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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公司法令
新知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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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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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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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法正式上路

近年來，以「財團法人」作為整合多元價值或參與社會

服務等已漸為趨勢，其亦發揮具體可觀的效果，然新法

通過前，主管機關多以職權命令或行政規則作為其法律

位階、規範內容也因無法應社會變遷或依不同性質予以

適當管理，久為社會各界詬病。有鑑於此，立法院於

107年8月1日通過《財團法人法》，並訂於108年2月1

日施行上路，茲整理重要內容如下：

財團法人法具體規範

主管機關

§3

中央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地方 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

基金會名稱

§5

中央 冠以財團法人之文字

地方 冠以所屬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

設立基金

§9

中央 捐助財產總額，應足以達成設立目的，

其最低總額，由主管機關依所掌業務性

質定之

地方 不得逾全國性財團法人之最低總額

董事

§39、40、

41

人數 5-25人，須為奇數(主管機關核准得超

過25人)，其中1人為董事長

任期  每屆不得逾4年期滿連任之董事

 得逾改選董事總人數4/5

資格  董事相互間有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

關係不得超過總人數1/3

 需有1/5以上具有與設立目的相關專

長或工作經驗

薪資  無給職

 董事長係專職者，得經董事會決議

為有給職

(得設)

監察人

§39、41

人數 不得逾董事名額1/3

資格 監察人相互間、監察人與董事間，不得有配

偶及三親等以內親屬關係(但性質特殊經主

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薪資 無給職

02

KPMG觀察

除宗教性財團法人外，新施行上路財團法人法既

已統合現行相關行政規則與職權命令，並制定專

法以作為財團法人設立許可、營運及管理之共通

規範，企業自宜注意相關設立要件，若於本法施

行前已設立登記者，自應在本法施行後1年內補

正不符之處，避免主管機關廢除或解除董事職

務。

作者：林柏霖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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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觀察

公司如未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說明召集事由之主要

內容，該股東會決議即具瑕疵，股東得向法院聲

請撤銷。因此，為避免公司股東會重新召集之成

本耗費，公司於召集股東會時宜多加留意。

作者：李婉莛實習律師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說明召集事由

為保障股東的資訊權，經濟部函釋日前針對公司法第

172條第5項要求公司應在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

之主要內容作出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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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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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屬符合上開法規之

要求。

公司法修法後股息可每季或每半年發放

公司法修正前，除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外，其他公司都

必須待會計年度終了後方能發放股利股息。而自民國

107年11月1日施行新法開始，所有類型的公司得經章

程修定，於每季或每半年分派盈餘。故只要公司章程允

許，且董事會評估其發放盈餘後，仍得於年末完納稅

捐、彌補虧損，即可在每季或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發放

股利股息。

KPMG觀察

新公司法修正後，我國並未要求公司分派盈餘前

應進行償債能力測試，惟為健全公司治理、善盡

公司董事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建議企業發放

股利股息前，可聘請專家審慎評估公司之償債能

力，維護債權人權益，以避免超額分派。

作者：李婉莛實習律師

金管會放寬公發公司發行員工認股權憑
證與轉讓庫藏股的限制

過去金管會規定，公開發行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發行員工

認股權憑證，或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時，其發給或轉讓

對象，僅限於國內外「從屬公司」的員工。但自107年

12月開始，金管會已將前述發放範圍大幅放寬，擴及至

國內外「控制公司」的員工亦可。

KPMG觀察

為利集團企業留才，提供運用彈性，公開發行公

司於發放員工認股權憑證，或買回庫藏股時，宜

多加利用此一機制。

作者：李婉莛實習律師

經濟部公告新公司法解釋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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