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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致辭

i

企業管治制度是現代股份制企業及自由資本市場的基石。良好的企業管治可以提高投資者
的信心以及本港資本市場的吸引力，令本港的金融系統更為穩定。由香港董事學會出版的
《董事指引》（第四版）是不可多得的參考資料，我鼓勵各位企業董事善加利用。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陳家強教授

香港要維持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必須不斷提高企業管治水平。新《公司條例》為董事
的謹慎責任、技巧及努力訂定了一套混合客觀及主觀準則的標準，當中除考慮到董事本身
應具備的一般知識、技巧及經驗外，亦引入對該等條件的客觀預期。香港董事學會出版的
《董事指引》，提供與董事日常工作有關的法律知識和最佳守則，甚具參考價值，亦可與公
司註冊處編製的《董事責任指引》參照閱讀。

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
鍾麗玲

良好的企業管治對一個健康和優質的市場來說甚為重要。市場如具備健全的企業管治規則
與規例的框架，可加強投資者對市場的信心，並鼓勵公司發展業務。公司董事在確保公司
遵守良好的企業管治標準及符合與日俱增的規則與規例的同時，亦要平衡其本身對公司和
相關團體的責任，故在過程中擔當著關鍵的角色。香港董事學會最新推出的《董事指引》（第
四版），為董事提供十分有用的指引，是所有董事的企業管治寶鑑。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主席
唐家成

擔任上市公司董事是身負重責的，因為董事時刻都要確保股東利益獲得保障，同時公司恪
守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這個角色的一大挑戰，在於他們心須緊貼最新的資訊，以便適切
地履行各項責任和職責。最新版本的《董事指引》正是董事們了解自身對公司及權益人的責
任時不可或缺的參考工具。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主席
周松崗



前言：出版者致辭

ii

香港董事學會為香港代表專業董事的首要組織，其宗旨是促進所有公司的持久成就；為達
成使命，學會致力提倡優秀企業管治與釐訂相關標準，以及協助董事的專業發展。在會員
人數不斷增長的支持下，本會透過制定多元目標策略促進卓越的企業管治。本會定期舉辦
不同類型的董事專業項目，以支援董事履行職務。出版指引是本會的主要項目之一，藉以
提高董事的工作成效。

《董事指引》是本會的暢銷刊物，適合現任及新任董事作為參考，而且攜帶方便。指引的第
四版包括最新的法律及監管修訂，特別是由2014年3月3日生效的《公司條例》（第622章）。
本指引亦撮述法例和規例，並推薦良好常規。

我們很高興本指引獲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在2012年1月1日生效的上市規則第3.08

條的備註中列為董事的指導讀物之一。我們有責任不時修訂本指引，以確保其內容與時並
進。學會以服務董事和持份者為目標，從而協助提升香港的競爭力，並推動香港成為主要
的商業及金融中心。

我們謹此鳴謝下列機構和人士：

• 在本書前言中致辭的權威人士；

• 公司註冊處同意轉載其撮述新《公司條例》各項措施的刊物：「新《公司條例》（第622

章）－主要新猷」；

• 負責修訂第四版的杜珠聯律師和劉冠倫博士；

• 所有幫助本書第四版出版的人士；以及

• 所有參與本書推廣和支持本書的人士。

香港董事學會主席
黃天祐博士



iii

香港董事學會為促進董事的持續專業發展，過去成功舉辦了多種活動，包括研討會、論
壇、出版刊物及工作坊。我們很高興推出《董事指引》第四版，藉以配合本會的其他各項倡
議和活動。這些指引旨在提醒及啟發各董事，運用優秀的企業管治技巧，解決企業面對的
各種重大問題。

本學會在出版本指引時，考慮到下列讀者的需要：

(1) 新任董事，以取得新職務的適當摘要；

(2) 現任董事，以重溫其責任的廣度和範圍；

(3) 現任董事，於某種情況下所需要採取行動的簡要初步指引。

在修訂本指引時，我們考慮了與董事有關的主要法律和法規的變化。尤其是《公司條例》（第
622章）釐清了對董事謹慎、技巧及努力行事的責任，對董事如何履行自己的角色具有深遠
意義。第四版已更新了最新的資訊，是董事不可或缺的輔助工具。

非常感謝所有幫助本書出版的人士。我們歡迎讀者和使用者提供寶貴意見，使我們能夠更
好地為董事、股東和香港的經濟服務。

香港董事學會行政總裁
徐尉玲博士



序 言

iv

本書試圖概述法律，並在法律尚未涉及的領域，盡可能推薦良好的常規，不過一間公司的
運作涉及多方面，由於法律的複雜性，公司多樣化的業務活動，加上需對這些行為負責的
人具有不同個性，形成無數不同的組合，要毫不含糊地推薦一套行為守則是十分困難的。
此指引反映了香港法律及於2014年3月3日開始生效的新《公司條例》（第622章）（取代舊有
《公司條例》第32章），而有關公司無力償債、公司清盤、董事資格的取消、接管人、經理人
及招股章程相關的條文現載於更名的《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WUMPO)（第32章）。
本書附錄轉載了公司註冊處的「新《公司條例》（第622章）：主要新猷」，以簡要介紹新《公司
條例》的主要修改。

本指引亦參考了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的上市規則（主板及創業板市場），包括《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企管守則）。負責處理上市公司事務的讀者祈請參考上市規則的具體條文，以
全面了解法規要求。上市規則第3.08條的備註將本指引列為董事職責指引的參考讀本。

本會已盡一切努力，力求將本書編寫得盡量全面，然而由於像香港這樣的商業社會充滿活
力，錯綜複雜，許多具體問題是需要徵詢專業意見，而本書只作參考，不能取代專業的意
見。若有人因使用本書提供的資料或觀點招致損失，香港董事學會或本書作者概不承擔任
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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