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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条例》第 10 部简介 

董事及公司秘书 
 

一、 引言  

新《公司条例》(下称「新条例」)第 10 部(董事及公司秘书)载有与董事及公司秘

书有关的条文。 

二、 政策目标及主要改动 

2. 第 10部载有旨在加强企业管治、改善规管及使法例现代化的措施。旨在加强企

业管治的措施包括： 

(a) 限制法人团体担任私人公司的董事(下文第 6至 8段)； 

(b) 厘清董事有责任以谨慎、技巧及努力行事的标准(第 9至 13段)； 

(c) 规定追认董事的行为必须获无利益关系的成员批准(第 14至 16段)。 

3. 旨在改善规管及使法例现代化的措施包括： 

(a) 容许公司注册处处长(下称「处长」)就董事及公司秘书的委任向公司发出指示 

(第 17至 19段)； 

(b) 厘清就董事对第三者的法律责任提供弥偿的规则(第 20至 22段)。 

4. 除上述主要改动外，这部分也重述《公司条例》(第 32章)(下称「第 32 章」)

中各条有关董事及公司秘书的条文，包括董事须因候补董事的作为而承担法律责任(第

478 条)、废止以董事兼公司秘书双重身分作出的作为(第 479 条)、禁止未获解除破产

的破产人担任董事(第 480条)，以及备存董事会议议事程序的记录(第 481及 482 条)。 

5. 第 10部所载的主要改动，详述于下文第 6至 22段。 

三、 限制法人团体担任私人公司的董事(第 457 条) 

第 32章下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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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 32 章禁止所有公众公司及隶属有上市公司为成员的公司集团的私人公司委

任法人团体为董事。其他私人公司则无此限制。。 

新条例下的情况 

7. 新条例第 456 条继续禁止公众公司、担保有限公司及隶属有上市公司为成员的

公司集团的私人公司由法人团体担任董事。至于其他私人公司， 新条例规定最少须有

一名董事为自然人，以提高透明度和问责性。 

新条例的主要条文 

8. 第 457 条规定私人公司 (与上市公司属同一集团者除外)须有最少一名董事为

自然人，以限制法人团体担任董事。 

四、 厘清董事有责任以谨慎、技巧及努力行事的标准(第 465 及

466 条) 

第 32章下的情况 

9. 第 32章没有关于董事有责任以谨慎、技巧及努力行事的条文，而普通法在香港

这方面的情况亦非清晰。旧案例所采用的标准把重点放在董事本身具备的知识和经验上

(一般称为主观准则)，现今被视为过于宽松。愈来愈多其他可资比较的司法管辖区的司

法机构采用一套混合 客观及主观准则，以厘定董事以谨慎、技巧及努力行事理应达到

的标准。海外司法管辖区采用混合客观及主观准则同时体现于普通法中法院的裁决以及

成文法中对该准则的确认。鉴于普通法在海外的发展，香港法院很可能亦会采用混合客

观及主观准则。不过，由于香港在这方面并无明确的案例，因此仍存在一些不明朗的因

素。 

新条例下的情况 

10. 为向董事提供清晰的指引，新条例纳入混合客观及主观准则，以厘清董事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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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以谨慎、技巧及努力行事的标准。 

新条例的主要条文 

11. 第 465(2)条载例一套混合客观及主观准则的标准，让公司的董事根据第 465(1)

条履行责任以合理水平的谨慎、技巧及努力行事。准则规定董事的作 为须同时以客观

及主观的方法判断。在决定某公司的董事是否有违反他对该公司所负有以谨慎、技巧及

努力行事的责任时，法院会把他的行为与任何合理努力并具有以下条件的人再行事时会

达到的水平作一比较： 

(a) 可合理预期任何人在执行有关董事就有关公司所执行的职能时会具备的一般 

知识、技巧及经验(第 465(2(a)条的客观准则)； 

(b) 该董事本身具备的一般知识、技巧及经验(第 465(2(b)条的主观准则)。 

12. 第 465(4)条进一步订明，有关责任取代相应的普通法规则及衡平法原则而有

效。第 465(5)条订明，有关责任适用于幕后董事。规定幕后董事须负起与妥为委任的

董事相同的责任，是适当的做法，因为任何人干涉公司事务而干涉程度达到令他符合幕

后董事的定义，就须承担与董事相同的责任和职责。 

13. 第 466 条保留违反(或威胁违反)有关责任的现有民事后果。违反有关责任的

补救方法，会与现时违反普通法规则及衡平法原则(即被有关责任所取代的原则)可使用

的补救方法完全相同。 

五、 规定追认董事的行为必须获无利益关係的成员批准 (第

473 条) 

第 32章下的情况 

14. 第 32章没有获成员批准追认董事的作为或不作为的具体条文；追认董事的作

为或不作为受普通法规则规限，而该等规则一般规定，要解除董事的受信 责任，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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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成员在大会上批准。追认具有的效力，是公司不得就其因被追认的作为或不作为而蒙

受的损失，向董事提出诉讼，尽管这未必能够阻止持异议的少数股东提出不公平损害或

法定衍生申索。在第 32 章的制度下，如大股东是董事或与董事有关连，便可能出现利

益冲突的情况。 

新条例下的情况 

15. 新条例规定追认董事的行为必须获无利益关系的成员批准，以防止有利益冲

突的情况及防止有利益关系的大股东可能滥用权力，追认董事的未准许行为。 

新条例下的主要条文 

16. 第 473条订明，公司如要追认涉及关乎该公司的疏忽、失责、失职或违反信托

的董事行为 ，必须获该公司成员藉通过决议批准，而有关董事、任何与董事有关连的

实体，以及任何以信托方式为董事或该有关联实体持有该公司的股份的人对该决议所投

的赞成票，一概不予理会。第 473(7)(b)条保留规限追认的现行普通法规则。 

六、 容许处长就董事及公司秘书的委任向公司发出指示(第

458 及 476 条) 

第 32章下的情况 

17. 第 32 章规定私人公司须有最少一名董事，而公众公司则须有最少两名董事。

如有违规，有关公司及其每名失责高级人员均可被处以罚款。此外，每间公司都应委任

一名公司秘书，尽管在该条例中没有不委任公司秘书的罪行条文。 

新条例下的情况 

18. 为使有关公司须有董事及公司秘书的法例规定得以更有效地执行，新条例赋

权处长指示公司委任董事和公司秘书。 

新条例下的主要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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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第 458及 476 条赋权处长如觉得某公司违反第 453(2)、454(1)或 457(2)条有

关委任董事或违反第 474(1)或(4)条或 475(2)或(3)条有关委任公司秘书的任何规定，

可向该公司发出指示。不遵从指示即属违法，有关公司及其每名责任人均可被处以罚款。 

七、 厘清就董事对第三者的法律责任提供弥偿的规则(第 467

及 469 至 472 条) 

第 32章下的情况 

20. 有关规管董事有权就其对第三者的法律责任获得弥偿的法律，现时载于非法

律专业的董事颇难明白的案例。尤须注意的是，董事有权就其对第三者的法律责任获得

弥偿，范围并不清晰。由于不能确定董事有权就其对第三者的法律责任获得弥偿，这情

况可能令胜任的人不敢接受董事的任命。 

新条例下的情况 

21. 为了消除上述不明确之处，就董事对第三者的法律责任提供弥偿的规则已予

厘清。 

新条例的主要条文 

22. 第 469 条准许公司在符合指明条件下，就董事所招致对第三者的法律责任提

供弥偿。弥偿范围不得包括某些法律责任及费用，例如刑事罚款、监管机构判处的罚款、

在董事被裁定有罪的刑事法律程序中招致的抗辩费用，以及在有关公司或其有联系公司

或其代表对董事提起而该董事被判败诉的民事法律程序中招致的抗辩费用。为提高透明

度，公司如向其董事或其有联系公司的董事提供任何获准许的弥偿，则必须在董事报告

中披露有关的弥偿条文(第 470 条)，并应要求将弥偿条文提供予成员查阅(第 471 及

472条)。 

八、 过渡性安排及保留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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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新条例附表 11第 88至 94条载列各项过渡性及保留安排。有关主要改动的过

渡性条文如下： 

⚫ 附表 11 第 89条： 

没有自然人董事的现有私人公司会获给予由新条例生效日期后起计 6个 

月的宽限期，以遵从根据新条例第 457(2)条必须最少有一名董事为自然 

人的新规定。现有不活动公司获得豁免，但当这些公司恢复活动时，便 

须遵守有关规定。 

⚫ 附表 11 第 90条： 

第 32 章第 157条继续就担任董事的人于新条例第 461 条的生效日期前作

出的作为的有效性而适用。 

⚫ 附表 11 第 92条： 

第 32章第 165条，在该条与董事有关的范围内，继续适用于紧接第 468、

469及 470条的生效日期前已存在的相关豁免或弥偿条文。 

 

 

 

公司注册处 

2013 年 4 月 

 

以上内容均摘录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司注册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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