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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公司法令
(第 125 號法令)
目 錄
第一篇 緒論
1 簡稱；2(已刪除)；3 廢除，過渡性規定；4 釋義；5 子公司及控股公司定義；5A 最終控股公司定義；5B
獨資子公司定義；6 各公司被視為相關公司時；6A 股份利益
第二篇 法令的執行
7 公司註冊官等，某些簽署須獲司法關注，取得資訊的權力，收費；7A 部長豁免收費的權力；7B 進行視察
的權力；7C 進行調查的權力；7D 傳召查詢的權力；8 公司審計師及清算師須由掌管財政的部長批准；9 公
司審計師；10 清算師資格的喪失；11 名冊，查閱名冊，註冊官證明副本的證據價值，法律規定的證據，上
訴，舊紀錄的銷毀等；11A 文件的電子存檔，由註冊官證明的電子存檔文件副本的證據價值；12 呈報職責
的執行；13 失落註冊文件的重新呈報
第三篇 公司的組成
第一部 註冊
14 公司的成立，禁止二十人以上為利益的未註冊結社；14A 禁止有限保証的設股本公司註冊；15 私人公
司；16 註冊及成立，法定宣誓書，章程簽署人須呈報法定宣誓書，註冊證書，註冊的效力，公司股東；
17 控股公司股東；18 有關章程的規定
第二部 權力
19 公司的權力，對某些公司擁有土地權力的限制；20 越權交易；21 有關修改章程的一般性規定；22 公司
名稱；23 更改名稱；24 慈善及其他公司名稱略去<有限>；25 無限公司註冊為有限公司等；26 公眾公司改
為私人公司及私人公司改為公眾公司；27 不遵照有關私人公司的規定；28 修改章程宗旨；29 結社規章；
30 接納第四附錄 A 表；31 規章的修改；32 有關保証有限公司的章程及規章；33 章程及規章的效力，有關
修改對不同意股東的效力；34 章程及規章副本；35 合約形式，文件的鑒定，供海外使用的正式封；36 禁
止少過法定最低股東人數的公司營業
第四篇 股份、債券及抵押
第一部 招股說明書
36A 第一及第二部不施用于依據 1993 年証券委員會法令所作獻議；37 必須在招股說明書中印發股份或債
券申請表格的規定；38 有關邀請公眾貸款給或存款在一家公司；39 招股說明書內容；39A (已刪除)；39B
招股說明書格式與內容規定的豁免；40 某些廣告被視為招股說明書；41 有關保留超額認購的發行債券；

有關資產支持的聲明；42 招股說明書的註冊，合約副本等必須存放註冊辦事處供查閱；42A 附加招股說明
書；43 內含獻售股份的文件被視為招股說明書；44(已刪除)；45 專家同意發佈內含其聲明的招股說明書；
46 招股說明書內錯誤聲明的民事責任；47 招股說明書內聲明的刑事責任；47A 部長的豁免權力；47B 豁免
的獻議
第二部
對配發與啟業的限制
48 禁止配發，除非收穫最低認購額；49 申請款項必須存入信託直至配發；50 某些情況下配發的限制；51
有關代替招股說明書聲明的規定；52 某些情況下對啟業的限制；53 對更改招股說明書等提及合約的限制
第三部 股份
54 有關配發的呈報；55 有關一些公司權益股的投票權；56 催告與繳付的差異等，保留責任；57 認股權
証；58 付某些佣金，及禁付所有其他佣金、貼現等的權力；59 貼現發行股份的權力；60 溢價發行股份，
股份溢價帳，合併的豁免，有關集團重組的豁免，某些情況下豁免的追溯；61 可贖回優先股；62 公司改變
股本的權力，取消，有關無限公司重新註冊時的股本，增加股本的通知；63 不適當發行股份的有效性；64
削減股本的特別議決案；65 各級股份持有人的權利；66 優先股持有人的權利列明在公司章程或規章；67
公司對本公司股份的交易等；67A 公司購買本公司股份等；68 對未發行股份的選擇權；68A 提取未發行股
份選擇權名冊；69 公司在某些情況下從資本支付利息的權力；69A 提供持股資訊及詳情
第三 A 部 持大股
69B 本部的施用與釋義；69C 有義務遵照本部的人士；69D

持大股與大股東；69E 大股東必須通知公

司有關其利益；69F 大股東必須通知公司有關其利益的變動；69G 大股東停止持大股時必須通知公司；69H
涉及第 6A 條的運作；69I 通知副本致股票交易所；69J 通知非居民；69K 註冊官可以延長本部的通知期
限；69L 公司必須設置大股東名冊；69M 觸犯某些條款；69N 法庭對違規大股東的權力；69O 公司規定透
露有投票權股份利益的權力；69P(已刪除)
第四部 債券
70 債券持有人名冊及受託書副本 ；71 合約的特定履行；72 永久債券；73 已贖回債券的重新發行；74 債券
持有人的受託人資格；75 受託人的退任；76 受託書內容；77 法庭對某些不可贖回債券的權力；78受託人
的職責；79 受託人向法庭申請指示等的權力；80 借貸公司的義務；81 擔保公司提供資訊的義務；82 某些
情況下必須立即償還貸款及存款；83 債券持有人的受託人的責任
第五部 股份、債券等以外的利益
84 釋義；85 受批准契據；86 契據的批准；87 受託人的批准；88 契據包含的約款；89 利益只能由公司發
行；90 必須發佈的聲明；91 須有受批准契據始可發行；92 利益持有人名冊；93 有關利益的回報、資訊
等；

94 違反本部等的處罰；95 計劃等的清盤；96 豁免遵照本部及某些情況下不施用本部的權力；97 受託人的
責任
第六部 所有權及轉讓
98 股份性質；99 股份編號；100 證書為所有權證據；101 公司可複製共同封印；102 證書的遺失或銷毀；
103 轉讓的證件，由私人代表轉讓；104 轉讓人要求註冊轉讓；105 拒絕註冊轉讓的通知；106 轉讓的證
明；
107 公司對發出證書的職責，法庭對不發出證書的權力
第六 A 部 對其証券已存入中央存庫的公司施用的規定
107A 釋義；107B 存戶被視為股東；107C 以登錄簿冊方式轉讓証券；107D 存戶紀錄的糾正；107E 第 223
條不施用于以登錄簿冊方式辦理的出售；107F 第六 A 部的豁免
第七部 抵押的註冊
108 抵押的註冊；109 註冊抵押的職責；110 公司有責任註冊所購置產業的抵押；111 由註冊官設置抵押名
冊；112

債券註冊證書的核實；112A 抵押的割讓及更改；113 登錄清償及解除產業抵押；114 期限

的展延及抵押名冊的糾正；115 公司保存抵押證件及抵押名冊副本；116 在馬來西亞境外所作文件；117 本
法令實施前創設的抵押等；118 本部的施用
第五篇 管理與行政
第一部 辦事處及名稱
119 公司註冊辦事處；120 辦公時間，處罰；121 名稱的發表，在各辦事處展示名稱
第二部 董事及高級職員
122 董事；122A 與一名董事有關的人士；123 董事委任或廣告的限制；124

董事資格；125 未解除破

產人出任董事；126 以個別選舉委任董事；127 董事及高級職員作為的有效性；128 董事的解職；129 董事
的年齡限制；130

制止某些人士管理公司的權力；130A 無償債能力公司董事的資格喪失；131 披露

在合約、產業、職位等的利益；132 有關高級職員的職責與責任；132A 高級職員的証券交易；132B 禁止
濫用以正式身份獲取的資訊；132C 董事會出售公司事業或產業須獲公司批准；132D 董事會發行股份須獲
公司批准；132E 涉及董事會的重大產業交易；132F 例外與定義；132G 禁止涉及股東及董事的交易；133
貸款給董事；133A 禁止貸款給與董事有關的人士；134 董事持股等名冊；135 披露的一般性職責；136 禁
止支付免稅款項給董事；137 因喪失職位等而支付董事，有關支付董事；138 有關委託職位的規定；139
秘書；139A 公司秘書資格；139B 出任公司秘書執照；139C 資格的喪失；139D 上訴；140 豁免董
事或高級職員的規定；141 董事、經理及秘書名冊
第三部 會議及程序

142 法定會議及法定報告；143 常年大會；144 在正式要求下召開特別大會；145 會議的召開；145A
會議地點；146 規章有關要求投票的權利；147 會議法定人數、主席及投票等；148 有關股東在會
上的權利；149 代理人；150 法庭命令召開會議的權力；151 股東議決案等的通知；152 特別議決案，過渡
性規定；152A 由全體股東簽署的議決案被視為已由會議適當通過；153 須要特別通知的議決案；154 某些
議決案及協議的註冊及副本；155 復會通過的議決案；156 會議紀錄；157 查閱會議記錄簿
第四部 股東名冊
158 股東名冊及索引，公司股東索引；159 名冊的設置地點；160 名冊的查閱及關閉；161 代理人不遵照的
後果；162

法庭糾正名冊的權力；163 受託人等註冊為股份所有人的責任設限；164 分行名冊

第五部 常年回報
165 設股本公司的常年回報，不設股本公司的常年回報；165A 審計師聲明；166 某些公眾公司常年回報免
報股東名單
第六篇 帳目與審計
第一部 帳目
166A 遵照受批准會計標準；167 必須保存帳目；168 有關同一集團內各公司的會計期；169

損益

帳、資產負債表及董事會報告；169A 豁免帳目及報告形式及內容的規定；169B 註冊官要求資產估值報告
的權力；170 公司股東有權取得資產負債表等；171 處罰
第二部 審計
172 審計師的委任及薪酬；173 審計師薪酬；174 審計師對帳目報告的權力與職責；174A 某些情況下審計
師及其他人士享有受限制特權；175 審計師對債券持有人的受託人的職責
第七篇 安排與重組
176 與債權人及股東妥協的權力，法庭制止訴訟的權力，釋義；177 有關與債權人及股東妥協的資訊；178
方便公司重組及合拚的規定；179(已刪除)；180 收購對由大多數批准的計劃或合約持異議股東股份的權
力；181

受壓制情況的補救

第八篇 接管人與經理
182 喪失受委任為接管人的資格；183 接管人的責任，要求指示；184 法庭決定接管人及經理薪酬的權力；
185 委任清算師為接管人；186 委任接管人的通知

；187 已委任接管人聲明

；188 通知已委

任接管人或經理的規定；189 有關向接管人提呈聲明的特別規定；190 接管人及經理帳目的呈報；191 從資
產中償還某些債務須受優先索償浮動抵押約束；192 接管人等呈報職責的執行
第九篇 調查

193 本篇的施用；194 釋義；195 宣佈公司或外國公司的權力；196

為被宣佈公司委任檢查官；197

檢查官在部長訓令下調查公司狀況；198 有關檢查官報告；199 由公司議決案調查；199A 調查相關公司狀
況；200 調查費及程序；201 有關依據第 197 條進行的調查費；202 檢查官報告接納為證據；203 檢查官對
被宣佈公司的權力；204 由被宣佈公司中止行動及訴訟；205 公司的清盤；206 處罰；207 檢查官的委任及
調查公司主權的權力；208 取得對股份或債券有利益人士資訊的權力；208A 取得對股份或債券有利益人士
資訊的權力；
209 對股份或債券施予限制的權力；210 在其他國家委任檢查官
第十篇 清盤
第一部 緒論
211 清盤模式；212 清盤規定的施用；213 政府受某些規定約束；214 現任及前任股東分擔人責任，
董事的無限責任；215 分擔人責任的性質；216 股東逝世時的分擔人，股東破產時的分擔人
第二部 由法庭清盤
第一分部 一般性
217 清盤的申請；218 可以由法庭清盤公司的情況，無償債能力的定義；219 由法庭開始清盤；220 有關由
申請人(公司或清算師除外)支付初步費用等，有關在公司或清算師申請下作出訓令的費用；221 法庭聆審申
請的權力；222 暫停或制止起訴公司的權力；223 避免出售產業等；224 避免某些查封等；225 申請成為未
決案件；226
第二分部

呈報命令副本等，因清盤命令停止訴訟，命令的效力

清算師

227 清算師的委任及模式等；228

除官方接管人外，其他人受委任為清算師的規定；229 官方接管人

對非官方清算師的控制 ；230 部長對官方接管人的控制；231 臨時清算師；232 對清算師的一般性規定；
233 公司產業的保管及授予；234

公司狀況說明書須提呈官方接管人；235 清算師報告；236 清算師

的權力；237 清算師權力的行使與控制；238 清算師收款存銀行；239 清算師的解除及公司的解散；240 有
關解除或解散命令
第三分部

監察委員會

241 會議決定是否委任監察委員會；242 監察委員會的組成與程序
第四分部

法庭的一般性權力

243 暫停清盤的權力；244 確定分擔人名單及資產的施用；245 分擔人付還欠公司債務及允許的對敲程度，
法庭的催告權力，應付公司款項存入銀行，對分擔人所作命令為結論性證據；246 特別經理的委任；247 債
權人索償及資產分配；248 債權人及分擔人查閱簿冊；249 傳召與公司有關人士的權力；250 命令公開查詢
發起人及董事等的權力；251 拘捕潛逃分擔人的權力；252 法庭某些權力下放清算師；253 累積法庭權力
第三部 自動清盤

第一分部 導言
254 可以由公司自動清盤的情況；255 臨時清算師

，開始清盤日期；256 自動清盤的效力；257 宣

誓有償債能力
第二分部 只施用于股東自動清盤的規定
258 清算師；259 在無償債能力時清算師有責任召開債權人會議，在無償債能力時有關常年大會的交替規定

第三分部 只施用于債權人自動清盤的規定
260 債權人會議；261 清算師；262 監察委員會；263 產業與訴訟
第四分部 施用于每一項自動清盤的規定
264 公司產業的分配；265 清算師的委任；266 清算師的解職；267
作為有效等；269

清算師薪酬的檢討；268 清算師

清算師的權力與職責；270 清算師接受股份等作為出售公司產業代價的權力；271

股東及債權人常年會議；272 最後會議及解散；273 安排約束債權人時；274 要求法庭決定問題或
行使權力；275 費用；276 自動清盤權利的限制
第四部 施用于各模式清盤的規定
第一分部 一般性
277 由清算師保管簿冊，法庭對清算師的控制，產業交清算師；278 無監察委員會時官方接管人的權力；
279 對清算師決定的上訴；280 通知清算師的委任及其地址；281 清算師帳目；282 清算師須糾正違規；
283 公司正在清盤的通知；284 公司簿冊；285 總帳剩餘基金的投資；286 未索償資產交收益接管人；287
當資產不足時的清盤開銷；288 債權人及分擔人復會通過的議決案；289 決定債權人或分擔人願意會議；
290 特別專員錄取供証
第二分部 索償的證明及次序
291 債務的證明；292 優先
第三分部 其他交易的效力
293 不恰當優先；294 浮動抵押的效力’295 清算師有權起回售予或售自公司的某些出售差額；296 放棄繁雜
產業；297 釋義；298 限制債權人的執行或扣押權利；299

執行官對執行時取得貨物的職責

第四分部 犯罪
300 清盤公司高級職員的犯罪；301 引誘受委任為清算師；302 偽造簿冊的處罰；303 不保存適當帳目的責
任；304
及股東的提控

欺詐交易的責任；305 法庭針對犯罪高級職員等評估損失的權力；306 犯罪公司高級職員

第五分部 解散
307 法庭宣佈公司解散無效的權力；308 註冊官從名冊中除去停業公司名字的權力；309 某些情況下註冊官
充當停業公司的代表；310 停業公司未決資產授予註冊官；311 如何處置未決產業利益；312 註冊官及政府
對授予註冊官產業的責任；313 帳目與審計
第五部 未註冊公司的清盤
314 <未註冊>公司，累積本部規定；315 未註冊公司的清盤；316 清盤的未註冊公司分擔人；317 法庭暫停
或制止訴訟的權力；318 清盤的未註冊停業公司的未決資產
第十一篇 各類公司等
第一部 投資公司
319 釋義，投資公司的宣佈；320

投資公司的借貸限制；321 投資公司的投資限制；322 投資公司的

包銷限制，脫售包銷而未提取証券的規定，釋義；323 有關規章及招股說明書的特別規定；324 不得持有其
他投資公司股份；325 不得投機商品；326 資產負債表及帳目；327 投資波動儲備金；328 處罰
第二部 外國公司
329 本部對之施用的外國公司；330 釋義；331 外國公司持有不動產的權力；332 在馬來西亞設業務處的外
國公司須呈報文件等；332A 常年回報；333

有關外國公司註冊辦事處及代理人；334 過渡性規定；

335 文件等修改後須呈報，第二附錄應付收費；336 資產負債表；336A 外國公司須保存帳目；337 外國公
司註冊時在馬來西亞設置股份名冊的收費；338 不論是否為有限公司，外國公司必須誌明其名稱及註冊地；
339 通知的遞交；340

停止在馬來西亞的業務；341 對使用某些名稱的限制；342 分行名冊；343 在分行

名冊註冊的股份；
344 從分行名冊轉移股份

；345 股東索引、分行名冊的查閱及關閉；346 本法令有關轉讓的施用；

347 分行名冊為表面證據；348 持股證書；349 處罰
第十二篇 一般性
第一部 法令的執行
350 文件遞交公司；351 堂費的保証，堂費；352 有關證人的法律代表權；353 出售下落不明股東的股份；
354 判賜豁免的權力；355 不當審訊；356 特權溝通；357(已刪除)；358 名冊等的形式；358A 以電腦及其
他方式作公司紀錄；359 查閱名冊；360 證件的翻譯；361 註冊證書為結論性證據；362 法庭可以強制遵照
第二部 犯罪
363 對獻議認購或購買股份、債券等的限制；364 虛假及誤導聲明；364A 虛假報告；365 只從盈利中支付
股息；366

欺詐地引誘他人投資款項，同謀，以公司董事、股東等的虛假承諾為公司取得付款等，公

司財務狀況的證據；367 對不恰當使用<有限>字眼的處罰，對使用<私人>字眼的限制；368 高級職員的欺
詐；369 一般性處罰規定；370 違規處罰；371 如何及何時起訴；371A 犯罪的庭外罰款

第三部 雜項
372 規條；373 條例；374 修改附錄的權力
第一附錄－廢除；第二附錄－註冊官收費一覽；第三附錄－公司的權力；第四附錄 A 表－股份有限公司管
理條例；第五附錄－招股說明書；第五 A 附錄－簡明招股說明書；第六附錄－代替招股說明書聲明；第七
附錄－第四篇第五部規定的聲明；第八附錄－設股本公司的常年呈報內容；第九附錄－帳目；第十附錄－
(已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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