（107.11.12 經商字第 10700084420 號） 

 

公司法 228 條之 1 

●每半會計年度終了為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時程 

關於公司依公司法第 228 條之 1 規定於章程訂明每半會計年度終了為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者，

應於前半會計年度終了擬具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連同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交監察人

查核後，提董事會決議。基此，會計年度採曆年度者，前半會計年度於 6 月 30 日終了，則自 7

月 1 日起董事會擬具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交監察人查核後，董

事會應於 12 月 31 日前為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決議。又盈餘分派基準日前 5 日內停止股票過

戶日(同法第 165 條第 2 項參照)，至於何時發放，允屬公司內部自治事項，併為敘明。 

（107.11.26 經商字第 10702062900 號） 

 

公司法 173 條、173 條之 1 

●無表決權之股東仍得行使股東會召集權 

一、關於公司法第 173 條及第 173 條之 1 規定之股東會召集權，並無排除持有無表決權股東

之適用，故持有無表決權之股東仍得行使股東會召集權，無表決權之股份數亦應計入已發

行股份總數。 

二、又依公司法第 180 條第 1 項規定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

股份之總數，故須扣除同法第 179 條第 2 項各款無表決權之股份數。準此，公司依企業併

購法第 18 條第 3 項及第 27 條第 3 項為股東會決議時，當依前揭規定辦理。 

（107.11.26 經商字第 1070206291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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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 192 條 

●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章程所定董監事人數非固定數額時，亦應使股東於股東

會選任董監事前即知悉擬選舉之人數。 
一、本部 106 年 2 月 20 日經商字第 10602403710 號函係針對公開發行公司章程所定董監事 

人數非固定數額時，應使股東於股東會選任董監事前即知悉擬選舉之人數所為之說明，至 

非公開發行公司雖非該函解釋對象，惟為保障股東權益，亦得參考之。 

二、另 107 年 11 月 1 日施行之公司法第 172 條第 5 項規定，選任董事或監察人應在召集事由 

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 

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由於選任董事或監察人屬重大事項，股東會召集 

通知除記載事由外，亦應說明其主要內容，以利股東選舉權之規劃行使。 
（107.11.26 經商字第 10700093610 號） 

 

公司法 210 條之 1、218 條 

●監察人查核之簿冊文件，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者，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 

一、查 107 年 8 月 1 日總統令公布修正之公司法新增第 210 條之 1，明定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

人召集股東會者，得請求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提供股東名簿。準此，監察人依第 220 條及

第 245 條第 2 項規定召集股東會者，得依本條規定向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請求提供股東名

簿。 

二、又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製

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公司法第 218 條第 1 項規定參照)。監察人

得查核之簿冊文件，並不因備置於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而有不同，倘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

者，參考公司法第 210 條第 2 項規定，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 

三、爰此，本部 99 年 10 月 8 日經商字第 09902140320 號函、99 年 10 月 8 日經商字第

09900678120 號函、100 年 5 月 30 日經商字第 10002068170 號函、102 年 5 月 23 日

經商字第 10202057450 號函及 102 年 7 月 22 日經商字第 10200624630 號函，應予補

充。 

（107.12.17 經商字第 10702413980 號） 

 

公司法 192 條之 1 

●董事候選人名單形式認定 

一、按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應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

理董事候選人提名之期間等，受理期間不得少於 10 日，提名股東應於公告受理期間內提

出董事候選人名單(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項、第 5 項第 1 款參照)。倘董事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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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名單係由董事會提出者，不受公告受理期間內提出之限制。又受理期間屆滿後，如無

股東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而董事會前已決議通過其提名人選者，於受理期間屆滿後，毋

庸再召開董事會(因新法已刪除審查董事被提名人之作業過程應作成紀錄之規定)，本部 96

年 3 月 22 日經商字第 09602029250 號函釋停止適用。 

二、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

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第 5 項規定：「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

會者，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應將其列入董事候選人名單:一、提名股東於公告受理期間

外提出。二、提名股東於公司依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

達百分之一。三、提名人數超過董事應選名額。四、提名股東未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

及經歷。」倘召集股東會之主體為董事會時，針對提名股東提出之董事候選人名單，應召

開董事會就有無第 192 條之 1 第 5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之情事為形式認定。 

（107.12.21 經商字第 10702429010 號） 

-----------------------------------------------------------------------------------------------             

原經濟部 96 年 3 月 22 日經商字第 09602029250 號（停止適用） 

●董事會與股東均需在受理期間內提名  

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第 1、2 項規定，公開發行公司採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者，應於股東會

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董事候選人提名之期間，受理期間不得少於 10 日。此

項受理提名之期間，不論股東或董事會，均應遵守，換言之，不論股東或董事會提出董事候選

人名單，均應在公告受理期間內為之，以求一致。又公司公告受理董事候選人提名相關事項，

於提名期間屆滿後，如無股東提名董事候選人，而董事會業於受理期間內決議通過自行提名人

選者，於受理期間屆滿後，仍應再召開董事會就審查作業過程作成紀錄（應於董事會紀錄載明

無股東提名之事實；至前經董事會審查通過之董事被提名人名單，可毋庸再次審查，惟應於董

事會紀錄載明經何時何次之董事會審查通過），並原則上至少保存 1 年。 

 

公司法 161 條之 1 

●非公開發行公司於 107年 11月 1日公司法施行後，已無強制發行股票及罰鍰 

  之規定  

一、按新修正之公司法已於 107 年 11 月 1 日施行，考量非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是否發行股票，

宜由公司自行決定，爰修正第 1 項，改以公司有無公開發行，作為是否強制發行股票之判

斷基準(第 161 條之 1 立法理由參照)。 

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依行政罰法第 4 條之規定，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

限，但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依同法第 5 條規定，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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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公司未依章程規定發行股票之行為，於公司法 107 年 11 月 1 日施行前，依第 161 條

之 1 第 2 項規定處罰。然該條於 107 年 11 月 1 日施行後，非公開發行公司已無強制發行

股票及罰鍰之規定。倘公司之違法行為係在新法施行之前，而主管機關於新法施行後始為

最初裁處者，自應依行政罰法第 5 條規定，依新法規定不予裁處。 

（經濟部 107、12、22 經商字第 10702428590 號） 

 
公司法 161 條之 1 

  ●董事為 2 人時之決議方式應準用公司法有關董事會規定  

按公司章程設有董事會時，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3 人；倘董事為 2 人時，則應準用公司法有關董

事會之規定(公司法第 192 條第 1 項、第 2 項參照)。是以，董事為 2 人時雖無董事會，惟董事

決議方式應準用公司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 

（經濟部 107、12、27 經商字第 10700104430 號） 

 

公司法 157 條 

  ●具否決權特別股行使否決權之範圍及時間  

一、按 107 年 11 月 1 日施行之公司法第 157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3 項規定，非公開發行股票

之公司得發行「對於特定事項具否決權特別股」，並應於章程中載明，先為敘明。對於特

定事項具否決權之特別股股東，於行使否決權時，應以股東會所得決議之事項為限；依法

屬於董事會決議之事項，例如：經理人之委任、解任及報酬(公司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3 款)，

則不得行使否決權。又特別股股東對於「董事選舉之結果」，亦不得行使否決權，以維持

公司之正常運作。 

二、特別股股東針對特定事項行使否決權時，應於討論該事項之股東會中行使，以避免法律關

係懸而未決。縱使特別股發行條件另有約定「得於股東會後行使」，亦宜限於該次股東會

後合理期間內行使，以使法律關係早日確定。具體個案如有爭執，允屬司法機關認事用法

範疇。 

（經濟部 108、1、4 經商字第 10702430970 號函） 

 

公司名稱及業務預查審核準則第 7 條 

●外國公司國籍別為可資區別文字  

一、公司名稱及業務預查審核準則（下稱準則）第 7 條第 2 項、第 3 項規定：「名稱中標明不

同業務種類或可資區別之文字者，縱其特取名稱相同，其名稱視為不相同」、「前項所稱

可資區別之文字，不含下列之文字：一、……外國國名……」是以依前揭規定，「外國國名」

非為可資區別文字。例如「瑞士」大同顧問有限公司與「美國」大同顧問有限公司，因「外

國國名」非為可資區別文字，故為同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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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惟「外國國名」與「外國公司國籍別」於本準則規定不同，前者為本國公司於其公司名稱

中標明外國國名；後者為依準則第 6 條第 4 項規定，外國公司於其名稱之前所標明之國籍。

準此，因外國公司國籍別並未列於準則第 7 條第 3 項之非為可資區別文字中，故仍為可資

區別文字。例如「瑞士商」大同顧問有限公司與「美國商」大同顧問有限公司，雖兩者特

取名稱及業務種類均相同，惟因有可資區別文字，故仍為不同名公司。 

（經濟部 108、1、4 經商字第 10702431080 號） 

 

公司法 80 條 

●繼承人有數人無法互推一人為清算人時，利害關係人得依第 81條聲請法院選派 

  清算人  

一、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又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

止登記者，準用之（公司法第 24 條、第 26 條之 1 參照）。 

二、復按有限公司之清算，準用無限公司規定，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

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由股東全體清算時，股東中有死亡，清算事務

由其繼承人行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應由繼承人互推一人行之（公司法第 79 條、第 80 條、

第 113 條參照）。倘繼承人無法互推一人，利害關係人得依第 81 條聲請法院選派清算人。 

（經濟部 108、1、8 經商字第 10702367390 號） 

 

公司法 172 條之 1 

●股東建議性提案  

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5 項規定：「第 1 項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

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立法理由稱「為呼應第 1 條增訂公司善盡其社會責任之規

定，例如公司注意環保議題、汚染問題等，股東提案如係為促使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

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爰增訂第 5 項。」準此，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

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性提案。股東所提建議性提案，程序上仍應遵守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之相關規定。是以，股東所提提案，依第 1 項但書規定，不論是否為建議性提案，仍以 1 項

為限，提案超過 1 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經濟部 108、1、09 經商字第 10700105410 號函） 

 

公司法 128 條之 1 

●不設董事會及不置監察人之公司章程訂定疑義  

一、依公司法第 192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不得少於 3 人。同法第 128 條之 1

第 2 項、第 192 條第 2 項規定，公司得依章程規定不設董事會，置董事 1 人或 2 人；置

董事 1 人者，以其為董事長，董事會之職權由該董事行使，不適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

置董事 2 人者，準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依前揭規定，章程訂定置董事 1 人或 2 人者，

應分別適用不同規定，是以於章程中應定明為「設董事 1 人」或「設董事 2 人」，以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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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應適用之公司法規定，至「設董事 1~2 人」或「設董事 1~3 人」自與前揭說明核有

不符。 

二、另公司法第 128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得依章程

規定不置監察人。公司應選擇是否設置監察人，以確定是否適用公司法中有關監察人之規

定，尚不得於章程中訂定「得(不)置監察人」。 

（經濟部 108、1、10 經商字第 10802400490 號） 

 

公司法 101 條 

  ●有限公司之分公司所在地於章程訂定疑義  

依公司法第 101 條第 1 項之修正理由，刪除「設有分公司者，其所在地」，以簡化章程記載事

項，免除分公司遷址須修正章程之程序。準此，分公司所在地已非有限公司之章程必要記載事

項，且其設立不以章程有記載為必要。 

（經濟部 108、1、15 經商一字第 10802400960 號） 

 

公司法 110 條 

●有限公司第 110條第 3項盈餘轉作資本準用公司法第 240條第 1項規定之說明。  

有限公司擬以盈餘轉作資本者，董事應依公司法第 228 條規定，造具各項表冊，分送各股東，

請其承認；其承認應經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參第 110 條第 1 項規定)，並經股東表決權三

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修正章程，即可將擬分派之盈餘轉作資本。 

（經濟部 108、1、16 經商字第 10802400540 號） 

 

公司法 205 條 

●公司法第 205條全體董事同意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  

一、公司法第 205 條董事同意之形式與該等同意形式是否須定明於章程疑義，查同意之意思表

示，以口頭或書面為之，法無限制規定，公司法亦無規定應於章程訂明同意之方式。 

二、承上，倘部分董事同意以「書面」方式行使表決權，部分董事不同意以「書面」方式行使，

因公司法第 205 條以書面方式表決議案，須先經全體董事同意，始得為之。是以，倘部分

董事同意部分董事反對，即無達到全體董事同意，則應實際集會，不得以書面方式行使表

決權。 

（經濟部 108、1、19 經商字第 10802400590 號） 

 

公司法 203 條之 1 

●過半數之董事自行召集之董事會，比照第 182 條之 1 規定由過半董事互推產生主

席。  

公司法第 203 條之 1 過半數之董事自行召集之董事會，可比照第 182 條之 1 規定由過半董事

互推產生主席，不適用第 208 條第 3 項規定。 

（經濟部 108、1、19 經商字第 10802400580 號） 

 

公司法 235 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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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酬勞以以股票方式發給事宜  

按公司法第 235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員工酬勞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數同意決議以股票或現金方式發放，並報告股東會。如以股票方式發給者，得於同次董

事會決議以發行新股為之，或於同次董事會決議以收買自己已發行股份方式為之。至於依本法

其他條文或其他法律規定收買之股份，尚不得用以支應員工酬勞之發放。 

（經濟部 108、1、21 經商字第 10802400650 號） 

 

公司法 22 條之 1 

●公司法第 22條之 1 申報與公司法第 387條規定之各項登記性質不同。  

一、按公司法第 22 條之 1 規定公司申報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

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資訊，係為增加法人透明度(參該條之立法理由)，核與公司法第

387 條規定之各項登記性質不同，且登記事項與申報資料亦有不同，仍須分別辦理。 

二、又公司履行第 22 條之 1 申報義務，是否等同履行第 197 條董事持股之申報義務一節，查

兩者申報性質不同，且受理之主管機關亦有不同，故不可併案辦理。 

三、有關公司董事、監察人係依第 27 條當選，其申報資料如下： 

(一)法人股東如係依第 27 條第 1 項當選董事或監察人者，公司應申報法人股東之資料。例如，

甲公司為乙公司之法人股東，並依第 27 條第 1 項以法人股東身分當選董事或監察人，乙

公司應申報甲公司之資料。 

(二)法人股東如依第 27 條第 2 項指派代表人當選之董事或監察人，公司應申報法人股東及其代

表人之資料，所應申報之「持股數或出資額」係指該法人股東之持股數或出資額而言。例

如，甲公司指派 A 自然人代表擔任乙公司之董事，乙公司應申報甲公司及 A 董事之資料，

所申報之「持股數或出資額」係指該甲公司之持股數。 

（經濟部 108、1、21 經商字第 10802400690 號） 

 

公司法 128 條之 1 

●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所組成之股份有限公司無須依第182條之1規定訂定股東會

議事規則。  

按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組成之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會職權係由董事會行使，不適用本法有關股

東會之規定。基此，得免訂定股東會議事規則。 

（經濟部 108、1、21 經商字第 10802400550 號） 

 

公司法 163 條 

●107年 11月 1 日修正施行之公司法刪除第 163條第 2項發起人之股份非於公司

設立登記 1年後不得轉讓之規定，新法施行前設立之公司，其發起人之股份於新

法施行後，不受 1年內不得轉讓之限制。  

按公司法 107 年 11 月 1 日施行後，所有公司之發起人股份，於公司設立後即可自由轉受讓，

設立時間在新法施行前者，亦有適用。例如：A 公司於 107 年 10 月 31 日設立登記，則其發起

人甲於 107 年 11 月 30 日時欲轉讓其持股，可依新法之規定自由轉讓，不受舊法 1 年內不得

轉讓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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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108、1、22 經商字第 10802400560 號） 

 

●有關公司法第 172 條第 5 項規定說明。  

一、按公司法第 172 條第 5 項規定所謂說明其主要內容，例如變更章程，係指不得僅在召集事

由記載「變更章程」或「修正章程」等字，而應說明章程變更或修正之處(第幾條及其內容)，

例如由票面金額股轉換為無票面金額股等。 

二、至如何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及以網站揭示主要內容，原則上，召集通知應說明召集事由

之主要內容。如另提供網址將主要內容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網站，並於網站上可

查閱得知召集事由之主要內容者，即屬符合上開條項之規定。 

（經濟部 108、1、22 經商字第 10802400570 號） 

 

公司法 240 條 

●章程訂明授權董事會以特別決議現金分派股息及紅利，董事會現金分派後於股東

會報告，無須再經股東會決議同意  

為簡化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以現金發放股息及紅利之程序，107 年 11 月 1 日施行之公司法第

240 條第 5 項規定，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其股息及紅利之分派，得以章程訂明授權董事會以特

別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由於董事

會係依章程之授權為股息及紅利之現金分派，事後於股東會報告時，無須再經股東會決議同意。 

（經濟部 108、1、22 經商字第 10802400700 號） 

 

公司法 228 條之 1 

●「每季」或「每半會計年度」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事宜  

1.關於公司法第 228 條之 1 規定之年度中間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係指前三季或前半會計年度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至於第 4 季或後半會計年度結束後，會計年度已終了，應依第 228 條

規定辦理，自無本條之適用，合先敘明。 

2.公司應依第 22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於章程訂明「擇一」訂明採「每季」或「每半會計年度」

為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且章程修正後，即可分派前一季或前半會計年度之盈餘，毋庸等到

下個會計年度適用。 

3.又實際執行時，如未按每季或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為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者，尚無須踐行編

造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議案、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以及交監察人查核後再提董事會決議

之程序。惟公司決定不分派盈餘或不撥補虧損，仍須經董事會為不分派或不撥補之決議。 

4.另本法第 235 條之 1 規定員工酬勞係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依章程所訂定額或比例計算，並於每

會計年度終了時發放，尚不得每季(或每半會計年度)發放。惟員工酬勞為法定應發放之事項，

公司於每季(或每半會計年度)為分派盈餘時，除先預估並保留應納稅捐、依法彌補虧損及提

列法定盈餘公積外，亦應預估保留員工酬勞。 

（經濟部 108、1、22 經商字第 1080240063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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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票簽證規則 
 

發文字號：經商字第 10702425200 號 

發文日期：民國 107 年 11 月 08 日修訂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票簽證規則 

 

第 1 條  

本規則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票之簽證，由依法得擔任股票發行簽證人之銀行（以下簡稱簽證銀行）為

之。  

第 3 條  

股票簽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之： 

一、簽證銀行辦理簽證期間，新發行之股票自接受委託之日起，不得超過五個營業日，並於簽 

    證前應就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及股票之內容、公司印鑑式樣、紙質、編號、面值、張 

    數、總額等詳為審核並記錄。 

二、簽證銀行簽證於股票之印鑑樣本及經簽證之股票樣張，於發行公司辦理清算完結前，應由 

    簽證銀行盡善良管理人之保管責任。 

三、簽證股票數額應以經主管機關核准發行總額以內之實際發行數額及已實收款項之股票總數 

    為限。 

四、無記名股票申請遺失補發者，應於申請人取得經法院宣告原股票無效之除權判決書後，公 

    司應將無記名股票變更為記名式，由簽證銀行簽證之；記名股票申請遺失補發者，於依照 

    該發行公司規定辦理掛失手續，並經發行公司認為應予補發新股票後簽證之。 

五、同次發行之股票，應委託同一銀行簽證。 

六、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票者，應於股票以明顯文字註記股份轉讓受有限制。 

股票因增加資本、減少資本、合併、分割、已發行之票面金額股全數轉換為無票面金額股 

或其他原因而須換發者，簽證銀行應確認舊股票已截角作廢後，始得為新股票之簽證作業。 

但依企業併購法第三十三條第三款所定股東未提出股票者，其原持有之股票失其效力之 

情形，得逕為新股票之簽證作業。 

    公司依法收回或收買股票註銷者，於辦理變更登記後，應截角作廢，並向原簽證銀行申報。  

第 4 條  

公司實體發行而印製之股票，因轉換為無實體發行而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者，公司應

將舊實體股票收回截角作廢。 

公司無實體發行之股票，因轉換為實體發行而印製股票者，簽證銀行應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出

具之終止登錄證明文件辦理簽證。  

第 5 條  

辦理股票簽證之簽證銀行及有關人員，如有違法行為，應負民事、刑事責任。  

第 6 條  

本規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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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7月 6 日三讀通過之公司法修訂條文重點說明 

                (行政院公告於 107年 11 月 1日起施行) 

條次 條文說明 
公發/未公發 

公司適用否 

股東會篇 

§172 增加應在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

議提出之議案：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  

●變更章程  

●減資  

●申請停止公開發行 

●董事競業許可  

●盈餘轉增資  

●公積轉增資  

●公司解散、合併、分割  

●第185條第1項各款之事項 

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

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所謂說明其主要內容，例如變更章程，不得僅在召集事由記載「變

更章程」或「修正章程」等字，而應說明章程變更或修正之處，

例如由票面金額股轉換為無票面金額股等。 

▓提高公發公司違反規定之罰鍰(24萬元~240萬元) 

小結： 

新增減資、停止公發、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及公積轉增資等

五大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之項目。 

 

(皆適用) 

 

§172-1 修訂股東提案權規定： 

▓公司得以書面、電子方式受理股東提案。  

▓股東提案若符合規定，董事會應列為議案。 

▓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 

  事會仍得列入議案。 

▓提高公發公司違反規定之罰鍰(24萬元~240萬元) 

小結： 

新增以電子方式受理股東；並以強制規定取代任意規定，藉以強化

及保障股東提案之權利。 

 

(皆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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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2 股東會採視訊會議：(未公開發行公司) 

▓公司章程得訂明股東會開會時，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股東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股東以視訊參與會議者，

視為親自出席。 

▓前二項規定，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不適用之。     

小結： 

針對非公開行公司，放寬得以「視訊會議」之方式參與股東會，並 

視其為「親自出席」 

公開發行股票

公司不適用 

 

§173-1  繼續3個月以上持股過半之股東可自行召開股東臨時會： 

▓繼續3個月以上，持有過半數股份之股東，無須請求董事會召集

或申請政府許可，得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  

修正理由：  

●連續持股3個月且持股數過半的股東，並非一般投機客，與公

司利害一致，且公司派有足夠因應時間。 

●經營團隊努力提升經營績效，以獲得股東支持，符合公司治理。 

●有多數股東支持，經營團隊才有辦法穩定經營。 

●解決公司派不召開股東臨時會的僵局，符合公司治理。 

●陸資投資已受「兩岸條例」嚴格管控，無須在公司法處理。  

  對陸資身分採實質認定： 無論陸資購買上市櫃公司股票或新 

  設公司，都需要經金管會或經濟部投審會許可把關，且對陸資 

  都採實質認定，追查到最終受益人。  

小結： 

增設持股過半數股東為股臨會有權召集人，以期解決解決公司派不

召開股東臨時會的僵局，並強化公司治理。 

(皆適用) 

大同條款 

爭議：對於外資

保管銀行是否

能分拆參與股

臨會 50%持股

揪團門檻，尚無

定論。 

股東自行召集

具董事、監察人

選舉議案之股

東臨時會行

為，保險業依保

險法第 146 條

之 1第 3項第 5

款規定，不得為

之。 

§175-1 股東約定共同行使股東表決權：(未公開發行公司) 

▓非公發公司股東得以書面契約約定共同行使股東表決權之方式 

  ，亦得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由受託人依書面信託契約之約定 

  行使其股東表決權。 

▓受託人不以股東為限。 

小結： 

成立信託或書面約定共同行使表決權之規定，放寬至非公發公司，

而不再僅僅侷限於閉鎖性公司。 

(公發公司不適

用) 

 

§177 股東會委託書：(未公開發行公司) 

▓非公發公司之股東會委託書，不以公司印製者為限  

▓公發公司委託書，證券主管機關另訂有規範。  

小結： 

(公發公司不適

用) 

 



 

 
62 

放寬非公發公司可使用公司印製以外之委託書作為委託依據；惟公

發公司仍需使用公司印製之委託書。 

                                董事會篇 

§192-1 

§216-1 

修訂董監候選人提名制度規定：簡化董監事提名程序，保障股東

提名權 

▓非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亦得於章程載明採行董事候選人提名

制度。 

▓簡化董事提名程序，保障股東提名權。 

  ●僅須敘明候選人姓名、學經歷即可。  

  ●董事會不審查，只須認定是否該提名有192-1第5項之情事。  

  ●刪除審查董事被提名人之作業紀錄保存規定。  

  ●增訂其他召集權人違反規定之罰鍰處罰。  

▓提高公發公司違反規定之罰鍰(24萬元~240萬元) 

小結： 

簡化候選人應附文件、取消公司審查權，避免公司任意剔除股東

所提名之候選人；增訂違反規定之罰則 

(皆適用) 

 

§193-1 董事責任保險： 

▓明定公司得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

任投保責任保險。  

▓投保後應將其責任保險之投保金額、承保範圍及保險費率等重

要內容，提最近一次董事會報告。  

小結： 

為降低並分散董事因錯誤或疏失行為而造成公司及股東重大損害

之風險，因而完善董事責任保險法源依據。 

(皆適用) 

 

§203 修訂首屆董事會召開之程序： 

▓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若未在期限內召開董事會，得由 

過半數當選之董事，自行召集之。  

小結： 

免除首屆董事會之召集需報經主管機關許可之程序，並修正為得

由過半數當選之董事，自行召集之。 

(皆適用) 

 

§203-1 董事會召開之程序： 

▓董事會原則上由董事長召集之。 

▓董事長不召開時： 

1.過半數之董事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董事長召

集董事會。 

2.前項請求提出後 15 日內，董事長不為召開時，過半數之董事

得自行召集。 

小結： 

(皆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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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過半數之董事於董事長不召開董事會時，得經一定程序自行 

召集董事會之權利。 

§204 縮短董事會召集通知期限： 

▓董事會之召集，應於3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公司仍得

於章程訂定較長期限規定)  

▓公發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其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之期間，由證 

  券主管機關定之，不適用前項規定。(公發公司仍為7日前) 

▓有緊急情事時，董事會之召集，得隨時為之。 

小結： 

縮短非公發公司董事會通知之天數，惟公發公司仍維持公開發行 

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七日前之規定 

(公發公司不適

用) 

 

§205 新增董事會可採書面表決，不必開會：(未公開發行公司) 

▓公司章程得訂明經全體董事同意，董事就當次董事會議案以書

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而不實際集會。 

▓前項情形，視為已召開董事會；以書面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董事

，為親自出席董事會。 

▓前二項規定，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不適用之。 

※同意之意思表示，以口頭或書面為之，法無限制規定，公司法

亦無規定應於章程訂明同意之方式。 

※以書面方式表決議案，須先經全體董事同意，始得為之。部分

董事同意部分董事反對，即無達到全體董事同意，則應實際集

會，不得以書面方式行使表決權 

小結： 

參考香港及日本得以多元方式召開董事會，開放非公發公司董事 

得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 

(公發公司不適

用)  

§205 刪除董事居住國外者得經常代理規定： 

▓刪除董事居住國外者，得以書面委託居住國內之其他股東，經 

常代理出席董事會條文 

 

§206 董事會之決議擴大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範圍：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

司，就前項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

身利害關係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之「董事」，例如依第 192 條

第 1 項當選之董事、依第 27 條第 1 項代表行使董事職務之

人、依第 27 條第 2 項被指派並當選之董事、依第 128 條之 1

被法人股東指派之董事，均包括在內。 

小結： 

對於董事於會議事項之自身利害關係，擴及至其配偶、二親等內 

(皆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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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 

 

§210 

§210-1 

公司章程簿冊之備置及查閱： 

§210-股東及債權人查閱「章程+簿冊」 

▓股東及公司之債權人得隨時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章程+簿 

  冊(廣義) 」。 

▓其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者，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  

▓公司未備置處罰鍰。 

▓代表公司之董事無正當理由拒絕提供或未令股務提供者，處罰 

  鍰。 

小結： 

補充「抄錄」定義所包含之「影印」，並新設為「複製」；並將

股代提供相關文件之提醒義務歸於公司。 

 

§210-1 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股東名簿」之提供 

▓明定股東會召集權人有權請求公司或股務機構提供「股東名 

簿」，拒不提供者，得處以罰鍰。 

▓提高公發公司違反§210及§210-1規定之罰鍰(24萬元~240萬 

  元、按次)。 

小結： 

落實股東會召集權制度，解決實務上有股東會召集權人因無法取

得股東名簿，而致不能召開之僵局。 
 

 §210利害關係人 

查閱簿冊文件權 

§210-1股東會召集權

人請求提供股東名簿 

請求提供標的 章程+ 

簿冊文件(廣義) 

股東名簿 

備置義務人 董事會 

備置處所 公司或股務機構 

有權請求提供人 股東債權人+ 

利害關係證明文件 

股東會召集權人 

 

得否拒絕 有正當理由可拒絕 不得拒絕 

罰鍰對象 代表公司之董事 

 

代表公司之董事+ 

股務機構 

連續罰 限期改正+按次處罰（公開發行罰２４～２４０萬 

未公開發行罰１～５萬） 

(皆適用) 

 

 

 

§211 公司虧損之報告： 

公司虧損達實收資本額1/2時，董事會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報告。 

(皆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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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為應即召開股東會報告) 

小結： 

符合實務狀況若發生上述虧損事由，公司僅需於最近一次股東會

報告即可，以此減輕公司行政上之負擔。 

§214 降低股東代位訴訟門檻： 

▓繼續 6 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 1%以上之股東，得以 

書面請求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原為 1 年及 3%以上) 

▓股東提起訴訟，其裁判費超過新臺幣 60 萬元部分暫免徵收。 

(新增) 

▓法院得依聲請為原告選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新增) 

小結： 

調降少數股東代位訴訟之資格門檻，並降低訴訟裁判費及律師選

任之阻礙。 

 

(皆適用) 

 

其他篇-股東會篇前之條文 

§4 

§370~ 

承認外國公司人格： 

▓廢除外國公司須經政府認許，才承認具有法人資格。 

(皆適用) 

§13 刪除未公開發行公司轉投資總額除章程有訂定或經股東會同意

外，原則不得超過公司資本規定     

(公發公司維持現

況) 

§20 除資本額達 3 千萬以上外、公司達一定規模者，其財報亦需會

計師簽證： 

▓一定規模： 

  ●年底參加勞保員工人數達 100 人。 

  ●年底營業收入淨額達 1 億元。 

(108 年會計年度

起適用) 

公司當年度符合

條件當年度財務

報表要請會計師

簽證 

§22-1 應定期向政府申報公司資料： 

▓申報範圍：所有公司，但國營事業及公開發行股票公司無需 

            申報。 

▓申報資料：董監事、經理人及持股超過 10%以上股東之姓名、 

國籍、身分證統一編號及持股數資料。  

▓申報時點：分為初次申報、變動後 15 日申報、年度申報。 

▓申報平臺：「公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資訊申報平臺」。 

▓子法：公司法第 22 條之 1 資料申報及管理辦法。 

 

 

無限公司、兩合公

司、有限公司和未

公開發行股票之

股份有限公司都

要申報 

§28 公司之公告方式： 

▓應登載於新聞紙或新聞電子報。(原為應登載於本公司所在之

公發行公司仍為

公開資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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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或縣（市）日報之顯著部分) 

  ●新聞紙：全國性或所在地每日發行之新聞紙。  

  ●新聞電子報：指新聞紙或電視新聞所發行之電子報。 

▓中央主管機關得建置或指定網站供公司公告 

  網站：指主管機關得建置或指定之網站。經濟部目前朝自行

規劃建置網站供公司公告，並無指定網站之規劃未來

完成網站建置後，將以公告發布及於行政院公報及經

濟部網站公布，並將召開宣導說明會進行宣導。   

§28-1 政府文書得以電子方式送達公司 

 

 

§128 

 

發起人之資格 

▓增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之人，亦不得為發起人。 

▓增訂有限合夥得為公司發起人。 

小結： 

於發起人資格上，限縮自然人範圍(增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之

人)，同時放寬法人之範圍(有限合夥)。 

(公司皆適用)  

 

§128-1 

§192 

§216 

修訂公司董事、監察人最低人數規定： 

▓非公發公司，可為1董1監或2董1監 。(§192、§216)  

▓政府或法人 1 人公司，可為 1 董 0 監。(§128-1Ⅱ) 

  (原為公司必須有至少3位董事、1位監察人) 

※公司只置董事1人者，該董事即為董事長，董事會之職權由該

董事行使，適用本法有關董事長之規定外，不適用本法有關

董事會之規定。例如經理人之選任，即可由該董事決定之，

而無須召開董事會。 

※政府或法人股東1人所組成之股份有限公司如僅置董事1人，

則董事會之職權均由該董事行使，故第228條之表冊由該董事

造具，請監察人查核後，由該董事決定分派。無監察人者，

即不需查核程序。 

※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組成之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會職權係由

董事會行使，不適用本法有關股東會之規定。基此，得免訂

定股東會議事規則。 

※非公發公司設2董事，應注意可能產生僵局。 

小結： 

放寬非公發公司董監人數要求，以利實際負責人多為1人之中小

企業精簡組織編制、增加決策效率；政府或法人1人公司，得不

設置監察人。 

 

 

(未公發行公司適

用) 

(公開發行股票公

司仍維持 5 董 2

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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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120 

§129 絕對必要記載： 

▓採行票面金額股者，股份總數及每股金額。 

▓採行無票面金額股者，股份總數。 

§130 相對必要記載： 

刪除分次發行，公司設立之發行數額記載。 

小結： 

配合無面額股的開放，增設對應條文；公司進行增資時，則設

立之發行數額資訊較無參考性，故將其從相對必要記載事項中

刪除。 

(皆適用)  

 

§131 

 

發起人出資： 

明定發起人之出資，除現金外，得以公司事業所需之財產或技

術抵充之，以符實際。 

小結： 

除現金及公司所需財產外，發起人亦得以公司所需之技術做為

股款繳納來源，藉此提高出資方式的多元性。 

(公司皆適用)  

 

§140 

§156 

增加無面額股制度：(未公開發行公司) 

▓未公開發行公司可自由轉為無面額股(須經股東會特別決議) 

▓目前公發公司仍採面額股。  

▓未來非公發公司採無面額股者，倘將來欲公開發行，可不必 

  轉為面額股。  

※因發行新股產生之溢價資本公積，應充入資本。 

※單向轉換，改採後不可改回面額股。 

小結： 

非公發公司得擇一發行面額股及無面額股；後欲公開發行者，

亦可不必轉為面額股。 

(公發公司不適用) 

 

§144 

 

創立會： 

▓基於創立會為股東會之前身，爰明定準用股東會決議得撤 

  銷、無效之規定。 

小結： 

明定創立會違反法令或章程時，應准用股東會決議得撤銷、無

效之相關規定。 

(皆適用) 

 

§157 特別股種類多元化：(未公開發行公司) 

▓新增特別股類型。  

●複數表決權-1股有多個表決權。  

●特定事項否決權-黃金股。  

●限制當選董、監席次-只投資不參與經營。  

●保障當選董事席次-可確保參與經營。 

小結： 

提供非公發公司之特別股更多元化之規畫設計及安排，或可吸

引更多國內外投資人。 

(公發公司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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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2 

§162~ 

162-2 

§257-2 

鬆綁發行股票之限制： 

▓僅強制公發公司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登記後3個月內發行 

  股票。 

▓公發、非公發公司皆得無實體發行股票、公司債(應洽集保公 

  司登錄辦理)。    

▓代表公司之董事指董事長 

▓股票之簽證，由依法得擔任股票發行簽證人之銀行為之。  

▓提高公發公司違反發行股票期限之罰鍰(24萬元~240萬元)。 

小結： 

放寬非公發公司亦得發行無實體股票；印製股票者則明定由依

法得擔任股票發行簽證人之銀行為其簽證。 

(皆適用) 

 

§163 公司得於章程對特別股為轉讓之限制 

▓刪除發起人轉讓之限制：(原為設立後1年內不得轉讓)  

  ※新法施行後，所有公司之發起人股份，於公司設立後即可自

由轉受讓，設立時間在新法施行前者，亦有適用。 

    例如：A公司於107年10月31日設立登記，則其發起人甲於

107年11月30日時欲轉讓其持股，可依新法之規定自由轉

讓，不受舊法1年內不得轉讓之限制。 

小結： 

此次修法新增多項特別股類型，故給予限制特別股轉讓之彈 

性，同時解除發起人轉讓之限制。 

(皆適用)  

 

§166 

§447-1 

(過渡條

款) 

刪除得以章程規定發行無記名股票： 

▓公司於公司法修正前已發行之無記名股票，繼續適用公司法

修正前之規定。 

▓前項股票，於持有人行使股東權時，公司應將其變更為記名 

式。 

(皆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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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 

§167-2 

§267 

§267 

§235-1 

 

擴大員工獎酬工具發給對象： 

▓庫藏股轉讓員工。 

▓員工認股權憑證。 

▓員工新股認股。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亦可發行) 。 

▓員工酬勞股票。  

章程得訂明上述發給或轉讓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

從屬公司員工(即可雙向發放)。 
 

種類 內容 修正前 修正後 

§167-1庫藏股

轉讓員工 

公司買自家股票給員

工 

 

 

 

只能發給公司

自家員工 

 

 

 

 

 

集團企業可

雙向發放母

子公司員工 

 

§167-2員工認

股權憑證 

公司發行認股憑證給

員工 

§267員工新股

認股 

公司增資時，保留

10%-15%給員工認購 

§267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 

公司專為員工增資發

股票給員工 

§235-1 

員工酬勞股票 

公司有賺錢時分一定

比例給員工 

可發給公司自

家員工及子公

司員工 

(皆適用) 

 

其他篇-董事會篇後之條文 

§218 

 

監察人之檢查業務權： 

▓監察人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製 

  簿冊文件。 

▓非公發公司規避、妨礙或拒絕監察人檢查行為者，代表公司 

  之董事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公發公司代表公司之董事處新臺幣 24 萬元以上 240 萬元以 

  下罰鍰。 

▓增訂限期改正與按次處罰規定。 

小結： 

放寬監察人對於簿冊之使用；明確受罰鍰之人為代表公司之董

事，並增加連續罰之規定。 

(皆適用) 

 

§228-1 1年可多次分派盈餘： 

▓公司章程得訂明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於「每季」或「每半會

計年度」終了後為之。 

▓可以1年分4次盈餘(每季分派)。 

▓公司章程僅能中「擇一」採「每季」或「每半會計年度」為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 

(皆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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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季或期中分派現金股利者，由董事會決議即可。  

▓公發公司期末分派現金股利者，亦可由董事會決議並報告股 

  東會。 

▓公發公司期中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應依經會計師查核或核

閱之財務報表為之。 

Q1.公司章程訂有每季(或每半會計年度)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

者，如不擬分派時應否踐行編造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議案、

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交監察人查核後再提董事會決議之

程序? 

A：實際執行時，未按每季或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為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者， 

尚無須踐行編造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議案、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交 

監察人查核後再提董事會決議之程序。惟倘公司決定不分派盈餘或不撥 

補虧損，仍須經董事會為不分派或不撥補之決議。 

Q2.依本條規定修正之章程，修正後是否即可分派前一季或前半

會計年度之盈餘嗎? 

A：公司章程訂明「於每季終了後為盈餘分派」或「於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

為盈餘分派」（擇一訂明) 者，得於章程修正後，分派前一季或前半會

計年度之盈餘，毋庸等到下個會計年度才適用。 

Q3.採一年多次盈餘分派，法定盈餘公積應如何提列? 

A：法定盈餘公積應依本部83 年5 月2 日商205661 號函釋規定提列，以   

本期稅後淨利為提列基礎者，則依每季或前半會計年度之本期稅後淨利

提列；以實際分派數為提列基礎者，則提列分配數之10%。 

    註：本部83 年5 月2 日商205661 號函釋 

    查公司依公司法第237 條規定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時，其以本期稅後淨利

為提列基礎與以實際分派數為提列基礎所表達之「累積盈餘」，實務上

二者皆屬可行，惟意義並不相同。前者是提列後之淨額，而後者則是未

提列之總額。因此，公司如擬變更前開提列之基礎，則應於變更提列基

礎之年度，計算二種不同提列基礎之累積影響數，據以調整「法定盈餘

公積」及「累積盈餘」。 

Q4.公司於每季(或每半會計年度)分派盈餘，員工酬勞應否預先 

   估列保留？ 

A：1.依第235 條之1 規定員工酬勞係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依章程所訂定額或 

比例計算，並於每會計年度終了時發放，尚不得每季(或每半會計年度)

發放。 

   2. 公司章程訂有每季(或每半會計年度)分派盈餘者，其分派盈餘時，除

先預估並保留應納稅捐、依法彌補虧損及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亦應預

估保留員工酬勞，公司當可於章程中明訂預估保留員工酬勞。 

Q5.公司進行多次盈餘分派之時程限制？ 

A：1.每季之盈餘分派應於該季結束後為之，並於次季終了前決議如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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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例如會計年度為1月1日至12月31日者，第1季為1月1日至3月31

日，第1季之盈餘分派應4月1日起即編造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交監

察人查核後，董事會應於6月30日前決議分派。 

  2. 章程訂每半會計年度分派者，應於7月1日至12月31日間進行編造營業

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交監察人查核後，董事會決議分派。 

Q6.章程訂定多次盈餘分派者，第4季或後半會計年度分配是否 

   依本條規定辦理? 

A：因第4季或後半會計年度結束後即整個會計年度終了，會計年度終了應依 

   第228條規定辦理，自無本條之適用。 

小結： 

修法後，得每季或每半會計年度分派盈餘，現金股利分派者由 

董事會決議取代原先之股東會決議即可；以發行新股分派盈餘 

者，仍須經股東會特別決議。 

§230 公司債權人得抄錄、複製公司表冊： 

▓公司債權人得要求公司給予、抄錄、複製…表冊及決議。 

小結： 

充「抄錄」定義所包含之「影印」，並新設為「複製」。 

(皆適用) 

 

§235 股息及紅利之分派： 

▓股息及紅利之分派，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各股東持有股份

之比例為準。 

小結： 

避免公司以章程任意規定分派方式，故修正「章程」字眼為「本

法」。 

(皆適用)  

 

§235-1 增訂公司有收買自己之股份(老股)以支應員工酬勞之法律依

據，公司得於同一次董事會決議以發行新股或收買自己之股份

以支應員工酬勞。 

小結： 

公司得於同一次董事會中決議： 

1.以股票發放予員工做為酬勞。 

2.買回老股以支應上述需求。 

(皆適用)  

 

§240 股息及紅利分派方式： 

▓公發公司得以章程授權董事會特別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 

  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小結： 

簡化公司以現金方式分派股息及紅利之程序；惟以發行新股為

之者，仍維持需經股東會決議。 

(皆適用)  

 

§245 擴大檢查人之選派及檢查權限： 

▓繼續 6 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 1%以上之股東，得聲 

請法院選派檢查人(原為 1 年及 3%以上) 。 

(皆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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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應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 

▓檢查人檢查範圍除原規定之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外，擴 

大及於公司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 

小結： 

調降大股東得聲請法院指派檢察人之資格要求及擴大得檢查範

圍，惟該資格人須檢附相關說明。同時增訂再次違反時，按次

處罰之規定。 

§247 

§248 

§248-1 

 

 

鬆綁公司債之發行限制： 

▓未公開發行股票公司「無」公司債總額之限制。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公司債總額，仍不得逾公司現有全部資 

產減去全部負債後之餘額) 。 

▓未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可發行可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計算公司債發行額度時不扣除無形資產。  

小結： 

刪除無形資產之數額扣抵，提升公發公司得發行公司債總額；

鬆綁非公發公司發行總額之限制，並放寬其發行類型限制。 

(皆適用)  

 

§257 公司債債券製作： 

▓公司債之債券…，有擔保、轉換或可認購股份者，載明擔保、

轉換或可認購字樣，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 

▓並經依法得擔任債券發行簽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 

▓公發、非公發公司皆得無實體發行公司債 (應洽集保公司登錄

辦理) 。 

小結： 

放寬原須由董事 3 人以上公司債簽章之規定，至代表公司之董

事即可。並明定由依法得擔任債券發行簽證人之銀行為其簽

證。另放寬非公發公司亦得發行無實體公司債。 

(皆適用)  

 

§278 刪除股份全數發行才能增資之限制： 

※公司只須適時修章增加資本，無必要等股份總數全數發行後才

能增加資本，真實顯示公示網站上之公司資本總額。 

小結： 

提高公司資本總額調整之靈活性。公司得適時修章調整，無須

待額定資本全數發行後，始得變更額定資本。 

(皆適用)  

 

§282 重整聲請人： 

▓利害關係人增加： 

  ●工會，並增訂工會之認定方式。 

  ●公司 2/3 以上之受僱員工，並增訂受僱員工之認定方式。 

§283 重整聲請程序配合增列工會及 2/3 受僱員工 

小結： 

(皆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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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列得向法院聲請公司重整之利害關係人：  

●工會  

●公司 2/3 以上之受僱員工。 

§392-1 新增公司得登記外文名稱： 

▓公司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公司外文名稱登記，主管機關應依公

司章程記載之外文名稱登記之。 

▓公司外文名稱登記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依申

請令其限期辦理變更登記；屆期未辦妥變更登記者，撤銷或

廢止該公司外文名稱登記： 

  一、公司外文名稱與依貿易法令登記在先或預查核准在先之 

      他出進口廠商外文名稱相同。該出進口廠商經註銷、撤 

      銷或廢止出進口廠商登記未滿二年者，亦同。 

  二、公司外文名稱經法院判決確定不得使用。 

  三、公司外文名稱與政府機關、公益團體之外文名稱相同。 

▓外文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經濟部將公告外文種類係 

  指得以英文呈現之外文種類。) 

Q、公司外文名稱是否中英文併用？ 

A：公司以章程所定中英文併列之外文名稱辦理公司外文名稱登記，尚為可 

    行。 

(皆適用) 

 

附件：經濟部商業司公布之新修正公司法問答集 

        

公司章程修訂參考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未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法令依據 

第一節 總 則 第一節 總 則 

第 1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

○○○○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英文名稱為○○○○。 

第 1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

○○○○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英文名稱為○○○○。   

 

公#129 

公#392-1 

第 2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

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2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

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公#129 

第3 條： 

本公司因業務需要，得對外提供保證及

轉投資其他事業，且轉投資金額不受公

司法第十三條之限制。 

第3 條： 

無需訂定 

 

公#13 

http://gcis.nat.gov.tw/mainNew/matterAction.do?method=browserFile&fileNo=10801141_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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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必要時經董

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第 4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必要時經董

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公#129 

第 5 條：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及證券

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第 5 條：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及其他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公#28 

第二節 股 份 第二節 股 份  

第6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

XXXXXXXX元，分為XXXXXXXX股，

每股金額新臺幣10元，授權董事會分次

發行。前項資本總額中保留新台幣

XXXXXXXX元，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

使用，共計XXXXXXXX股，每股金額新

臺幣10元，得授權董事會依法令規定分

次發行之。 

本公司若擬以低於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上

市櫃後為發行日當日收盤價)發行員工

認股權憑證時，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經出席股東表決

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得於股東

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次申報辦理。 

 

本公司股票上市櫃後得以低於實際買

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惟應經

最近一次股東會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經出席股東表決

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第6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

XXXXXXXX元，分為XXXXXXXX股，

每股金額新臺幣10元，授權董事會分次

發行。前項資本總額中保留新台幣

XXXXXXXX元，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

使用，共計XXXXXXXX股，每股金額新

臺幣10元，得授權董事會依法令規定分

次發行之。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若擬以低於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

報告每股淨值(上市櫃後為發行日當日

收盤價)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時，應有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

出，經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行之，並得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

內分次申報辦理。 

本公司股票上市櫃後得以低於實際買

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惟應經

最近一次股東會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經出席股東表決

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公#129 

公#140 

證交法#28-2 

買回辦法 

#10-1 

募發準則 

#56-1 

第7 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並應編號及由

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再經依法

擔任股票發行簽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

行之。 

本公司股票得依相關法令之規定免印

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

登錄。 

第7 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並應編號及由

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再經依法

擔任股票發行簽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

行之。 

本公司股票得依相關法令之規定免印

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

登錄。 

 

公#161 

公#161-1 

公#161-2 

公#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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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股東會 第三節 股東會  

第8 條： 

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於股東常會開會

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

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

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不得為之。 

第8 條： 

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於股東常會開會

前三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十五日

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

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股東名簿記載

之變更，於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

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

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

日前五日內，不得為之。 

 

公#165 

第9 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

至少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

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臨時會於必

要時依法召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開會三十日前，股

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開會十五日前，將

開會之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通知各股東。 

 

 

 

 

 

股東會之召集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

以電子方式為之。但對於持股未滿一千

股之股東，前項召集通知，得以公告方

式為之。 

第9 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

至少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

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臨時會於必

要時依法召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開會二十日前，股

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開會十日前，將開

會之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

東。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股東常會之召

集應於開會三十日前，股東臨時會之召

集應於開會十五日前，將開會之日期、

地點及召集事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通

知各股東。 

股東會之召集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

以電子方式為之。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

後，但對於持股未滿一千股之股東，前

項召集通知，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股東以

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公#170 

公#172 

公#172-2 

 

 

 

 

 

 

 

 

 

 

 

 

 

 

公開發行不適

用 

第10 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除依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規定委託代理人

出席外，悉依主管機關頒布之「公開發

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

定辦理。 

第10 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依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規定出具公司印

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蓋章委

託代理人出席。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股東委託代理

 

公#177 

公開發行不適

用 



 

 
76 

人出席悉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及

主管機關頒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

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第11 條：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本公司各股東每股

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九條所列之股份，不得享有表決

權。 

第11 條：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本公司各股東每股

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九條所列之股份，不得享有表決

權。 

 

公#179 

公#180 

第12 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

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 

本公司公開發行後，如擬撤銷公開發

行，應依照公司法第一五六條規定，應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

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12 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

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 

本公司公開發行後，如擬撤銷公開發

行，應依照公司法第一五六條規定，應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

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公#174 

公#156-2 

第13 條： 

本公司股票上市(櫃)後，召開股東會

時，應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

之一，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

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

股東，視為親自出席，有關其行使之相

關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13 條： 

本公司股票上市(櫃)後，召開股東會

時，應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

之一，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

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

股東，視為親自出席，有關其行使之相

關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公#177-1 

第14 條： 

股東會應由本公司董事長擔任主席；如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

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第14 條： 

股東會應由本公司董事長擔任主席；如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

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公#208 

第15 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

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 

議事錄應記載會議之年、月、日、場所、

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

及其結果。 

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或公告

方式為之。 

第15 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

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 

議事錄應記載會議之年、月、日、場所、

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

及其結果。 

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或公告

方式為之。 

 

公#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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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議事錄之分

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四節 董事及監察人 第四節 董事及監察人  

第16 條： 

 

本公司設置董事  人，監察人   人，

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

選任，連選得連任。任期屆滿不及改選

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監察

人就任時為止。 

本公司得於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內就執

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

購買責任保險。 

第一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至少

二人，且不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獨

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

獨立性之認定、提名、選任方式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均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

規定辦理。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方式應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 

董事會得設置各類功能性委員會；各類

功能性委員會應訂定行使職權規章，經

董事會通過後實施。 

第16 條： 

(設董事會公司) 

本公司設置董事  人，監察人   人，

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

選任，連選得連任。任期屆滿不及改選

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監察

人就任時為止。 

本公司得於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內就執

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

購買責任保險。 

本公司股票開發行後，第一項董事名額

中，得設置獨立董事，人數至少二人，

且不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獨立董事

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立性

之認定、提名、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均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

理。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方式應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董事會得設置

各類功能性委員會；各類功能性委員會

應訂定行使職權規章，經董事會通過後

實施。 

 

 

公#128 

公#128-1 

公#192 

公#192-1公

#193-1 

公#196 

(不設董事會設董事二人公司) 

本公司不設董事會，設置董事二人，監

察人   人，任期3年，由股東會就有行

為能力之人選任，連選得連任，並準用

公司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任期屆滿不

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

事、監察人就任時為止。 

(第17及第18條免訂定) 

公開發行不適

用 

(不設董事會設董事一人公司) 

本公司不設董事會，設置董事一人，監

察人   人(政府或法人1人公司得不設

置監察人)，任期3年，由股東會就有行

公開發行不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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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力之人選任，連選得連任，並以其

為董事長，董事會之職權由該董事行

使，不適用公司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

任期屆滿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

至改選董事、監察人就任時為止。 

(第17及第18條免訂定) 

第17 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互推董事長1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

司，並依照法令、章程、董事會及股東

會之決議執行本公司一切事務。 

第17 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互推董事長1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

司，並依照法令、章程、董事會及股東

會之決議執行本公司一切事務。 

 

 

公#208 

第18 條：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但每屆第一次

董事會，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數最多

之董事召集之。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

以函件或電子方式載明會議日期地點

及議程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如遇緊急

情事，董事會得隨時召集之。 

董事會應由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

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

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開會。

如以視訊會議為之，以視訊參與會議

者，視為親自出席。 

不能出席之董事除相關法令規定外，得

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應於每次出具

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

每一董事以受一人委託為限。 

第18 條：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但每屆第一次

董事會，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數最多

之董事召集之。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三日前

以函件或電子方式載明會議日期地點

及議程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如遇緊急

情事，董事會得隨時召集之。 

董事會應由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

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

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開會。

如以視訊會議為之，以視訊參與會議

者，視為親自出席。 

不能出席之董事除相關法令規定外，得

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應於每次出具

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

每一董事以受一人委託為限。 

 

公#203 

公#204 

公#205 

公開發行不適

用 

 

 

 

 

 

 

 

 

 

 

 

 

第18 條之1： 

於經本公司全體董事同意，董事就當次

董事會議案得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

權，而不實際集會。 

前項情形，視為已召開董事會；以書面

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董事，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會。 

 

公開發行不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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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 條：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授權由董事

會依個別董事及監察人對公司營運參

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考同業通

常水準議定之，不論營業盈虧均得支給

之。 

本公司自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後，董事

及監察人之報酬亦應參考薪資報酬委

員會之建議。 

第19 條：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授權由董事

會依個別董事及監察人對公司營運參

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考同業通

常水準議定之，不論營業盈虧均得支給

之。 

本公司自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後，董事

及監察人之報酬亦應參考薪資報酬委

員會之建議。 

 

第五節 經理人 第五節 經理人  

第20 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

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20 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

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公#29 

第六節 會計 第六節 會計  

第21 條： 

本公司之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

至該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會計年度

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

之議案等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前三十

日送請監察人查核後，依法提交股東常

會，請求承認。 

本公司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得於(每

季)/(每半會計年度)(註：僅得擇一訂定)

終了後為之。 

第21 條： 

本公司之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

至該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會計年度

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

之議案等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前三十

日送請監察人查核後，依法提交股東常

會，請求承認。 

本公司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得於(每

季)/(每半會計年度)(註：僅得擇一訂定)

終了後為之。 

 

公#228 

公#228-1 

公#230 

第22 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員工酬勞

不低於X%及董監酬勞不高於X%。但公

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虧

損數額。 

員工酬勞、董監酬勞分派比率之決定及

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應由董事

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於

股東會。 

本公司分派員工酬勞、發行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發給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新

股承購股份之員工及收買股份轉讓之

第22 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員工酬勞

不低於X%及董監酬勞不高於X%。但公

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虧

損數額。 

員工酬勞、董監酬勞分派比率之決定及

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應由董事

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於

股東會。 

本公司分派員工酬勞、發行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發給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新

股承購股份之員工及收買股份轉讓之

 

公#167-1 

公#167-2 

公#267 

公#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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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會所訂條件之控

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會所訂條件之控

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第23 條：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應先依法提

繳稅款、彌補累積虧損，再提撥 10%

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

資本總額時，得不提撥，次依法令規定

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

餘，併同期初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

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

之。 

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如以現

金之方式為，得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

意後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23 條：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應先依法提

繳稅款、彌補累積虧損，再提撥10%為

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

本總額時，得不提撥，次依法令規定提

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

併同期初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

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之。 

 

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如以現

金之方式為，得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

意後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公#228 

公#240 

第24 條：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來之

發展計劃、考量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及

國內外競爭狀況，並兼顧股東利益等因

素，每年就可供分配盈餘提撥不低於

XX%分配股東股息紅利，惟累積可供分

配盈餘低於實收股本XX%時，得不予分

配；分配股東股息紅利時，得以現金或

股票方式為之，其中現金股利不低於股

利總額之XX%。 

第24 條：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來之

發展計劃、考量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及

國內外競爭狀況，並兼顧股東利益等因

素，每年就可供分配盈餘提撥不低於

XX%分配股東股息紅利，惟累積可供分

配盈餘低於實收股本XX%時，得不予分

配；分配股東股息紅利時，得以現金或

股票方式為之，其中現金股利不低於股

利總額之XX%。 

 

公#228 

第25 條： 

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公司法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第25 條： 

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公司法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第 26 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 XX 年 XX 月

XX 日。 

第 1 次修訂於民國 XX 年 XX 月 XX 

日。 

第 X次修訂於民國 XX 年 XX 月 XX 

日。 

第 26 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 XX 年 XX 月

XX 日。 

第 1 次修訂於民國 XX 年 XX 月 XX 

日。 

第 X次修訂於民國 XX 年 XX 月 X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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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公司治理藍圖各年度推動之重點措施     
           (2018~2020)      -摘錄自金管會證期局 
(一)深化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任文化 

策略目標 具體措施 重點措施推動時程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一、強化公司

治理評鑑

效度  

(一) 逐步增

加公司治

理評鑑質

化因素，

並考量產

業差異因

素公布評

鑑結果  

 

1. 研議逐步增訂質化  

評鑑指標，並於公司

治理評鑑指標加入給

分及扣分之差異化因

素。  

2. 研議透過問卷設計或

實地拜訪等方式(包括

針對多元對象如會計

師、內部稽核人員或

公司治理人員等)進行

評鑑，並研議依產業

公布評鑑結果之可行

性。  

3. 依研議結果實施質化評

鑑指標，及按產業或以

適當之分類方式公布評

鑑結果。  

 

 

二、引導投資

人重視公

司治理指

數及永續

指數  

(二) 研議建

構上櫃公

司永續指

數，並推

廣公司治

理指數及

永續指數

之運用  

4. 規劃以3年為期，依公

司治理評鑑結果，持

續檢討公司治理指數

成份股；並推廣相關

指數之運用。  

 

5. 研議編製上櫃公司永續

指數之可行性。  

6. 持續檢討上市公司永續

指數成份股；並推廣相

關指數之運用。  

7. 依據2019年之研議結

果，研訂發布上櫃公

司永續指數；並推廣

相關指數之運用。  

 

三、深化公司

治理及企

業社會責

任觀念  

(三) 宣導公

司治理及

企業社會

責任之重

要性  

 

8. 證交所、櫃買中心及投

保中心蒐集國內外案

例、撰寫評析（包括

所涉法規、自律規

範、公司治理等），

以教材方式呈現。 

9. 由證交所洽民間機構安

排相關宣導、課程、講

座或研討會等，依上開

教材對上市櫃公司、媒

體及投資人講授。  

10. 除持續辦理年度相關

活動外，由證交所研

議結合App、短片等，

以案例方式說明。  

 

(二)有效發揮董事職能 

策略目標 具體措施 重點措施推動時程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四、強化董事

會之監督

功能  

(四) 研議擴

大審計委

員會之設

置  

11. 依照證交所及櫃買中

心上市審查準則(上

櫃作業程序)之規

定，自2018年1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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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初次申請股票

上市之公司及初次

申請股票上櫃且資

本額達6億元以上之

公司，應設置審計委

員會。  

12. 本會於2018年下半

年發令要求所有上

市櫃公司應自現任

董監事任期屆滿時

設置審計委員會取

代監察人，惟上市櫃

公司現任董事、監察

人如係於2019年屆

滿，得自其選任之董

事、監察人任期屆滿

時，始適用之(即上市

櫃公司應自2022年

全面完成設置審計

委員會)。 

(五) 推動興

櫃公司設

置獨立董

事  

 

13. 櫃買中心修正「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興

櫃股票審查準則」，

要求自2019年起申

請登錄興櫃公司應

設置獨立董事。  

14. 本會於2018年下半

年發令要求所有興

櫃公司應自現任董

監事任期屆滿時設

置獨立董事，惟興櫃

公司現任董事、監察

人如係於2019年屆

滿，得自其選任之董

事、監察人任期屆滿

時，始適用之(即興櫃

公司應自2022年全

面完成設置獨立董

事)。  

  

(六) 增訂公

司董事長

與總經理

及相當等

15. 修訂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針對董事長與總

經理及相當等級者

（最高經理人）為同

17.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年

報應行記載事項準

則」，要求上市櫃公司

之董事長與總經理及

18.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研

議於相關規章中要

求上市櫃公司董事

長及總經理及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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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者（最

高經理

人）為同

一人、互

為配偶或

一親等親

屬時之配

套措施。  

 

 

一人、互為配偶或一

親等親屬時，鼓勵公

司董事會宜增加獨

立董事席次且應有

過半數董事不具員

工或經理人身分。  

16. 研提公司治理評鑑指

標修正建議，增列董

事長與總經理及相

當等級者（最高經理

人）為同一人、互為

配偶或一親等親屬

時，董事會宜增加獨

立董事席次且應有

過半數董事不具員

工或經理人身分。  

相當等級者（最高經理

人）為同一人、互為配

偶或一親等親屬時，公

司應於年報揭露說明

其必要性等相關資訊。 

 

等級者（最高經理

人）如為同一人、互

為配偶或一親等親

屬時，則應增加獨立

董事席次且應有過

半數董事未兼具員

工或經理人身分。  

 

 

五、促進董監

薪酬合理

訂定  

(七) 強化上

市櫃、興

櫃公司薪

資報酬委

員會之獨

立性  

 

19. 修訂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鼓勵上市櫃公司

薪資報酬委員會過

半數成員由獨立董

事擔任。  

 

20.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研

議於相關規章要求上

市櫃公司薪資報酬委

員會過半數成員應由

獨立董事擔任。  

 

21. 於薪資報酬委員會行

使職權辦法研訂規

範，要求上市櫃公司

及已設置獨立董事

之興櫃公司，其薪資

報酬委員會過半數

成員應為獨立董事

擔任。  

(八) 促進個

別董監事

等薪酬資

訊透明化

與合理訂

定  

22. 研議逐步擴大揭露上

市櫃公司個別董監

事、總經理及副總經

理薪酬範圍之可行

性。  

 

23. 依2018年研議結果，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年

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

明定上市櫃公司揭露

個別董監事、總經理及

副總經理薪酬之範圍。  

 

(九) 要求董

事會進行

自我(或

同儕)評

鑑，並將

績效評估

結果與董

事薪資報

酬之審查

機制結合 

 

24. 修訂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鼓勵公司辦理董

事會自我(或同儕)評

鑑，並將評鑑之結果

提報董事會通過並

運用於個別董事績

效、薪酬及提名續任

之參考。  

25. 研修「○○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會自我評

鑑或同儕評鑑」參考

範例，將實務相關最

新發展等予以納

27. 研議將強化董監及經

理人績效與薪酬連結

之措施(例如董監事績

效評估標準應經董事

會通過，並依據績效評

估結果訂定董監事之

薪資報酬)納入公司治

理評鑑。  

28. 由證交所及櫃買中心

增訂「上市上櫃公司董

事會自我評鑑或同儕

評鑑要點」並於相關規

章中明定，自2020年

29. 依2019年研議結

果，修正公司治理評

鑑指標。  

30. 研議於「公開發行公

司年報應行記載事

項準則」研訂規範，

要求揭露有關公司

辦理董事會自我(或

同儕)評鑑之相關資

訊，供股東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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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俾利公司依循。  

26. 由證交所及櫃買中心

於內控查核時針對

稅後損益衰退且酬

金增加達一定比例

之上市櫃公司，抽查

其是否依董事薪酬

政策執行。 

起，強制要求公司應依

前揭要點之規定辦理

董事會自我評鑑，並對

外加強宣導。 

六、增加對董

事之支

援，以提

升董事會

效能  

(十) 推動設

置公司治

理人員  

 

31. 由本會各金融業主管

局發布規範要求金

融控股公司、銀行、

票券公司、保險公

司、上市櫃綜合證券

商與金融控股公司

子公司之綜合證券

商應設置至少一名

公司治理人員，並由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

（或配合公司法修

正由本會發布規範）

要求實收資本額達

100億元以上非屬金

融業之上市櫃公司

應設置至少一名公

司治理人員，前揭規

範均自2019年起實

施。  

32. 由證交所洽民間機構

合作，規劃公司治理

人員訓練課程。  

33.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於

相關規章規範要求

上市櫃公司應訂定

處理董事會成員所

提出要求之標準作

業程序（包括人員及

處理期限等）。  

34.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推

廣宣導公司治理人員

之功能。  

 

35. 由本會各金融業主管

局發布規範要求公

開發行綜合證券商

及上市櫃期貨商應

設置至少一名公司

治理人員，並由證交

所及櫃買中心（或配

合公司法修正由本

會發布規範）要求實

收資本額達20億元

以上未滿100億元非

屬金融業之上市櫃

公司應設置至少一

名公司治理人員，並

自2021年起實施。  

36. 由證交所及櫃買中心

與民間機構合作辦

理公司治理人員經

驗交流及持續推廣

其功能 

 

(十一) 透過

投保董監

責任險，

使董監事

權責合理

化  

37. 依照證交所及櫃買中

心上市審查準則(上

櫃作業程序)之規

定，自2018年1月起

要求初次申請股票

上市櫃公司應強制

38. 於證交所及櫃買中心

相關規章規範要求所

有上市櫃公司均應投

保董監責任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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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保董監責任險。  

七、強化內部

稽核之獨

立性  

(十二) 明定

內部稽核

人員之任

免、考

評、薪酬

等之核定

方式 

39. 修訂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鼓勵上市櫃公司

內部稽核人員之任

免、考評、薪酬宜提

報董事會或由稽核

主管簽報董事長核

定。  

40. 提出公司治理評鑑指

標研修建議，將相關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內容

列入評鑑項目。  

 

 

(三)促進股東行動主義 

策略目標 具體措施 重點措施推動時程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八、便利股東

行使股東

權利，督

促企業落

實公司治

理  

(十三) 配合

電子投票

之採行，

推動董監

選舉採提

名制  

 

41. 由本會於公司法修正

公布後(目前暫先預

計公司法於2018年

修正公布)之次年

2019年發布函令，並

給予一年修正章程

之緩衝期，規範自

2021年起，全體上市

櫃公司董事、監察人

選舉應採提名制。 

  

 (十四) 整合

股東所需

資訊及行

使權利之

管道  

 

42. 配合投資人之需要，

研擬改善公開資訊

觀測站相關揭示之

措施。  

43. 由集保公司於集保e

存摺APP，持續規劃

提供股東所需之市

場與股務訊息，並於

APP結合「股東e票

通」，提供股東行使

權利之管道。  

44. 由集保公司規劃於

「股東e票通」增建

中英文版公司投資

人關係整合平台，促

進機構投資人與公

司的溝通，並便利機

構投資人查詢發行

公司投資人服務暨

公司治理資訊，以及

45. 依研議結果調整公開

資訊觀測站相關揭

示，並對投資人宣導。  

46. 由集保公司研議規劃

運用數位化科技，傳送

股東會開會相關文件

及其他通知事項。  

47.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於

相關規章要求上市櫃

公司指定辦理投資人

關係之窗口，並由公司

將相關資訊匯入集保

公司指定系統，於其相

關平台提供整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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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我國電子投票

業務運作，擴展國際

能見度。 

九、強化機構

投資人對

公司治理

之影響  

(十五) 研議

提升機構

投資人盡

職治理守

則之簽署

家數及其

盡職治理

資訊揭露

品質  

 

48. 由本會各金融業主管

局洽證券投資信託

公司、證券商、保險

公司及銀行業者推

動其簽署機構投資

人盡職治理守則，於

2018年達成證券投

資信託公司70%以

上、其他業者(證券

商、保險公司及銀行

業者)50%以上簽署

之目標。  

49. 由證交所及櫃買中心

蒐集研析機構投資

人盡職治理守則簽

署人所揭露之內

容，提出分析及改善

建議。  

50. 由證交所及櫃買中心

持續追蹤國外機構

投資人盡職治理報

告之優秀範例，並適

時於公司治理中心

網站或櫃買中心網

站分享。  

51. 依改善建議研提相關

執行措施，並向機構投

資人宣導及鼓勵其提

升揭露品質，並公布較

佳實務遵循之簽署人

名單。  

52. 配合國際趨勢及國內

運作情形，證交所研議

修正機構投資人盡職

治理守則。  

53. 由證交所及櫃買中心

洽商民間機構、政府基

金、機構投資人等共同

舉辦宣導活動，鼓勵簽

署人交流守則遵循及

資訊揭露實務經驗。  

54. 依據2019年研議結

果辦理機構投資人

盡職治理守則修正

事宜。  

 

 (十六) 提升

銀行、保

險業等機

構投資人

出席股東

會比率 

 

55. 由本會(各金融業主

管局)要求銀行業、保

險業出席上市櫃公

司股東會比率(合計

親自出席與電子投

票出席之公司檔數

除以所投資之上市

櫃公司檔數)分別達

30%及40%。 

56. 由本會(各金融業主管

局)要求銀行業、保險

業出席上市櫃公司股

東會比率(合計親自出

席與電子投票出席之

公司檔數除以所投資

之上市櫃公司檔數)達

50%。  

57. 由本會(各金融業主

管局)要求銀行業、保

險業出席上市櫃公

司股東會比率(合計

親自出席與電子投

票出席之公司檔數

除以所投資之上市

櫃公司檔數)達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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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升資訊揭露品質 

策略目標 具體措施 重點措施推動時程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十、提高上市

櫃公司英

文資訊揭

露比率，

並強化投

資人關係  

(十七) 推動

外資持股

比率較高

或資本額

達一定規

模以上之

上市櫃公

司，應提

供英文版

本之「股

東會議事

手冊」、

「年報」

及「年度

財務報

告」等資

料  

 

58. 由證交所及櫃買中心

於資訊申報作業辦

法中規定，外資持股

比率達30%以上或

資本額達100億元以

上(若屬彈性面額或

無面額之上市櫃公

司，則由證交所及櫃

買中心另訂標準

如：市值等)之上市櫃

公司，應自2019年起

提供英文版本之「股

東會議事手冊」、「年

報」及「年度財務報

告」(會計師查核意

見、4大表、附註及

附表)等資料。  

  

 (十八) 推動

上櫃公司

定期辦理

法人說明

會  

 

59. 辦理「法人說明會實

務研討會」，持續鼓

勵上櫃公司辦理法

人說明會。  

 

60. 視上市公司法人說明

會實施情形，研議要求

所有上櫃公司定期辦

理法人說明會及其配

套措施。  

61. 依2019年研議結果

辦理上櫃公司應定

期辦理法人說明會

相關事宜。  

 

十一、提升資

訊揭露時

效、可比

較性及內

容  

(十九) 鼓勵

提早於會

計年度終

了後60

日內公布

年度財務

報告等資

訊 

 

62. 於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訂定公司宜提早於

會計年度終了後60

日內公布年度財務

報告，及於規定期限

前提早公布第一、

二、三季財務報告與

各月份營運情形。 

 

  

 (二十) 提高

XBRL財

務報告之

可比較性

及資訊透

明度  

 

63. XBRL財務報告分類

標準自第1季起，升

級至目前最新之

2017年版本及採用

Formula技術，並由

證交所舉辦XBRL分

類標準升級及iXBRL

64. 公開發行公司自第1季

起改以iXBRL格式申報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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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宣導課程。 

 (二十一) 要

求上市櫃

公司揭露

「非擔任

主管職務

之員工人

數、年度

員工平均

福利費用

及與前一

年度之差

異」，以

強化其社

會責任  

 

65. 鼓勵於公開資訊觀測

站自願揭露「非擔任

主管職務之員工與

前一年度之調薪情

形」，另一併揭露董

事經理人調薪情

形，俾利比較。  

66. 修訂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鼓勵上市櫃公司

揭露「非擔任主管職

務之員工人數、年度

員工平均福利費用

及與前一年度之差

異」等資訊。  

67. 研提公司治理評鑑指

標修正建議，將是否揭

露「非擔任主管職務之

員工人數、年度員工平

均福利費用及與前一

年度之差異」列入評鑑

項目。  

 

68. 於年報研修揭露「非

擔任主管職務之員

工人數、年度員工平

均福利費用及與前

一年度之差異」之相

關規範。  

 

十二、提升非

財務資訊

之揭露品

質  

 

 

(二十二) 配

合國際

GRI 

Standar

ds發

布，要求

強制編製

CSR報告

書之上市

櫃公司應

依GRI 

Standar

ds編

製；另逐

年分批檢

視CSR報

告書，提

出改善措

施及推動

取得第三

方驗證；

並研議自

CSR報告

書中篩選

屬投資人

較為關注

之非財務

69. 規劃以3年為期（或與

專業民間機構合

作），由證交所及櫃

買中心逐年分批檢

視上市櫃公司之CSR

報告書，提出引導公

司改善之相關措施。  

 

70. 要求應強制編製CSR

報告書之企業，依據

GRI Standards編製發

布2018年之CSR報告

書。  

71. 篩選屬投資人較為關

注之非財務性資訊研

議分階段要求於年報

揭露之可行性。  

 

72. 研議擴大CSR報告書

應取得第三方驗證

之範圍(如金融業、化

工業或資本額、市值

達一定規模之上市

櫃公司)。  

73. 依2019年研議結果

辦理「公開發行公司

年報應行記載事項

準則」相關修正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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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資訊於

年報揭露  

 

(五)強化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 

策略目標 具體措施 重點措施推動時程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十三、強化公

司治理相

關法令之

規範性  

(二十三) 對

於違反證

券交易法

第14條

之4第4

項(審計

委員會行

使職權辦

法)及第

14條之6

第1項(薪

資報酬委

員會設置

及行使職

權辦法)

情形，增

訂相關裁

罰依據 

74. 研議證券交易法相關

修正草案及其相關

配套措施。  

 

75. 配合本會修法時程，將

證券交易法相關修正

草案送行政院轉請立

法院審議。  

 

 

 (二十四) 於

證交所及

櫃買中心

相關規章

中訂定公

司治理規

範，並研

議相關處

置方式之

多元性  

 

76. 配合藍圖及公司法修

正，證交所及櫃買中

心於相關規章修正

增訂公司治理規

範，並研議相關處置

方式之多元性，以持

續要求上市櫃公司

於上市櫃後符合公

司治理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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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問與答 
                                                                  20190131 

題號 分類 問題 答案 

1.  公司治

理主管 

公司治理主管任命是不是要經

過薪資報酬委員會提出建議後

始任用？薪資是不是都要提到

薪資報酬委員會討論？ 

薪酬委員會職權辦法第7條規定，薪資報酬委員會應訂定並定

期檢討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

制度、標準與結構，以及定期評估並訂定董事、監察人及經

理人之薪資報酬。依據本公司「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

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下稱「董事會設置要點」第22條第1

項規定：「公司治理主管為公司經理人，適用公司法及證券

交易法有關經理人之規定。」，是以，薪資報酬委員會應定

期評估並訂定公司治理主管之薪資報酬。公司於新任用經理

人時（含公司治理主管)，可自行決定是否先依據薪資報酬委

員會訂定之規定核定其薪資報酬，嗣後再由薪資報酬委員會

定期評估並訂定，或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提出建議後始任用。 

2.  公司治理主管由會計主管兼

任，薪酬還要再經過薪酬委員

會通過嗎？ 

同 Q1 之答案 

3.  公司治理主管得否由公司其他

職位兼任？兼任者之原職如已

經董事會任命，其兼任公司治

理主管需否再經董事會決議？ 

公司治理主管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如內稽主管、金融業之法

遵主管等)，得由公司其他職位兼任；惟兼任情形，董事會仍

應就公司治理主管一職，以決議任命之。 

4.  公司治理主管需要董事會委任

嗎？ 

「董事會設置要點」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治理主管為

公司經理人，適用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有關經理人之規

定。」，又依據公司法第 29 條規定：「公司得依章程規定置經

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應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

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是以，公司治理

主管之委任應由董事會決議。 

5.  公司治理主管為公司經理人，

適用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有關

經理人之規定。請問，係指適

用哪些規定？ 

「董事會設置要點」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治理主管為

公司經理人，適用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有關經理人之規

定。」，主要係指公司治理主管之委任、解任、報酬、消極資

格、申報內部股權，皆悉依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之規定辦理。 

6.  公司治理主管應取得律師、會

計師執業資格，指台灣的嗎？

國外的可以嗎？ 

公司治理主管應取得律師、會計師執業資格，係指依我國會

計師法、律師法規定取得我國會計師、律師執業資格者，故

具外國會計師、律師執業資格者，不符合「董事會設置要點」

第 23 條所定之資格。 

7.  上市公司本來就有設置由董事

會決議通過的公司治理人員，

還需要再由董事會通過一次改

名稱為公司治理主管嗎？ 

如果公司治理主管去年就設置

的，何時要申報重訊？任命日

期為何？ 

公司治理主管必須符合「董事會設置要點」第 23 條所定之資

格，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若公司在「董事會設置要點」公

布實施之前由董事會通過之公司治理人員，其資格條件符合

「董事會設置要點」第 23 條所定之資格，則無需再提請董事

會決議通過。「董事會設置要點」就公司治理主管職稱並無特

定要求，各公司得使用其認為合適之職稱。 

若上市公司去年已設置符合「董事會設置要點」第 23 條所定

之資格之公司治理主管，待本要點相關事項資訊之申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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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線，公司再行依限申報設置公司治理主管之資訊，任命日

期以董事會實際通過之日期為準，異動時亦需申報重大訊息。 

8.  集團公司指派同一人擔任公司

治理主管可不可以？ 

有關集團公司指派同一人擔任公司治理主管，涉及經理人能

否兼任，參照公司法第 32 條規定：「經理人不得兼任其他營

利事業之經理人，並不得自營或為他人經營同類之業務。但

經依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之方式同意者，不在此限。」而公司

法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之方式，係指應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

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是以，集團公

司指派同一人擔任公司治理主管，必須經由董事會決議行之。 

9.  由會計主管兼任公司治理主管

者，會計主管進修課程可以抵

用公司治理主管進修的時數

嗎？ 

會計主管、公司治理主管應分別選擇與執行業務相關之課程

進修並依規認列每年應達成之進修時數。 

10.  除公司治理主管外，其他辦理

公司治理事務之人員是否適用

「董事會設置要點」規定? 

「董事會設置要點」第六節各條規定皆係針對公司治理主管

而設，其他辦理公司治理事務之人員無需具備或符合本要點

所定公司治理主管相關要求，各公司得依其需要自行任用。 

11.  金融保險業設置公司治理主管

者，是否適用「董事會設置要

點」及本公司「對有價證券上

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

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

作業辦法」(以下簡稱資訊申報

作業辦法)及「對有價證券上市

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

理程序」(以下簡稱重大訊息處

理程序)之規定？ 

1. 「董事會設置要點」第 20 條第 4 項規定，上市公司設置

公司治理主管，皆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但主管機關法令

就金融保險業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2. 金融保險業設置公司治理主管者，應依本公司資訊申報作

業辦法、重大訊處理程序規定辦理資訊申報，違反者依該

辦法、處理程序規定課予處置措施。 

12.  公司治理主管只要報名合規專

業訓練機構的課程，取得進修

證明即符合規定？選修課程內

容有無限制或要求？（法令／

財會／內稽內控等）（如：內稽

人員進修的課程另有特別規

定） 

「董事會設置要點」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其進修範圍、進

修體系及其他進修事宜，參照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

修推行要點規定辦理」，是以，公司治理主管應取得符合「上

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之進修範圍及進修

體系所出具之證明。  

13.  辦理公司治理主管之內部人申

報，會有「公司治理主管」這

樣的職稱可選擇嗎？ 

公司治理主管依其本身是否兼任公司之其他職務，於辦理內

部人申報時選擇職稱，包括「副總經理」、「協理」、「會計主

管」、「財務主管」或「其他」。 

14.  公司很久以前就有公司治理主

管，於「董事會設置要點」發

布後，應完成幾小時之進修？

何種情形下公司治理主管需完

成初任進修 18 小時？ 

「董事會設置要點」發布時符合資格條件之現任公司治理主

管、「董事會設置要點」發布後首次擔任公司治理主管者，均

應依「董事會設置要點」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完成初任進修

18 小時。 

發布時符合資格條件之現任公司治理主管，應於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完成進修 18 小時，進修期間不得跨年

度。 

http://market-regulation.twse.com.tw/TW/law/DAT0201.aspx?FLCODE=FL007111
http://market-regulation.twse.com.tw/TW/law/DAT0201.aspx?FLCODE=FL007111
http://market-regulation.twse.com.tw/TW/law/DAT0201.aspx?FLCODE=FL0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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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後首次擔任公司治理主管者，應自擔任此職務之日起一

年內，完成 18 小時進修課程。 

15.  公司治理主管初任進修 18 小

時若有跨年度之情形，次年度

是否仍應完成持續進修 12 小

時？ 

「董事會設置要點」第24條第2項規定公司治理主管每年應至

少進修十二小時(持續進修)。初任及現任公司治理主管自「董

事會設置要點」發布之日起參加初任進修18小時者，其進修

期間若有跨年度之情形，則次年度得免修12小時之持續進修

課程，惟若於當年度已修畢初次進修者，次年度起即應受持

續進修12小時。 

16.  公司治理主管初任者應自擔任

此職務之日起一年內至少進修

十八小時，請問如果 4 月被委

任為公司治理主管，今年 4 月

以前上的課程可以認列進修時

數嗎？到何時之前必須上完

18 小時？ 

公司治理主管初任者，自擔任此職務之日起一年內，應完成

18 小時進修課程。是以，擔任此職務之前所進修之課程不得

認列。 

17.  公司治理主管由公司其他職位

人員兼任者，應確保其本職及

兼任職務之有效執行，且不得

涉有利益衝突及違反內部控制

制度情事，是否有案例可供參

考？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3 條規

定「公開發行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係由經理人所設計，董事

會通過，並由董事會、經理人及其他員工執行之管理過程，

其目的在於促進公司之健全經營，以合理確保下列目標之達

成……」。又依「上市上櫃公司訂定道德行為準則參考範例」

規定，各上市上櫃公司考量其個別狀況與需要所訂定之道德

行為準則，至少應包括防止利益衝突。個人利益介入或可能

介入公司整體利益時即產生利害衝突，例如，當公司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無法以客觀及有效率的方式處理公務時。是

以，公司治理主管由公司其他職位人員兼任者，應確保其本

職及兼任職務之有效執行，且不得涉有利益衝突及違反內部

控制制度情事。 

18.  公司治理主管因辭職、解任或

其他原因缺位時，應如何處理? 

 

考量公司治理主管綜理公司治理事務並輔佐董事會運作，不

宜缺位過久，「董事會設置要點」第 25 條明定依第 20 條第

3 項強制設置公司治理主管之上市公司，其公司治理主管缺位

時，應於一個月內召開董事會補行委任之。 

19.  有關公司治理主管之資訊申報

規定如何? 

1. 「董事會設置要點」相關資訊申報事項暨違反之處置措

施，依本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及重大訊息處理程序辦理。 

2. 依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3 條第 2 項第 31 款規定，上市公

司應於設置及異動後二日內申報公司治理主管資訊，並於

每年一月底前申報前一年度之進修情形。公司治理主管異

動者，應依重大訊息處理程序第 4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發

布重大訊息 

20.  上市公司自願設置公司治理主

管者，是否適用本要點及資訊

申報作業辦法、重大訊息處理

程序之規定？ 

上市公司自願設置公司治理主管者(即「董事會設置要點」第

20 條第 3 項以外之上市公司)，除不適用「董事會設置要點」

第 25 條缺位補足之規定外，「董事會設置要點」第 21 至 24

條（職掌、資格、任免、進修等）及資訊申報作業辦法、重

大訊息處理程序之規定皆有適用；如違反時，應依「董事會

設置要點」第 27、28 條及前揭辦法、程序之規定課予相關處

http://market-regulation.twse.com.tw/TW/law/DAT0201.aspx?FLCODE=FL0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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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措施。 

21.  處理董

事所提

出要求

之標準

作業程

序 

上市公司應訂定處理董事所提

出要求之標準作業程序，是否

會有範例？預計何時發布？ 

參考範例詳附件。 

22.  上市公司應訂定處理董事所提

出要求之標準作業程序，需要

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嗎？還是董

事會決議通過即可？ 

訂定處理董事所提出要求之標準作業程序與董事權利義務相

關，建議提董事會決議通過。至是否提股東會決議通過，允

屬公司內部自治事項。 

23.  是否一定要獨立訂定一個規章

或可於現有之董事會議事辦法

等規章擴充之？ 

獨立訂定一個規章或於現有之董事會議事辦法擴充之，由公

司自行決定。 

24.  董監責

任險 

於最後一個營業日 6 月 28 日

召開股東會選舉董監，之後才

能投保責任險，會超過 6 月 30

日，是否違反規定？還是可以

限期儘速辦理？ 

董事會責任保險是一個期間的概念，涵蓋在該期間內擔任董

監事之人，是以，改選前仍可投保。 

25.  投保董監責任保險是否有相關

規範？投保金額、範圍有規定

嗎？要提報董事會嗎？ 

就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董監投保責任保險。

額度由公司自行參考專業意見後決定。依據公司法第 193 條

之 1 第 2 項規定，公司為董事投保責任保險或續保後，應將

其責任保險之投保金額、承保範圍及保險費率等重要內容，

提最近一次董事會報告。 

26.  由上市公司之集團母公司幫上

市公司董監投保責任險可以

嗎？ 

有關投保董監責任險，母子公司都是上市櫃公司，由母公司

投保（即含子公司）或母子分開投保，都是屬於實務上常見

的作法。集團母公司針對是否為上市子公司董監投保責任

險，宜審慎評估考量風險、範圍、規模、投保金額等，再為

決定。 

27.  薪資報

酬委員

會 

薪資報酬委員會過半數成員應

由獨立董事擔任，今(108)年 6

月 30 日前要完成，董事、監察

人任期於 108 年未屆滿者，能

否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

之？還是仍應於今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薪酬委員會過半數成員應由獨立董事擔任，應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28.  「董事會設置要點」規定薪資

報酬委員會成員過半數以上為

獨立董事，公司治理評鑑指標

2.12「公司是否設置薪資報酬

委員會且半數以上成員為獨立

董事？」兩者標準不一樣？如

果有四位薪資報酬委員會成

員，過半數由獨立董事擔任是

指必須幾位是獨立董事？ 

「董事會設置要點」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薪資報酬委員會

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過半數成員應由獨立董事擔任」，係證

交所規章，具強制性，違反之上市公司將依同要點第 27、28

條等規定予以限期改善、處以違約金、公開揭示等，「董事會

設置要點」所定之標準較公司治理評鑑指標 2.12「公司是否

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且半數以上成員為獨立董事？」更為嚴

格。是以，依照「董事會設置要點」規定，若薪資報酬委員

會成員有四位，則過半數由獨立董事擔任係指必須由至少三

位獨立董事組成。 

29.  董事會 上市公司應自 109 年起每年定 上市公司得依其董事會現況，自行決定董事會及個別董事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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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評

估 

期就董事會及個別董事進行自

我或同儕評鑑，請問評估期間

是 108 年或 109 年？ 

鑑之評估期間，以一年為原則，例如，公司於 109 年進行董

事會及個別董事之評鑑時，得選擇評估期間為 10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次年起並持續不間斷以一年為期間進行董

事會及個別董事之評鑑(1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11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以此類推)。或者，公司亦可選擇

於任何時間開始進行董事會及個別董事之評鑑，例如從 108

年 4 月至 109 年 4 月，次年起並持續不間斷以一年為期間進

行董事會及個別董事之評鑑(109 年 4 月至 110 年 4 月、110

年 4 月至 111 年 4 月，以此類推)。 

30.  上市公司應每年定期就董事會

及個別董事進行自我或同儕評

鑑，係由公司內部單位進行評

估或委託外部單位進行評估？ 

依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自我評鑑或同儕評鑑」參考

範例，建議上市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之執行，至少每三年由

外部專業獨立機構或外部專家學者團隊執行評估一次。上市

公司得自行審慎評估每年之董事會及個別董事評鑑由公司內

部單位委託外部單位進行評估。 

31.  上市公司應每年定期就董事會

及個別董事進行自我或同儕評

鑑，並向本公司申報績效評估

結果。是否要對功能性委員會

進行評鑑？申報內容應包含哪

些？ 

依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自我評鑑或同儕評鑑」參考

範例，建議上市公司得參考附表一「董事會績效考核自評問

卷」、附表二「董事成員（自我或同儕）考核自評問卷」及附

表三「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考核自評問卷」，並參考前開範例第

8 條所定之評估面向，考量自身情形，進行董事會及個別董事

之評鑑。又功能性委員會之運作亦影響董事會功能發揮，是

以，除董事會評鑑外，亦可考量單獨進行功能性委員會之評

鑑，或納入董事會評鑑中一併進行評估。申報之評估結果宜

包括評估之方式(如董事會內部自評、董事成員自評、同儕評

估等)、標準(內容及項目)與結果(如分數、等級或綜合評語)。 

 

附件 

「○○股份有限公司處理董事要求之標準作業程序」參考範例 

條次 範例條文 

1.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之公司治理，協助董事執行職務並提升董事會效能，爰訂定本程序，以資遵循。 

2.  本公司處理董事要求相關事項，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程序之規定。 

3.  本公司董事應獲提供適當且適時之資訊，其形式及質量須足使董事能夠在掌握有關資料的情況下作出決

定，並能履行其董事職責。 

4.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議事事務單位為＿＿＿＿＿。議事事務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容，並提供充分之會

議資料，於召集通知時一併寄送。董事如認為會議資料不充分，得向議事事務單位請求補足，議事事務單

位應於﹍日內提供。董事如認為議案資料不充足，得經董事會決議後延期審議之。 

5.  【公司設有公司治理主管者選用】 

本公司所有董事皆應可取得公司治理主管之協助，以確保董事會程序及所有適用法令、規則均獲得遵守，

並確保董事會成員之間及董事與經理部門之間資訊交流良好。 

6.  本公司已(未)設置公司治理主管，爰由公司治理主管(○○單位)負責處理董事要求事項，並以即時有效協助

董事執行職務之原則，於﹍﹍日內儘速辦理。 

7.  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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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法第 173 條之 1  
         （股東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  
 

▓法令依據 

公司法第 173 條之 1  

繼續三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份之股東，得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 

前項股東持股期間及持股數之計算，以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之持股

為準。  

 

Q1、如何認定「繼續3個月以上」？  

  股東持股期間及持股數認定，應自股東臨時會停止過戶日(始日)往前回算3個月期間。 

 

Q2、繼續3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份之股東，如何依本條召集股 

    東會？ 

  ※上市、上櫃、興櫃公司： 

  1.符合本條規定之股東，應由公司之股務單位或委任股務代理機構辦理相關事宜。有關召集

股東臨時會之公告、資訊申報等事項，應依金管會、證交所或櫃買中心所定之實務作業規

定辦理。  

  2.股東請公司、證交所或櫃買中心辦理公告申報時，應檢附公司股務單位或股務代理機構開

立其符合規定之持股條件證明。  

  3.股東申請開立上述持股條件證明時，應提示證券存摺或集保公司所產製之餘額資料證明，

並應確保至股東臨時會停止過戶日止時仍符合法定條件。  

  4.股東於股東臨時會停止過戶日時，須再次檢附公司股務單位或股務代理機構開立符合法定

持股條件之證明予公司、證交所或櫃買中心(原受理單位)。  

  5.股東應於股東臨時會停止過戶日時，提示截至前一日止之證券存摺或集保公司所產製之餘

額資料予公司股務單位或股務代理機構。  

  6.公司股務單位或股務代理機構應再次確認股東是否符合法定持股條件，如發現有不符之情

事時，應立即通知公司、證交所或櫃買中心，以停止股東臨時會之進行。  

  7.股東係由多數人合併計算持股數者，於繼續 3 個月之持股期間內，人數不可新增，但可減

少，惟減少後合併計算之持股期間及持股數，仍應符合法定持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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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依公司法第173條之1規定所召集之股東會，主席如何產生？ 

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公司法第182條之1 

參照)。 

 

函釋內容： 

  ●公司法第 173條之 1 規定，保險業依保險法第 146 條之 1 第 3 項第 5 款規定， 

    不得為之。  

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之一規定，股東自行召集具董事、監察人選舉議案之股東臨時會行

為，保險業依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一第三項第五款規定，不得為之。本令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七年十一月一日生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11.22 金管保財字第 10704504271 號令） 

 

●無表決權之股東仍得行使股東會召集權 

   一、關於公司法第 173 條及第 173 條之 1 規定之股東會召集權，並無排除持有無表決權股 

東之適用，故持有無表決權之股東仍得行使股東會召集權，無表決權之股份數亦應計入

已發行股份總數。 

    二、又依公司法第 180 條第 1 項規定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 

發行股份之總數，故須扣除同法第 179 條第 2 項各款無表決權之股份數。準此，公司

依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3 項及第 27 條第 3 項為股東會決議時，當依前揭規定辦理。 

  （經濟部 107.11.26 經商字第 10702062910 號） 

     

    EX.公司發行1,000股，其中有表決權600股、無表決權400股。如有繼續3個月以上持表 

       決權200股及無表決權400股(共持有600股)之股東欲召集股東會，因有表決權及無表 

       決權股合計之股數已達法定成數，當可召集股東會。 

       承上舉例，依第180條第1項規定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故股東會開會時，已發行股份總數1,000股應扣除無表權之股份數400股後為600股， 

       應有代表301股之股東出席，達股東會開會門檻。 

 

●有關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股東及監察人召集股東會所涉股務疑義」之令 

 一、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規定獲得主管機關許可、依第一百七十三條之一規定自行

召集股東臨時會，或監察人依公司法第二百二十條規定召集股東會者，應委託股務代理機

構辦理有關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七條規定製作及傳送徵求人徵求

彙總資料、第十二條規定傳送及揭示徵求人徵得之委託書明細資料、第十三條規定傳送及

揭示非屬徵求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明細資料、第十三條之一規定辦理委託書統計驗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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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手冊應行記載及遵行事項辦法第五條及第六條規定製作與

傳送股東會議事手冊及各項議案之說明資料。 

 二、股務代理機構辦理前項資料傳送作業，公司未配合辦理時，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 

市場發展基金會、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應

協助傳送。 

三、前揭召集權人公告召集股東會時，應公告有關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

七條規定之徵求相關資料，徵求人應送達受託辦理該次股東會事務之股務代理機構及副知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四、前揭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時，依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六條第三項規

定，於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或監察人議案時，該召開股東會公司之股務代理機構及受召集權

人委託辦理股東會作業之股務代理機構，均不得接受股東之委託擔任徵求人或接受徵求人

之委託辦理代為處理徵求事務。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7.11.16金管證交字第1070340761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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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 173條之 1 申報申請書 

受文者：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證交所） 

主旨：召集權人__________等共計____人，依公司法第 173 條之 1 召開股東臨時會，並依公司

法第 182 條之 1 推選__________為本次股東臨時會之主席，並授權該主席辦理股東臨時

會之公告等相關事宜。茲檢具規定之相關文件，敬請惠予辦理。 

公司名稱  股票代號 
 

股東臨時會召開日期  

股東臨時會召開時間   午      時      分 

停止股票過戶起始日

期 

 

停止股票過戶截止日

期 

 

會議召集事由  

主席(即本次召集權人之代理人) 
 

同意 

遵守 

事項 

一、 兩階段提出持股證明文件： 

召集權人應於(1)停止過戶日起始日前 15 個營業日（T-15）向證交所送達本

申請書，並檢附股務機構出具之持股證明正本，且於(2)停止過戶日後第 2

個營業日下午 5 時前（T+2）再次提出持股證明正本。 

前開持股證明逾期提出或不符法定要件，召集權人應於事實發生日 2 日內撤

銷股東臨時會之公告，倘未及時撤銷者，證交所得全權代為處理。 

二、 委任股務機構、推派主席、辦理股東臨時會之公告等事宜： 

召集權人應委任股務機構辦理相關事宜，召集權人間亦應推派一名召集權人

擔任該次會議之主席（即主召集權人，由股務機構檢視相關推派文件並出具

證明文件），全權代理本案相關事宜，於本案股東臨時會期間不得更換，但

主召集權人因不可抗力或主動退出本申請案者，不在此限。召集權人與主召

集權人終止代理者，視為該召集權人退出本申請案。 

三、 召集權人取得證交所開放權限之帳號密碼後，應於停止過戶起始日 12 個營

業日前，自行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召開股東臨時會公告」，並依法令及相

關規定進行申報。 

四、 召集權人瞭解停止過戶日之持有數額，融資買進股數計算係依證交所規定之

「臨時股東會計算融資人過戶股數作業要點」計算，不得異議。 

五、 召集權人之行為，應自負法律責任。有關該股東會召集程序、提案內容或決

議方法等是否適法等，悉由當事人循司法途徑處理，召集權人應於公告明確

加註警語（公告文字係由該公司股東會召集權人輸入，資料如有虛偽不實或

事後變動、未依規定時限公告或違反法令規章，均由該召集權人負其全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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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有爭議，請循司法途徑處理；如有重大訊息亦應揭露上述文字）以提醒投

資人。有關股東會相關資訊等，召集權人亦應適時通知公司發布重大訊息等。 

六、 如證交所認有必要，得要求召集權人提出其他必要之證明文件或資料，若其

未能適時提出，證交所可不予辦理或終止本申請案等處置，召集權人不得異

議。 

七、 召集權人違反上開「同意遵守事項」及證交所相關規章者，證交所得視情節

處其新台幣 10 萬至 100 萬元之懲罰性賠償金，並由召集權人負連帶責任；

倘造成損害，召集權人亦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八、 因本申請書所生之紛爭，同意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本次股東臨時會之會議主席（即召集權人____________等____人之代理人），已詳細

閱讀並同意遵守上開「同意遵守事項」 

                    ________________（簽名） 

附件 

一、 股務機構出具持股證明文件（應列明召集權人全體及個別股數，及所占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數比例，並載明符合繼續三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之股東）。 

二、 主召集權人之推派/全權代理證明。 

三、 其他必要文件。 

  本次股東臨時會之會議主席 

  （即召集權人____________等____人之代理人）：_____________（簽名及蓋章）                                                      

聯絡地址： 

電子郵件信箱： 

電話號碼：              行動電話號碼： 

緊急聯絡人及聯絡電話、行動電話號碼： 

  股務機構：_____________ 

負責人：_______________（簽名及蓋章） 

股務機構聯絡人： 

聯絡地址： 

聯絡人電子郵件信箱:： 

聯絡人電話號碼：           聯絡人行動電話號碼： 

緊急聯絡人及其聯絡電話、行動電話號碼： 

申請日期：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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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 22 條之 1 資料申報及管理辦法 

▓修法緣由： 

配合推動洗錢防制，建構法人透明度。 

(1)新增於公司法總則章第22條之1。  

(2)國際標準(FATF第24項建議)要求政府應有機制掌握公司法人的實質受益人。  

(3)經立法程序討論，先納入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或出資額超過10%之股東資料。  

 

▓公司法第22條之1修法重點： 

1.申報義務人：原則上是所有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  

2.申報期間：每年一定要申報一次。有變動時須在15日內申報。  

3.申報資料：董監事、經理人及持股超過10%的股東之姓名、國籍及持股數等資料。  

4.主管機關會自建或指定機構建置簡易好操作的電子平台供企業申報。  

5.該資料不對外公開。  

6.如果未符合規定，不會立即處罰，會先通知改正。  

 

▓應申報的資料： 

1.對象： 

  (1)董事。 

(2)監察人。 

  (3)經理人。    

(4)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     

  (註)經理人 ：依法辦妥公司登記之本公司經理人。 

 

2.申報資料別：  

  (1)姓名或名稱。  

  (2)國籍。  

  (3)出生年月日或設立登記之年月日。  

  (4)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或統一編號。  

  (5)持股數或出資額。  

  (6)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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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義務人 ： 

1.代表公司之負責人：董事長。  

2.得委託代理人：為利日後主管機關查核及釐清權責歸屬，受委託代理人以一人為限。 

 

▓申報期間： 

1.首次申報：有3個月申報期 。 

            中華民國107年10月31日前設立之公司，應於107年11月1日至108年1月31日向 

            資訊平臺首次申報。  

            中華民國107年11月1日起設立之公司，應於設立後15日內向資訊平臺申報第4條 

            所定之資料。  

2.變動申報：首次申報資料如有變動者，公司應於變動後15日內，向資訊平臺辦理變動申報。 

3.年度申報：自109年開始， 每年3/1-3/31申報前一年12/31資料公司應於中華民國109年起， 

           每年3月1日至3月31日，就截至前一年度12月31日止之第4條所定之資料，向資訊 

           平臺辦理年度申報。但公司於當年度1月1日至3月31日已為變動申報者，免為年度 

           申報。  

 

▓申報義務的豁免： 

1.國營事業管理法第3條第1項所定之公司：  

  (1)政府獨資經營者。 

  (2)依事業組織特別法之規定，由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者。    

(3)依公司法之規定，由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政府資本超過50%。 

2.公開發行股票之股份有限公司。 

3.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法務部公告之公司。  

 

 

▓申報方式：  

以「電子方式」申報，申報平臺：   

「公司負責人及主要股東資訊申報平臺」，網址如下： 

https://ctp.tdcc.com.tw/decl/auth/login 

 

 

 

https://ctp.tdcc.com.tw/decl/auth/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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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資料的利用： 

1.資訊平臺就保有之資料原則應保守秘密不公開。  

2.可申請查詢或取得資料者： 

 行政機關或法院：  

      (1)辦理、調查或審理洗錢防制之案件。 

      (2)有必要。  

      (3)敘明事由。  

 2.洗錢防制法的金融機構(FI)或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DNFBPs)：  

    (1)經其所屬公會認可其資格；無所屬公會者，由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受指定機構認可 

       其資格。  

    (2)依法進行確認客戶身分之程序 (KYC/CDD)  

    (3)有必要。  

    (4)每次查詢或取得都要敘明具體個案之查詢範圍及事由。  

 

▓查核流程： 

 

 

 

 

 

 

 

 

 

▓處罰： 

1. 處罰：(公司法§22-1 IV) 

   查核→多次通知→限期改正→第1次處罰鍰(5萬-50萬)，並限期改正 →  

   再次處罰鍰(50萬-500萬) ，再限期改正： → 一直罰至改正為止  

   →情節重大，廢止公司登記 認可 

2. 被處罰鍰的公司，會被註記載資訊平臺上：(公司法§22-1 V 、§17)  

首次申報 

107/11 至

108/1 

未申報清單 

108/3 產出 

1 通 

2 通 

3 通 

4 改 

5 罰 

印刷品通知 108/5/31 

 

印刷品通知 108/5/31  

 

 

公文書通知 108/8/31 

限期改正，逾期才罰 108/10/31 

公文書再通知 108/9/30 

罰鍰處分書 108/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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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Q1、所規定之主管機關為何？ 

 本條規定指明中央主管機關，即為經濟部。 

 

Q2、第22之1規定之持股超過10%股東，是否包含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

人名義持有之股份?  

 1. 不包括。 

 2. 公司應每年定期申報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10% 

    股東之相關資料至中央主管機關建置或指定之資訊平臺。 

 3. 超過10%股東係以自身持股份數認定，不包含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 

    有之股份。 

 4. 例如：甲股東持有A公司8%之股份，甲之配偶乙股東亦持有A公司5%股份，甲股東及 

    其配偶乙股東合計持股超過10%，因申報超過10%股東係以自身持股份數認定，故甲 

    及乙股東之資料均不須申報。 

 

Q3、公司如無登記經理人，如何申報？ 

1.「公司法第22條之1資料申報及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規定，所稱「經理人」係指依公 

   司法辦妥公司登記之本公司經理人。  

2.公司如無經理人登記即毋庸申報經理人資料。 

 

Q4、公司申請變更登記案時，是否得併案申報本條之股權資訊？ 

 公司登記與本條之申報性質不同，且登記事項與申報資料亦有不同，仍須分別辦理。故A 

 公司申請改選董事、監察人變更登記時，仍應另向資訊平台申報股數變動。 

 

Q5、外國公司是否應依第22條之1規定申報董監事、經理人及10%股東相關資料?  

 查外國公司並無準用第22條之1規定，故外國公司無第22條之1規定申報義 

 務。 

 

Q6、履行第22條之1申報義務，是否等同履行第197條董事持股之申報義務？ 

 兩者申報性質不同，且受理之主管機關亦有不同，不可併案辦理。故A公司向登記機關 

 申報董事持股數變動備查時，仍應另向資訊平台申報。 

 

Q7、董事監察人係依第27條當選，應申報資料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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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法人股東如係依第27條第1項當選董事或監察人者，公司應申報法人股東之資料。例

如，甲公司為乙公司之法人股東，並依第27條第1項以法人股東身分當選董事或監察

人，乙公司應申報甲公司之資料。 

2. 法人股東如依第27條第2項指派代表人當選之董事或監察人，公司應申報法人股東及

其代表人之資料，所應申報之「持股數或出資額」係指該法人股東之持股數或出資額

而言。 

3. 例如，甲公司指派A自然人代表擔任乙公司之董事，乙公司應申報甲公司及A董事之 

資料，所申報之「持股數或出資額」係指該甲公司之持股數。 

 

Q8、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10%之股東如為法人股東，申報資料為  

     何? 

1. 依「公司法第22條之1資料申報及管理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應申報法人股東之名 

稱、國籍、設立登記之年月日、統一編號、持股數或出資額、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事項。  

2. 例如，甲公司為乙公司之股東，且甲公司持股數或出資額超過乙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或資本總額超過10%，應申報甲公司相關資料。 

 

公司法第二十二條之一資料申報及管理辦法 
第 1 條  

本辦法依公司法（以下稱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申報資料及其相關作業，得編列預算經費，自行建置資訊平臺。 

前項資訊平臺之建置，中央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民間機構或團體

辦理。  

 

第 3 條  

中央主管機關未依前條規定建置資訊平臺者，得依職權或申請，指定特定機構（以下稱受指定

機構）之資訊平臺辦理申報資料及相關作業，並由該受指定機構負責營運管理。 

前項受指定機構，須為具專業性之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或證券服務事業，並以一家為限。  

 

第 4 條  

公司應申報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之

下列資料： 

一、姓名或名稱。 

二、國籍。 

三、出生年月日或設立登記之年月日。 

四、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或統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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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持股數或出資額。 

六、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所稱經理人，指依本法辦妥公司登記之本公司經理人。 

 

第 5 條  

前條資料，應由代表公司之負責人向第二條或第三條規定之資訊平臺（以下稱資訊平臺）為申

報。 

前項申報，得委託代理人一人為之。  

 

第 6 條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前設立之公司，應於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一日至一百零八年一

月三十一日向資訊平臺首次申報第四條所定之最新資料。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一日起設立之公司，應於設立後十五日內向資訊平臺申報第四條所

定之資料。 

依前二項規定申報第四條所定之資料後，資料如有變動者，公司應於變動後十五日內，向資訊

平臺辦理變動申報。 

公司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起，每年三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就截至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之第四條所定之資料，向資訊平臺辦理年度申報。但公司於當年度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

一日已為變動申報者，免為年度申報。  

 

第 7 條  

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所稱不適用該條規定之公司，以下列各款為限： 

一、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三條第一項所定之公司。 

二、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法務部公告之公司。 

 

第 8 條  

公司向資訊平臺申報資料時，應以電子方式為之，且應使用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電子簽章或

身分識別方式，並依規定之軟體、格式、類型及方式傳送電子文件。  

 

第 9 條  

為利申報作業之運作，或為利洗錢防制之目的而有充實資訊平臺資料完整性之必要者，中央主

管機關經會商法務部及相關主管機關後，得向相關主管機關取得必要之資料；受指定機構報經

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辦理者，亦同。  

 

第 10 條  

中央主管機關或受指定機構因履行本辦法所定業務而保有之資料，應有適當之資料保護機制。 

資料當事人對前項資料之查詢或其他權利之主張，應向公司為之。  

 

第 11 條  

資訊平臺依本辦法保有之資料，除本辦法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 

行政機關、檢察機關或法院為辦理、調查或審理洗錢防制之案件，而有必要使用前項所定之資

料者，應敘明事由，向資訊平臺查詢或取得前項所定之資料。受理有關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案

件之訴願機關、訴訟機關，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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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法第五條所定之金融機構或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為依洗錢防制法進行確認客戶

身分之程序，而有必要使用第一項所定之資料者，應經其所屬公會認可其資格，並於每次查詢

或取得該資料時，於資訊平臺敘明具體個案之查詢範圍及事由。但洗錢防制法第五條第一項所

定之金融機構，或第三項所定之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無所屬公會者，於第二條規定之資訊

平臺，得由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可其資格；於第三條規定之資訊平臺，得由受指定機構認可

其資格。 

前項情形，資訊平臺就該資料，得於必要範圍內為適當之遮蔽。  

 

第 12 條  

依第二條規定建置之資訊平臺提供資料或查詢等服務，應依規費法訂定收費基準。  

 

第 13 條  

第三條規定之受指定機構提供資料或查詢等服務需收費者，該受指定機構應擬定收費基準，併

同收費項目、對象及費額之評估分析報告等相關資料，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中央主管機關得命受指定機構定期檢討其收費基準、項目、對象及費額等，並於必要時作適當

之調整。  

 

第 14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對受指定機構實施定期或不定期檢查，並得要求其報告業務、資

訊安全及資料保護情形，及提供業務經營、財務收支文件及其他相關資料，受指定機構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並應配合改善相關缺失。 

受指定機構違反本辦法情節重大、發生重大財務困難或有其他顯不適宜經營本辦法指定之業務

時，中央主管機關經會商法務部及證券主管機關後，得廢止其指定。 

前項情形，經廢止指定之機構應於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將經營本辦法業務而取得之文件、

資料及檔案，完整移交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機構，該經廢止指定之機構不

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15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考量涉及洗錢活動之風險程度，定期查核公司申報資料之正確性、及時性及完

整性。  

 

第 16 條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本辦法申報業務之查核，得隨時要求公司提出公司股東名簿及相關文件。 

中央主管機關於前項之查核，得請求法務部或相關主管機關協助。 

中央主管機關於第一項之查核，得委任所屬機關、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民間機構或團體辦理。 

前項受委任、委託或委辦之機關、民間機構或團體應保守秘密。  

 

第 17 條  

公司未依本辦法規定申報或申報之資料不實者，應依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第四項規定裁處，如

有處罰者，並應依該條第五項規定於資訊平臺註記之。  

 

第 18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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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創新條例§19-1 員工獎酬緩繳緩課 
              相關規範 

    (施行期間：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月 31 日期間) 

■ 產業創新條例§19-1(員工獎酬所得延緩繳稅或緩課)  

    104.12.30 增訂  

 105.1.1~108.12.31施行 

       (緩繳) 

     106.11.22 修訂  

106.11.22~108.12.31 施行 

         (緩課) 

     107.6.20 修訂     

107.6.20~108.12.31 施行 

   (緩課及孰低課稅) 

說明：緩繳規定 

 

公司員工取得獎酬員工股份

基礎給付 500 萬元總額內，

依所得稅法之所得得延緩 5

年課稅。  

 

 

 

 

 

說明：緩繳修改為緩課 

 

公司員工取得獎酬員工股份

基礎給付，可選擇免予計入取

得股票當年度課稅，於實際轉

讓或劃撥至其證券帳戶時，應

將全部轉讓價格、贈與或作為

遺產分配時之時價或撥轉日

之時價，計算所得課稅。 

說明：增修持股且繼續服務2

年以上員工得孰低課稅 

公司員工取得獎酬員工股份基

礎給付，可選擇免予計入取得

股票當年度課稅，自取得股票

日起，符合持股且繼續於公司

服務2年以上者，於實際轉讓或

劃撥至其證券帳戶時，得以其

轉讓價格、贈與或作為遺產分

配時之時價或撥轉日之時價，

或以取得股票日(或可處分日)

之時價以二者孰低價格計算所

得課稅。 

條文內容 條文內容 條文內容 

    公司員工取得獎酬員工股

份基礎給付，於取得股票當年度

按時價計算全年合計新臺幣五

百萬元總額內，其依所得稅法規

定計算之所得，得選擇全數延緩

至取得年度次年起之第五年課

徵所得稅，一經擇定不得變更。

但於延緩繳稅期間內轉讓其所

取得股份或帳簿劃撥至開設之

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者，應於

轉讓或辦理帳簿劃撥之年度課

徵所得稅。 

    前項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

付訂有限制轉讓期間者，於股票

可處分日當年度按限制轉讓期

間屆滿次日之時價計算新臺幣

500萬元總額內，其依所得稅法

規定計算之所得，適用前項所定

    公司員工取得獎酬員工股

份基礎給付，於取得股票當年度

或可處分日年度按時價計算全

年合計新臺幣五百萬元總額內

之股票，得選擇免予計入當年度

應課稅所得額課稅，一經擇定不

得變更。但選擇免予計入取得股

票當年度課稅者，於實際轉讓或

帳簿劃撥至開設之有價證券保

管劃撥帳戶時，應將全部轉讓價

格、贈與或作為遺產分配時之時

價或撥轉日之時價，作為該轉讓

或撥轉年度之收益，依所得稅法

規定計算所得並申報課徵所得

稅。 

 

 

 

    公司員工取得獎酬員工股份

基礎給付，於取得股票當年度或

可處分日年度按時價計算全年合

計新臺幣五百萬元總額內之股

票，得選擇免予計入當年度應課

稅所得額課稅，一經擇定不得變

更。但選擇免予計入取得股票當

年度課稅者，該股票於實際轉讓

或帳簿劃撥至開設之有價證券保

管劃撥帳戶時，應將全部轉讓價

格、贈與或作為遺產分配時之時

價或撥轉日之時價，作為該轉讓

或撥轉年度之收益，依所得稅法

規定計算所得並申報課徵所得

稅。 

    公司員工選擇適用前項規

定，自取得股票日起，持有股票

且繼續於該公司服務累計達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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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緩繳稅期間應扣除該限制轉

讓期間，於剩餘延緩繳稅期間屆

滿之年度課徵所得稅。  

 

 

 

 

 

 

 

     

 

 

 

 

 

 

 

 

 

 

 

 

 

 

 

 

 

 

 

第一項所稱公司員工，應符

合下列各款之一，但不包括公司

兼任經理人職務之董事長及董

監事：  

一、發行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

公司之員工。 

二、依公司法或證券交易法規

定，發行獎酬員工股份基礎

給付公司持有他公司有表決

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該

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

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他

公司之員工。 

    第一項所稱獎酬員工股份

 

 

 

 

 

 

 

 

 

 

 

 

 

 

 

 

 

 

 

 

 

 

 

 

 

 

 

 

 

 

前項所稱公司員工，應符合

下列各款之一，但不包括公司兼

任經理人職務之董事長及董監

事： 

一、發行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

公司之員工。 

二、依公司法或證券交易法規

定，發行獎酬員工股份基礎

給付公司持有他公司有表

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

該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

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

者，他公司之員工。 

第一項所稱獎酬員工股份

以上者，於實際轉讓或帳簿劃撥

至開設之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

時，其全部轉讓價格、贈與或作

為遺產分配時之時價或撥轉日之

時價，高於取得股票或可處分日

之時價者，以取得股票或可處分

日之時價，作為該轉讓或撥轉年

度之收益，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

所得並申報課徵所得稅。但公司

員工未申報課徵所得稅，或已申

報課徵所得稅未能提出取得股票

或可處分日時價之確實證明文

件，且稅捐稽徵機關無法查得可

處分日之時價者，不適用之。 

    前項所稱員工繼續於該公司

服務累計達二年以上之期間，得

將員工繼續於下列公司服務之期

間合併計算： 

一、發行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

公司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之

股份或資本額，超過該他公

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

數或資本總額百分之五十

者，該他公司。 

二、他公司持有發行獎酬員工股

份基礎給付公司有表決權之

股份或資本額，超過該公司

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

總額百分之五十者，該他公

司。 

    前三項所稱公司員工，應符

合下列各款之一，但不包括公司

兼任經理人職務之董事長及董監

事： 

一、發行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

公司之員工。 

二、依公司法或證券交易法規

定，發行獎酬員工股份基礎

給付公司持有他公司有表決

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該

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

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他

公司之員工。 

第一項所稱獎酬員工股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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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給付，指發給員工酬勞之股

票、員工現金增資認股、買回庫

藏股發放員工、員工認股權憑證

及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等股份。 

    第一項所稱轉讓，指買賣、

贈與、作為遺產分配、公司減資

銷除股份、公司清算或因其他原

因致股份所有權變更者。  

 

    公司於發放獎酬員工股份

基礎給付當年度應依規定格式

填具員工擇定延緩繳稅之情

形、限制轉讓期間之訂定及其他

相關事項，送請各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公司所在

地之稅捐稽徵機關，始適用第一

項之獎勵；其申請格式，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獎酬員工

股份基礎給付延緩繳稅於所得

稅申報之程序、取得股票及股票

可處分日之時點訂定、全年合計

新臺幣 500 萬元之計算、時價

之認定、應提示文件資料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

之。 

基礎給付，指發給員工酬勞之股

票、員工現金增資認股、買回庫

藏股發放員工、員工認股權憑證

及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等股份。 

第一項所稱轉讓，指買賣、

贈與、作為遺產分配、公司減資

銷除股份、公司清算或因其他原

因致股份所有權變更者。 

 

公司應於員工取得股票年

度或股票可處分日年度，依規定

格式填具員工擇定緩課情形及

其他相關事項，送請各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公司

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始適用

第一項之獎勵；其申請格式，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獎酬員工股份基礎

給付緩課於所得稅申報之程

序、取得股票及股票可處分日之

時點訂定、全年合計新臺幣五百

萬元之計算、時價之認定、應提

示文件資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礎給付，指發給員工酬勞之股

票、員工現金增資認股、買回庫

藏股發放員工、員工認股權憑證

及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等股份。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轉讓，

指買賣、贈與、作為遺產分配、

公司減資銷除股份、公司清算或

因其他原因致股份所有權變更

者。 

發行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

公司應於員工取得股票年度或股

票可處分日年度，依規定格式填

具員工擇定緩課情形及其他相關

事項，送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備查，並副知公司所在地之

稅捐稽徵機關，始適用第一項至

第三項之獎勵；其申請格式，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公司員工適用第二項或第三

項規定者，其發行獎酬員工股份

基礎給付之公司應於員工持有股

票且繼續服務屆滿二年之年度，

檢送員工持有股票且繼續服務累

計達二年以上之證明文件，送請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並副知公司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

關。 

第一項至第三項獎酬員工股

份基礎給付緩課於所得稅申報之

程序、取得股票及股票可處分日

之時點訂定、全年合計新臺幣五

百萬元之計算、時價之認定、應

提示文件資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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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產創條例§19-1 之員工獎酬種類及條件  

「產業創新條例施行細則」第 3 條之 6 

      105.8.30 修訂  

  105.1.1~108.12.31施行 

       (緩繳) 

       107.4.23 修訂 

106.11.24~108.12.31 施行 

         (緩課) 

      107.12.7 修訂 

106.11.24~108.12.31 施行 

       (緩課) 

條文內容 條文內容 條文內容 

 個人或公司選擇適用本條

例第十二條之一或第十九條之

一延緩繳稅或緩課規定者，其股

票發行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決

議日，及其取得所認股份或獎酬

員工股份基礎給付日，均應於中

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至

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

間。 

前項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

屬員工認股權憑證者，應以憑證

取得日認定獎酬員工股份基礎

給付日，其適用本條例第十九條

之一第一項所定延緩繳稅期間

應扣除員工認股權之持有期

間，於剩餘延緩繳稅期間屆滿之

年度課徵所得稅。 

    個人、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

選擇適用本條例第十二條之一

或第十九條之一緩課規定者，其

發行股票之公司董事會或股東

會決議日，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

五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期間。 

     

 

依前項取得之所認股份或

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其給付

日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

一月二十四日至一百零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期間。 

    前項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

付之給付日認定，屬發給員工酬

勞之股票、員工現金增資認股

者、買回庫藏股發放員工及限制

員工權利新股者，為發行股票之

公司交付股票日；屬員工認股權

憑證者，為憑證取得日。 

    個人、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

選擇適用本條例第十二條之一或

第十九條之一緩課規定者，其發

行股票之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決

議日，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

一月一日至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期間。 

     

 

依前項取得所認股份適用本

條例第十二條之一緩課規定者，

其給付日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六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一百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 

    依第一項取得獎酬員工股份

基礎給付適用本條例第十九條之

一緩課規定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 

一、屬發給員工酬勞之股票、員 

工現金增資認股、買回庫藏

股發放員工及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者，交付股票日應於中

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

十四日至一百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期間。 

二、屬員工認股權憑證者，憑證

取得日應於一百零五年一月

一日至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期間。但其取得股票

日於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前者，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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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日，均應於中華民國 105年 1月 1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期間。 

     獎酬種類 適用緩繳 適用緩課 

員工酬勞股票 

員工現金增資認股  

庫藏股發放員工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交付股票日 

於 106/11/23 前  

 

交付股票日 

於 106/11/24~108/12/31 

 

 

員工認股權憑證認股  

 

憑證取得日 

應於 105/1/1 年~108/12/31 

執行權利日(交付股票日) 

於 106/11/23 前 

憑證取得日 

應於 105/1/1 年~108/12/31 

執行權利日(交付股票日) 

於 106/11/24~ 

 

 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緩課明細報送備查時點   

(送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產業創新條例施行細則」第 3 條之 5     

      105.8.30 修訂  

  105.1.1~108.12.31施行 

       (緩繳) 

       107.4.23 修訂 

106.11.24~108.12.31 施行 

         (緩課) 

      107.12.7 修訂 

106.11.24~108.12.31 施行 

       (緩課) 

條文內容 條文內容 條文內容 

 公司員工適用本條例第十九

條之一規定者，公司應於發放獎

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次年度一月

底前，將其辦理延緩繳稅相關文

件資料造冊送請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備查，並將該文件副知公

司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 

    公司員工適用本條例第十九

條之一規定者，發行股票之公司

應於發放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

次年一月底前或中華民國一百零

七年五月十五日前，將其辦理緩

課相關文件資料，依規定格式造

冊送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

查，並將該文件副知公司所在地

稅捐稽徵機關。 

前項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

屬員工認股權憑證或定有限制轉

讓期間者，發行股票之公司得於

員工執行權利日或股票可處分日

年度之次年一月底前送件備查。 

    公司員工適用本條例第十九

條之一規定者，發行股票之公司

應於發放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

次年一月底前，將其辦理緩課相

關文件資料，依規定格式造冊送

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並將該文件副知公司所在地稅捐

稽徵機關。 

 

前項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

屬員工認股權憑證或定有限制轉

讓期間者，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於

員工執行權利日或股票可處分日

年度之次年一月底前送件備查。 

公司員工適用本條例第十九條之

一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者，發行

股票之公司應於員工取得股票日

起持有股票且繼續服務屆滿二年

之次年一月底前，將員工持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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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且繼續服務累計達二年以上相

關文件資料，依規定格式造冊送

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並將該文件副知公司所在地稅捐

稽徵機關。 

第二項員工取得股票日至股

票可處分日之期間超過二年且適

用本條例第十九條之一第二項及

第三項規定者，發行股票之公司

應於股票可處分日年度之次年一

月底前，依前項規定辦理。 

註：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第十九條之一第六項規定，明定公司發放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當年度 

送交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公司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之文件資料，其應載明事項包括董

事會決議日、股東會決議日、公司登記或變更登記之日期與公文字號、公司發行獎酬員工 

    股份基礎給付總額、發行種類、每股發行價格與股數、公司員工當年度取得緩繳股票之 

    明細等。 

    考量該文件所載事項繁多，爰公司得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製定之表格填具後，以電 

    子檔案（媒體檔）遞送辦理，至於相關文件資料由公司自行留存 

 

 發行公司 5月營所稅申報應附文件  

   (向公司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報) 

「產業創新條例緩課所得稅適用辦法」第 6 條   

       105.9.6 訂定  

   105.1.1~106.11.23 施行 

       (緩繳) 

     107.4.27 修訂 

106.11.24~108.12.31 施行 

         (緩課) 

      107.9.12 修訂 

106.11.24~108.12.31 施行 

       (緩課) 

條文內容 條文內容 條文內容 

第五條 

公司員工依本條例第十九條

之一第一項規定取得股票並於規

定限額內選擇全數延緩繳稅者，

其股票發行公司應自員工取得股

票年度起至所得延緩繳稅期間屆

滿年度止，於辦理各該年度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依規定

格式填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

報書及租稅減免附冊，並於辦理

員工取得股票當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稅結算申報時，檢附下列文件： 

 

 

第六條 

公司員工依本條例第十九條

之一第一項規定取得股票並於規

定限額內選擇全數緩課所得稅

者，其股票發行公司應自員工取

得股票年度或股票可處分日年度

起至所得人之所得課稅年度止，

於辦理各該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結算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及租稅

減免明細表，並於辦理員工取得

股票當年度或可處分日年度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檢附下

列文件： 

第六條 

公司員工依本條例第十九條

之一第一項規定取得股票並於規

定限額內選擇全數緩課所得稅

者，其股票發行公司應自員工取

得股票年度或股票可處分日年度

起至所得人之所得課稅年度止，

於辦理各該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結算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及租稅

減免明細表，並於辦理員工取得

股票當年度或可處分日年度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檢附下

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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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獎    

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備查函

影本。 

二、董事會議事錄、股東會議事

錄及公司登記或變更登記

前、後之證明文件等增資資

料（非屬增資者免附）。 

三、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相關

文件，內容應包含取得股票

種類、每股發行價格及股數。 

四、公司員工擇定適用延緩繳稅

聲明書。 

公司員工適用本條例第十九

條之一第二項延緩繳稅規定者，

其股票發行公司應自員工取得股

票可處分日當年度起至剩餘延緩

繳稅期間屆滿年度止，依前項規

定辦理申報，並於辦理股票可處

分日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時，檢附所得稅結算申報

時，檢附前項各款文件。 

一、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獎

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備查函

影本。 

二、董事會議事錄、股東會議事

錄及公司登記或變更登記

前、後之證明文件等增資資

料（非屬增資者免附）。 

三、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相關

文件，內容應包含取得股票

種類、每股發行價格及股數。 

四、公司員工擇定適用緩課所得

稅聲明書。 

 

 

一、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獎

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備查函

影本。 

二、董事會議事錄、股東會議事

錄及公司登記或變更登記

前、後之證明文件等增資資

料（非屬增資者免附）。 

三、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相關

文件，內容應包含取得股票

種類、每股發行價格及股數。 

四、公司員工擇定適用緩課所得

稅聲明書。 

前項公司員工符合本條例第

十九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有關

持有股票且繼續於該公司服務累

計達二年之規定者，其股票發行

公司應於辦理符合該規定之當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

併同檢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發員工持有股票且繼續服務累

計達二年以上之備查函影本。 

 

 緩繳(課)股票所得課稅時點  

「產業創新條例緩課所得稅適用辦法」第 7 條     

       105.9.6 訂定  

   105.1.1~106.11.23 施行 

       (緩繳) 

     107.4.27 修訂 

106.11.24~108.12.31 施行 

         (緩課) 

      107.9.12 修訂 

106.11.24~108.12.31 施行 

       (緩課) 

條文內容 條文內容 條文內容 

第六條 

依前條規定選擇延緩繳稅之公司

員工，於取得股票當年度或股票

可處分日當年度按時價計算全年

合計新臺幣五百萬元限額內，其

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所得，全

數延緩至取得年度次年起之第五

年（訂有限制轉讓期間者，為該

延緩繳稅期間扣除限制轉讓期間

後之剩餘延緩繳稅期間屆滿年

度）課徵所得稅。於上開延緩繳

稅期間內轉讓其所取得股份或帳

簿劃撥至其往來證券商或保管機

構之保管劃撥帳戶者，應於轉讓

或辦理帳簿劃撥年度課徵所得

稅。 

第七條 

公司員工依前條規定選擇緩課所

得稅之金額，應以取得股票當年

度或股票可處分日年度按時價計

算全年合計新臺幣五百萬元為

限。 

前項公司員工應於股票實際轉讓

或帳簿劃撥至其往來證券商或保

管機構之保管劃撥帳戶時，以該

股票之轉讓價格、贈與或作為遺

產分配時之時價或撥轉日之時

價，作為轉讓或撥轉年度之收

益，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所得並

申報課徵所得稅。 

 

 

第七條 

公司員工依前條第一項規定選擇

緩課所得稅之金額，應以取得股

票當年度或股票可處分日年度按

時價計算全年合計新臺幣五百萬

元為限。 

前項公司員工應於股票實際轉讓

或帳簿劃撥至其往來證券商或保

管機構之保管劃撥帳戶時，以該

股票之轉讓價格、贈與或作為遺

產分配時之時價或撥轉日之時

價，作為轉讓或撥轉年度之收

益，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所得並

申報課徵所得稅。 

前條第二項公司員工依前項規定

計算所得並申報所得稅時，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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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稱轉讓，指買賣、贈與、

作為遺產分配（繼承開始時）、

公司減資銷除股份、公司清算或

其他原因股份所有權變更者。 

第一項股票帳簿劃撥至往來證券

商或保管機構之保管劃撥帳戶

後，不得申請恢復延緩繳稅或變

更放棄延緩繳稅時點。 

    股票發行公司應將前三項課

稅規定於公司員工擇定適用延緩

繳稅聲明書及股票載明。 

 

 

 

 

 

 

前項所稱轉讓，指買賣、贈與、

作為遺產分配（繼承開始時）、公

司減資銷除股份、公司清算或其

他原因致股份所有權變更者。 

第二項股票帳簿劃撥至往來證券

商或保管機構之保管劃撥帳戶

後，不得申請恢復緩課所得稅或

變更課稅時點。 

    股票發行公司應將前四項課

稅規定於公司員工擇定適用緩課

所得稅聲明書及股票載明。 

票之轉讓價格、贈與或作為遺產

分配時之時價或撥轉日之時價，

高於取得股票或可處分日之時價

者，以取得股票或可處分日之時

價，作為該轉讓或撥轉年度之收

益。 

前二項所稱轉讓，指買賣、贈與、

作為遺產分配（繼承開始時）、

公司減資銷除股份、公司清算或

其他原因致股份所有權變更者。 

第二項股票帳簿劃撥至往來證券

商或保管機構之保管劃撥帳戶

後，不得申請恢復緩課所得稅或

變更課稅時點。 

    股票發行公司應將前五項課

稅規定於公司員工擇定適用緩課

所得稅聲明書及股票載明。 

 

獎酬種類 適用緩繳課稅時點 適用緩課課稅時點 

未限制轉讓期間：  

A 員工酬勞之股票  

B員工現金增資認股  

C 庫藏股發放員工 

1.認股年度次年起之第 5 年  

2.緩繳期間內轉讓者，為轉讓年度  

3.緩繳期間內辦理帳簿劃撥至其保管劃撥

帳戶者，為劃撥年度 

 

 

 

 

其股票之轉讓、贈與或作為遺

產分配時或撥轉日年度  

 

 

 

 

 

 

 

訂有限制轉讓期間：  

B員工現金增資認股  

C 庫藏股發放員工  

D 員工認股權憑證認股  

E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1.緩繳 5年扣除限制轉讓期間，剩 

  餘緩繳期間屆滿年度 

  ex：員工 105年取得Ｃ，限制 2 年後 

才能出售，股票可處分日 107 年，   

      107+(5-2)=110 年課稅  

  註：Ｄ之取得日，以憑證取得日認定獎 

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日，延緩繳稅 

期間扣除認股權持有期間 

2.緩繳期間內轉讓者，為轉讓年度 

3.緩繳期間內辦理帳簿劃撥至其保管劃撥 

帳戶者，為劃撥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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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股票日、股票可處分日 

「產業創新條例緩課所得稅適用辦法」第 8 條     

       105.9.6 訂定  

   105.1.1~106.11.23 施行 

         (緩繳) 

     107.4.27 修訂 

106.11.24~108.12.31 施行 

         (緩課) 

      107.9.12 修訂 

106.11.24~108.12.31 施行 

       (緩課) 

條文內容 條文內容 條文內容 

第七條 

本條例第十九條之一第一項所稱

取得股票當年度，以下列取

得股票日所屬年度認定之： 

 

 

一、發給員工酬勞之股票、員工

現金增資認股、買回庫藏股

發放員工及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為股票發行公司交付股

票日。股票交付採帳簿劃撥

者，為公司或其代理機構指

定之帳簿劃撥交付日；非採

帳簿劃撥者，為公司或其代

理機構規定可領取股票之首

日，但交付股票前先行交付

新股權利證書或股款繳納憑

證者，為證書或憑證之帳簿

劃撥日。 

二、員工認股權憑證：為員工執

行權利日，並以發行公司或

其代理機構依規定交付股票

日認定。但先行交付認股權

股款繳納憑證者，為交付該

憑證之日。 

本條例第十九條之一第二項所稱

股票可處分日當年度，以下

列股票可處分日所屬年度認

定之： 

一、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八

項規定之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為既得條件達成日。其

採集中保管者，為臺灣集中

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解

除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註記之

日；其採信託保管者，為受

託人將股票撥付員工帳戶之

日。 

二、前款以外之股票：為限制轉

讓期間屆滿次日。 

第八條 

本條例第十九條之一第一項所稱

取得股票當年度及股票可處

分日年度，依下列取得股票

日或股票可處分日所屬年度

認定之： 

一、取得股票日： 

(一)發給員工酬勞之股票、員工現

金增資認股、買回庫藏股發

放員工及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為股票發行公司交付股

票日。股票交付採帳簿劃撥

者，為公司或其代理機構指

定之帳簿劃撥交付日；非採

帳簿劃撥者，為公司或其代 

    理機構規定可領取股票之首

日，但交付股票前先行交付

新股權利證書或股款繳納憑

證者，為證書或憑證之帳簿

劃撥日。 

(二)員工認股權憑證：為員工執行

權利日，並以發行公司或其

代理機構依規定交付股票日

認定。但先行交付認股權股

款繳納憑證者，為交付該憑

證之日。 

二、前款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

訂有限制轉讓期間者，其股

票可處分日： 

(一)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八

項規定之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為既得條件達成日。其

採集中保管者，為臺灣集中

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解

除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註記之

日；其採信託保管者，為受

託人將股票撥付員工帳戶之

日。 

(二)前目以外之股票：為限制轉讓

期間屆滿次日。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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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酬種類 按時價計算全年

500 萬元限額 

按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所得 

緩繳 緩課(孰低課稅)  

未限制轉讓期
間：  
Ａ發給員工酬勞之 

股票  

Ｂ員工現金增資認 

股  

Ｃ庫藏股發放員工 

 

 

 

交付股票日每股時

價 × 股數 

 

 

 

 

 

 

 

（交付股票日每股時價

－每股認購價格）× 股數  

 

 

 

 

●實際轉讓或劃撥時，得以其轉讓價格、

贈與或作為遺產分配時之時價或撥轉日

之時價 x 股數 

●符合持有股票且繼續服務 2年以上者： 

(1)實際轉讓或劃撥時，其轉讓價格、贈

與或作為遺產分配時之時價或撥轉

日之時價 

(2)取得股票日之時價 

以(1)(2)二者孰低價格 x 股數 

訂有限制轉讓期
間：  
Ｂ員工現金增資認 

股  

Ｃ庫藏股發放員工  

Ｄ員工認股權憑證 

認股  

Ｅ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 

Ｂ&Ｃ：  

限制轉讓期間屆滿

之次日每股時價  × 

股數 

Ｂ&Ｃ：  

（限制轉讓期間屆滿之

次日每股時價－每股認

購價格）× 股數 

●實際轉讓或劃撥時，其轉讓價格、贈與

或作為遺產分配時之時價或撥轉日之時

價 x 股數 

●符合持有股票且繼續服務 2年以上者： 

(1)實際轉讓或劃撥時，其轉讓價格、贈

與或作為遺產分配時之時價或撥轉

日之時價 

(2)取得股票日(或可處分日)之時價 

以(1)(2)二者孰低價格 x 股數 

Ｄ：  

執行權利日(即交付

日)每股時價× 股數 

Ｄ：  

（執行權利日每股時價

－每股認購價格）× 股數 

Ｅ：  

既得條件達成日每

股時價 × 股數 

Ｅ：  

（既得條件達成日每股

時價－每股認購價格）× 

股數 

 

 時價認定 

「產業創新條例緩課所得稅適用辦法」第 9 條 

       105.9.6 訂定  

   105.1.1~106.11.23 施行 

       (緩繳) 

       107.4.27 修訂 

106.11.24~108.12.31 施行 

         (緩課) 

       107.9.12 修訂 

106.11.24~108.12.31 施行 

       (緩課) 

條文內容 條文內容 條文內容 

第八條 

本條例第十九條之一第一項及第

二項所稱新臺幣五百萬元總額，

應以前條第一項之取得股票日及

第二項之股票可處分日之時價計

算之。其時價認定如下： 

一、取得上市或上櫃股票者，為

取得股票日或股票可處分日

標的股票之收盤價，該日無

交易價格者，為該日後第一

個有交易價格日之收盤價。 

二、取得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六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自上市買賣日

第九條 

本條例第十九條之一第一項所稱

新臺幣五百萬元總額，應以前條

第一款之取得股票日及第二款之

股票可處分日之時價計算之。其

時價認定如下： 

一、取得上市或上櫃股票者，為

取得股票日或股票可處分日

標的股票之收盤價，該日無

交易價格者，為該日後第一

個有交易價格日之收盤價。 

二、取得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六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自上市買賣日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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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五個交易日成交價格無升

降幅度限制之初次上市股

票，或取得依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

務規則第五十五條第四項規

定自櫃檯買賣開始日起連續

五個營業日成交價格無升降

幅度限制之初次上櫃股票

者，為取得股票日或股票可

處分日標的股票之加權平均

成交價格。 

三、取得興櫃股票者，為取得股

票日或股票可處分日標的股

票之加權平均成交價格，該

日無交易價格者，為該日後

第一個有交易價格日之加權

平均成交價格。 

四、取得其他未上市、未上櫃或

非屬興櫃股票者，為取得股

票日或股票可處分日標的股

票之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

股淨值，該日之前一年內無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

告者，為依該日公司資產淨

值核算之每股淨值。 

起五個交易日成交價格無升

降幅度限制之初次上市股

票，或取得依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

務規則第五十五條第四項規

定自櫃檯買賣開始日起連續

五個營業日成交價格無升降

幅度限制之初次上櫃股票

者，為取得股票日或股票可

處分日標的股票之加權平均

成交價格。 

三、取得興櫃股票者，為取得股

票日或股票可處分日標的股

票之加權平均成交價格，該

日無交易價格者，為該日後

第一個有交易價格日之加權

平均成交價格。 

四、取得其他未上市、未上櫃或

非屬興櫃股票者，為取得股

票日或股票可處分日標的股

票之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

股淨值，該日之前一年內無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

告者，為依該日公司資產淨

值核算之每股淨值。 

 

取得股票種類 時價認定 

取得上市、上櫃股票 
取得股票日或股票可處分日標的股票之收盤價，該日無交易

價格者，為該日後第一個有交易價格日之收盤價 

取得初次上市、初次上 

櫃股票(上市櫃買賣日起 5個交易

日成交價格無升降幅度限制) 

 

取得股票日或股票可處分日標的股票之加權平均成交價格。 

 

取得興櫃股票 

 

取得股票日或股票可處分日標的股票之加權平均成交價格，

該日無交易價格者，為該日後第一個有交易價格日之加權平

均成交價格。  

取得其他未上市、未上櫃或非屬

興櫃股票 

取得股票日或股票可處分日標的股票之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該日之前一年內無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者，為依該日公司資產淨值核算

之每股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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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付股票時免辦理扣繳、憑單申報及填發期限   

「產業創新條例緩課所得稅適用辦法」第 10 及第 11 條 

       105.9.6 訂定  

   105.1.1~106.11.23 施行 

         (緩繳) 

       107.4.27 修訂 

106.11.24~108.12.31 施行 

         (緩課) 

      107.9.12 修訂 

106.11.24~108.12.31 施行 

       (緩課) 

條文內容 條文內容 條文內容 

第九條 

    我國個人或公司適用第三條

規定，及公司員工適用第五條規

定者，扣繳義務人於給付股票

時，免依所得稅法第八十八條規

定辦理扣繳。  

 

    股票發行公司依本條例施行

細則第三條之三第一項規定向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認定，

經該主管機關否准其申請者，扣

繳義務人應於主管機關函復申請

人之日起一個月內，辦理補扣及

補繳扣繳稅款並向稽徵機關申報

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 

 

 

 

 

扣繳義務人依前項規定期限內補

繳及補報者，得免加計利息並免

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一條及第一

百十四條規定處罰，屆期未辦理

者，應依前開所得稅法規定處罰。 

第十條 

    我國個人、公司或有限合夥

事業適用第三條規定，我國創作

人適用第四條規定及公司員工適

用第六條規定者，扣繳義務人於

給付股票時，免依所得稅法第八

十八條規定辦理扣繳。  

    股票發行公司依本條例第十

二條之一第五項規定向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認定，及我國

學術或研究機構依同條例第十二

條之二第三項規定向科學技術基

本法第六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之主

管機關申請認定，經該主管機關

否准其申請者，扣繳義務人應於

主管機關函復申請人之日起一個

月內，辦理補扣及補繳扣繳稅款

並向稽徵機關申報各類所得扣繳

暨免扣繳憑單。 

扣繳義務人依前項規定期限內補

繳及補報者，得免加計利息並免

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一條及第一

百十四條規定處罰，屆期未辦理

者，應依前開所得稅法規定處罰。 

 

未修訂 

第十條 

    股票發行公司應依本條例第

六十七條之一規定，於股東轉

讓、辦理帳簿劃撥或延緩繳稅期

間屆滿年度之次年一月三十一日

前，將上一年度已轉讓、辦理帳

簿劃撥或屆期尚未轉讓之股份資

料，依規定格式向該管稽徵機關

列單申報，並應於二月十日前將

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每年一月

遇連續三日以上國定假日者，申

報期間延長至二月五日止，填發

期間延長至二月十五日止。 

第十一條 

    股票發行公司應依本條例第

六十七條之一規定，於股東轉

讓、辦理帳簿劃撥之次年一月三

十一日前，將上一年度已轉讓或

辦理帳簿劃撥之股份資料，依規

定格式向該管稽徵機關列單申

報，並應於二月十日前將憑單填

發納稅義務人。每年一月遇連續

三日以上國定假日者，申報期間

延長至二月五日止，填發期間延

長至二月十五日止。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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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個人或公司透過證券集

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出

售適用本條例第十二條之一第三

項規定之股票者，證券商應於股

票成交次一營業日將股票轉讓日

期、數量及成交價格等資料通報

股票發行公司。 

    個人、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

透過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

營業處所出售適用本條例第十二

條之一第二項、第十二條之二第

一項及第十九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之股票者，證券商應於股票成交

次一營業日將股票轉讓日期、數

量及成交價格等資料通報股票發

行公司。 

 

 罰則：「產業創新條例第 67 條之 1」 

 

    適用第十二條之一、第十二條之二及第十九條之一者，公司應於股東轉讓或辦理帳簿劃撥

之年度、或緩課期間屆滿年度之次年度一月三十一日前，依規定格式向該管稅捐稽徵機關列單

申報該已轉讓、辦理帳簿劃撥或屆期尚未轉讓之股份資料；其未依限或未據實申報者，稅捐稽

徵機關除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外，按其應申報或短計之所得金額，處公司負責人百分之十之罰

鍰，但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最低不得少於新臺幣五萬元；逾期自動申報或填發者，

減半處罰。 

    經稅捐稽徵機關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公司未依限補報或填發者，按其應申報或短計之所

得金額，處公司負責人百分之十五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最低不得少於新

臺幣十萬元。 

 

 補充保費疑義解答(中央健保局提供) 

Q、 
105 年 1 月 1 日上路之新修正「產業創新條例」規定，公司員工取得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

於取得股票當年度按時價計算全年合計新台幣五百萬元總額內，其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所

得，得選擇全數延緩至取得年度次年起之第 5 年課徵所得稅，其中員工取得發給員工酬勞之股

票應如何扣取補充保險費？ 

 
A：一、公司辦理員工分紅配股之補充保險費按原作業方式扣取，並不受影響。  

   二、公司應於交付股票日按該股票之時價計算員工薪資所得，且該筆酬勞應列入全年之獎金 

       計算，如累計獎金逾當月投保金額 4 倍之部分，應依補充保險費率扣取補充保險費。  

   三、106 年 11 月 22 日公布修正「產業創新條例」規定，有關公司員工取得獎酬員工股份 

       基礎給付，所取得發給員工酬勞之股票，亦適用上開規範扣取補充保險費。 

 

※ 相關法規 

「產業創新條例」  

「產業創新條例緩課所得稅適用辦法」 

「產業創新條例施行細則」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4005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4005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4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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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會委託書徵求作業注意事項 

 

(一)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召開股東會，不論是否有選舉議案，委託書皆應

予以統計驗證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 13條之 1   
公司召開股東會，委託書於股東會開會前應經公司之股務代理機構或其他股務代理機構予以統

計驗證。但公司自辦股務者，得由公司自行辦理統計驗證事務。公司應將統計驗證機構載明於

股東會召集通知，變更時，公司應即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 

前項所稱驗證之內容如下： 

一、委託書是否為該公司印製。 

二、委託人是否簽名或蓋章。 

三、是否填具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之姓名，且其姓名是否正確。 

辦理第一項統計驗證事務應依法令及內部控制制度有關委託書統計驗證作業規定為之；前揭作

業規定，應依本會或本會指定之機構訂定之股務單位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有關委託書統計驗

證作業相關規定訂定之。 

本會或本會指定之機構得隨時檢查委託書統計驗證作業；公司或辦理統計驗證事務者，不得拒

絕。 

自辦股務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違反第三項規定，經本會命令糾正或處罰者，不得再自行或為該

違規情事所涉公司辦理股務事務。 

 

 

(二)股東會紀念品交付徵求人應注意事項 

(此為集保股務作業查核項目，請依規定辦理) 

節錄集保結算所「股務單位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之「公司交付紀念品予徵求人及收取紀念

品保證金作業程序」交付紀念品作業程序： 

（1）公司應參酌徵求人人數，以公正、公平、合理之原則計算分配紀念品數量予各徵求人。 

（2）公司收取股東會紀念品保證金後，應於徵求人將委託書徵求書面資料送達公司之規定期 

限最末日後 3 日內，且最遲於寄發股東會召集通知 2 日前，將紀念品交付各徵求人，並 

應於同日為之。 

（3）徵求人未於委託書徵求書面資料送達公司之規定期限最末日以前繳交紀念品保證金，或 

     未填具書面資料向公司請領紀念品者，公司應於收到徵求人繳交之保證金及請領紀念品書 

     面資料之日後 3 日內交付紀念品予徵求人。 

（4）徵求人親自領取紀念品者，公司應留存簽收紀錄，倘公司以配送方式交付紀念品時，應 

     依徵求人書面指定收取紀念品之地點交付，並留存配送紀錄。 

（5）徵求人於徵求取得委託書後再向公司請求交付紀念品時，應檢附徵得之委託書及其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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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送達公司或其股務代理機構，公司應於受理後 3 日內，依收取委託書之張數交付相同 

     數量之紀念品，且徵求人得以公司尚未返還之保證金，充抵後續請領紀念品之保證金。 

 

缺失事項案例： 

(1)公司未依公平原則交付股東會紀念品。 

a.徵求人將徵求資料送達公司後，向公司請領紀念品時，公司未依規定期限交付紀念品予徵求

人，且未同日交付予各徵求人；另只向部分徵求人收取紀念品保證金。 

b.公司未依徵求人人數公平分配股東會紀念品，而將大部分紀念品交付予特定徵求人。 

c.公司未依徵求人請領紀念品方式配送紀念品，且交付各徵求人之紀念品數量有顯著差異。 

 

(2)公司同時發兩種股東會紀念品。 

a.公司公告之股東會紀念品未發放完畢，即配送第二種紀念品予徵求人。 

b.公司對持股仟股以上及仟股以下股東分別發放不同種類紀念品。 

 

(3)以給付金錢或其他利益予股東，取得股東會委託書。 

 

 

(三)股東會委託書徵求人有關其持股應繼續持有一定期間之計算方式 
(委託書問答集第 5-6 題) 

●股東會委託書徵求人，應符合規定之資格條件始得擔任徵求人，有關其持股應

繼續持有一定期間之計算方式為何？ 

  答：1.計 算 持 有 期 間 之 推 算 時 點 ：  

（1）以 股 票 最 後 過 戶 日 為 起 日 往 前 推 算 ， 算 滿 六 個 月 或 一 年 以 上 。  

（2）持 有 股 票 之 時 點 ， 應 以 取 得 股 票 所 有 權 之 時 點 為 準 ， 如 為 集 中 交 易 市 場

買 賣 之 股 票 ， 係 以 完 成 交 割 之 日 為 準 ， 而 非 買 賣 成 交 日 。  

（3）因 私 人 間 讓 受 、 贈 與 或 繼 承 等 非 於 集 中 交 易 市 場 買 賣 而 取 得 之 股 票 ， 應

依 股 東 名 簿 記 載 為 準 。  

範例：某金控公司於 100 年 6 月 20 日召開股東常會，該次會議有改選董事

或監察人議案，其股票停止過戶期間為 100 年 4 月 22 日至 6 月 20 日，

100 年 4 月 21 日為最後過戶日，徵求人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委託書規則

所規定之股份期間之計算，應為 99 年 4 月 22 日至 100 年 4 月 21 日，

因集中交易市場買賣之股票採 T+2 日交割制度，故徵求人持股期間為

99 年 4 月 20 日前買進股票，繼續持有至 100 年 4 月 19 日仍未賣出，

即符合持有一年以上之期間。  

 

  2.有關繼續持有股份之認定： 

徵求人 繼 續 持 有 期 間 不 得 中 斷，其 持 股 期 間 均 應 繼 續 持 有 委 託 書 規 則 所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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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之 股 數，而 非 以 每 日 餘 額 計 算，如 徵 求 人 繼 續 持 有 之 期 間 內，於 某 日 先

賣 出 再 買 進 相 同 之 股 數，雖 買 賣 股 數 於 同 日 完 成 入、扣 帳，但 因 賣 出 部 分

已 先 扣 帳 ， 如 扣 除 賣 出 部 分 已 低 於 應 持 有 股 數 ， 則 應 視 為 中 斷 。  

  法令依據：「委託書規則」第 5 條、第 6 條規定。 

 

●股東會委託書徵求人或委託徵求之股東，依規定應持有公司之一定股數或持股

比例，且應符合一定持股期間，倘公司於股東會前一年度有現金增資認股、無

償配股等造成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變動時，應如何計算股東持股繼續持有六個

月或一年以上期間及其持股數？ 

答： 

1.依公司當年度股東會股票最後過戶日為起日往前推算，算滿六個月或一年以上期間。 

2.若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於前項期間有增減變動時，計算委託書徵求股東繼續持股比例，

應分別依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變動之時點為基礎，分段計算其最低持股數及持股比例，

比較其各階段最低持股及持股比例，取其最低者認定為繼續持有期間之持股數及持股比

例。 

範例：假設Ａ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30,000,000 股，該公司訂於民國 101 年 6 月 21

日召開股東常會，則股票最後過戶日為 101 年 4 月 22 日（往前推算六個月或

一年以上之日期分別為 100 年 10 月 23 日及 100 年 4 月 23 日）。 

1.A 公司發行股份變動如下： 

（1）100 年 8 月 8 日除權配發股票股利 10%及員工紅利轉增資 500,000 股，已發行

股份總數由 30,000,000 股增為 33,500,000 股。 

（2）100 年 9 月 30 日有可轉換公司債 600,000 股轉換為股份，已發行股份總數增

為 34,100,000 股。 

（3）100 年 12 月 31 日有員工認股權 400,000 股申請履約轉換為股份，已發行股份

總數增為 34,500,000 股。 

（4）101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買回庫藏股 4,500,000 股，並於 101 年 3 月 15

日註銷，已發行股份總數由 34,500,000 股減為 30,000,000 股。 

2.甲股東持股數及持股比例計算： 

甲股東於 100 年 4 月 23 持有 3,000,500 股，至 101 年 4 月 22 日 A 公司最後過

戶日時持有 3,300,550 股，其於此一年期間均未出讓、受讓股票，但遇 A 公司有

上述股份變動情事，依各階段計算甲股東繼續持有期間之持股比例如下： 

（1）100 年 4 月 23 日至 100 年 8 月 7 日（除權前），最低持股數為 3,000,500 股， 

     占當時已發行股份總數 30,000,000 股之 10%。 

（2）100 年 8 月 8 日(除權基準日)至 100 年 9 月 29 日（公司債轉換普通股基準日 

     前）最低持股數為 3,300,550 股，占當時已發行股份總數 33,500,000 股之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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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債轉換普通股基準日）至 100 年 12 月 30 日（員工認 

     股權履約轉換普通股基準日前）最低持股數為 3,300,550 股，占當時已發行股 

     份總數 34,100,000 股之 9.68%。 

（4）100 年 12 月 31 日（員工認股權履約轉換普通股基準日）至 101 年 3 月 14 日 

     (庫藏股註銷基準日前)，最低持股數為 3,300,550 股，占當時已發行股份總數 

     34,500,000 股之 9.57%。 

（5）101 年 3 月 15 日(庫藏股註銷基準日)至 101 年 4 月 22 日(101 年股東會最後 

     過戶日)，最低持股數為 3,300,550 股，占停止過戶時已發行股份總數 

     30,000,000 股之 11%。 

3.持股計算： 

（1）甲股東繼續持有Ａ公司股份六個月以上之持股數為 3,300,550 股、持股比例為 

     9.57%。 

（2）甲股東繼續持有Ａ公司股份一年以上之持股數為 3,300,550 股、持股比例為 

     9.57%。 

(計算表如下：) 

 

100.04.23~101.04.22 A 公司股東名簿記載資料 

戶號 1 
合計 發行總股數 

持股 

比率 戶名 甲股東 

停止過戶日持股數 3,300,550 3,300,500 30,000,000 11.00% 

除權前最低持股 

(100.04.23~100.8.7) 

3,000,500 3,000,500 30,000,000 10.00% 

除權基準日~100/09/29 最低持股 

(100.08.08~100.09.29) 

3,300,550 3,300,550 33,500,000 9.85% 

公司債轉換普通股基準日~100/12/30

最低持股 

(100.09.30~100.12.30) 

3,300,500 3,300,500 34,100,000 9.63% 

員工認股權履約基準日~101/3/14 最

低持股 

(100.12.31~101.03.14) 

3,300,500 3,300,500 34,500,000 9.57% 

庫藏股註銷基準日~101 年股東會最後

過戶日最低持股 

(101.03.15~101.4.22) 

3,300,500 3,300,500 30,000,000 11.00% 

法令依據：「委託書規則」第 5條、第 6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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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委託書規則所規定之「已發行股份總數」定義 
(委託書問答集第 27 題) 

●有關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 5 條及第 6 條規定之「已發行

股份總數」，是否應扣除無表決權股份？ 

答：依公司法第 180 條第 1 項規定，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

股份之總數。故有關委託書規則第 5 條及第 6 條所規定之「已發行股份總數」，應扣除公

司法第 157 條第 3 款無表決權之特別股及第 179 條第 2 項各款無表決權之股份數，以計

算股東是否符合徵求人或委託信託事業、股務代理機構擔任徵求人之持股數及持股比例。 

法令依據：「委託書規則」第 5 條及第 6 條、公司法第 157 條第 3 款、第 179 條第 2 項、

第 180 條第 1 項及本會 95 年 3 月 14 日金管證三字第 0950102811 號令。 

 
 

(五)委託書統計驗證事宜 

(委託書問答集第 72-76 題) 

●委託書統計驗證機構辦理統計驗證作業應於何時完成？ 

答：1.統計驗證機構應於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送達委託書之日起 5 日內（召開臨時會者於 3 日

內）完成統計驗證程序，並將驗證結果通知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 

2.所有統計驗證作業最遲應於股東會開會前 1 日前完成。 

 

●委託書統計驗證機構於確認驗證結果後，應如何處理？ 

答：1.驗證後之委託書應區分為合格件與不合格件，由驗證人員於委託書上加蓋其章戳，惟合

格之委託書得以不超過 100 張為單位，並於足以表彰每單位明細內容之表單加蓋驗證人

員章戳替代，並應按日建檔管理。 

2.驗證合格之委託書應於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送達之日起 5 日內（召開臨時會者於 3 日內）

編製明細表送交公司或其股務代理機構；該明細表如以電腦媒體儲存方式交付，該媒體

資料應具有僅可讀取不可複寫之功能，內容並應與當次送交委託書之股東戶號、戶名、

股數及總張數等資料相同，且雙方應留存書面之簽收記錄。 

3.統計驗證之結果應就每一徵求人或受 3 人以上 30 人以下股東委託之受託代理人作成書

面紀錄一式三份，其內容包含公司名稱、合格件之張數、股數，並應於股東會開會前 1

日前由統計驗證機構承辦人及主管簽章後，一份送交公司或其股務代理機構、一份通知

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並留存通知之紀錄，另一份由統計驗證機構自行留存備查。 

4.經驗證屬不合格之委託書應裝訂成冊備供查閱，不予退還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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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統計驗證機構對於委託書之驗證方式及驗證內容為何?  

答：委託書驗證採書面形式審核，並僅就下列形式內容予以驗證，至實質內容仍須由司法機關

予以認定： 

1.委託書是否為該公司印製。 

2.委託人是否簽名或蓋章。 

3.是否填具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之姓名，且其姓名是否正確。 

法令依據：「委託書規則」第 13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 

 

●委託書統計驗證機構驗證委託書時，可否以委託人未於委託書上加蓋原留印鑑

為由，將該委託書剔除並列為不合格件？ 

答：委託書統計驗證應驗證之內容係依委託書規則第 13 條之 1 第 2 項之規定如下：(一)委託書

是否為該公司印製(二)委託人是否簽名或蓋章(三)是否填具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之姓名，且

其姓名是否正確。據此，股東如已依前揭規定於委託書上簽名或蓋章，驗證單位不得以委

託人未加蓋原留印鑑為由逕予剔除。 

法令依據：委託書規則第 13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 

 

●甲公司之股務係委託乙股務代理機構辦理，甲公司股東會因有董事或監察人選

舉議案，甲公司可否僅將統計驗證事務收回自辦，至於其他股務事項仍由乙股

務代理機構辦理?  

答：甲公司股務既已委託乙股務代理機構代辦，不得僅將委託書統計驗證事務收回自辦。 

法令依據：「委託書規則」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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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投票相關規範 

 法令依據： 

公司法第177條之1（表決權行使方式） 

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但證券主管機關應視公司規模、股東人數與結構及

其他必要情況，命其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

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公司應採電子投票之適用範圍： 

自105年起初次掛牌上市(櫃)之公司，應於其章程將電子方式列為股東

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 

 

自 107 年起上市（櫃）公司股東會強制實施電子投票。 

(106/1/18金管證交字第1060000381號，自107年起生效) 

一、 依據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上市（櫃）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將電子方 

     式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 

二、 本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生效；本會一百零三年十一月十二日金管證交字第一 

     ○三○○四四三三三號令，自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廢止。 

 

 

公司法第177之2（意思表示）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

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

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

表決權為準。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

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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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權行使效力  委託書  >  電子投票  > 現場親自出席 

 

 注意事項： 

一、集保結算所股東會電子平台採一次簽約逐次申請使用及付費。 

二、公司股東會採用電子投票，於「開會通知書」揭露電子投票相關資訊時，請以顯著字體標

示通知股東使用方法。(同時於召開股東會公告中說明) 

三、集保結算所建置之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 「股東 e票通」 

    網址：www.stockvote.com.tw 

四、為提升投票便利性，集保結算所提供行動化電子投票服務「電子投票 APP」，讓股東除可

在電腦上進行電子投票外，也可於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等行動裝置進行電子投票。 

 

 分割投票之公司法修正重點與子法訂定 

 

公司法第 181 條 （分別行使表決權）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其代表人不限於一人。但其表決權之行使，仍以其所持有之股份綜合計

算。 

前項之代表人有二人以上時，其代表人行使表決權應共同為之。 

公開發行公司之股東係為他人持有股份時，股東得主張分別行使表決權。 

前項分別行使表決權之資格條件、適用範圍行使方式、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證

券主管機關定之。 

 

公開發行公司股東分別行使表決權作業及遵行事項第 3條  

(分割申請之資格) 

依本辦法主張分別行使表決權之股東，係指為二人以上持有股份，並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一、依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規定投資國內證券之各類基金，依當地政府法令及契約

或公司章程規定，得依各實質投資人之指示分別行使表決權者，或因投資策略委請二人以

上外部經理人操作、授權外部經理人代為行使表決權且經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完

成交易帳戶登記者。 

http://www.stockvo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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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規定投資國內證券之國外金融機構，依當地政府法令及

契約規定得以其名義受託投資，並依各實質投資人之指示分別行使表決權者。 

三、海外存託憑證之存託機構，依當地政府法令及存託契約規定得依各存託憑證持有人之指示

分別行使表決權者。 

 

分割投票作業重點： 

符合分割投票資格者須事先提出申請。 

外資分割申請作業程序： 

１．保管銀行須先洽外資取得符合相關資格之聲明書。 

２．保管銀行以代理人身分，替外資向各該投資之公司申請。 

第 1 次分割投票之股東會 5 日前申請，以後各年無須重複申請。 

以後各年度新增的投資標的，則要以該年的聲明書來申請分割，以此類推 

３．經股務單位審核符合相關規定後於股東名簿註記，通知電子投票平台，俾供投票。 

４．不符合規定者，股務單位應於股東(保管銀行)提出申請之 2 日內通知申請方不符原因，並

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至遲於股東會 2 日前退回其申請。 

 



 

 
129 

 

 集保電子投票平台架構 

 

 
 

 

  集保電子投票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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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採用電子投票之優點及股東會需注意事項： 

 優點 

 對不願委託出席之股東提供行使表決權之管道，提高股東會出席率。 

 公司可即時掌握投票過程及議案表決情形。 

 提高外資股東投票率及出席率。 

 提高公司治理評價，尤為外資股東所重視。 

＊鑑於外資股東投票率及出席率提高，國際機構持股人意見之表達日後將漸形重 

要，有關國際機構持股人行使表決權方式簡述如下： 

1.「國際機構持股人」透過「全球投票平台」指示國內保管銀行至「集保公司電子投票平台」

行使表決權及選舉權。故實際針對議案投票意見表達者為外國專業機構投資人。 

2.國際機構持股人之投票考量，係參卓ISS、Glass Lewis等投票顧問機構出具之投票綱領報告。 

3.ISS及Glass Lewis等「投票顧問機構」之投票綱領報告為前一年度第四季發佈；且在股東會當 

  年度投票截止日前 7 天再依每家發行公司議事手冊上所列各議案出具投票建議。 

4.股東會議案中若有:(1)私募有價證券(2)增資發行新股(3)發行限制型員工權利新股(4)減資(5) 

  分割(6)解除董事競業禁止等議案，通常投票顧問機構會持反對意見。5.綜上，為能獲國際機

構持股人支持各項議案，事前掌握其投票意向極為重要，故能越早與國際機構持股人溝通各

議案之內容及投票意向較能確保股東會議案安全通過並能穩定公司經營權。國際上能提供國

際機構持股人相關數據之機構有Ipreo、AA等。 

 

 股東會需注意事項 

 配合集保電子投票平台編排股東會議程及案由。(議案順序；報告事項、承認事項、討論事

項、選舉事項、其他議案、臨時動議) 

 若股東以電子投票方式行使反對意見，則需逐案進行表決，投票表決時應將現場投票加計

電子投票合併計算，因此股東會會議時間將會延長。 

 增加公司成本。 

 採電子投票股東，針對「臨時動議」及「修正案」皆以棄權處理，可能使議案無法順利通

過，故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若股東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且未撤銷意思表示者，股東會當日該股東仍可出席股東會

，且可現場提出臨時動議，該股東就現場提出之臨時動議，得行使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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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採電子投票之公司，其董監事之選舉方式宜採用候選人提名制，故需配合修訂「公司

章程」。 

 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將股東以電子方式出席之股數彙整編造統計表，並於股東會開會場

所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有發放股東會紀念品者，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揭露採電子投票股東，其股東會紀念

品領取時間及方式。且配合股務單位內控修正，紀念品領取時間至少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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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子

投

票 

開 

始 

日 

電

子

投

票

及

撤

銷

截

止

日 

會召 

場開 

揭股 

露東 

電會 

子 

投 

票 

資 

料 

使

用

平

台

截

止

日 

7 日前 投票日起 

前 60 日 45 日前 30 日前 29 日前 2 日前 當日 

會後 30 日內 

發股 

行務 

公代 

司理 

或機 

其構 

電

子

投

票 

開 

始 

日 

電

子

投

票

及

撤

銷

截

止

日 

股業 

東機 

或構 

其法  

專人  

集保結算所股東會電子平台時程 

(以公開發行公司股東常會為例) 

會後一年內 

一

般

股

東

查

詢

股

東

會

表

決

權

行

使

情

形

末

日 

專

業

機

構

法

人

列

印

投

票

紀

錄

末

日 

 

會後 90 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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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集保結算所電子平台操作步驟 

1. 發行公司需與集保結算所簽約。(可提早進行，採一次簽約逐次申請使用)  

2. 發行公司或其股代須於當次股東會投票起始日7日前，以其指定使用於電子投票平台之電子

憑證，將股東會日期、電子投票期間及議案案由等相關資料輸入電子投票平台。(於投票7

日前維護，至遲需於投票起始日4日前完成) 

   (1)於股東會參數建置股東會基本資料(股東會日期、電子投票期間)及董監事候選人選舉方式

(提名/非提名)及名額 

(2)經主管覆核後，才可新增議案案由、董監事候選人名單 

(3)建置報告事項、承認事項、討論事項及選舉事項、其他議案等議案資料 

(4)報告事項議案註記預設為「不表決」，承認事項及討論事項議案註記預設為「要表決」， 

  選舉事項提供「董事選舉、監察人選舉、董監事選舉」 (議案屬「要表決」及「要選舉」  

  者，須於平台自訂議案流水號，流水號自1開始續編) 

(5)主管進行覆核作業 

3. 股務代理機構製作股東投票名冊媒體，須透過平台加密程式製作成媒體，上傳集保結算所，

上傳後集保將以e-mail通知股務代理主管進行覆核作業。 

4. 上傳名冊次日起股務單位始可輸入董監事候選人名單，並經主管完成覆核確認及上傳候選人 

   經歷檔案。 

5. 發行公司及股務代理機構每日可查詢表決/撤銷投票結果(含明細表及彙總表)。 

6. 投票迄日下載表決結果(印有集保字樣浮水印之書面報表以代替實體表決票)。 

7. 股務代理機構應將股東以電子方式出席之股數彙總編造統計表，並於股東會開會場所為明確  

  之揭示。 

8. 電子投票結果將不印製實體表決票，股東會投票表決時應將現場票加計電子投票(以書面代 

替)，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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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保結算所「股東 e 票通」Q&A 摘錄 
 

Q、何謂「電子投票」？ 

答：現行股東出席公司股東會得親自出席或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表決權，所謂「電子投票」依

公司法規定，係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且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Q、股東使用「股東 e 票通」電子投票與出席開會現場行使表決權，二者權利義 

務有何不同？ 

答：依公司法第 177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

會。基此，二者權利義務相同。 

 

Q、股東使用電子投票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如何行使表決 

權？ 

答：依公司法第 177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就該次股東會之臨

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惟依經濟部函釋，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未撤銷

意思表示者，仍可出席股東會，且可現場提出臨時動議，就現場提出之臨時動議，得行使

表決權，但就原議案不得提修正案，亦不可再行使表決權。 

 

Q、股東登入「股東 e 票通」行使表決權後，仍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時，其表決權以何者為準？ 

答：依公司法第 177 條之 2 第 3 項規定，股東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

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Q、如何登入「股東 e 票通」進行電子投票？ 

答：個人或法人股東具備「股東 e 票通」公告得使用之 CA 憑證，即可登入。 

 

Q、股東除透過電腦系統使用「股東 e 票通」外，還有其他工具嗎？ 

答：自 104 年 4 月起本公司提供「股東會行動投票 APP」，股東可透過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

等行動裝置進行股東會電子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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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股東登入「股東e票通」使用之CA憑證種類有哪些？ 

答： 

     憑證種類 

使用者身分 

證券商
網路下
單憑證 

證券暨
期貨共
用憑證 

網路銀
行憑證 

自然人
憑證 

工商 
憑證 

政府 
憑證 

自然人股東       

法人股東       

保銀/投信/ 
自營商       

發行公司/ 
股務代理       

政府基金       

 

 

Q、股東如何取得更多該次股東會議事資料，作為採用「股東 e票通」行使表決

權之參考？ 

答：「股東 e 票通」提供與公開資訊觀測站（mops.twse.com.tw）間之網站連結服務，股東可

經由該網站，取得更多相關議事資料。 

 

Q、股東登入「股東 e 票通」進行電子投票其起迄期間為何？每日投票時間為何？ 

答： 

(1)電子投票之起迄期間，請參閱各公司股東會開會通知書，或登入平台首頁點選「參加發行公

司」即可。 

(2)股東登入「股東 e 票通」進行電子投票之起迄時間，為每日自 7：00 至 24：00 止。 

 

Q、股東已於「股東 e 票通」進行電子投票，欲修改投票內容，應如何辦理？ 

答：股東於投票期間內，均可登入「股東 e 票通」，點選「修改」選項修正投票內容。 

 

Q、股東已於「股東 e 票通」進行電子投票，欲撤銷投票應如何辦理？ 

答：股東可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登入「股東 e 票通」，點選「撤銷」選項撤銷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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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股東已於「股東 e 票通」進行電子投票，可否於股東會現場撤銷電子投票？ 

答：否。依公司法第 177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股東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

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故股東不得於股東會現場撤銷。 

 

Q、股東已於「股東 e 票通」進行電子投票，可否以書面通知公司撤銷電子投票？ 

答：否。依公司法第 177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股東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

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故股東不得以書面通知公司撤銷電子投票。 

 

Q、公司採用「股東 e 票通」股東會議案編排，有無標準化程序? 

答：為利股東進行電子投票，公司股東會議程請依「一、報告事項 二、承認事項 三、討論事

項 四、選舉事項 五、臨時動議」的程序編排。 

 

Q、公司採用「股東 e 票通」進行電子投票，「股東會議事規則」是否須配合修正？ 

答：公司之股東會議事規則雖未修訂，惟因公司法第 177 條之 1 已明定，公司即得依法採用。 

 

Q、公司採「股東 e 票通」時是否須通知股東？ 

答：公司除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外，應將電子投票行使方法載明於開會召集通知，以顯著字

體標示通知股東。 

 

Q、股東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 2 日前送達公司， 

欲撤銷者亦應於股東會開會 2日前撤銷，則該「2 日前」是否為訓示規定？ 

答： 

（1）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 2 日前送達公司。依

經濟部函釋，該 2 日期限雖屬訓示規定，但在實務運作上，不應對股東選擇性差別適用，

如公司決定對於股東在股東會開會前 2 日或 1 日送達之意思表示予以受理時，則對全體

股東應一體適用。 

（2）依公司法第 177 條之 2 規定，行使或撤銷電子投票之期限為股東會 2 日前為之，該撤

銷之意思表示倘未遵守「2 日前」規定，即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故非

屬訓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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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電子平台股東會開會通知公告範例 

 

貴股東鈞鑒： 

一、本公司訂於中華民國一○八年○月○○日(星期○○)上午九時整，假○○ 

○○○○○○，召開一○八年股東常會，會議事項如下： 

(一)報告事項： 

(1)一○七年度營業報告。 

(2)一○七年度監察人/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 。 

(3)一○七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4)………… 報告。 

(二)承認事項： 

(1) 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2) 一○七年度盈餘分派案。 

 (三)討論事項： 

(1)本公司一○七年度盈餘/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2)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3)修訂本公司「…………處理程序」部份條文案。 

(4)修訂本公司「…………作業程序」部份條文案。 

(5)討論………… 案。 

(四)選舉事項：董監事選舉案。 

(五)其他議案：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六)臨時動議。 

二、…………………………………………………。 

三、本次股東會股東得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行使期間為：自 108年○月○ 

○日至 108 年○月○○日止，請逕登入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 e票通」【網址：https:// www.stockvote.com.tw】，依相關說 

明投票。 

四、……………………。 

 

此 致 

貴股東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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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電子平台股東會司儀報告範例 

                            股份有限公司 

        年股東常會  

出席股數報告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扣除公司法第一七九條規定無表決權之股數後）

為：○億○仟○佰○拾○萬○仟○佰○拾○股，按公司法第一七四條規定，

股東會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即○億○仟○佰○

拾○萬○仟○佰○拾○股。 

 截至目前為止出席股東股份總數為：○億○仟○佰○拾○萬○仟○佰○拾○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億○仟○佰○拾○萬○仟○佰○拾

○股)，逾已發行股份總數二分之一，依法請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各位股東，本人宣佈○年股東常會正式開始。 

 

 

 使用電子平台股東會表決結果報告範例 
 

司儀：討論案第○案 

案由：………… 

【表決結果】 

本案經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權票決後， 

贊成：○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權）佔出席總權數○○.○％ 

反對：○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權） 

無效票： ○權 

棄權及未投票：○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權） 

請主席宣佈表決結果。 

 

主席：本案經出席股東票決後，照案通過(或未通過)。 

 

【備註：依公司法第 197條之 1 第 2項規定：「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董事以 

        股份設定質權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其 

        超過之股份不得行使表決權，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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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臨時動議第○案  

案由：………… 

 

【表決結果】 

本案經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權票決後， 

贊成：○權，佔出席總權數○○.○％ 

反對：○權， 

無效票： ○權 

棄權及未投票：○權 

 

主席：本案經出席股東票決後，照案通過(或未通過)。 

 

【備註：棄權數，係依公司法第 177條之 1 第 2項但書規定，以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之股東，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視為棄權。】 

 
 
 使用電子平台股東會議事錄範例 

 

狀況一：主席徵詢股東會現場出席股東後，須進行票決程序 

決議：經票決結果，贊成○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權），反對○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權），無效票○權，棄權及未投票○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

案通過。 

 

狀況二：臨時動議時，須進行表決程序 

決議：經票決結果，贊成○權，反對○權，無效票○權，棄權及未投票○權。贊

成（或反對）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或未通過）。 

 

狀況三：提原議案之修正時，須進行表決程序 

決議：經票決結果，成○權，反對○權，無效票○權，棄權及未投票○權。贊成

（或反對）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或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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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上櫃(興櫃)公司股東常會相關之資訊申報時程 
 

申報期限 申 報 內 容 路    徑 

每年第 2 個營

業日 9:00 起至

3 月 15 日止 

股東常會開會日期事前登

記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召開

股東會日期事前登記作業)，辦理有關股東常會

開會日期事前登記 

(上市櫃/興櫃公司適用) 

股東會召集通

知或公告 15

日前 

第一上市公司有修正公司

章程、組織文件或重要財務

業務文件內有關股東權益

保護之重要事項者 

第一上市公司應依交易所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

則第 28 條之 7 規定，將交易所所指定有關股東

權益保護之重要事項增訂於公司之章程、組織

文件或重要財務業務文件，如有修正章程、組

織文件或重要財務業務文件內有關股東權益保

護之重要事項者，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或公告

十五日前將修正草案併同律師評估意見檢送交

易所。 

寄發股東會 

召集通知 15

日前 

第一上櫃公司有修正公司

章程、組織文件內有關股東

權益保護之重要事項者 

第一上櫃公司修正公司章程或組織文件，致有 

影響櫃買中心外國有價證券櫃檯買賣審查準則

第4條第1 項第13 款規定應於公司章程或組織

文件增訂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者，應於寄發股

東會召集通知十五日前將修正草案併同律師評

估意見檢送櫃買中心備查。 

股東會次日開

盤 2 小時前 

(興櫃為 1 小時

前) 

董事會決議股東會召開日

期及擬股利分派情形等 

1.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重

大訊息申報作業/重大訊息申報作業)做重大

訊息公告。 

2.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se.com.tw/財務

分析資料及股利分派情形、股本形成經過申

報作業/股利分派情形)點選董事會通過擬議

者 適 用 ， 並 轉 重 大 訊 息 公 告 

(sii.twse.com.tw/重大訊息申報作業  /重大

訊息申報作業)。 

董事會決議或

年度財務報告

公告後 2 日內

申報 

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

勞之資訊 

 

1.應於董事會決議後 2 日內申報；若公司未獲 

  利或獲利扣除累積虧損無餘額可分派，未經 

  董事會決議者，應於董事會通過年度財務報 

  告後 2 日內申報；若與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 

  額有差異者，應於董事會決議或年度財務報 

  告公告後 2 日內申報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 

  形。 

2.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

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申報作業)。 

董事會決議當 董事會決議私募有價證券 輸入 sii.twse.com.tw/重大訊息申報作業/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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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或次日開盤

2 小  時前 

(興櫃為 1 小時

前) 

(無者免申報) 

 

訊息申報作業。 

董事會決議日

起二日內 

 

輸入 sii.twse.com.tw/私募有價證券申報作業/

董事會決議日起兩日內應申報相關資訊。 

註：於股東會開會通知寄發後洽定應募人者，

應於洽定日起二日內將上開應募人資訊補行輸

入。 

T-72  

預定停止股票

過戶開始日期

至少 12 個營

業日前 

(但有公告敘

明原因者，得

於股東會開會

日至少 40 日

前就發放股

息、紅利之金

額及權利分配

之內容補行公

告。) 

有關開會日期及事由之公

告 

(內容包含受理提案之受理

期間、審查準則及作業流程) 

1.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各

項公告申報作業/召開股東常會公告)，做有關

開會日期及事由之公告。 

2.將董事會議事錄乙份以附加檔案上傳。 

3.有公司法第 173 條第四項情事者，須同時以

附加檔案上傳地方主管機關之許可文件乙份。 

4.其他應上傳之附件檔案資料乙份。 

T-72  

預定停止股票

過戶開始日期

至少 12 個營

業日前 

轉（交）換公司債附認股權

公司債停止轉換交換或認

購期間 

 

公司債(CB)公告事宜(http:// sii.twse.com.tw)/

各項公告申報作業/轉(交)換及附認股權公司債

各項公告申報/轉(交)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

債停止轉(交)換或認購公告)辦理公告，並上傳

相關文件(例如：董事會議記錄、主管機關核准

增資之函文)檔案。 

 

T-72 

停止過戶至少

12 個營業日

前 

選舉採提名制之受理提名

公告 

(內容包含受理期間、審查準

則及作業流程) 

於「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se.com.tw/採候選

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東

提案之申報作業/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相

關公告/受理提名公告)，輸入相關資料 

 

T-55 公告股東會紀念品保證金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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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常會開會

55 日前 

收取事宜、紀念品交付及股

東領取紀念品發放原則事

宜 

公告申報作業/召開股東常會公告)，做股東會紀

念品保證金收取及紀念品交付事宜公告。 

受理期間截止

日後 2 日內 

公告股東提案內容 公告提案內容，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無股東提案者仍須申報) 

(1)sii.twse.com.tw/非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申

報/股東會基本資料輸入/是否有股東依公司

法第 172 條之 1 或依公司註冊地國法令及公

司章程之相關規定行使提案權。勾選「是」

者，須進行下一步驟，若無股東提案勾選「否」

者，無須進行下一步驟。 

(2)sii.twse.com.tw/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 

  監事及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作 

  業(僅上市/櫃/興櫃適用)/召開股東常會受 

  理股東提案之申報作業/受理提案內容。 

受理期間截止

日後 2 日內 

選舉採提名制之被提名人

公告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se.com.tw/採候

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

東提案之申報作業/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

及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作業/被提

名人名單)，輸入相關資料 

董事會決議後

2 日內或股東

常會開會 40

日前，以上開

日期孰前者為

準 

選舉採提名制之候選人名

單公告 

 

於「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se.com.tw/採候選

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東

提案之申報作業/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相

關公告/候選人名單)，輸入相關資料： 

A.新增「董事會審查結果」「被提名人未列入候

選人名單之理由」「未列入候選人名單之具體

原因」，若董事會審查後不列入候選人名單，

須勾選理由並說明具體原因。 

B.「提名人」及「提名人持股比例(%)」欄位僅

供本公司內部使用並未對外揭露，惟因公告

後資料無法修改，請務必確認資料正確性。 

董事會決議後

2 日內或股東

常會開會 30

日前，以上開

日期孰前者為

公告股東提案審查結果 

(有股東提案者) 
於「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se.com.tw/採候選

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東

提案之申報作業/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之

申報作業/提案審查結果內容)，輸入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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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T-30 

股東常會開會

30 日前 

申報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

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

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監

察人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

由及說明資料之電子檔案 

1.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 

  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事項 

  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之電子檔案上 

傳。 

2.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se.com.tw/非格

式化檔案電子資料申報/股東會相關資料申

報) 

(第一上市公司依其註冊地國法令規定，無法於 

股東常會開會 30 日前發送召集通知書者，至遲 

應於 21 日前通知各股東) 

T-30 

股東常會開會

30 日前 

徵求人徵求資料彙總表冊

上傳至證基會 

 

證基會網址（efile.sfi.org.tw） 

如採報紙公告則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公告之時 

間及報紙種類。 

T-21 

股 東 會 開 會

21 日 前 上 傳

電子檔。 

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

充資料上傳。 

(若股東會年報為會議補充

資料亦應同時一併上傳) 

股東常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上傳

(sii.twse.com.tw/非格式化檔案電子 

資料申報/股東會相關資料申報) 

 (第一上市公司依其註冊地國法令規定，無法於

股東常會開會 30 日前發送召集通知書者，至遲

應於 21 日前通知各股東) 

T-7 

股東常會召開

日 7 日前 

 

 

年報、年報前十大股東相互

間關係表 

1.上傳股東會年報。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非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申報/

股東會相關資料申報)。 

2.年報前十大股東相互間關係表。輸入「公開資

訊觀測站」(若前十大股東相戶間非關係人、

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仍應申報)。 

  (1) sii.twse.com.tw/非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

申報/股東會基本資料輸入/持股比例占

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是否為財務會

計準則公報第六號關係人或為配偶、二

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選擇「否」者無

須進行下一步驟 

  (2) sii.twse.com.tw/非格式化檔案電子資料

申報/股東會相關資料申報/上傳「年報前

十大股東相戶間關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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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興櫃公司免。 

T-2 

股東常會召開

前 2 個營業日 

僑外投資持股情形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僑

外投資持股情形申報作業） 

T 將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徵
得或受託之股數彙總表上
傳至證基會 

上傳至證基會（efile.sfi.org.tw）並於會場明確

揭示。 

T 或 T+1 

股東會次日開

盤 2 小時前 

(興櫃為 1 小時

前) 

股東會決議重大訊息 1.符合「股東會或臨時股東會重要決議事項」情

事發佈重大訊息。若有 14 款「董事會決議發放

股利或股利分派經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有所變

動者。」情事應再發佈重大訊息。 

2.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重

大訊息申報作業/重大訊息申報作業)做重大訊

息公告。 

T 或 T+1 

股東會次日開

盤 2 小時前 

(興櫃為 1 小時

前) 

公告設置或廢止功能性委

員會 

(設置審計委員會)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重大
訊息申報作業/重大訊息申報作業)做重大訊息
公告。 

 

T 或 T+1 

股東會次日開

盤 2 小時前 

(興櫃為 1 小時

前) 

董事長、總經理、法人董事

監察人及其代表人、獨立董

事、自然人董事監察人發生

變動或三分之一以上董事

發生變動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重大
訊息申報作業/重大訊息申報作業)做重大訊息
公告。 

 

T+1 

股東會後 1 日 

股東會確認後1日內將現金

股利、盈餘配股及公積配股

等股利分派情形申報。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財 

務分析資料及股利分派情形、股本形成經過申 

報作業/股利分派情形)。（未分派者請將上述股 

利分派情形申報分派數為 0）。 

T+2 

選舉後 2 日內 

選舉後2日內輸入依公司法

第 192條之 1 第 7項及第

216條之 1規定提名董監事

(含獨立董事)當選情形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採 

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會受理 

股東提案之申報作業/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 

事相關公告/當選情形) 興櫃免 

T+2 

股東會後 2 日

內 

公告股東會議案決議情形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各項

公告申報作業/股東會議案決議情形申報作業(

僅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適用) 

.  

T+2 

股東會後 2 日

內 

公告股東提案決議情形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採候

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會受理股

東提案之申報作業(僅上市/櫃/興櫃適用)/召開

http://siis.twse.com.tw/server-java/t150sa06?step=0&id=L399000&key=owZaIWYkAbNwbVTDM5OTAwMDoxMjk0NzE4MDg0MTIx&TYPEK=sii
http://siis.twse.com.tw/server-java/t150sa06?step=0&id=L399000&key=owZaIWYkAbNwbVTDM5OTAwMDoxMjk0NzE4MDg0MTIx&TYPEK=s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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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作業/決議情形) 

T+2 

內部人新就

（解）任 

事實發生後 2

日內 

董監事、經理人及持股超過

10%股東（以下簡稱內部

人）及其關係人新就（解）

任時，應於事實發生後 2 日

內申報新就（解）任資料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s.tse.com.tw/內部

人事後申報作業/內部人新就、解任即時申報作

業) 

T+2 

變動後 2 日內 

公告功能性委員會成員委

(選)任及異動 

(審計委員或薪酬委員)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公
司治理資訊之揭露辦理情形申報作業/設定功能
性委員會及組織成員或訂定公司治理之相關規
程規則)  
 

改選董、監事

於新任董、監

事就任之日起

10日內 

申報董、監事聲明書等 上市 

上網下載（http://www.twse.com.tw／點選「上

市公司」/點選「上市公司文件下載」／點選1.

「董監事法規宣導手冊」、2.「聲明書--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3.「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監

察人與大股東應行注意之證券市場規範事

項」、4.「獨立董事法規宣導手冊」及5.「獨立

董事（選任時）聲明書參考範例」等）資料交

付新選任之董、監事(含改選後續任之董、監事)

並簽收。上市公司應於董、監事就任之日起5日

內，洽新選任之董、監事(含改選後續任之董、

監事)完成簽署，並應於10日內將簽收情形及聲

明書影本（包含獨立董事（選任時）聲明書）

函送本公司，惟如有正當理由報經本公司同意

者，得延長報備期限至就任之日起15日內；上

市公司若設置獨立董事，應一併檢送「獨立董

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公司填寫）。 

註：獨立董事需簽署「獨立董事（選任時）聲

明書」，無需填具「聲明書--董事」。 

第一上市公司應儘速申報「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twse.com.tw/第一、第二上市公司董事異

動即時維護申報)。 

上/興櫃 

1.上網下載（http://www.gretai.org.tw／點選 

上/興櫃公司/內部人股權專區/上市櫃董監事

宣導資料、上市櫃董監事手冊、上(興)櫃公司

董監事聲明書）等資料交付新選任之董、監

事，並將簽收情形影本函送本中心。上櫃公

司應於董、監事就任之日起 5 日內，洽新選

任之董、監事(含改選後續任之董、監事)完成

簽署，並應於 10 日內將簽收情形及聲明書影

本函送本中心，惟如有正當理由報經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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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者，得延長報備期限至就任之日起 15 日

內。 

上櫃公司若設置獨立董事，應一併檢送「獨

立董事（選任時）資格條件檢查表」（公司填

寫）。 

  另獨立董事聲明書於就任之日起一個月內將

影本函送櫃買中心。 

  註：獨立董事需簽署「聲明書--董事」及「獨

立董事聲明書」兩種聲明書。 

   

2.上網下載（http://www.gtetai.org.tw／點選 

上/興櫃公司/文件下載/申請表格/上櫃公司

董事、監察人及總經理未有違反 誠信原則行

為聲明書），上櫃公司應洽新選任之董、監

事簽署，將其影本併同前項內部人聲明書影

本等資料函送櫃買中心備查。 

T+20 

股東會後 20

日內 

股東會後應申報資料 
(年報、議事錄、股權分散表
等) 

1. 股東會年報一份份抄送TSE、OTC 

   (上(興)櫃公司含年報自行檢查表)  

2.股東會議事錄免送TSE、OTC及證基會，需輸

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se.com.tw/非格

式化檔案電子資料申報/股東會相關資料申

報)。若「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及「資

金貸與他人或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有訂定或

修正應一併輸入前開網址。 

3.股東會股權分散表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tse.com.tw/股權分散表申報作業)。 

第3項興櫃免 

T+20 

股東會後 20

日內 

股東會會後申報內部人具
配偶或二等親資料 

1.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se.com.tw/ 內

部人具配偶或二等親及十大進銷客戶資料申

報作業。  

2.遇董事、監察人、總經理及財務會計主管之關

係人資料異動時，應於二日內申報。 

上/興櫃免 

會議召開後次

月15日前申報 

功能性委員(如薪資報酬委
員會等)會運作情形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sii.twse.com.tw/公司

治理資訊之揭露辦理情形申報作業/功能性委員

會運作情形申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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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股東會議案分類(請依實際狀況提報) 
 

事項 
 

案      由 
 

說      明 
董事會 

決議 

方式 

股東會

決議 

方式 

(一) 

報 

 

告 

 

事 

 

項 

 

一、前一年度營業報告 

(股東常會必要議案) 

「公司法」第 20、228 條 

「商業會計法」第 66 條 

普通 

決議 

報告 

二、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審查 

    前一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股東常會必要議案) 

「公司法」第 219、228

條 

「證券交易法」第 14-4

條、14-5 條 

不適用 報告 

三、前一年度分派員工酬勞及 

    董監事酬勞數額報告 

   (股東常會必要議案-有分配者) 

「公司法」第 235-1 條 特別 

決議  

報告 

四、合併事項報告 

※存續公司得於合併後第一次股東  會

為合併事項之報告                  

「公司法」第 318 條 

「企業併購法」第 26 條 

特別 

決議 

報告 

五、庫藏股買回執行情形報告      
※於買回後最近一次股東會報告 

「證券交易法」第 28-2

條 

「上市、上櫃公司買回

本公司股份辦法」 

庫藏股問答集第 63-1 條 

特別 

決議 

報告 

六、募集公司債原因及有關事 
    項報告 

「公司法」第 246 條 特別 

決議 

報告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9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J0080096&Hit=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5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51
http://www.sfb.gov.tw/ch/home.jsp?id=30&parentpath=0,6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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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報告 

※於募集後最近一次股東會報告 

「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

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

第 5 條 

報告內容如下： 

私募有價證券之日期與

數額、價格訂定之依據及

合理性、特定人選擇之方

式、辦理私募之必要理

由、私募對象、資格條

件、認購數量、與公司關

係、參與公司經營情形、

實際認股(或轉換)價格、

實際認股(或轉換)價格與

參考價格差異、辦理私募

對股東權益影響、自股款

或價款收足後迄資金運

用計畫完成,私募有價證

券之資金運用情形、計畫

執行進度及計畫效益顯

現情形。 

普通 

決議 

報告 

八、公司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 

    之一 

※於最近一次股東會報告 

「公司法」第 211 條第 1

項 

普通 

決議 

報告 

九、訂(修)定『董事會議事規則 

    (範)』報告 

※原訂規則有「訂定及修正應經本公司董

事會同意，並提股東會報告」條文者 

 

「證券交易法」第 26-3

條 

「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

議事辦法」 

「○○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會議事規範」參考範

例 

普通 

決議 

報告 

十、訂(修)定『買回股份轉讓員 
    工辦法』 

「證券交易法」第 28-2

條 

「上市、上櫃公司買回

本公司股份辦法」 

庫藏股問答集 

特別 

決議 

報告 

十一、修訂『員工認股權憑證辦 
      法』報告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

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57

條 

特別 

決議 

報告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193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193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197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197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300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300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300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5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51
http://www.sfb.gov.tw/ch/home.jsp?id=30&parentpath=0,6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25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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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價值經評估結果均較交易 
      價格為低者，其處理情形 

報告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17 條 

普通 

決議 

報告 

十三、股東提案未列入議案說明 

       

「公司法」第 172-1 條 普通 

決議 

報告 

十四、訂(修)定「道德行為準則」         
(上市、上櫃公司) 

上市上櫃公司訂定道德

行為準則參考範例 

普通 

決議 

報告 

 

十五、訂(修)定「誠信經營守 則」、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
為指南」 

      (上市、上櫃公司) 

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

守則 

「○○股 份有 限公 司 誠

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

指南」參考範例 

普通 

決議 

報告 

 

十六、訂定「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報告」 

      (上市、上櫃公司) 

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

責任實務守則 

普通 

決議 

報告 

 

十七、金控業(銀行業)於有選舉案 
之前一年股東會，應排入股
東會報告案，提醒股東注意
相關金控法第 16 條及銀行
法第 25條取得股份相關法
令 

101.1.31 金管銀控字第 

10060005190 號函 (金

控業) 

101.1.31 金管銀控字第 

10060005191 號函 (銀

行業) 

 

不適用 報告 

 

十八、會計政策或會計估計變動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第 6 條 

普通 

決議 

報告 

十九、首次採用 IFRS年度股東會
應報告首次採用 IFRS可分
配盈餘之調整情形及所提
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數額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1.4.6 

金管證發字第

1010012865 號 

 

普通 

決議 

報告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345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345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82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82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38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38
http://law.sfb.gov.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234&Hit=1
http://law.sfb.gov.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234&Hit=1
http://law.sfb.gov.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234&Hit=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84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84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190&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1202070009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190&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1202070009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190&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1202070006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190&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1202070006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05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05
http://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1204060001&toolsflag=Y
http://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1204060001&toolsflag=Y
http://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1204060001&toolsflag=Y
http://www.sfb.gov.tw/ch/home.jsp?id=8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s_view.jsp&dataserno=201204060001&toolsfla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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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公司董事會依企業併購 
      法第 18 條第 7 項、第 
      19 條第 1 項、第 29條第 
      6 項、第 30條第 1 項、 
      第 3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第 37 條第 1 項為併 
      購之決議，免經股東會 
      決議且決議無須通知股 
      東者，應於最近一次股 
      東會就併購事項提出報 
      告。 

「企業併購法」第 7 條 特別 

決議 

報告 

二十一、併購特別委員會審議結果
報告 

「企業併購法」第 6 條 報告 

 

報告 

 

二十二、薪資報酬委員會對董 
        事、監察人及經理人 
        之個別績效評估結 
        果，及個別薪資報酬 
        之內容及數額與績效 
        評估結果之關聯性及 
        合理性於股東會報 
        告。 
         (於薪資報酬委員 
        會組織規程有訂定者) 

「○○股 份有 限公 司 薪

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

參考範例第 7 條 

普通 

決議 

報告 

 

二十三、獲利重大衰退或長期 
虧損時，若薪資報酬 
委員會決定董事、 

        監察人及經理人之薪 
        資報酬仍高於前一年 
        度，應於股東會報告 
        其合理性。 
         (於薪資報酬委員會 
         組織規程有訂定者) 

「○○股 份有 限公 司 薪

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

參考範例第 7 條 

普通 

決議 

報告 

 

二十四、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董事
會經章程授權，決議將應
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
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
式為之時，應將分配之盈
餘分配表報告股東會。 

 
 
 
 
 
 
 

「公司法」第 240 條 特別 

決議 

報告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J0080096&Hit=1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J0080096&Hit=1
http://law.sfb.gov.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443
http://law.sfb.gov.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443
http://law.sfb.gov.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443
http://law.sfb.gov.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443
http://law.sfb.gov.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443
http://law.sfb.gov.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443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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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承 

認 

事 

項 

一、前一年度營業決算表冊 
(股東常會必要議案) 

「公司法」第 20、230 條 普通 

決議 

普通 

決議 

二、盈餘分配或虧損撥補案 
(股東常會必要議案)          

(1)決議現金股利配發不足一元之畸零

款合計數處理方式 

※建議於盈餘分派案說明或盈餘分

派表附註： 

『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

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配發不足一

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公司之其

他收入』 

(2)檢視盈餘分配議案是否與符合公司 

   章程股利政策規定 

 

「公司法」第 20、230 條 

集保結算所 103.10.9 保

結稽字第 1030023475

號 

※股務業務疑義問答集第

119 題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於

分派現金股利時，其配

發予各股東不足一元

之畸零款合計數，公司

應如何處理該款項？ 

答：有關現金股利不足

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之

處理係屬公司自治事

項，應由發行公司自行

決定。惟為避免爭議，

發行公司宜於其公司章

程明定或於股東會中決

議畸零款合計數處理方

式為妥。 

普通 

決議 

普通 

決議 

三、現金增資或發行公司債計 
    畫變更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

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9

條 

特別 

決議 

普通 

決議 

四、背書保證金額超額需提請 
    股東追認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第 19 條 

普通 

決議 

普通 

決議 

 

(三) 

討 

 

論 

 

事 

 

項 

一、盈餘、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 
    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

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請注意： 

(1)章程之資本額是否須配合調整 

(2)公開發行公司應即審慎因應採用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對損益之影響及考量現

金流量，俾及早規劃或修正公司章程

所訂股利政策 

 

「公司法」第 240、241

條 

「證券交易法」第 26-1

條 

特別 

決議 

特別 

決議 

(若章程有較

高規定 

者，從其規

定)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25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25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13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13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13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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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發 
    放現金 
※應於召集事由列舉，不得以臨時動 
  議提出 

「公司法」第 241 條 

「證券交易法」第 26-1
條 

特別 

決議 

特別 

決議 
(若章程有較

高規定者，

從其規定) 

三、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提撥對外公 
    開發行比率高於發行新股總 
    額 10%者         
※採詢價圈購方式、發行海外存託憑證、
初次上市櫃前現金增資提撥公開承銷等                      

「公司法」第 156 條、266
條 

「證券交易法」第 28-1
條 

普通 
決議 

普通 
決議 

四、修訂『公司章程』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
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1)訂定股利政策 

(2)訂定分配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 

(3)配合強制或自願設置「獨立董事」時程，

增修訂章程相關條文，獨立董事人數及採

提名制度選舉，董事至少 5 人 

(4)配合強制或自願設置「審計委員會」時

程，增訂章程設置審計委員會條文及修

訂監察人部份相關條文 

(5)105 年起初次上市(櫃)公司，應於章程將

電子投票列為股東表權行使管道之一 

(6)105 年起初次上市(櫃)公司，應 

   於章程載明董監事選舉應採候選 

   人提名制度 

(７)110 年起上市（櫃）公司董事選舉應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 

(8)解除轉投資額度限制 

(9)得為他人保證 

(10)增資提高資本額 

(11)明定董事監察人報酬 

(12)得為董監事購買責任保險 

(13)撤銷公開發行需經股東會決議(95.4.12

起申請上市上櫃興櫃公司適用) 

(14)訂定得由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 

    (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15)庫藏股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

轉讓予員工 

(16)以低於市價或每股淨值之認股價格發行

員工認股權憑證 

(17)有關股東會議事錄之分發方式 

(18)第一上市、第一上櫃公司配合「外國發

行人註冊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

表」修正，修正其公司章程 

 

「公司法」第 13、16、156、

172、177、177-2、183、

192、192-1、198、205、

216、216-1、277 條、 

235-1 條 

「證券交易法」第

4-3~14-6、28-1 條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第 39、49 條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

證券處理準則」第 56-1

條 

「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

第 2 條之 2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

價證券審查準則」 第 3

條 

※依公司法第 235條之 1規

定，訂定分配員工酬勞及

董監事酬勞成數 

※資本額 20-100 億以上之

非屬金融業之上市(櫃)公

司，106 年起應設置審計

委員會   

※議事錄分發方式章程範

例：股東會之議決事項，

應作成議事錄，由股東會

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

後 20日內將議事錄分發

各股東。本公司公開發行

股票後，議事錄分發得以

公告方式為之。前項議事

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

子方式為之。 

※需注意股利政策是否與盈

餘分配議案相符 

普通 

決議 

特別 

決議 

(若章程有較

高規定者，

從其規定)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59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59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25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25
http://law.sfb.gov.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561&Hit=1
http://law.sfb.gov.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561&Hit=1
http://law.sfb.gov.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651&Hit=1
http://law.sfb.gov.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651&Hi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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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修訂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6 條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第 8、11 條 

普通 

決議 

普通 

決議 

六、修訂 
『股東會議事規則』 
『董監事選舉辦法』 

請注意： 

(1)若股東會議事規則中有提及關於股東

會議事錄之分發方式者，請一併修正 

(2)董監事選舉方式採全額連記法者，請

修正為累積投票法 

(3)設罝審計委員會者，請將『董監事選

舉辦法』修訂為『董事選舉辦法』 

(4)110年起上市（櫃）公司董事選舉應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 

「公司法」第 177-1 條、

182-1 條、183、192、

192-1、198、216、

216-1 條 

「○○股份有限公司股

東會議事規則」參考範

例 

「○○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

參考範例 

※配合採行電子投票，建

議董事、監察人選舉宜

採候選人提名制 

普通 

決議 

普通 

決議 

 

七、(1)減資彌補虧損或退還現金 
(2)辦理期中辦理減、增資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

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公司法」第 168 條 

 

「公司法」第 168-1 條 

普通 

決議 

普通 

決議 

八、申請終止上市(櫃)： 
(1)經股東會決議通過，且表示同意之

股東，其持股需達已發行股份總數

三分之二以上 

 (2)應至少由於董事會對申請終止上

市議案提交股東會討論表示同意

之董事負連帶責任承諾收購公司

股票 

(但獨立董事不在此限)  

交易所或櫃買中心『上

市、上櫃公司申請有價證

券終止上市、上櫃處理程

序』第 2 條 

特別 

決議 

特別 

決議 

九、撤銷公開發行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 

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公司法」第 156 條  特別 

決議 

特別 

決議 

十、解除轉投資額度限制 
※未於公司章程解除轉投資額度限制者 

「公司法」第 13 條 普通 

決議 

特別 

決議 

十一、解除董事競業禁止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

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公司法」第 209 條 

「證券交易法」第 26-1

條 

普通 

決議 

特別 

決議 

(若章程有較

高規定者，

從其規定)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345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345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13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13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13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94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94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94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297&Hit=1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297&Hit=1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297&Hit=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47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47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47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47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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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解任董事、監察人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

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公司法」第 172、199、

227 條 

普通 

決議 

特別 

決議 

(若章程有較

高規定者，

從其規定) 

十三、合併、解散、分割、股份轉
讓、受讓營業或財產案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

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公司法」第 172、185、

206、316-317、317-1、

317-2 條 

「企業併購法」第 6-7、

18-19、27-31、35、38

條 

特別 

決議 

 

 

特別 

決議 

(若章程有較

高規定者，

從其規定) 

十四、訂定董事及監察人報酬 
※不得事後追認  

※可併入公司章程 

「公司法」第 196、227

條 

普通 

決議 

普通 

決議 

十五、上市(櫃)公司為董監事購買
責任保險 

※可併入公司章程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第 39、49 條 

普通 

決議 

普通 

決議 

 

十六、私募有價證券 
(私募普通公司債除外) 

※於股東會及召集通知以顯著字體載明

充分說明，並揭露查詢相關資訊之網

址及公司網址；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

之 6 

「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

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

項」 

普通 

決議 

 

超過 

1/2 出席 

出席 

2/3 同意 

十七、庫藏股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
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 

※於股東會及召集通知應充分說明事項

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證券交易法」第 28-2

條 

「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

公司股份辦法」第 10-1

條 

特別 

決議 

 

 

超過 

1/2 出席 

出席 

2/3 同意 

十八、以低於市價或每股淨值之認
股價格發行員工認股權憑
證 

※於股東會及召集通知應充分說明事項

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

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56-1 條 

特別 

決議 

超過 

1/2 出席 

出席 

2/3 同意 

 

十九、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限制型股票) 

※於股東會及召集通知應充分說明事項

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公司法」第 267 條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

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60-2 條 

特別 

決議 

特別 

決議 

 

二十、訂(修)定「監察人之職權範
疇規則」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 

「○○股份有限公司監

察人之職權範疇規則參

考範例」 

普通 

決議 

普通 

決議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J0080096&Hit=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59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59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193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193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193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5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5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25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25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25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25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59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59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1956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1956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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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上市公司之重要子公司 
        赴海外證券市場申請掛 
        掛牌 
※應事先設置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並提

報董事會後，於上市公司股東會召集

事由中列舉並說明相關事項，提請股

東會決議通過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48

條之3 

 

 

 

普通 

決議 

普通 

決議 

 

 二十二、興櫃公司申請終止櫃檯買 
        賣  

「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

則」第35條 

特別決議 特別決議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501&Hit=1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501&Hit=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713&ModifyDate=1071226&rng=35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713&ModifyDate=1071226&rng=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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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選 

舉 

事 

項 

董事、監察人改(增、補)選案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事   
  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請注意： 
(1)設置董事不得少於 5 人。 
(2)政府或法人為公開發行公司之股東

時，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不得由
其代表人同時當選或擔任公司之董事
及監察人。所稱代表人，包括政府、
法人股東或與其有控制或從屬關係者
（含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等）指派之
代表人。 

(3)董事間及董事、監察人間應符合證券 

  交易法 26-3 之消極資格。 
(4)改選應注意董監持股成數之維持 
(5)公司公司章程中董監事席次採浮動者

(如董事 5 席~7 席)，董事會時需確定
本次選舉席次。 

(6)董事、監察人之選舉方式僅能採累積
投票法。 

(7)獨立董事名額不足章程所定名額者，
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 

(8)公開發行公司提名之獨立董事候選
人，其已連續擔任該公司獨立董事任
期達三屆者，公司應於依規定公告審
查結果時併同公告繼續提名其擔任獨

立董事之理由，並於股東會選任時向
股東說明前開理由，俾供股東選任時
之參考。 

 

「公司法」第 172、

177-1、192、192-1、
216、216-1 條 

「證券交易法」第 14-1、
14-3、26 條、26-3 條  
※獨立董事資格請詳 
  「公開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
項辦法」 

※證交法第 36條第 7項：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
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之公司董事

及監察人任期屆滿之
年，董事會未依前項 
規定召開股東常會改
選董、監察人者，主 
管機關得依職權限期
召開；屆期仍不召開
者，自限期屆滿時，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當
然解任。 

※採候選人提名制之公司
應以已生效章程之董
監席次進行改選。 

※配合採行電子投票，建

議董事、監察人選舉宜
採候選人提名制。 

※公司章程採非明定固 
  定數額，董事會於召 
  集股東會時即應確認 
  應選人數，並於召集 
  通知載明，另公開發 
  行股票公司縱該次股 
  東會章程變更，亦不 
  得於股東會現場以臨 
  時動議方式修正選舉 
  之董監事席次；倘該 

次股東會涉及修正章 
程變更董監事席次者 
，亦須於完成章程修 
訂後，於下次股東會 
始得依新修正之章程 

  選舉適用之。 

普通 

決議 

普通 

決議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1973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1973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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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事項： 

 
1.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編製： 

應經董事長、經理人及主辦會計簽名或蓋章(商業會計法第 66 條第 3 項)。  

 
2.營業報告書內容： 

應依商業會計法第 66 條第 2 項規定編製。 

營業報告書之內容，包括經營方針、實施概況、營業計畫實施成果、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

形、獲利能力分析、研究發展狀況等；其項目格式，由商業視實際需要訂定之。 

 
3.年報之致股東報告書編製： 

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8 條規定編製。 

致股東報告書應包含前一年度營業結果、本年度營業計畫概要、未來公司發展策略、受到

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前一年度營業結果應就上年度營業計畫實施成果、預算執行情形、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

析、研究發展狀況等予以檢討，作成說明。 

本年度營業計畫概要應說明公司當年度之經營方針、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及重要之產銷

政策。 

 
4.股東會議事手冊編製： 

依應「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手冊應行記載及遵行事項辦法」第 3 條及第 4 條規定編製。

股東會之議案列有修正相關規定者，其股東會議事手冊應載明變更前後內容及變更事由。 

 
5.議事手冊及年報英文版： 

交易所及櫃買中心己於其網站公告「英文版股東議事手冊參考範例」及「簡易版英文年報

參考範例」提供編製參考。 

交易所查詢網址：http://www.tse.com.tw/zh/company/manual 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文件 

下載。 

櫃買中心查詢網址：http://www.gretai.org.tw/ch/index.php 上櫃興櫃公司/教育宣導。 

 
6.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時注意事項： 
  (1) 不得由其代表人同時當選或擔任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 

證交法第 26 條之 3 第 2 項規定，政府或法人為公開發行公司之股東時，除經主管機

關核准者外，不得由其代表人同時當選或擔任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所稱代表人，包

括政府、法人股東或與其有控制或從屬關係者（含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等）指派之代

表人。 

公司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

人。表人有數人時，得分別當選，但不得同時當選或擔任董事及監察人。 

  (2)董事間及董事與監察人間關係 
證交法第 26 條之 3 第 3 項規定，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 

席次，不得具有下列關係之一： 

一、配偶。 

二、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9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J0080009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24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1930
http://www.tse.com.tw/zh/company/manual
http://www.gretai.org.tw/ch/index.php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01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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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交法第 26 條之 3 第 4 項規定，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監察人間或監察人與董

事間，應至少一席以上，不得具有前項各款關係之一。 

公司召開股東會選任董事及監察人，原當選人不符前二項規定時，應依下列規定決定當

選之董事或監察人： 

一、董事間不符規定者，不符規定之董事中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低者，其當選失其效

力。 

二、監察人間不符規定者，準用前款規定。 

三、監察人與董事間不符規定者，不符規定之監察人中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低者，其

當選失其效力。 

  (3)公司章程採非明定固定數額制者，董事會於召集股東會時即應確認應選人數，並於召集 

     通知載明，公開發行股票縱該次股東會章程變更，亦不得於股東會現場以臨時動議方式 

修正選舉之董監事席次，以免影響股東選舉董監事之權益；倘該次股東會涉及修正章程 

變更董監事席次者，亦須於完成章程修訂後，於下次股東會始得依新修正之章程選舉適 

用之。 
7. 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 

公司召集股東會時，以下議案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 

(1) 選任董事、監察人(公司法第 192、216 條) 

   解任董事、監察人(公司法第 199 條)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 (公司法第 209 條第 1 項) 

以股息增資發行新股 (公司法第 240 條第 1 項) 

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或發放現金 (公司法第 241 條第 1 項) 

修訂公司章程 

減少資本(公司法第 168 條) 

公司法第 185 條事項(公司法第 185 條) 

上述決議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2) 撤銷股票公開發行(公司法第 156 條之 2) 

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3) 依企併法辦理合併、股份轉換、分割（企併法第 6、27~30、32） 

        應將合併契約書、轉換契約、分割計劃書及獨立專業就價格合理性意見書等文件於 

發送股東會之召集通知時，一併發送各股東。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4) 進行有價證券之私募(證交法第 43-6 條第 1 項) 

應在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該條規定之相關事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5) 庫藏股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證交法第 28-2 條、「上市、上櫃 

   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第 10-1 條) 

       應於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該條規定之相關事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6) 以低於市價或每股淨值之認股價格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 

   處理準則第 56 條) 

應於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該條規定之相關事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7)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60-2 條) 

應於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該條規定之相關事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8.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或提名事宜：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受理處所、受理期間、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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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標準及作業流程(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若股東會有選舉事項且係採候選人提名制者，另應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

告受理董事候選人提名之期間、董事應選名額、其受理處所、及作業流程等事項(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216 條之 1)。 

上述受理提案及提名期間不得少於 10 日。 

 
9.公告並於召集通知載明股東常會(臨時會)開始受理報到時間：  
受理股東開始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同時於召開股東會公告中說

明) 

 
10.公告並於召集通知載明委託書統計驗證機構： 

公開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召開股東會，公司應將委託書統計驗證機構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

知，變更時，公司應即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委託書使用規則第 13-1 條)。 

 
11.公告並於召集通知載明揭露電子投票相關資訊： 

公司股東會採用電子投票，於「開會通知書」揭露電子投票相關資訊時，請以顯著字體
標示通知股東使用方法。(同時於召開股東會公告中說明) 

 
12.公告股東會紀念品保證金收取事宜及紀念品交付事宜：  
    應於股東常會開會 55 日前公告(含紀念品發放對象、領取方式及電子投票股東紀

念品領取方式) 

 

13. 股東會出席股數：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等法規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請依股東會議案注意出席股權數 

之掌控)  

 

股東會出席率檢查表 

項              目 有 

出席股數之掌控 

1 出席股數是否超過 1/2(即出席率需超過 50%)  

2 
未公開發行公司若有特別決議議案出席股數是否超過 2/3 

(即出席率需超過 66.67%) 

 

3 特別決議門檻是否符合 1/2,2/3或 2/3,1/2  

4 

公開發行公司有(1)私募 (2)低於時價發行員工認股權 (3)庫藏股以低

買回平均價轉員工議案，需 1/2，2/3，若出席率超過 2/3 亦需 2/3 通

過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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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監察人選舉 
項目 說明 

選任機構 股東會 

應在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公司法第172條) 
任期 1.任期不得逾 3 年。但得連選連任。 

2.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監事就任時為止。但 

  主管機關得依職權限期令公司改選；屆期仍不改選者，自限期屆滿時， 

  當然解任。(公司法第 192 條)  

3.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董事及監察

人任期屆滿之年，董事會未依前項規定召開股東常會改選董、監察人

者，主管機關得依職權限期召開；屆期仍不召開者，自限期屆滿時，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當然解任。(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 7 項) 

設置人數 1.董事： 

(1)章程設董事會者，董事不得少於 3 人。 

 (2)章程規定不設董事會者，可置董事 1 人或 2 人。置董事一人者，以 

其為董事長，董事會之職權並由該董事行使，不適用公司法有關董 

事會之規定；置董事二人者，準用公司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 

(公司法第 192 條) 

(3)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設置董事不得少於 5 人(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 ) 

 

2.監察人： 

(1)至少 1 人，監察人至少須有 1 人在國內有住所(公司法第 216 條) 

(2)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監察人須有 2 人以上(公司法第 216 條) 

 ※政府或單一法人股東公司，可為 1 董 0 監(公司法第 128 條之 1)  

 

3.獨立董事：(僅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適用) 

(1)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應設獨立董事者，人數不得少於 2 人，且不得

少於董事席次 5 分之 1(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2 ) 

(2)董事會設有常務董事者，常務董事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1 人，

且不得少於常務董事席次 1/5。(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8 條) 

(3)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時，其體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

於3人，其中1人為召集人，且至少1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證

券交易法第14條之4 )  

(4)公開發行公司提名之獨立董事候選人，其已連續擔任該公司獨立董 



 

 
161 

     事任期達三屆者，公司應於依規定公告審查結果時併同公告繼續提 

     名其擔任獨立董事之理由，並於股東會選任時向股東說明前開理 

     由，俾供股東選任時之參考。 

公司之章程所定董監事人數非固定數額時，應使股東於股東會選任董監事

前即知悉擬選舉之人數。公開發行股票縱該次股東會章程變更，亦不得於

股東會現場以臨時動議方式修正選舉之董監事席次，以免影響股東選舉董

監事之權益；倘該次股東會涉及修正章程變更董監事席次者，亦須於完成

章程修訂後，於下次股東會始得依新修正之章程選舉適用之。   

被選舉人資格 1.有行為能力之人，但不得有公司法第 30 條情事(公司法第 192 條) 

2.政府或法人需為股東時始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公司法第 27 條) 

3.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公司法第 202 條) 

 

禁止事項 1.政府或法人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代表人有數人時，得

分別當選，但不得同時當選或擔任董事及監察人。(公司法第 27 條) 

2.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政府或法人股東，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不得由

其代表人同時當選或擔任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所稱代表人，包括政

府、法人股東或與其有控制或從屬關係者（含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等）

指派之代表人。(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 ) 

3.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

次，監察人間或監察人與董事間應至少 1 席以上，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

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 ) 

 

獨立董事： 

公開發行公司

獨立董事設置

及應遵循事項 

1.獨立董事消極資格： 

有下列情事之ㄧ者，不得充任獨立董事，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 

(1)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2)依公司法第 27 條規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表人當選。 

(3)違反本辦法所定獨立董事之資格。 

2.獨立董事積極資格： 

應取得下列專業資格條件之一，並具備 5 年以上工作經驗： 

(1)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相關科系之公私立大專院 

   校講師以上。 

(2)法官、檢察官、律師、會計師或其他與公司業務所需之國家考試及 

格領有證書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3)具有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 

3.獨立性認定標準： 

應於選任前 2 年及任職期間無下列情事之一： 

(1)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1973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1973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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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但如為公司或其母公司、子公

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者，不在此限。 

(3)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

1%以上或持股前 10 名之自然人股東。 

(4)前 3 款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

屬。 

(5)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 5%以上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 

僱人，或持股前五名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6)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

人（監事）、經理人或持股 5%以上股東。 

(7)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或諮詢之專

業 人士、獨資、合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理事）、 

     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及其配偶。但依交易法或企業併購法相關 

     法令履行職權之薪資報酬、公開收購審議或併購特別委員會成員， 

     不在此限。 

公開發行公司之獨立董事曾任前項第 2 款或第 6 款之公司或其關係企

業或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獨立董事而現已解

任者，不適用前項於選任前 2 年之規定。 

3.獨立董事兼任其他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不得逾 3 家 

4.獨立董事選舉，應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5.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選舉方式 1.應採累積投票制： 

股東會選任董事時，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及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

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

當選為董事及監察人。(公司法第 198 條) 

2.候選人提名制： 

(1)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應載明於章程，股東應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 

(2)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提名期間、

應選名額、其受理處所及其他必要事項，受理期間不得少於 10 日。 

(3)持有 1%以上股份之股東及董事會，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董事候選人

名單，提名人數不得超過董事應選名額。 

(4)董事會對董事被提名人應予形式審查，除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外，應

將其列入董事候選人名單： 

(a)提名股東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b)提名股東於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達 1% 

(c)提名人數超過應選名額。 

(d)提名股東未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及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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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 40 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 25 日前，將候選 

人名單及其學歷、經歷公告。(公司法第 192條之 1)  

(6)公開發行公司依規定列入之獨立董事候選人，其已連續擔任該公司 

獨立董事任期達三屆者，公司應於公告審查結果時併同公告繼續提 

名其擔任獨立董事之理由，並於股東會選任時向股東說明前開理由 

。 

董監事解任 1.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董監事在任期中轉讓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

股份數額 1/2 時，其董事當然解任。(公司法第 197 條) 

2.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董監事當選後，於就任前轉讓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

之公司股份數額 1/2 時，或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期間內，轉

讓持股超過 1/2 時，其當選失其效力。(公司法第 197 條) 

缺額補選 1.董事缺額達 1/3 時，董事會應於 30 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但公

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董事會應於 60 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公司法第 201 條) 

2.監察人全體均解任時，董事會應於 30 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選任之。但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董事會應於 60 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選任之。 

(公司法第 201 條)  

3.獨立董事因故解任，致人數不足證交法或章程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

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60 日內，

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2 ) 

持股成數維持： 

公開發行公司

董事、監察人股

權成數及查核

實施規則 

1.依實收資本額分各級距，公司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所持有股份總額，不得

少於「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第 2 條所

規定之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之成數。 

2.獨立董事，其持股不計入董事應持有股數成數數額。 

3.選任獨立董事 2 人以上者，獨立董事外之全體董事、監察人計算之持股

成數降為 80%。 

4.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不適用關監察人應持有股數成數之規定。 

5.外國企業在台掛牌之 F 公司無董監成數維持之適用。 

6.選任之獨立董事超過全體董事席次 1/2，且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不適

用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應持有股數成數。(金融控股公司、銀行法所規範

之銀行及保險法所規範之保險公司除外) 

7.公司於每月 15 日以前，彙總申報其董監、經理人及 10%股東持有股數

變動情形時，若全體董監持有股份總額有低於所定之成數者，應於每月

16 日以前通知獨立董事外之全體董監補足，並副知主管機關。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06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06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06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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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監事當選檢查表 

 

 

項              目 有 

董事/監察人當選名單 

1 席次是否符合章程規定，公開發行公司董事至少 5席  

2 董事/監察人持股是否符合持股成數規定  

3 法人股東當選持股數至少 1 股以上  

4 法人股東不得由其代表人同時當選董事及監察人  

5 法人股東當選董事或監察人，其法人股東間不得具有從屬、控制關係  

6 董事間至少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為配偶、二等親關係  

7 監察人或監察人及董事間至少 1席不得具有配偶、二等親關係  

8 
獨立董事及其關係人持股數不得超過己發行股份總額 1%以上或持股前

10 名之自然人股東 

 

9 獨立董事兼任其他公開發行公司，不得逾 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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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流程及相關表單範例 
 

 

 
 

 

 

 

 

 

 

 

 

 

 

 

 

 

 

 

 

 

 

 

 

 

 

 

 

 

 

 

 

 

 

 

 

 

 

 

 

 

 

 

 

 

 

公告候選人名單 
董事會決議後 2 日內、股東常會開會 40 日前
或股東臨時會開會 25 日前，以上開日期孰前
者為準 ※公告內容【附件 7】 
 

※公告候選人名單範例【附件5】 
 

◎召開第二次董事會審核提名及被提名人資
料，標準包括：(受理提名期間若無股東提
名，僅有董事會提名者免召開) 

1.提名股東持股是否達 1%以上  
2.是否於提名受理期間內提出 
3.提名人數是否合於應選名額 

4.是否已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經歷 

※審核表【附件 5】 

※董事會審核表【附件 5】 

審查作業過程應作成紀錄，並至少保存一年
(若有訴訟，保存至訴訟終結) 

通知提名股東審核結果: 

(被提名人未列入候選人名單應
敘明未列入之理由) 

※審核結果通知函範例【附件6】 

 

 
送達 

 

公告受理提名事宜(於停止過戶前)，包括: 
1.受理期間(至少 10日) 
2.應選名額(須為生效之章程所載名額) 
3.受理處所 4.標準.作業流程 
※公告受理期間範例【附件 2】 

◎召開第一次董事會： 
1.決議股東會日期及召集事由，併案決議受理提

名期間及受理處所、確定應選舉董事名額 
2.董事會提名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
※董事會及公告受理期間範例【附件 1】 

選舉後 2 日內公告當選人名單 
※公告候選人名單內容【附件 8】 

公告被提名人名單 
1.受理期間截止後 2 日內(期間內如無股東提
名且董事會尚未提名者，請先公告無) 
※公告內容【附件 4】 

            股東會選舉 
       (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提名股東應敍明被提名人: 

1.姓名、學歷、經歷 

選舉獨立董事者應檢附： 

1.當選後願任董監事之承諾書 

2.無公司法第 30 條規定情事之 

 聲明書 

3.被提名人符合獨立董事專業  

  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立 

  性之相關證明文件 

4.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提名單、承諾書及聲明書範例
【附件 3】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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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董事會召集股東常會暨受理股東提案/提名董事會議案範例 

案  由:擬訂定召開本公司一○八年股東常會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等內容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公司一○八年股東常會預定於一○八年○月○○日(星期○)上午○時整，於○○

○○○○(地址：○○○○○○○○○)舉行。  

二、股票停止過戶期間：108/○/○○~108/○/○○。 

三、股東常會議程擬訂如下: 

          (一)報告事項： 

(1)一○七年度營業報告。 

      (2)監察人/審計委員會審查一○七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3)一○七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4)………………………報告案。 

         (二)承認事項： 

(1)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2)一○七年度盈餘分配案。 

(三)討論事項： 

(1)本公司一○七年度盈餘/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2)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3)修訂本公司「………處理程序」部份條文案。 

  (4)修訂本公司「………作業程序」部份條文案。      

  (5)討論………………………案。 

(四)選舉事項：董監事選舉案。 

         (五)其他議案：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六)臨時動議。 

四、擬依證券交易法第26條之2規定，對於持有本公司股票未滿1,000股之股東，其股東

常會之召集通知，將以公告方式為之。 

五、本公司國內第○次有(無)擔保轉換公司債依發行及轉換辦法停止受理轉換期間為

108/○/○○~108/○/○○。 

六、依公司法第172條之1規定，自民國108年○月○○日起至民國108年○月○○日止

受理股東提案申請。受理地點為本公司○○○（地址：○○○○○○○○○） 

七、依公司法第192條之1及第216條之1規定，自民國108年○月○○日起至民國108

年○月○○日止受理股東提名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申請。受理地點為本公

司○○○（地址：○○○○○○○○○）。 

八、本次股東會股東得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行使期間為：自108年○月○○日至 

    108年○月○○日止，股東得逕登入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e票通」【網址：https:// www.stockvote.com.tw】，依相關說明投票。 

九 、謹請討論。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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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提名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董事會議案範例 

 

案  由:提名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公司一○八年股東常會預定於一○八年○月○○日舉行，股東會擬全面改

選董事○席(其中含獨立董事○席)及監察人○席，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

本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由股東就候選

人名單中選任之。 

二、擬由董事會提名○○○、○○○及○○○為董事候選人，提名○○○、○○

○及○○○為獨立董事候選人，提名○○○、○○○及○○○為監察人候選

人，上述候選人之學歷、經歷(含現職)、獨立董事當選後願任承諾書、獨立董

事無公司法第30條規定情事之聲明書及獨立董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

制、獨立性之相關證明文件、獨立董事候選人已連續擔任本公司獨立董事任

期達三屆其提名理由等相關文件如附件○。 

三、謹請討論。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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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受理期間公告範例 

 

公告路徑： 

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s.tse.com.tw 點選『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

會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作業/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相關公告/受理提名』 

公告序號 1 

主旨 本公司受理董事（含獨立董事)及監察候選人提名公告(範例) 

一、依據 

依據 
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及第 216 條之 1 規定暨本公司 107 年○月○日董

事會決議辦理。 

股東會開會日

期 
常會 民國 108 年○月○日(系統自動帶入) 

二、作業流程 

提名股東資格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董事

(含獨立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名單。 

應選名額 

董事○名(含獨立董事○名)及監察人○名。股東提名人數超過董事(含獨立

董事)及監察人應選名額或所提名董事(含獨立董事)及監察人人選不符法

定資格者，不列入候選人名單。 

提名受理 

期間 
民國 108 年 XX 月 XX 日至 108 年 XX 月 XX 日止 

每日受理時間 每日上午 XX 時至下午 XX 時止(應於受理期間截止前送達) 

提名受理處所

（地址及受理

單位） 

XXXXXXXXXXXXXXXXXXXX 

召開提名委員

會日期 

●本公司未設置提名委員會(預設勾選) 

○預計於民國 XXX 年 XX 月 XX 日 

召開董事會審

查日期 
預計於民國 108 年 XX 月 XX 日 

新增檢附資料

受理時間 

○本公司若於受理期間內有重新公告新增檢附證明資料之情事，請於通知

提名股東後 XX 日內將資料送達(該欄系統檢核須大於等於 7)  

●不適用（預設勾選） 

其他有關作業 凡有意提名之股東務請於民國 108 年○月○日○時前寄(送)達並敘明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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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之說明 絡人及聯絡人方式。請於信封封面上加註「董事/監察人/獨立董事候選人

提名字樣」，以掛號函件寄送或親送受理提名處所。 

提名股東之應

檢附資料 

1. 提名之獨立董事候選人已連續擔任本公司獨立董事任期達三屆，須檢附

提名理由 

2. 提名申請書正本(敘明以下資料並於申請書上簽章)及持有本公司股份

數額證明文件。  

(1)提名股東資料:股東戶名、戶號(或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持有股

數及聯絡方式。 

(2)各被提名人名單:候選職稱、姓名、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學歷、

經歷、現職、所代表之政府或法人名稱。 

(若提名獨立董事請另檢附下表文件) 
 

被提名人之應

檢附資料 

（說明：有關公

司法第 192 條

之 1 第 4 項之

「其他相關證

明文件」應採限

縮解釋，非由公

司得任意增加

其他資格條件

之證明文件） 

 獨立董事 
證明文件及具體要求（請詳述，如：畢業證書正本、

副本或影本等） 

(1)學歷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或被提名人學歷聲明書正本 

(2)經歷 
主要經歷(含現職)證明影本或被提名人經歷聲明書

正本 

(3)當選後願任獨立

董事承諾書 
當選後願任獨立董事承諾書正本 

(4)無公司法第 30

條規定情事之聲

明書 

無公司法第 30 條規定情事之聲明書正本 

(5)獨立董事專業資

格、持股與兼職

限制、獨立性之

相關證明文件 

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之聲明書正本 

(6)其他相關證明文

件 
被提名人身分證影本(非居住者為護照影本) 

三、審查標準 

依公司法、證交法及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或

其他召集權人決定，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應將其列入董事/監察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

單：  

(1)提名股東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2)提名股東於停止過戶日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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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名人數超過應選名額  

(4)提名股東未敘明被提名人、學歷及經歷  

(5)被提名人不符法定資格 

【預設文字，不可修改】 

四、其他 有意提名之股東請於民國 108 年○月○日○時前將前述「應檢附資料」

所列相關文件(寄)送達提名受理處所，並敘明聯絡人及聯絡方式。以郵件

方式寄交者請以掛號函件寄送，並請於信封上加註『董事/監察人候選人

提名函件』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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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股東提名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範例 

  (含獨立董事被提名人聲明書及承諾書範例) 

 

_____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_____年股東常(臨時)會 
股東提名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 

 

茲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及第 216 條之 1 規定，提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 

名單如下： 

序號 身分別 戶號 
姓名/ 

戶名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所代表之政府或

法人名稱 
主要學(經)歷 

1 董事 ○○○    
學歷： 

經歷： 

2 
獨立董

事(註) 
○○○    

學歷： 

經歷： 

3 監察人 ○○○    
學歷： 

經歷： 

       

註：提名之獨立董事候選人○○○已連續擔任公司獨立董事任期達三屆之提名理由： 

                                                                     

此  致 

______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 

提名股東：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持有股數： 

提名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提名股東超過一人以上者，提名股東資料請以附表方式提供) 

簽名或 

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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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董事被提名人聲明書 

玆聲明 

一、 本人並無公司法第三十條所列之情事。 

二、 本人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二條、第

三條及第四條之規定。 

(一)非為公司法第二十七條所定之法人或其代表人。 

(二)具有五年以上商務、法律、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 

(三)兼任其他公開發行公司之獨立董事，未超過三家。 

(四)最近二年內無下列情事之一： 

1.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但如為公司或其母公司、子公司依證券交 

  易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者，不在此限。 

 3.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一以  

上或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4.前三款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屬。 

5.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以上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

人，或持股前五名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6.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

經理人或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 

  7.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或諮詢之專業人士、獨 

    資、合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 

    經理人及其配偶。但依證券交易法或企業併購法相關法令履行職權之薪資報 

    酬、公開收購審議或併購特別委員會成員，不在此限。 

 

三、 以上所列事項如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此  致 

_______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 

 

立聲明書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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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後願任獨立董事承諾書 

 

本人承諾擔任           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任期為   年   月   

日股東會選舉議案所決議之期間。 

 

立承諾書人：           （本人親自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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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被提名人名單公告 

 

於受理期間截止日後 2 日內公告，所有受理之董事會及股東提名之人選。（此時尚

未經董事會審查） 

 

公告路徑： 

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s.tse.com.tw 點選『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

會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作業/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相關公告/被提名人名

單』 

 

公告序號 ○ 

主旨 ○○○○民國 108 年第股東常會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被提名人名單公告 

依據 

一、 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

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3 條第 2 項第 22 款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民國 108 年○ 月 ○日 股東常會受理董事(獨立董事) /監察人被提名人名單

相關資料公告如下: 

 

被提名人類

別 

被提名人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所代表之政府或  

法人名稱 

是否已連續擔任

三屆獨立董事 

董事       

獨立 

董事 

      

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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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董事會審核表範例 

 

                股份有限公司      年股東常(臨時)會 

股東提名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審核表 

 

提名股東（戶號/戶名）：                                            

停止過戶日持有股數(單一或共同持股合計)：             股 

持股比率：     ％ 

所提名名單：           

審    核    項    目 是 否 

1.提名股東是否於公告受理期間內提出？   

4.停止股票過戶日時，提名股東持股是否已達百分之一以上？   

3.提名人數是否超過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應選名額？   

4.提名股東是否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經歷   

5.獨立董事被提名人是否檢附相關文件？ 

A. 獨立董事被提名人當選後願任獨立董事之承諾書 

B. 獨立董事被提名人無公司法第三十條規定情事之聲 

   明書 

C. 獨立董事被提名人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 

   及應遵循事項辦法』之聲明書 

D. 獨立董事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審核結果： 

□ 列入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     

□ 不列入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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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董事會審核結果通知書範例 

 

_____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_____年股東常(臨時)會 

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審核結果通知函 

受文者：貴股東 

主  旨：為通知  貴股東提名      年股東常(臨時)會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

人名單，審核結果乙事。 

說  明： 

一、 本通知依據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之規定辦理。 

二、 貴股東所提本公司_____年股東常(臨時)會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

選人提名名單       ，經本公司    年    月    日董事會審

核結果如下： 

     □列入______年股東常(臨時)會選舉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 

人名單。 

     □不列入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理由如下： 

□提名股東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提名股東於公司依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持

股未達百分之一。 

□提名人數超過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應選名額。 

□提名股東未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經歷 

□獨立董事被提名人未檢附相關文件： 

□A. 獨立董事被提名人當選後願任獨立董事之承諾書 

□B. 獨立董事被提名人無公司法第三十條規定情事之聲明書 

□C. 獨立董事被提名人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 

循事項辦法』之聲明書 

□Ｄ. 獨立董事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三、 特此，謹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之規定，通知  貴股東提名

名單審核結果。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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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公告 

 

應於董事會決議後 2 日內、股東常會開會 40 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 25 日前，以

上開日期孰前者為準，公告董事會審查結果、候選人名單及被提名人未列入候選

人名單之理由 

 

公告路徑： 

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s.tse.com.tw 點選『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

會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作業/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相關公告/候選人名單』 

 

公告序號 ○  

主旨 ○○○○民國 108年股東常會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公告  

依據 

一、 依公司法第 192條之 1及第 216條之 1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

辦法第 3 條第 2 項第 22款規定辦理。  

二、本屆董事(獨立董事) /監察人被提名人名單，業經本公司民國 108年○月○

日 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審查，並列入本公司民國 108年 ○月 ○日股東常會

選任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之候選人名單，茲將相關資料公告如下：  

 

被提名人選

類別 

被提名人選姓名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所代表之

政府或法

人名稱 

董事會或其他

召集權人審查

結果 

是否已連續擔

任三屆獨立董

事 

繼續提名已連

續擔任三屆獨

立董事之理由 

被提名人未列

入候選人名單

之理由 

未列入候選

人名單之具

體原因 

董事           

獨立董事           

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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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採提名制候選人當選情形 

 

應於選舉後 2 日內公告當選情形 

公告路徑： 

公開資訊觀測站 siis.tse.com.tw 點選『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及召開股東常

會受理股東提案之申報作業/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相關公告/當選情形』 

 

 

公告序號 ○  

主旨 ○○○○民國 108 年股東常會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當選情形公告 

依據 

一、 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 

     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3 條第 2 項第 22 款規定辦理。  

二、本屆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被提名人，業經本公司民國 108 年○月○日股東常會決 

     議過，茲將相關資料公告如下： 

 
候選人類別 候選人姓名 是否當選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監察人   

監察人   

監察人   

 
申報說明： 

請勾選本次公告候選人名單之申報日期後，按確定，再申報當選情形。 

 



 

 
179 

使用委託書資格要求及受託上限一覽表 
(非金控、銀行法及保險法所規範之公司) 

 有      改      選 無      改      選 

資  格  要  求 受  託  上  限 資  格  要  求 受  託  上  限 

公 

開 

徵 

求 

一 

般 

徵 

求 

1.繼續 6 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千分之
二以上且不低於 10 萬股或 80 萬股以上 

2.股東無委託書使用規則第 5 條第 2 項各款之
情事 

3% 

1.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 5
萬股以上 

2.股東無委託書使用規則
第 5 條第 2 項各款之情
事 

3% 

信股 

託務 

事代 

業理 

或機 

  構 

1.繼續 1 年以上單獨或共同持有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數百分之十以上 

2.至少一人應為董事或監察人之被選舉人或所
擬支持之被選舉人之一符合獨立董事資格 

3.股東及信託事業、股務代理機構負責人無委
託書使用規則第 5 條第 2 項各款之情事 

無上限 
(徵得委託書於分配選舉權
數時，獨立董事應大於非獨
立董事之選舉權數) 

1.繼續 1 年以上單獨或共
同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十以上 

2.股東及信託事業、股務 
代理機構負責人無委託
書使用規則第 5 條第 2
項各款之情事 

無上限 
1.繼續 1 年以上單獨或共同持有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數百分之八以上 

2.擬支持之被選舉人之一符合獨立董事資格 
3.股東及信託事業、股務代理機構負責人無委
託書使用規則第 5 條第 2 項各款之情事 

無上限 
(徵得委託書於分配選舉權
數時，獨立董事應大於非獨
立董事之選舉權數) 

非 

屬 

徵 

求 

1 對 1 無要求 無上限 無要求 無上限 
1 對 2 無要求 表決權數 3% 無要求 表決權數 3% 

3 人 
以上 

須為股東 

1.30 人以下 
2.本身持股數4倍或已發行
股份總數之 3% 
(以較低者計算) 

須為股東 

1.30 人以下 
2.本身持股數4倍或已發行
股份總數之 3%(以較低
者計算) 

股務 
代理 公司不得委託股務代理機構擔任受託代理人 公司委託 無上限 

註：有改選董監事議案時，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接受股東委託擔任徵求人或接受徵求人之委託辦理代為處理

徵求事務:(1)本身係召開股東會之公開發行公司之股務代理機構。(2)本身係召開股東會之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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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委託書資格要求及受託上限一覽表 
(金控、銀行法及保險法所規範之公司-1080701 前) 

 有      改      選 無      改      選 

資  格  要  求 受  託  上  限 資  格  要  求 受  託  上  限 

公 

開 

徵 

求 

一 

般 

徵 

求 

1.繼續 1 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

數千分之二以上或 80萬股 

2.股東無委託書使用規則第 5 條第

2 項各款之情事 

3% 

1.持有公司己發行股份 5萬股以上 

2.股東無委託書使用規則第 5條第

2 項各款之情事 
3% 

信股 

託務 

事代 

業理 

或機 

  構 

1.繼續 1 年以上單獨或共同持有已

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二以上 

2.股東及信託事業、股務代理機構

負責人無委託書使用規則第 5條

第 2 項各款之情事 

無上限 
(徵得委託書於分配選舉

權數時，獨立董事應大於

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權數) 

1.繼續 1年以上單獨或共同持有已

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以上 

2.股東及信託事業、股務 代理機

構負責人無委託書使用規則第 5

條第 2 項各款之情事 

無上限 

非 

屬 

徵 

求 

1 對 1 無要求 無上限 無要求 無上限 
1 對 2 無要求 表決權數 3% 無要求 表決權數 3% 

3 人 
以上 

須為股東 

1.30 人以下 

2.本身持股數 4倍或已發

行股份總數之 3% 

(以較低者計算) 

須為股東 1.30 人以下 

2.本身持股數 4 倍或

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3% (以較低者計算) 

股務 
代理 

公司不得委託股務代理機構擔任受託代理人 公司委託 無上限 

註：有改選董監事議案時，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接受股東委託擔任徵求人或接受徵求人之委託辦理代為處理
徵求事務: (1)本身係召開股東會之公開發行公司之股務代理機構。(2)本身係召開股東會之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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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委託書資格要求及受託上限一覽表 
(金控、銀行法及保險法所規範之公司-1080701 後) 

 有      改      選 無      改      選 

資  格  要  求 受  託  上  限 資  格  要  求 受  託  上  限 

公 

開 

徵 

求 

一 

般 
徵 
求 

1.繼續 1 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

總數千分之五以上 

2.股東無委託書使用規則第 5 條

第 2 項各款之情事 

3% 

1.持有公司己發行股份 5 萬股以

上 

2.股東無委託書使用規則第 5 條

第 2 項各款之情事 

3% 

信股 
託務 
事代 

業理 
或機 
  構 

1.繼續 1 年以上股東及其關係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
以上並符合金控法、銀行法、
保險法之股東適格性及同一人

或同一關係人之規定 
3.股東及信託事業、股務代理機構
負責人無委託書使用規則第 5
條第 2 項各款之情事 

無上限 
(徵得委託書於分配選舉權
數時，獨立董事應大於非獨
立董事之選舉權數) 

1.繼續 1 年以上股東及其關係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
十以上並符合金控法、銀行
法、保險法之股東適格性及同

一人或同一關係人之規定 
2.股東及信託事業、股務代理機
構負責人無委託書使用規則
第 5 條第 2 項各款之情事 

無上限 

非 

屬 

徵 

求 

1 對 1 無要求 無上限 無要求 無上限 
1 對 2 無要求 表決權數 3% 無要求 表決權數 3% 

3 人 
以上 

須為股東 

1.30 人以下 
2.本身持股數 4 倍或已發行
股份總數之 3% 
(以較低者計算) 

 
須為股東 

1.30 人以下 
2.本身持股數 4 倍或
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3% (以較低者計算) 

股務 

代理 
公司不得委託股務代理機構擔任受託代理人 公司委託 無上限 

註：有改選董監事議案時，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接受股東委託擔任徵求人或接受徵求人之委託辦理代為處理
徵求事務: (1)本身係召開股東會之公開發行公司之股務代理機構。(2)本身係召開股東會之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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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信、證券商及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出席股東會行使表決權相關規範 

    行使方式                    應行使表決權部位(依持有股份) 指派書內容 

證券

投資

信託

事業 

1.得依公司法第 177
條之 1 規定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 
2.指派符合「股務處
理準則」第 3 條第
2項規定條件之公
司行使表決權 

(1) (2) (3) 

應於指派書
上就各項議
案行使表決
權之指示予
以明確載明 

任一基金持有 

公司股份均未 
達 30 萬股且 
全部基金合計 
持股未達 100 
萬股 

任一基金持有採行

電子投票公司股份 
均未達該公司已發
行股份總數萬分之
一且全部基金合計
持有股份未達萬分
之三 

 無選舉議案時  有選舉議案時 任一基金持有 

公司股份未達
1,000 股 

任一基金持有公
司股份達 30 萬
股以上或全部基
金合計持股達
100 萬股以上 

任一基金所持有
股份均未達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數
千分之五或 50
萬股 

  得不指派人員出席股東會 

 

 

應指派人員行使表決權 
(亦得指派本事業以外之人員出
席股東會) 

得不行使表決
權但其股數應計
入（1）及（2）

之股數計算 

證券 
商/
期貨
商 

1.得依公司法第 177 
  條之1規定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 

2.指派內部人員行使
表決權 

  持有股票公司股東會未採電子投  

   票且持有股份未達 30 萬股 

持有公司股份 
達 30 萬股以上 應於指派書

上就各項議
案行使表決
權之指示予
以明確載明 

 
得不指派人員 
出席股東會 

  應指派內部人員 
（不含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中之自然人行使表決權 

境外
外國
機構
投資
人 

1.得依公司法第 177
條之 1 規定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 

2.指派符合「股務處
理準則」第 3 條第
2 項規定條件之公
司行使表決權 

持有公司股份未達 30 萬股 持有公司股份達 30萬股以上 

應於指派書
上就各項議
案行使表決
權之指示予
以明確載明 

 
 

得不指派人員出席股東會 

 
 
 應指派國內代理人或代表人行使表決權 
(亦得依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之授權，指派國
內代理人或代表人以外之人出席) 

註：(1)以上股東均不得填具委託書委託他人出席股東會。 (2)保險業不得行使對被投資公司董事、監察人選舉之表決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