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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點掃描

為使讀者輕鬆掌握最新企業經營法令資訊，及時

因應法令修改所帶來法令遵循挑戰，因此KPMG

推出「公司法令新知」月刊。藉由KPMG的導讀

及觀察資訊，提供讀者精準迅速掌握因應環境變

化所需之各項財經法令訊息，期使企業在經營上

能建立前瞻的思維及宏觀的視野。

本期重點摘要

• 新修正公司法要求申報董監事、經理人與持股

10%大股東義務

• 經濟部公告股東自行召集股東會適用疑義結論

• 臨時管理人代表公司所簽發本票之效力問題

2018年0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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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監事、經理人與

大股東的持股申報

02 2018年09月

為配合洗錢防制政策，協助建置完善洗錢防制體制，立

法院於民國107年7月6日三讀新增公司法第22條之1，

要求所有公司每年應定期於1月1日到1月31日以「電子

方式」將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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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國籍、出生年

月日、持股數或出資額等事項，申報至中央主管機關建

置或指定之資訊平臺；若其持股有變動，公司亦應於變

動後15日內申報。

本條施行後，因國營事業與公開發行股份有限公司，已

經有相關申報規定，可以排除適用外，其他類型的公司，包

括非公開發行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無限與兩合公

司等都應依本條申報。

需要注意的是，若公司未依法申報，或申報的資料不實，經

中央主管機關限期通知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代表公

司之董事新臺幣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經再限期

通知改正仍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50萬元以上500萬

元以下罰鍰，至改正為止。其情節重大者，得廢止公司

登記。此外，若公司因違反本條而受到裁罰，行政機關

也將於資訊平臺依次註記裁處情形。

KPMG觀察

目前新增的公司法第22條之1仍尚未有確切的施

行日期，據報載，經濟部希望能於近月內儘速施

行。主管機關亦已研擬「公司法第二十二條之一

資料申報及管理辦法草案」，以配合本條增訂。

由於受本條規範的非公開發行股份有限公司若未

依法申報，除了會對董事裁罰，甚至得廢止公司

登記，主管機關亦會於資訊平臺註記裁處情形，

影響公司商譽，因此應注意相關法令要求，並按

規定申報，以免受罰。

作者：李婉莛實習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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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公布「股東自行召集股
東會」適用疑義之會商結論

2018年09月

KPMG觀察

新修正公司法新增第173條之1規定(新法實施日

期未定)，符合一定條件之股東得自行召集臨時股

東會，此時股東須繼續持股3個月以上並持有已

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份，持股期間之計算方

式為停止過戶日始日前之3個月，股東之持股數

可多人合併計算，股東並應委任公司之股務單位

或自行委任股務代理機構辦理相關程序事項。因

此未來股東若依本條召集臨時股東會，宜依循經

濟部公告之相關程序辦理召集程序，以增加股東

自行召集股東會程序之正當性。

作者：張容涵實習律師

依據新修正公司法第173條之1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東繼續持股3個月以上，並持有已發行股份過半數

者，得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經濟部於民國107年7月

31日召開「公司法修正疑義研商會議」，討論如何認

定「繼續3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份之

股東」及該條相關程序，茲摘錄重點如下：

1. 股東持股期間應自股東臨時會停止過戶日之始日，

往前計算3個月期間。

2. 股東若是多數人合併計算持股者，於繼續3個月之

持股期間內，人數無法新增，但可減少，惟減少後

合併計算之持股期間及持股數，仍應符合公司法第

173條之1規定之持股條件。

3. 股東依本條召集股東會者，應委任公司之股務單位

或自行委任股務代理機構辦理相關事宜，並完成召

集股東臨時會之公告申報程序，且辦理公告申報

時，應檢附公司股務單位或自行委任股務代理機構

開立持股條件證明。

4. 股東委任公司之股務單位或自行委任股務代理機構

至公告召集臨時股東會，中間應時隔3個工作天；

公告召集臨時股東會至股東名簿停止過戶日之始

日，中間應時隔12個工作日。

5. 另外股東依本條規定召集股東臨時會並無時間或次

數之限制，得重複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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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判決臨時管理人代表

公司所簽發的本票效力問題

04 2018年08月

有關臨時管理人代表公司所簽發本票的效力問題，最高法院民事庭於民國107年6月6日作

出裁判，摘錄重點如下：「…以臨時管理人身分代表被上訴人簽發系爭本票，對其本身及

上訴人均有利而有害於被上訴人利益，其所簽發之系爭本票，顯逾越臨時管理人代表權

限，被上訴人既不承認，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70條第1項規定，對被上訴人不生效力。」

（詳參最高法院107年度台簡上字第15號）（編按：被上訴人即為公司）。

由此可知，最高法院認為即便是公司臨時管理人所簽發的本票，若該本票有害於公司

利益，則認為公司臨時管理人所簽發本票的行為，顯然逾越了其代表公司的權限，從

而，若公司事後不予承認，公司可類推適用民法第170條第1項規定，主張該票據對公

司不生效力。

KPMG觀察

公司若發生有董事會不為或不能

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之

虞，而選任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

長及董事會職權的情形時，宜特

別注意該名臨時管理人代表公司

簽發本票是否有損害於公司利

益。若有，依照上開最高法院見

解，公司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70

條第1項，主張該本票對公司不

生效力，以維護公司利益。

作者：林柏霖律師

2018年0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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