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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公司章程不得限制董事連選連任

經濟部函釋日前針對公司法第195條第1項但書作出解

釋：由於董事得連選連任為公司法明文賦予的權利，因

此若公司章程限制董事（長）不得連任或只能連一次，

牴觸公司法允許董事得連選連任的意旨，各公司於章程

訂定或修正時宜加以注意。KPMG建議，未來司法實務

是否亦持相同見解仍須留意觀察。

（作者：李婉莛實習律師）

非公發公司董事會書面決議，議事錄無

須記載「場所」

新修正公司法允許非公發公司章程訂明經全體董事同意

者，得以書面方式舉行董事會、行使其表決權，而不須

實際集會。然而，因同法要求，董事會議事錄應記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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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經濟部函釋日前作出解釋：

若非公發公司董事會依公司法新法，以書面方式舉行董

事會、行使其表決權，因無實際開會，董事會議事錄毋

須記載「場所」此一事項。

KPMG觀察

往後公司董事會以書面方式舉行董事會、行使其表決權

時，董事會議事錄毋須記載「場所」此一事項，其餘事

項依事實記載即可。

（作者：李婉莛實習律師）

勞動部更新適用責任制工作者範圍

勞動基準法第84-1條及施行細則第5-1條規定「監督、

管理人員」有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的空間。

考量各行各業的相類工作者均有增加工時彈性需求，為

合宜保障勞工權益前提下，勞動部於5月23日公告，針

對「監督、管理人員」且「每月工資達新臺幣15萬元以

上」者，核定為勞動基準法第84-1條工作者。

KPMG觀察

雖上開人員經核定為勞動基準法第84-1條工作者，而得

不受該法部分規定的限制，然勞雇雙方仍應參考該法所

定的基準且不得損及勞工健康及福祉；且應以書面並經

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核備後，始生效力，企業應予特

別注意，以免因程序違法致生勞雇紛爭。

（作者：林柏霖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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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觀察

過往因強制執行法未予明確規範扣押比例，造成公

司在配合扣押手續時多有疑問，未來既已明文此類

債權的扣押比例不得超過各期給付數額1/3，企業

自宜參照並予落實，以維各方權益。

（作者：林柏霖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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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人之薪資債權或其他繼續性給付債權，通常為債務

人及共同生活親屬維持生活所必需，雖強制執行法已明

文扣押時應預留相當數額，以供其等暫時維持生計，然

而，執行法院卻無充分資料判斷債務人扶養共同生活親

屬之人數，以至於究該扣押如何之比例，實務作法與各

界意見紛歧，時生爭議。

有鑑於此，立法院於5月10日三讀通過強制執行法修正

案，對於押債務人的薪資債權或其他相類的繼續性給付

債權，明定其扣押比例上限不能超過各期給付數額

1/3。倘若執行法院斟酌生活狀況及其他情事，如認有

失公平，可不受上開扣押比例的限制，惟仍應預留適當

的生活費用予債務人。

立法院三讀修正強制執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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