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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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經濟部公告公司法第173條及第173條之1解釋

函令

• 立法院三讀通過「憲法訴訟法」

• 立法院三讀通過「法院組織法」

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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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表決權的股東仍得
行使股東會召集權

02 2018年12月

為因應新公司法有關股東會召集權的修正，經濟部於

107年11月26日公告經商字第10702062910號解釋函令

，其認為因第173條及第173條之1並無排除持有無表決

權股東適用，從而，無表決權的股東仍得行使股東會召

集權，無表決權的股份數亦應計入已發行股份總數。

KPMG觀察

過往對於無表決權的股東能否召集股東會存有不

少爭議，此亦影響股東會的召開是否合乎公司法

令及程序，經濟部既已明確公告無表決權的股東

仍得行使股東會召集權，企業自宜更新召集股東

會有關內規，以利即時適用新法。

作者：林柏霖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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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三讀通過制定
「憲法訴訟法」

03 2018年08月

鑑於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公布施行至今超過25年，已不敷實務運作，立法院於107年12月

18日三讀通過制定憲法訴訟法（以下簡稱本法），並預計於3年後施行上路，其重要內

容摘要如下：

1. 採行「裁判憲法審查」制度：人民若認為所受之確定終局裁判牴觸憲法，得聲請憲

法法庭為違憲宣告的判決，以維權益。

2. 引進「法庭之友」制度：擴大當事人以外之人的專業意見或資料的徵集，供憲法法

庭審理案件參考，使判決更為周全。

3. 公開透明化憲法審查程序：主動公開經決議受理案件之聲請書及答辯書；公布大法

官於裁判所持立場，並建立閱卷制度。

4. 調降憲法審查案件之表決門檻：經大法官現有總額2/3以上參與評議，大法官現有

總額過半數同意，即可作成違憲或合憲判決，以提高效率。

5. 明定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件之審理規定：使憲法法庭審理此類案件時，有明確之程

序得以遵循。

KPMG觀察

本次修正最攸關人民權益的應為「裁判憲法審查」制

度：本法施行前，人民僅能主張因終局裁判所引用的

「法令」違反憲法而聲請大法官解釋；本法施行後，

人民如果認為其所受確定終局裁判的法官的「法律見

解」牴觸憲法，也可以聲請進行憲法訴訟。不過需要

注意的是，人民必須在終局裁判送達後6個月內提出聲

請但大法官有權不受理人民的聲請，未來可預見將有

更多的人民釋憲的申請案。

作者：李婉莛實習律師

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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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三讀通過「法院組
織法」增設大法庭制度

2018年12月

KPMG觀察

本次修法增設「大法庭」制度，取代以往判例制

度統一法律見解，當案件所涉的法律見解有爭議

時，除了可由終審法院審判庭的法官主動提案給

大法庭；也可由當事人向終審法院審判庭聲請提

案予大法庭，由大法庭作出裁定，以解決最高法

院各庭間就同一事件可能持不同法律見解的問

題。此外，107年12月7日前已選編而且無判決

全文的判例及法官會議決議均停止適用，宜留意

企業目前內部所持相關法律見解是否有援用未有

判決全文的判例。至於有判決全文的判例，因效

力將變更為與最高法院判決相同，僅具有個案的

效力，而無強制法院審理必須參考或引用的效

力。

作者：張容涵實習律師

為確保終審法院對於法律適用具有一致性，立法院於

107年12月7日三讀通過「法院組織法」與「行政法院組

織法」部分條文，未來最高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將成立

「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且於6個月後施行上路，茲

摘錄重點如下：

項目 解釋

大法庭之設立 最高法院的民事庭、刑事庭設立民事

大法庭、刑事大法庭；最高行政法院

僅設立一個大法庭。

向大法庭提案 1. 最高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各庭審

理案件時，認為適用的法律見解

具有原則重要性時，得向大法庭

提案。

2. 最高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各庭審

理案件期間，當事人認為有足以

影響判決結果的法律見解，而且

各庭先前對此見解已發生歧異，

當事人得向受理案件的各庭聲請

提案予大法庭。

不同意見書制度 大法庭法官的法律意見與多數意見不

同時，若有不同意見書者，應該與裁

定一併公布之。

對案件拘束力 大法庭的裁定，對提案庭提交的案件

有拘束力，即提案庭應該依大法庭裁

定的法律見解作成終局裁判。

廢除判例及
法議制度

於本法修正施行前選編的判例，若無

判決全文者，應停止適用；若有判決

全文者，效力與最高法院判決相同，

而無拘束法院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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