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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變更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申請須知

一、申請書正本

（一）申請書應由董事長簽名或蓋章申請，並蓋公司章，另應加註公司地址、連絡電話；

由會計師或律師代理申請登記時應在申請書上加列代理人事務所名稱、代理人姓

名、地址、連絡電話並蓋章及加附委託書。

（二）申請書蓋具公司印章及代表人印章應與原核備相符，原核備印章如有遺失，應檢附

切結書 1份（由公司及代表公司負責人具名蓋章）；印章變更者應附新舊印模對照

表 1份，併案辦理印鑑變更報備。

（三）申請書件除申請書、登記表及會計師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及其附件為正本外，其餘書

件均檢附影本，申請人應檢附之文件、書表為影本者，必要時主管機關得要求檢附

正本。

（四）應於董事長就任或取得許可文件後 15 日內申請變更登記；逾期依公司法第 387 條

第 6項，處董事長新台幣 1萬元以上 5萬元以下罰鍰。

二、章程及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一）有限公司組織如先經股東同意出資轉讓、修正章程、變更組織，嗣於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修正章程、選任董事、監察人，公司辦理變更登記時，應分別檢附「有限公

司」及「股份有限公司」時之修正後章程。若係先經股東同意變更組織，再於股份

有限公司股東會修正章程、選任董事、監察人，則僅須附「股份有限公司」時之修

正章程，章程應分別載明訂立及各次修正之日期。

（二）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經全體股東同意，股東人數不超過 50 人，章程載明閉鎖性之

屬性，並於章程定有股份轉讓限制之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三）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之出資，以技術、勞務出資者，應經全體股東之同意，並

於章程載明其種類、抵充之金額及公司核給之股數，但以勞務抵充之股數，不得超

過公司發行股份總數之一定比例。(公司法第356條之3第2項所稱一定比例，於實收

資本額未達新臺幣3千萬元之公司，指抵充出資之股數不得超過公司發行股份總數

二分之一；於實收資本額新臺幣3千萬元以上之公司，抵充出資之股數不得超過公

司發行股份總數四分之一。)

（四）公司發行股份、應擇一採行票面金額股或無票面金額股，發行無票面金額股者，應

於章程載明之(例：章程第X條 本公司資本分為0,000,000股，發行無票面金額股，

得分次發行)；其所得之股款應全數撥充資本。公司採行無票面金額股者，不得轉

換為票面金額股。

（五）發行特別股非閉鎖股份有限公司依公司法第 157 條，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依第 356

之 7 條，於章程中訂明特別股股東權利義務範圍。

（六）股東同意書或股東會議事錄已載明修正條次，可免附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章程修

正條文對照表應標明條次、原條文及修正後條文內容。

三、股東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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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限公司之股東同意書，應由股東親筆簽名或蓋章。股東為法人者，應由其代表公

司負責人或其指派之代表人代表法人親筆簽名或蓋章。

（二）如股東係無行為能力人時，須由法定代理人代為出具同意書；如股東係限制行為能

力人時，出具同意書須經法定代理人允許。

（三）應載明同意變更組織，如併案辦理出資轉讓、增資者，應載明各股東增資金額及增

資後資本總額及修正公司章程。

（四）應經股東表決權過半之同意變更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應經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

上之同意變更章程，股東同意書應由表決權過半之股東親筆簽名或蓋章，如同時修

正章程則應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股東親筆簽名或蓋章。

四、股東會議事錄

（一）有限公司變更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其第 1次所召集之股東會由原執行業務股東

召集，並得由其擔任主席，如其不欲擔任會議主席時，為達成股東會議之目的，

可由出席股東中互推 1人擔任。（經濟部 70.8.24 商 35084 號）

（二）選舉董監事之股東會應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出席。

※按股東會係由全體股東組成之法定公司最高意思機關，其表決權之行使，依公司

法第 174 條規定：「股東會之決議，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指普通決議而

言）。選舉董事、監察人亦應有上述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出席，並依

同法第 198 條規定選任之。至於股東出席股數未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致無

法召開股東會選舉董事一節，公司法就此尚無明文，惟請公司宜再召集股東會選

舉董事。（經濟部 93.8.9 經商字第 09302126390 號）

（三）依公司法第 198 條累積投票制之方式選任董事及監察人。

※公司法有關董事、監察人選任之方法，係採累積選舉制。即股東會選任董事時，

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相同人數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 1 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公司法第 198 條第 1 項參照）。其

辦法例如股東會應選董事名額 15 人，每 1股份就有 15個選舉權，股東如持有 1000

股，即擁有 15,000 選舉權，可集中投給 1 人或數人，或分散給 15 人，由所得選

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依序當選董事。（經濟部 81、5、19 商 211787 號）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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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公司法第 183 條參照)

（五）議事錄記載決議方法之形式：

１.股東對議案無異議：

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對股東會之決議方法訂有「議案之表決，依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

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時，其記載可為「經主席徵詢全體

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當事人如仍有爭執，請逕循司法途徑解決。

２.股東對議案有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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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票決方式並應載明通過表決權數及其權數比例，其記載可為「出席股東表決

權數 857,850 同意通過，占總權數 85.785%」。

３.董監事之選舉：

採票決方式並應載明當選董事、監察人之當選權數，其記載可為「張三 (當選權

數 1,020,000)、李四(當選權數 921,015)、王五(當選權數 803,315)等 3 人當選為本

公司董事，趙六(當選權數 857,850)當選為本公司監察人，任期自即日起 3 年」。

(經濟部 90 年 5 月 24 日經(90)商字第 09002108030 號公告參照)

（六）依公司法第 183 條規定，股東會決議事項，應作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

（七）應載明股東會為股東常會或股東臨時會。

五、董事會議事錄(董事同意書)

（一）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不得少於三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公司得

依章程規定不設董事會，置董事一人或二人(擇一)。置董事一人者，以其為董事長，

董事會之職權並由該董事行使，不適用有關董事會之規定；置董事二人者，準用董

事會之相關規定。

（二）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

召集之。

（三）董事會未設常務董事者，應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互選一人為董事長，並得依章程規定，以同一方式互選一人為副董事長。

董事會設有常務董事者，其常務董事依前項選舉方式互選之，名額至少三人，最多

不得超過董事人數三分之一。董事長或副董事長由常務董事依前項選舉方式互選

之。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

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

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

理之。(公司法第 208 條)

（四）董事會開會時，除公司章程訂定得由其他董事代理者外均應親自出席。如以視訊會

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公司章程得訂明經全體董事同

意，董事就當次董事會議案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而不實際集會。前項情形，

視為已召開董事會；以書面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董事，視為親自出席董事會。(公開

發行股票之公司，不適用之。)

（五）選任董事長應由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

（六）議事錄應記載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及決議方法，並應記載議事經過

之要領及其結果。（公司法第 183 條參照）

（七）依公司法第 207 條準用同法第 183 條規定，董事會決議事項，應作議事錄，由主席

簽名或蓋章。

1.議事錄記載決議方法之形式：

董事對議案無異議

其記載可為「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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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對議案有異議

採票決方式並應載明通過人數，其記載可為「出席董事 3人同意通過」。

（經濟部 90 年 5 月 24 日經（90）商字第 09002108030 號公告參照）

2..公司章程應明定董事人數，董事一人時，即可由該董事決定之，而無須召開董事

會，檢附董事同意書。又置董事二人者，相關議事仍應作成議事錄。

3.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而不實際集會時，仍應作成形成決議之書面文件，並由

主席簽名或蓋章。

（八）如已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出席董事姓名則無須檢附簽到簿，董事會以視訊方式為之

時應在該名董事姓名底下括號附註該員以視訊網路參與。

六、董事（監察人）願任同意書

（一）每一位董事、監察人應分別填列一張董事（監察人）願任同意書，常務董事不須另

外簽署，惟董事長應加填列一張董事長願任同意書。

（二）董事（董事長）、獨立董事及監察人願任同意書合併填列時，其職稱欄位應予載明，

董事長應同時併列董事長及董事 2欄位。

（三）應由董事、獨立董事及監察人本人親筆簽名或蓋章。

（四）願任同意書之備註文字不得省略。

（五）法人股東擔任董事或監察人者，應由法人股東代表人代為簽署法人名稱，並加署代

表人姓名。

（六）董事監察人如為外國人者，得另行簽署外文之董事（監察人）願任同意書（應包括

備註文字），並加附中譯本。

（七）如有修改應由原簽署人於修改處加蓋印鑑。

七、董事、監察人資格及身分證明文件

（一）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3 人，監察人至少 1 人，任期不得逾 3 年，連選得連任，有公司

法第 30 條規定之情事者不得擔任。有公司法第 30 條規定之情事者不得擔任董事、

監察人。

1.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尚未執行、尚未執行完畢， 或

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 5年。

2.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經宣告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尚未執行

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 2年。

3.曾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尚未執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

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 2年。

4.受破產之宣告或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5.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

6.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

7.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董事應組織董事會，設董事長 1人，如有必要得依章程規定設置副董事長一人。



5

（三）監察人至少 1人在國內有住所，但僑外投資公司依「外國人投資條例」及「華僑回

國投資條例」排除此限制。

（四）董事、監察人為中華民國國民者，應檢附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五）董事、監察人為僑外人士時，所檢附身分及住所證明文件可為下列之一：

1.在臺居留證影本。

2.駐外單位簽證之國籍證明書，並載明住居所。

3.該國政府機關出具之文件，無須經我國駐外單位簽證(如：護照影本、日本之戶籍

證明)。

4.本人出具聲明書（包括國籍、身分證明等），經該國駐中華民國境內機構簽證（如

美國在臺協會），或經我外交部駐外單位簽證，或經我法院公證。

上述官方之證明文件如未載明地址，可自行加註住居所地址並經本人或公司董事長簽

名或蓋章。

（六）依公司法第 27 條規定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自

然人代表行使職務，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代表人有數人時，得分

別當選，但不得同時當選或擔任董事及監察人。

（七）政府指派之代表人當選者免附願任同意書。

（八）如曾檢送過身分證明文件且身分資料無變更者，得免附身分證明文件。

八、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其附件正本（併案辦理增資變更登記者檢附）

（一）公司申請資本額變更登記應依「會計師查核簽證公司登記資本額辦法」之規定，委

請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出具資本繳足之查核報告書及有關報表。

（二）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非以現金出資者，另應檢附全體股東同意書。

九、變更登記表

（一）一式 2份，於核辦後 1份存核辦單位﹐1份送還申請公司收執。

（二）為配合電腦作業，請打字或電腦以黑色列印填寫清楚，數字部份請採用阿拉伯數字，

並請勿折疊、挖補、浮貼或塗改。

（三）※各欄，如變更登記日期文號、檔號、公務記載蓋章欄等，申請人請勿填寫。

（四）登記表印章欄位加蓋公司及代表公司負責人（董事或董事長）章（請蓋用油性印泥，

應清晰並不得塗改）。

（五）各登記欄有變更者，應於欄位之前打「ˇ」，未變更之登記欄應與原登記表所載一

致，本次變更登記之事項應與申請文件內容相符。

（六）為配合郵政作業，請於所在地加填郵遞區號。

十、其他

（一）有限公司得變更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但股份有限公司不得變更組織為有限公司。

（二）申請文件刪改處應加蓋代表公司之負責人印章。

（三）公司業務，依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所定之命令，規定其業務須經政府許可，而許可

法令規定其變更組織及其相關事項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於領得許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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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方得申請公司登記。僑外人士、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其他機構或其於

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所稱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

其他機構直接或間接持有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股份或出資額逾百分之三十或

對該第三地區公司具有控制能力者。】在臺灣地區從事投資行為者，應附經濟部投

資審議委員會投資核准函、資金審定函影本。陸資投資人為法人者，得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2項規定由大陸地區人民為法人之代表人，來臺擔任董事(長)，尚不得依公

司法第 27條第 1項規定以法人名義擔任董事(長)。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擔任經理人，

須為經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依法許可並經申登機關核准登記之陸資企業。

十一、受理機關及其管轄公司範疇：

單位名稱 受理範圍 地 址

經濟部商業司

外國公司在臺分公司登記管理、外國公司申

請在臺辦事處登記；大陸公司許可及其在臺

分公司登記管理、大陸公司申請在臺辦事處

許可報備，實收資本額新臺幣五億元以上其

所在地在金門、馬祖、台灣省轄區內之本國

公司

臺北市福州街 15 號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其所在地在金

門、馬祖、臺灣省轄區內之本國公司
南投縣中興新村省府路4號

臺北市政府

（商業處）

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其所在地在臺

北市轄區內之本國公司
臺北市市府路 1號

新北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

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其所在地在新

北市轄區內之本國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 號

桃園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

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其所在地在桃

園市轄區內之本國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號

臺中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

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其所在地在臺

中市轄區內之本國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三段 99 號

臺南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

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其所在地在臺

南市轄區內之本國公司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 2段 6

號（永華市政中心）、臺南

市新營區民治路 36 號（民

治市政中心）

高雄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

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其所在地在高

雄市轄區內之本國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

管理處
加工出口區內之公司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 6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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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新竹科學工

業園區管理局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內之公司 新竹市新安路 2號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

業園區管理局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內之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路 2

號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

業園區管理局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內之公司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路 22

號

屏東農業生物技術

園區籌備處
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內之公司

屏東縣長治鄉德和村神農

路一號

交通部航港局
海港自由貿易港區內之公司

（自 103 年 9月 1日起實施）

基隆港 基隆市港西街 6號 4樓

臺北港 新北市八里區商港路 123 號

蘇澳港 宜蘭縣蘇澳鎮港區 1號 2樓

臺中港
臺中市梧棲區臨海路83之3

號

安平港
臺南市南區新港路 25 號 1

樓

高雄港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2號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內之公司

（自 103 年 9 月 1 日起實施）

桃園市大園區航翔路 101 號

3 樓 T300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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