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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應審慎評估設置董事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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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公告新公司法解釋函令

公司法新法廢除外國公司認許制度

KPMG觀察

為配合全球招商政策，建構我國成為具有吸引投資之國

公司法修法後對於特定事項具否決權的特別股行使範圍

際環境，依外國法設立的外國公司若已於其本國取得法

存有不少爭議，尤以「專屬董事會決議事項」與「董事

人格，我國對此一既存事實宜給予尊重。因此，新公司

選舉結果」最具爭議，經濟部既已明確公告不得對此行

法刪除外國公司認許制度。

使否決權，企業於發行特別股設計時，自宜避免將上開
事項納入規劃，以免與經濟部解釋函令相抵觸。

KPMG觀察

作者：林柏霖律師

新公司法刪除外國公司認許制度，不僅與國際社會潮流
接軌，並提升外商來台投資意願，亦將有助於友善我國
經商環境，落實並強化國內外公司交流可能性，達到配

公司應審慎評估設置董事之人數

合實際貿易需要。

依公司法第128條之1第2項或第192條第2項規定，公司

作者：李婉莛實習律師

得僅設置董事1人，但如果該名董事請假，應由何人代
理行使職權？據此，經濟部於108年1月8日公告經商字

釐清特定事項否決權特別股的適用疑義

第10802400330號解釋函令函釋表示，如該名董事請
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因無其他董事，故無人可代理。

為因應新公司法有關特別股的修正，經濟部於108年1月
4日公告經商字第10702430970號解釋函令認為：
1. 特定事項否決權的特別股股東，於行使時應以股東
會所得決議之事項為限；「依法屬於董事會決議事
項」不得行使否決權，例如：經理人之委任、解任

KPMG觀察
為避免公司無董事可行使職權，公司在考量規劃設置董
事人數時，宜多加注意上開情形，以免影響公司治理。
作者：李婉莛實習律師

及報酬。
2. 特別股股東對於「董事選舉之結果」不得行使否決
權，以維持公司之正常運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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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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