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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分科六法．攻略分科六法．攻略分科六法．攻略分科六法．攻略分科六法 

公司法 

  
 
民國18年 12月 26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233條；

並自民國20年 7月 1日起施行 

民國35年 4月 12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全文361條 

民國55年 7月 19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全文449條 

民國57年 3月 25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108、218條 

民國58年 9月 11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13、14、239、

241條 

民國59年 9月 4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5、9、29、41、

45、56、66、84、98、101、103、108、111、119、135、

136、138、154、165、169、185、186、248、253、255、

258、260、268、271、273、276、282、283、285～288、

299、306～308、311、317、334、359、385、386、399、

402、419、420、431、435條 

民國69年 5月 9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2、8、10、13、

17、18、20、24、29、37、77、87、98、100～102、

105～113、119、128、156、157、161、162、168、169、

172、173、179、181、183、195、198、203、208、210、

211、217、222、235、240、241、248、250、251、257、

267、268、271、278、294、314、第 5章第 11節名稱、

315、319、331、334、335、371、373、386、387、396、

397、399、401、402、404、406、408、411、413、415

～417、419、420、422、423、435、438、447條；增

訂第28-1、161-1、218-1、218-2、317-1、402-1 條；

刪除第320、321、第 6章名稱、357～369、430～433、

439～446條 

民國72年 12月 7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6章名稱、第

5、7、9、13～16、19、20、22、41、63、73、74、83、

87、89、90、93、101、103、112、118、133、135、

138、145、146、151、156、159、161、161-1、167

～170、172、183～187、195、198、200、209～211、

214、217～219、228、230、232、235、237、240、241、

245、248、251、252、257～259、267、268、271、273、

277、279、284、285、293、300、307、313、316、326、

331、374、396、398～400、402、403、405、411、412、

419、422、424、428、436條；刪除第447條 

民國79年 11月 10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10、13、15、

18～22、130、156、228、230、235、248、267、268、

278條；增訂第17-1條 

民國86年 6月 25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4、9、10、13

～16、19～22、41、63、73、74、83、87、89、90、

93、101、103、112、118、135、138、145、146、161、

161-1、167～170、172、183、184、195、210、211、

217～219、230、232、237、245、248、252、259、267、

268、273、279、285、293、300、313、326、331、371

～376、378、380～382、386、396、398～400、402、

403、405、412、419、424、435～437、449條；增訂第

6章之1章名、第369-1～369-12條；刪除第383條 

民國89年 11月 15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5、7條 

民國 90 年 11 月 12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 2、5～7、9

～11、13、15～24、27～33、40、41、65、70、73、

74、87、89、98、100、101、103、105、106、108、

110、118、128～130、135、138、140、143、145、146、

156、161～165、167～170、172、173、177、179、183、

184、189、192、194、195、197～205、208、210～212、

214、216～218、218-2～220、223～225、227、228、

230、232、234、235、239～241、245、248、252、253、

257、258、262、267、268、270、273、274、278、282

～285、287、289～291、304、305、307、309、310、

313、第 5章第 11節節名、315～317、318、319、326、

331、369-4、369-12、371、373、374、378～380、386

～388、392、393、397、438～448條；增訂第26-1、

128-1、162-1、162-2、167-1、167-2、168-1、182-1、

189-1、197-1、199-1、208-1、217-1、246-1、257-1、

257-2、268-1、283-1、285-1、316-1、316-2、317-2、

317-3、319-1條；刪除第14、35、37～39、236、238、

242～244、275、288、376、389、390、394～396、398

～429、434～437條 

民國94年 6月 22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18、128、156、

172、177、179、183、278 條；增訂第 172-1、177-1

～177-3、192-1、216-1 條；刪除第317-3條 

民國95年 2月 3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267、289、290、

292、302、306條 

民國98年1月21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29、156、196條 

民國98年 4月 29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100、156條 

民國98年5月27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66、123、44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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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自同年11月23日施行 

民國100年6月29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10、156、158、

168、177、177-2、183、204、230、267 條；增訂第

167-3條 

民國100年 11月 9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197-1條 

民國100年 12月 28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198條 

民國101年 1月 4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7、8、10、23、

27、177-1、181、199-1、206、232、241、249 條；

增訂第26-2條 

民國101年 8月 8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248條 

民國102年 1月 16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197條 

民國102年 1月 30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154條 

民國 104 年 5 月 20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 235 條、第

240條；增訂第235-1條 

民國104 年 7月 1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 449 條；增訂

第五章第十三節節名及第 356-1～356-14 條；並自同

年9月 4日施行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公司之定義） 
＊本法所稱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

照本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 
 

第 2 條（公司種類） 
Ⅰ公司分為左列四種： 
＊一 無限公司：指二人以上股東所組

織，對公司債務負連帶無限清償
責任之公司。 

＊二 有限公司：由一人以上股東所組
織，就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負
其責任之公司。 

＊三 兩合公司：指一人以上無限責任
股東，與一人以上有限責任股東
所組織，其無限責任股東對公司
債務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有限
責任股東就其出資額為限，對公
司負其責任之公司。 

＊四 股份有限公司：指二人以上股東
或政府、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
全部資本分為股份；股東就其所
認股份，對公司負其責任之公司。 

Ⅱ公司名稱，應標明公司之種類。 
相關條文 

（公司）公 1。（無限公司）公 40～97。（有限公

司）公 98～113。（兩合公司）公 114～127。（股份

有限公司）公 128～356。（股份）公 156～169。（公

司名稱）公 18～19。（連帶責任）公 369-5；民 272

～282。（一人公司）公 2Ⅰ、98Ⅰ、128-1、315。 

第 3 條（公司住所） 
Ⅰ公司以其本公司所在地為住所。 
Ⅱ本法所稱本公司，為公司依法首先設

立，以管轄全部組織之總機構；所稱
分公司，為受本公司管轄之分支機構。 

相關條文 
（公司）公 1。（住所）民 20Ⅰ、29。 

第 4 條（外國公司） 
＊本法所稱外國公司，謂以營利為目

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並經中
華民國政府認許，在中華民國境內營
業之公司。 

 

第 5 條（主管機關） 
Ⅰ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Ⅱ中央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委託或

委辦其他機關辦理本法所規定之事項。 
 

第 6 條（公司成立要件） 
＊公司非在中央主管機關登記後，不得

成立。 
相關條文 

（中央主管機關）公 5。（設立登記之效力）公 12、

19；民 31。（主管機關登記）公 387、388；民 30。 

判例 
 67 台上 760（設立登記為公司之成立要

件，其他登記皆屬對抗要件） 
公司登記，除設立登記為公司之成立要件

外，其他登記，皆屬對抗要件，變更董事、監

察人，固屬應登記之事項，但此事項之有效存在，

並不以登記為其要件。 

第 7 條（資本額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Ⅰ公司申請設立登記之資本額，應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公司應於申請設立登
記時或設立登記後三十日內，檢送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文件。 

Ⅱ公司申請變更登記之資本額，應先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 

Ⅲ前二項查核簽證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原條文】（90.11.12） 
公司申請設立、變更登記之資本額，
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其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第
一

七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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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理由】（101.01.04） 
為配合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司法第一百

條第二項及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三項，刪除授權由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公司設立最低資本額法源之改

革措施，並為便利民眾申請設立公司，提升企業

開辦效率，將現行公司設立登記時，應先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之規定，修正為應於申請設立登記時

或設立登記後三十日內，檢送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之文件。 

公司設立後，資本額如有變更，於申請變更登

記時，仍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現行條文有

關公司申請變更登記資本額之查核簽證規定移

列第二項。 

有關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資本額之查核簽證辦

法，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現行條文有關授權

訂定辦法之規定移列第三項。 

相關條文 
（公司登記）公 6、387 以下。（主管機關）公 5。 

第 8 條（公司負責人） 

101 司、101 台大、100 司 

Ⅰ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無限公司、
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
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
董事。  

Ⅱ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算人，股份有限公
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
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職務範圍
內，亦為公司負責人。 

Ⅲ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之非董事，而實
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
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
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
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但政府為
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安定或其他增進
公共利益等情形，對政府指派之董事
所為之指揮，不適用之。 

【原條文】（69.05.09）95 律、88 司 
Ⅰ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無限公司、

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
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
董事。  

Ⅱ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算人，股份有限公
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
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職務範圍
內，亦為公司負責人。 

【修正理由】（101.01.04） 

增訂第三項。按公司之董事依其顯現於外之身分

不同，區分為董事、事實上董事及影子董事

（shadow director）三種，所謂董事，指公司依法

選出之董事；所謂事實上董事，指非董事而事實

上有執行董事業務之外觀者，例如公司之總裁；

所謂影子董事，係指非董事而經常指揮公司之董

事，但未對外顯現其董事身分，並藉由指揮董事

以遂行其執行公司業務之目的者，後二者統稱實

質董事。鑒於現行公司法僅規範董事之責任，而

對於事實上董事及影子董事之法律責任，則欠缺

規範，爰於第三項明定實質董事之責任，俾落實

公司治理。 

又按公司雖係以營利及追求股東之最大利益為目

的，但公司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同時，應負擔公

司之社會責任，且董事經營公司時所應考量之利

益不再侷限於股東利益，乃現代公司治理之發展

趨勢。尤其政府機關轉投資民間公司多負有政策

性任務或目標，且其所提供之物品或服務，多為

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例如自來水、電力及大

眾運輸等。政府為維持及增進人民利益之需，或

須指揮公司執行相關公共政策；立法部門亦經常

作成國營事業之產品價格應予凍漲或緩漲之決

議，俾以減輕民眾負擔。凡此雖可能影響公司之

利益，惟基於公益大於私益之原則，爰明定政府

為執行穩定經濟、社會安定及其他公共利益之

需，對政府指派之董事所為之指揮，排除適用之

規定。 

相關條文 
（無限公司）公 2Ⅰ。（兩合公司）公 2Ⅰ。（執

行業務或代表公司股東）公 41Ⅰ、、45、46、

56～58、115。（有限公司）公 2Ⅰ。（有限公司

之董事）公 101、108。（股份有限公司）公 2Ⅰ。

（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公 192、193、195～197、

199、201、202、208～214。（經理人）公 29、31

～36、38、39、402。（清算人）公 79～81、113、

127、322、324。（監察人）公 216。（發起人）公

128Ⅰ、129、131～133、138、143、145、150、

155。（檢查人）公 146Ⅱ、184、245、285、313。 

裁判 
 75 台上 2156（經理人之職務範圍） 

經理人係有為商號管理事務及為其簽名之權利之

人；公司之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

人。民法第五百五十三條第一項、公司法第八條第

二項規定甚明。又公司背書票據，法律既未設

有禁止之規定，且為社會上所常見，除有特
別情形外，難謂經理人為公司背書，不在其

管理事務之內。 

函釋 
經濟部 93 年 11 月 9 日經商字第 093001 

（
第
八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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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40 號（臨時管理人係代行董事長及董事

會職權） 
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之一規定：「董事會不為或不

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時，法院因利害

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得選任一人以上之臨時管

理人，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職權……」。旨在因應公

司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時，藉臨時管理人之

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職務，以維持公司運作。由於

該臨時管理人係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職權。是以，

在執行職務範圍內，臨時管理人亦為公司負責人。 

第 9 條（應收股款股東未實際繳納之處罰） 
Ⅰ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

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或股東
雖已繳納而於登記後將股款發還股
東，或任由股東收回者，公司負責人
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
元以下罰金。 

Ⅱ有前項情事時，公司負責人應與各該
股東連帶賠償公司或第三人因此所受
之損害。 

Ⅲ第一項裁判確定後，由檢察機關通知
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但
裁判確定前，已為補正或經主管機關
限期補正已補正者，不在此限。 

Ⅳ公司之設立或其他登記事項有偽
造、變造文書，經裁判確定後，由檢
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
止其登記。  

相關條文 
（公司設立登記）公 6。（公司負責人）公 8。（登

記事項）公 41、101、115、116。（中央主管機關）

公 5。（準用）公 377。（股份）公 156。 

裁判 
 104 台上 1795（本條之第三人不以與公司

為交易之債權人為限） 
按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雖已繳納，而於登記後將

股款發還股東，或任由股東收回者，公司負責人應

與各該股東連帶賠償公司或第三人因此所受之損

害，此觀公司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自明。

該條規定乃為防止虛設公司及防範經濟犯罪之發

生，並基於資本確實之原則，使股份有限公司於存

續中，得以保持相當於資本總額之財產，以維持交

易安全，並保護公司之全體債權人。是其所保護之

第三人，自不以與公司為交易之債權人為限。 

 100 台上 5206（縱使事後撤銷登記亦不影
響未實際繳納股款之處罰） 

依照公司法第 9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公司應收之股

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

公司負責人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此

係為防止虛設公司和經濟犯罪所設，故如有未

實際繳納之股東，而公司負責人卻表明已收足並向

主管機關申請者，即以該當此罪責，且不因嗣後

撤銷登記而有影響。 

 99 台上 7621（對實際負責人之債權不得抵
充股款） 
其等實係先借款予上訴（公司負責人），後因上

訴人無力償還，始將借款轉為投資款，究與股
東得以對公司所有之貨幣債權抵繳股款之

情形有間，因認該三家公司確有股東未實際繳

納股款之情事。 

第 10 條（命令解散） 
※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

依職權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命令解
散之： 

※一 公司設立登記後六個月尚未開始
營業。但已辦妥延展登記者，不
在此限。 

※二 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六個月
以上。但已辦妥停業登記者，不
在此限。 

※三 公司名稱經法院判決確定不得使
用，公司於判決確定後六個月內
尚未辦妥名稱變更登記，並經主
管機關令其限期辦理仍未辦妥。 

※四 未於第七條第一項所定期限內，
檢送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文件
者。但於主管機關命令解散前已
檢送者，不在此限。 

【原條文】（100.06.29） 
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
依職權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命令解
散之： 
一 公司設立登記後六個月尚未開始

營業者。但已辦妥延展登記者，
不在此限。 

二 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六個月
以上者。但已辦妥停業登記者，
不在此限。 

三 公司名稱經法院判決確定不得使
用，公司於判決確定後六個月內
尚未辦妥名稱變更登記，並經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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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令其限期辦理仍未辦妥。 
【修正理由】（101.01.04） 
序文配合法制用語，酌作文字修正。 
鑒於公司設立登記後，其資本額查核簽證之文

件，依修正條文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固得於設立

登記後三十日內檢送之，惟公司設立登記之資本

額，仍應符合資本確實原則，以保障股東權益。

對於公司未於修正條文第七條第一項所定期限

內，檢送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文件者，主管機關

得依職權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命令解散之；但

於主管機關命令解散前，公司已檢送者，不在此

限。爰增訂第四款。 

相關條文 
（主管機關）公 5。（公司設立）公 6。（公司之解

散）公 11、24～26、71、115、126Ⅰ、315、316。

（董事）公 8、101、108、192、193、195～197、

199、201、202、208～214。（執行業務股東）公

45、46、115。 

第 11 條（裁定解散） 
Ⅰ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

時，法院得據股東之聲請，於徵詢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
見，並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
散。  

Ⅱ前項聲請，在股份有限公司，應有繼
續六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
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東提出之。 

相關條文 
（公司之解散）公 10、24～26、71、113、115、

126Ⅰ、315、316。（股份）公 156 以下。 

第 12 條（登記之效力） 81 司 
＊公司設立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

不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而不
為變更之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
第三人。 

相關條文 
（公司設立登記）公 6。（應登記事項）公 115、

157。（準用）公 377。（對抗第三人）民 31。 

判例 
 67台上760（監事變更登記僅為對抗要件） 

公司登記，除設立登記為公司之成立要件（參看公

司法第六條）外，其他登記，皆屬對抗要件（參看

同法第十二條），變更董事、監察人，固屬應登記之

事項，但此事項之有效存在，並不以登記為其要件。 

裁判 
 87 台抗 249（變更登記僅為對抗要件） 

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之變更，固屬依法應登記之

事項，但其變更應於新任董事長就任後即生效力，

並不以經主管機關准予變更登記後，始有其效力，

此觀公司法第十二條之規定自明。故法院將訴訟文

書付與股份有限公司時，如該公司之新任董事長業

已就任者，自應依法對該新任董事長為送達，否則

其送達即難謂為合法。 

 68 台上 1749（董事委託股東經常代理出

席股東會為生效要件） 
公司法第十二條之規定，不包括同法第二百
零五條第五項董事個人事由應向主管機關申

請之登記在內，凡居住國外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以書面委託居住國內之其他股東經常
代理出席股東會者，必須將其事項向主管機

關申請登記，否則不生授與代理權之效力，

此項登記，非僅為對抗要件。而同條第四項規

定居住國外之董事得以書面委託居住國內之其他股

東，經常代理出席董事會，所謂其他股東並不包括

居住國內已當選為董事之股東在內。此就該條項與

同條第一、二項規定，比較觀之，即可明膫。 

決議 
 77 年 5 月 17 日 
77 年度第 9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公司

登記之公信力）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之改選無效，惟業經主管機關

變更登記，其代表公司所簽發之本票，對公司是否

發生效力？ 

決議： 
主管機關之公司登記有公信力，公司董事長之改選

雖無效，但既經主管機關變更登記，其代表公司所簽

發之本票，除執票人為惡意外，對公司應發生效力。 

第 13 條（公司轉投資之限制） 
94 東吳、87 司、85 律、82 律、80 律 

Ⅰ公司不得為他公司無限責任股東或合
夥事業之合夥人；如為他公司有限責
任股東時，其所有投資總額，除以投
資為專業或公司章程另有規定或經依
左列各款規定，取得股東同意或股東
會決議者外，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
本百分之四十： 

＊一 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經全體無限
責任股東同意。 

＊二 有限公司經全體股東同意。 
＊三 股份有限公司經代表已發行股份

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以
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同意之股
東會決議。 

Ⅱ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出席股東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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