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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現今之公司制度分為無限公司、兩合公司、有限公司及股

份有限公司四種類型，其中又以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為大宗。

而依我國目前產業結構之現狀，除少數為大型公司外，相當於 97

％以上之企業實為中小企業，即較小型、具有閉鎖性之公司。閉鎖

性公司相較於公開性公司而言，不僅所採用之公司形式不同，更重

要的是閉鎖性公司其股東人數較少、股東相互間具有高度之信賴關

係、重視股東之個人特質、董事通常係由多數股東中選任及企業所

有與經營合一之組織特性，與公開性公司截然不同。 

2015 年我國立法院通過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新增閉鎖性公司

專章，施行至今已歷一年有餘，已有數百家之閉鎖性公司設立，其

發展成效不凡，企業界對於此種在組織與資金籌措上具有高度彈性

的公司類型，亦多給予高度評價。然閉鎖性公司因其性質，就閉鎖

性公司之少數股東而言，一方面由於無次級流通市場存在，其股份

轉讓有現實上之困難，當發生多數股東壓迫少數股東的不公平現象

或是因股東不合而產生股東僵局無法打破等情形，使少數股東欲退

出公司時，無法輕易收回投資；另一方面，閉鎖性公司之多數股

東，通常為董事或控制權股東，可透過多數決原理以合法的程序輕

易地剝奪持股數較少之少數股東之權益。因此，法律對於閉鎖性公

司少數股東之保障機制更顯重要。然而，依我國現行閉鎖性公司法

制對於少數股東之保障竟完全未為規範，顯對少數股東之權益保障

有欠周全，實有深入探討之必要性。 

除了探討閉鎖性公司法制之基本概念之外，本文將全面性的檢

討我國現行閉鎖性公司制度對於少數股東權益保障之缺失，整理並

分析美國、英國及日本等國之相關立法例及司法實務見解，作為我

國建構及推動閉鎖性公司之少數股東保障制度之參考。同時，探討

閉鎖性公司所面臨的公司治理議題，嘗試建構一套適合我國中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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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公司治理守則，透過公司治理守則的建立與宣導，配合適當

的事後法律救濟制度，強化閉鎖性公司少數股東之保障。 

 

 

關鍵詞：閉鎖性公司、公司治理、少數股東之保障、控制股東、董

事受託義務、壓迫或不公平對待、股東書面協議、表決權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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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aiwan Company Act, companies are of four classes, 

which are unlimited company, limited company, unlimited company 

with limited liability shareholders, and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Among these four classes, limited company and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are the major cases in the court. Besides a few large firms, 

depends on our status quo, there are over 97% of the corporations are 

closely-held corporations. Compared to public corporations, not only do 

closely-held take different company forms, more importantly, closely-

held corporations also have less shareholders, higher fiduciary 

relationship among shareholders, more focused on shareholders’ 

characteristics, the board is usually elected from majority shareholders, 

and their power of operation and ownership are combined. All of these 

features of closely-held corporation are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public 

corporations. 

In 2015, Legislative Yuan approved the Amendment of Company 

Act, adding closely-held corporations’ specialized chapters, which has 

been enforcing more than a year. Hundreds of the closely-held 

corporations have incorporated since that with remarkable growth, are 

highly appraised by the business world on their highly flexible 

organization and financing. However, under these closely-held 

corporations’ characteristics, shareholders are unable to transfer their 

shares arbitrarily. When there is oppression by majority shareholders or 

disagreements which causes deadlock, minority shareholders cannot 

realize their investments through transferring of shares. In the other 

hand, majority shareholders, who usually serve as directors, can legally 

deprive minority shareholders of their rights. Consequently, the 

protection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is more important, especiall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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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ly-held corporations. However, there lacks a clear set of rules in 

protecting minority shareholders in Taiwan.  

In this research study not only the basic concept of closely-held 

corporations, through cases and regulations of U.S., U.K, Japan to 

review current legal protection available to minority shareholders in 

closely-held corporation, as a reference of construct and promote the 

protection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in closely-held corporations in 

Taiwan. Besides, this study is intended to enhance the protection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in closely-held corporations through to establish 

the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recommending appropriate 

effective post legal remedies for small-and-medium size firms in Taiwan. 

 

 

Keywords: Closely-held Corporations,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tections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Fiduciary Duty, Oppression, Shareholder Agreement, Voting Agreement.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VII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 2 

第三節、 研究架構 ...................................................................... 3 

第二章 閉鎖性公司之基本概念 ............................... 5 

第一節、 閉鎖性公司之意義與界定標準 ................................... 5 

第一項、 閉鎖性公司之意義 ................................................ 5 

第二項、 閉鎖性公司之組織特性 ........................................ 7 

第二節、 各國閉鎖性公司之立法制度 ..................................... 11 

第一項、 美國 ..................................................................... 12 

第二項、 英國 ..................................................................... 21 

第三項、 日本 ..................................................................... 27 

第四項、 我國 ..................................................................... 33 

第五項、 各國閉鎖性公司之比較 ...................................... 41 

第三節、 小結 ............................................................................ 42 

第三章 閉鎖性公司之公司治理 ............................. 45 

第一節、 公司治理之意義 ........................................................ 46 

第二節、 國際組織對於閉鎖性公司之公司治理建議 ............. 50 

第一項、 歐洲非公開發行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 51 

第二項、 香港中小企業管理指引 ...................................... 56 

第三項、 中小企業實施公司治理的挑戰 .......................... 60 

第三節、 閉鎖性公司公司治理之困境 ..................................... 65 

第四節、 股東書面協議制度 .................................................... 6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VIII 

 

第一項、 股東書面協議之概念 .......................................... 67 

第二項、 股東權利之調整 ................................................. 68 

第三項、 董事裁量權之限制 .............................................. 82 

第四項、 股東書面協議之效力 .......................................... 87 

第五項、 股東書面協議之自治界限 .................................. 89 

第五節、 我國閉鎖性公司公司治理之建構 ............................. 91 

第六節、 小結 ............................................................................ 94 

第四章 閉鎖性公司少數股東之保護機制與救濟模

式 ................................................................. 95 

第一節、 閉鎖性公司少數股東之地位 ..................................... 96 

第一項、 股東權益 ............................................................. 97 

第二項、 少數股東與控制股東之界定與特點 .................. 97 

第三項、 少數股東之困境 ............................................... 104 

第四項、 控制股東壓迫行為之態樣及測試標準 ............ 106 

第五項、 少數股東法律地位之確保 ................................ 117 

第二節、 閉鎖性公司少數股東之保護機制 ........................... 119 

第一項、 透過代表訴訟或直接訴訟追究責任 ................ 120 

第二項、 向法院訴請裁定解散公司 ................................ 133 

第三節、 各國閉鎖性公司少數股東之救濟模式 ................... 138 

第一項、 美國 ................................................................... 138 

第二項、 英國 ................................................................... 144 

第三項、 日本 ................................................................... 153 

第四節、 小結 .......................................................................... 155 

第五章 我國閉鎖性公司法制之審視與檢討 ....... 157 

第一節、 公司法修正增訂閉鎖性公司專章 ........................... 15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IX 

 

第一項、 公司法之沿革與閉鎖性公司制度之引進 ......... 158 

第二項、 閉鎖性公司法制修正內容 ................................ 160 

第二節、 閉鎖性公司專章對於少數股東保護之缺失與公司僵

局處理之建議 .......................................................... 174 

第一項、 閉鎖性公司公司治理規範與法制環境之建構 . 175 

第二項、 對少數股東之壓迫行為或不公平待遇之處理 . 178 

第三項、 股東僵局之解決 ............................................... 184 

第三節、 2016 年 12 月公司法全盤修正修法建議 ................ 186 

第四節、 小結 .......................................................................... 189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 191 

第一節、 結論 .......................................................................... 191 

第二節、 建議 .......................................................................... 193 

參考文獻 .................................................................. 197 

附錄一  美國模範法定閉鎖性公司補編 ............... 213 

附錄二  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閉鎖性公司專章 ... 22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X 

 

圖表目錄 

表格 1 模範商業公司法與德拉瓦州公司法閉鎖性公司規範之比較

 ............................................................................................. 19 

表格 2 英國 2006 年公司法私人公司與大眾公司規範之比較 ....... 27 

表格 3 日本會社法合同公司與未設董事會公司規範之比較 ......... 32 

表格 4 我國股份有限公司與閉鎖性公司規範之比較 ..................... 39 

表格 5 各國之閉鎖性公司制度規範之比較 .................................... 41 

附圖 1 不公平侵害救濟制度之範例圖表 ...................................... 18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政府為了建構適合全球投資的環境，促使我國商業環境更有利

於新創事業，於公司法增訂「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專節（第 5 章

第 13 節），自 2015 年 9 月起施行。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閉鎖性公司）突破原有公司法的限制，賦予企業高度自治空間、

多元化籌資工具及更具彈性之股權安排。 

閉鎖性公司在組織上具有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之特色，由於股

東人數較少，構成員間通常存有高度之信賴關係，因此，大部分股

東通常擔任公司之董事、經理人或員工，直接參與公司之經營管理

1。其次，就股東之退出機制而言，因股份轉讓受到限制，在外國行

之多年的閉鎖性公司法制，討論最多的是少數股東受到壓迫或不公

平對待（oppression）時，或股東間爭執所產生僵局（deadlock）如

何救濟的問題2。閉鎖性公司由少數的股東所組成，相對於公開性公

司而言，股東的個人特質更顯重要。此時由於公司規模可能較小，

當股東遇到公司僵局或者是多數股東壓迫時，因無公開的次級市場

供其出售持股，因此退出困難。觀諸我國多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商業

結構，閉鎖性公司的數量較公開性公司為多，如前所述勢必產生因

其性質而特有的問題，惟在我國對於少數股東之保護仍然有相當大

的進步空間3。有鑑於此，閉鎖性公司少數股東保障法制之建構以及

所可能產生爭議的解決等，皆為本文所欲探討的範圍。 

                                                
1 王志誠，閉鎖性公司少數股東之保護，政大法學評論，第 89 期，2006 年 2 月，頁 212。 
2 劉連煜，現代公司法，2016 年 9 月，增訂 12 版，頁 662。 

3 以世界排名觀之，我國於《2016 經商環境報告》為第 11 名，與去年相較進步 8 名，名次創

下歷年新高，顯示我國經商環境的整體表現確有大幅提升。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保護少數

股東」此指標項目雖有所進步，但相對於其他指標的進步幅度，該項目的表現略顯不足，仍有

更多進步的空間。若與東亞地區經濟發達國家之「保護少數股東」此指標項目分數相較，我國

屈居第五，遜於新、港、馬、韓等國，僅略高於地區平均分數。凡此皆再再凸顯針對「保護少

數股東」指標進行改革的重要性與迫切。邵慶平，國家發展委員會「強化保護少數股東法制之

研究」委託研究計畫，2016 年 5 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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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公司治理已為國際企業發展的趨勢，我國目前關於公司

治理的規範與討論皆限於上市上櫃與公開發行公司此類型之大型或

股權分散的企業。從代理人理論的角度觀之，大型公開發行公司的

股東數量眾多股權極為分散，經營管理通常由專業經理人為之，所

面臨的最重要挑戰為專業經理人與股東利益衝突時所產生的代理人

問題。然而閉鎖性公司所面臨最重要的代理問題，則是多數股東濫

權或不公平壓迫少數股東之情形，而在治理上可能面臨的困境多為

因股東意見不合使公司陷入股東僵局，導致公司業務停滯不前無法

推展的窘境。閉鎖性公司若缺乏公司治理的機制易淪為人治，多數

股東掌握公司大部分權利，公司運作以多數股東之利益為主之情況

下，將大大不利於企業未來擴張或轉型。因此，應積極建立並推展

我國閉鎖性公司的公司治理，在較小型的組織中，若經營者有心建

立公司治理的制度，其效率與成效都會比在大型組織高出許多4。除

了能避免閉鎖性公司少數股東受到壓迫或是股東僵局的發生機會，

也能使閉鎖性公司在組織尚未擴大成為大型、公開化之公司前就打

好公司治理的基礎，讓公司治理不再淪為口號，而是真正落實於公

司組織中的文化與價值觀5。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文之研究範圍乃先從積極面著手，除了介紹歐洲率先於 2010

年發布之非公開發行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並參考各國際組織對

於閉鎖性公司之治理規範建議作討論。此外，針對處理閉鎖性公司

公司治理之重要機制──股東書面協議制度作進一步的探討，以供

我國閉鎖性公司之公司治理建構上之參考。其次，從消極面討論在

閉鎖性公司之公司治理發生問題時，例如多數股東壓迫少數股東或

股東間發生僵局，比較各國的閉鎖性公司少數股東之救濟管道。最

                                                
4 陳彥良，中小企業公司治理法制問題之探討，財產法暨經濟法季刊，第 33 期，2013 年 3

月，頁 119-120。 
5 林郁馨，閉鎖性公司之公司治理與少數股東權之保障，月旦法學雜誌，第 231 期，2014 年 8

月，頁 14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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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全面性的檢討我國現行閉鎖性公司法制對於少數股東保障之缺

失，並參考各國立法例，透過公司治理基本規範的建構以及適當的

事後法律救濟制度，強化我國閉鎖性公司少數股東之保障。 

本文之研究方法部分，將以文獻回顧之方式，蒐集國內外相關

議題之既有文獻，以國際組織對於閉鎖性公司之公司治理進行整理

與分析。相關文獻包括國內外學者之書籍、期刊論文、專書篇章以

及國際組織之研究報告等。同時採取比較法之研究方法，參酌美

國、英國、日本等各國之學術文獻以及法院判決，就閉鎖性公司少

數股東受到侵害之情形，董事或控制權股東所應負之責任及其判斷

標準，與相關救濟管道作歸納統整與比較。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文共分為六章。 

第一章為「緒論」。分別論述本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

圍與方法以及研究架構。 

第二章為「閉鎖性公司之基本概念」。本章論述閉鎖性公司的

意義、界定標準、組織型態與特性。首先，介紹閉鎖性公司之基本

概念為何，並說明閉鎖性公司之組織型態與特性。其次介紹美國、

英國、日本之閉鎖性公司法制規範，說明各國閉鎖性公司之法規範

制度設計。 

第三章為「閉鎖性公司之公司治理」。本章先以 OECD 之公司治

理原則為公司治理之基本意義作說明，接著以各國際組織對於閉鎖

性公司之公司治理建議作介紹，進而分析閉鎖性公司公司治理之困

境。再探討股東書面協議制度用以調整閉鎖性公司股東權利之結構

及經營管理階層之權限，最後根據國內中小企業之公司治理特性加

以分析，提出解決閉鎖性公司在公司治理問題上之因應對策，進而

勾勒出一個我國閉鎖性公司之公司治理模式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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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為「閉鎖性公司少數股東之保護機制與救濟模式」。本

章首先討論閉鎖性公司少數股東之地位，詳述少數股東與控制股東

之界定標準、控制股東壓迫行為的認定與態樣以及少數股東地位之

確保。其次分析閉鎖性公司少數股東之保護機制，透過訴訟追究責

任或是訴請裁定公司解散以保護少數股東之權益。最後從比較法研

究之觀點，分別探討美國、英國、日本對於閉鎖性公司少數股東之

救濟規範作論述與整理，以供作改進我國相關法制之參考。 

第五章為「我國閉鎖性公司法制之審視與檢討」。本章首先介

紹我國 2015 年新增之閉鎖性公司專章內容，並且分析我國對於閉

鎖性公司少數股東保障之缺失與不足，最後重點整理介紹公司法全

盤修正修法委員會於 2016 年 12 月所發布之公司法全盤修正修法建

議中針對少數股東救濟之相關內容。 

第六章為「結論與建議」。透過前述章節內容之整理與說明，

所得之結論為我國閉鎖性公司之少數股東保障仍有相當大的空缺與

不足，除了應積極於我國增設閉鎖性公司之公司治理守則規範外，

並確立控制股東之責任法理以及少數股東確保其地位之救濟管道，

以強化我國少數股東之保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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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閉鎖性公司之基本概念 

在我國或其他大陸法系國家，公司法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

可藉由股東會決定公司未來的營運方向和投資計畫；而在美國或其

他海洋法系國家，規定開放性公司的股東權利基本上限於投票選舉

董事和調整資本結構等章程事項，決定經營方式和投資計畫的權利

全權交由董事會執行。然而現今的商業環境千變萬化，催生各種類

型的新創事業的崛起，例如現今炙手可熱的文化創意產業等，新創

事業多半屬年輕的中小企業，規模尚小且缺乏豐沛的資源及資金。

如依原先舊有公司組織的模式申請設立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在公司法制度架構下，可能加諸新創事業不少經營管理上的枷鎖，

反而不利其創新動能的發展。為了降低新創公司在初創階段的障礙

門檻並且發揮創業團隊的個人特質，在初創階段，法律若能賦予商

業組織彈性發展的架構，初創事業方能依其創業團隊之特性，設計

出適合其發展之架構，並降低創業的成本6。 

在此等考量之下，其商業組織型態不僅僅單純為人合公司或資

合公司，必須思考的是如何融合人合與資合公司之特性，運用此兩

種特性使公司之彈性增加，又不失其兩種特性之本質，此時閉鎖性

公司制度應運而生。本章以下就閉鎖性公司的意義、界定標準、組

織型態與特性針對閉鎖性公司制度作介紹。接著討論美國、英國、

日本之閉鎖性公司法制規範，說明各國閉鎖性公司之法規範制度設

計，並與我國閉鎖性公司制度作比較與分析。 

第一節、 閉鎖性公司之意義與界定標準 

第一項、 閉鎖性公司之意義 

所謂閉鎖性公司（closely-held corporations；close 

corporations），在學理上係指相對於公開性公司（publicly-held 

                                                
6 同前揭註，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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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ions；public corporations）之概念而言。一般來說，如其股

東人數少、股東相互間具有高度之信賴關係、股份轉讓受到限制、

董事係由多數股東中選任及企業所有與經營合一之公司，則可稱為

閉鎖性公司。相對地，如其股東人數眾多、股東相互間並無高度之

信賴關係、股份轉讓自由、董事可由與股東及公司無關係者擔任且

企業所有與經營分離之公司，則為公開性公司7。 

我國近來為鼓勵青年創業、提供較中小型之公司適用法規的彈

性，閉鎖性公司專節的出爐，就是反映這樣的立法思潮下之結果8。

相較於國外立法例，閉鎖性公司實際上在英美施行多年。在美國稱

「閉鎖公司」（closely-held corporations）、英國稱「私人公司」

（private company by shares），相較於一般股份有限公司，閉鎖性公

司組織更為封閉，在公司治理上享有較高自由度。在國際上為鼓勵

小型企業發展及年輕人創業，各國均陸續引進該種公司制度。 

閉鎖性公司之定義有採正面敘述者，亦有採反面敘述者，兩者

之差別在於是否積極定義閉鎖性公司之意義。採正面敘述者以法律

上設有股東人數上限之限制，或是公司應於章程或其他文件上載明

股份限制轉讓之規定，採此種規範方式者如美國9。因此在正面定義

之情形，閉鎖性公司應得以被認為屬於法定用語。採反面敘述者，

意指法律並未明定閉鎖性公司之要件，因此閉鎖性公司之名稱多為

法律學者之用語，用以指涉相對於公開發行公司之類型。由於非屬

於法定名詞之故，此時閉鎖性公司之認定方式只能自股權轉讓是否

受有限制之方式著手，而其認定途徑有自法律規定出發者，亦有事

實上認定者。前者係指非法定「公開發行公司」以外之其他公司，

亦即不屬於法律所定義之公開發行公司以外之其他公司；後者則指

                                                
7 王志誠，前揭註 1，頁 200。 

8 劉連煜，前揭註 2，頁 642。 

9 王志誠，前揭註 1，頁 201-202；王志誠，公司之種類及設立，月旦法學教室，第 20 期，

2006 年 4 月，頁 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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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不存在股權轉讓可能之公司，主要意指不得經由公開市場轉

讓股份之公司，日本即採取此種定義方式10。 

我國學說上對於閉鎖性公司之定義與認定標準非無爭議，早期

有學說認為應以股東人數及公司資本額作為判斷閉鎖性公司之標

準、亦有學者認為應以股東人數作分類標準為精確且有實義、亦有

論者認為認定標準應以股份轉讓或設置是否受限，然而多數均同意

排除公開性公司此一種類11。主要是以公司之股票是否上市或上櫃

於證券交易所或櫃檯買賣中心之股份有限公司以區別公開性公司以

及閉鎖性公司12。本文將於後文說明閉鎖性公司與公開性公司之差

異及特性。 

而在比較法上常用之認定標準包含：未在公開市場交易、股東

人數未超過一定數量以及股權轉讓限制。此三種標準所共同反映之

特色在於股東身分穩定而存在彼此信賴之可能，蓋股份若得透過公

開市場交易者，則股東身分之轉換迅速，彼此之間關係淡薄；股東

人數若超過一定數量時，則彼此之間現實上難以互相認識，從而更

不可能存在信賴關係；章程中限制股份轉讓者則得以更加穩定股東

之身分，維持公司成立時存在之信賴。進一步言之，公司閉鎖性之

關鍵在於鞏固確保股東間之信賴與和諧，避免發生爭議興訟。 

第二項、 閉鎖性公司之組織特性 

全球經濟已走向知識經濟的時代，現今企業更倚重的是人才專

業知識的無形資產，而非傳統的機器設備等有形資產，人才對於公

司而言具有特定性13。傳統的資合性公司，其商業組織彈性較小，

無法切合公司發展以及經營之需求；反而人合性公司在組織上具有

                                                
10 王志誠，前揭註 1，頁 206-207。 
11 賴源河、王仁宏、王泰銓、曾宛如、王文宇、余雪明、黃銘傑、林仁光、劉連煜、梁宇

賢、林國全、王志誠、柯芳枝合著，新修正公司法解析，元照出版，2002 年，2 版，頁 197；

王文宇，閉鎖性公司修法方向建議，全國律師月刊，第 50 期，2013 年 2 月，頁 5-6。 
12 賴源河，閉鎖性公司序論，公司法問題研究（一），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法學叢書（十四），

1982 年 6 月，頁 132-133。 
13 林郁馨，前揭註 5，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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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大的彈性，能因應特殊股東之個別需求以及經營方式，因此，人

合性公司法制之健全即為初創事業能否順利存在、發展，並轉型為

大型企業的關鍵原因。 

我國閉鎖性公司專節乃為了因應中小型企業之人合性色彩而引

進之法制。依照我國法制上對於中小企業所作之定義，係以規模

（即資本額、營業額及員工人數）劃定中小企業及大型企業間之界

線，而此種劃分方式乃見於中小企業發展條例，是以可見我國對於

中小企業之重視，乃特別以條例展現，其重要性不容忽視。以下先

從我國整體中小型企業之組織型態說明閉鎖性公司之源起，其次探

討閉鎖性公司與公開性公司之差異及特性，以此說明公開性公司與

閉鎖性公司的特色。 

一、 企業組織型態 

我國之商業組織，較小型的公司主要以有限公司及小型規模的

股份有限公司佔多數。有限公司因具有股東出資轉讓受嚴格限制

（公司法第 111 條、第 115 條準用第 55 條）、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

（公司法第 108 條第 1 項）等特質，顯較適合為家族企業或中小企

業所採用。至於股份有限公司因具有籌措資金較為便捷、股份轉讓

較為自由（公司法第 163 條）、所有權與經營權分離（公司法第 192

條第 1 項、第 216 條第 3 項）等特質，而較適合為大型企業或公開

發行公司所採用。中小企業或新創公司性質上雖較適合採有限公司

制度，但有限公司之規範對於初創公司可能造成相當多之限制，例

如股東權益不清楚或是章程制度不夠健全，造成產業觀感不如股份

有限公司，使貸款及業務發展受到影響，更無法使用特別股或公司

債等股份有限公司可使用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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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諸中小企業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石，依據經濟部頒布之

「中小企業認定標準」14之標準有二：實收資本額或營業額15以及經

查雇用員工人數16。原則上中小型企業多具有人合色彩，然若其所

選擇之商業組織型態為公司，而非獨資或合夥，則又具備資合的本

質，此種狀況乃是我國閉鎖性公司專節油然而生的原因。由於有限

公司係以股單表彰其出資，個人所持出資多寡較不易釐清，股東也

不易轉讓其出資，造成實務上許多困擾。至於小型規模的股份有限

公司，雖以股份表彰其出資額，但在法規上充斥許多對大型公司的

限制及法規上的義務，額外提高經營與遵法之成本，造成小型閉鎖

性公司適用困難重重。閉鎖性公司制度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解

除對中小企業不必要的管制，大幅鬆綁創業家及投資人的規劃空

間，不再「小孩穿大人的衣服」，並允許它以股份有限公司型態經

營，藉此擁有「股份制」的優點，並達到大小公司異其規範17，讓

資合與人合之特性得以同時展現。 

二、 閉鎖性公司與公開性公司之差異及特性 

股份有限公司法制形成以來，鑑於此制度在籌集資金上之優

點，遂被廣為利用成為各國重要之企業型態，並且在資本主義自由

市場經濟下迅速發展，其基於股東有限責任，透過證券市場將零星

資金集合成大資本，進而成為股東人數眾多、股份利用交易市場自

由轉讓、所有權與經營權分離之大型企業。因此，各國之立法例亦

                                                
14 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 2 條：「本標準所稱中小企業，指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並合

於下列基準之事業：一、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八千萬元以

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者。二、除前款規定外之其他行業前一年營業額在新臺幣一

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一百人者。」 
15 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 4 條：「本標準所稱營業額，係以認定時前一年度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

數額為準；其未經核定者，以下列規定認定之：一、以事業加蓋稅捐稽徵機關收件戳之最近年

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所列之營業收入之數額為準。二、事業未取得前款之證明文件者，以最近

全年度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之銷售額扣除受託代銷及非營業收入後之數額為準。三、依

法由稅捐稽徵機關查定課徵營業稅之營業人，前一年度之營業額推定為新臺幣一億元以下。事

業於前一年度始登記設立未滿一年或當年度設立登記者，依各期已申報之數額換算為全年度之

數額。」 
16 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 5 條：「本標準所稱經常僱用員工數，係以臺閩地區勞工保險機構受理

事業最近十二個月平均月投保人數為準。」 
17 劉連煜，前揭註 2，頁 64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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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種大型股份有限公司為預設規範對象，在平衡多數利害關係人

利益之前提下，具有機關分化、公司資訊透明、法律關係之劃一性

（股東平等原則）、國家介入監督等特色18。 

惟長期實踐之結果，中小型企業也紛紛利用此一制度，致產生

兩極化各具不同特質之股份有限公司，其中重要分類即為「公開

性」公司與「閉鎖性」公司。我國企業一向以中小企業以及家族企

業為多數，基於需求較佳之信用形象、賦稅優惠或較有限公司為佳

之資合性而使得中小企業採用股份有限公司型態。因此，就我國股

份有限公司之利用實態，亦出現為數眾多之閉鎖性公司。而這些閉

鎖性公司於公開性公司通常具備下列差異及特質： 

（一） 閉鎖性公司股東人數較少，且股東或為家庭成員，或為

舊識，股東間關係密切，鮮有投資或投機股東；又因不對外籌資，

故呈現資本額較少、公司規模較小之型態19。相較於公開性公司，

通常股東人數較多，且股東們多屬投資、投機股東，彼此間並無特

殊關係。 

（二） 為確保閉鎖性公司內部之和諧及股東間高度之信賴關

係，防止不受歡迎之人物成為公司成員，股份轉讓限制為重要之手

段，其股份因而不具交易市場。反觀公開性公司企業經營與所有分

離，不重視股東個人特質，因此股票可於交易市場自由轉讓。 

（三） 閉鎖性公司之股東通常實際參與公司之經營，並藉由參

與公司經營管理獲取報酬或薪資；又因股東人數少，且企業所有與

經營合一，股東與公司關係密切並強調股東間之信賴合作，考量到

時間經過股東間可能因退休、死亡等原因產生變化，故在章程中多

設有股東退出機制。而公開性公司多由專業經理人經營管理，股東

僅於出席股東會議行使投票權。公開性公司為永續經營為目標，股

                                                
18 王文宇，閉鎖性公司之立法政策與建議，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財經法研究中心「前瞻公司法制

學術研討會」，頁 5-6。 

19 楊竹生，論閉鎖性公司股份移轉之限制──以美國法制為論述依據，中原財經法學，第 2

期，1996 年 10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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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多期待係以股票之增值及股利之分配以獲利；關於公司解散則通

常須經特別決議始可為之。 

綜上所述，按閉鎖性公司之組織特性，主要為股東人數較少，

且股東地位之轉讓或設質受法律、章程或契約之限制，其股份欠缺

次級市場可供流通。大部分股東通常擔任公司之董事、經理人或員

工，直接參與公司之經營管理，形成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之現象，

使股東不僅居於投資人之地位，亦與公司間存在委任關係或僱傭關

係。相對地，公開性公司通常因股東人數眾多且股份轉讓自由，形

成經營權與所有權分離，其股東通常不直接參與公司經營，而較少

身兼公司之董事、經理人或受僱人。由於閉鎖性公司之股東，不僅

依其與公司間所存在之委任關係或僱傭關係，直接參與公司之經營

管理，且其所獲得之報酬或薪資，實質上亦成為其回收投資之一種

重要方式20。 

再者，就股東之退出機制而言，因股份之轉讓受有章程或股東

書面契約之限制，同時因未申請上市或上櫃使股份轉讓受到事實上

之限制，使閉鎖性公司之股東結構穩定且不易變動。透過股東書面

契約限制股份轉讓或訂定優先承購權條款，維持公司內部之和諧及

股東間之高度信賴關係。換言之，由於股東原則上僅限於特定成

員，股東之變更受到章程或股東書面契約之嚴格限制，他人除非取

得全體股東之同意，否則難以成為閉鎖性公司之新股東21。 

第二節、 各國閉鎖性公司之立法制度 

在美國以及英國對於閉鎖性之資合公司增設了閉鎖性公司之立

法例，在分類上仍屬股份有限公司，但卻針對其規模較小的特性，

賦予靈活彈性的空間22；日本則是承襲德國立法對於此類公司設計

之有限責任公司加以改良，係定位在人合公司與資合公司之中間型

                                                
20 王志誠，前揭註 1，頁 213。 
21 同前揭註。 
22 廖郁晴，淺析我國人合型企業組織型態，萬國法律雜誌，第 149 期，2006 年，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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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閉鎖性公司之存在與中小企業有很大的關聯，絕非一朝一夕之

問題，美國早在 1930 年代即意識到此問題之重要性；英國亦於

1960 年代的白皮書中即已指出資本不足的小企業濫用公司制度所產

生之問題；日本亦自 1950 年起意識到大小公司區分在公司相關法

制中之重要性23。 

美國除了法律規定外，於司法實務上亦發展出相當多的股東協

議加以彈性化解決閉鎖性公司之問題，而法律又有聯邦法律及州法

之分，本文在美國部分將以模範商業公司法（MBCA）與德拉瓦州

公司法（DGCL）為主要探討對象。此外，就英國 2006 年公司法之

私人公司制度作說明。而日本則在 2005 年成立之會社法中，介紹

對於合同公司與未設置董事會公司之法制。以下分別說明各國之閉

鎖性公司立法制度，用以分析閉鎖性公司的界定標準與制度設計，

藉由介紹各國立法例，期盼能於此項議題上有更深入的了解。 

第一項、 美國 

美國於 20 世紀初期即有學者提出，既有的公司法缺乏針對閉

鎖性公司特性供其適用之規範24。換言之，單一的公司法架構下，

事實上存在兩種不同系統的公司25，因此，提出閉鎖性公司之立法

建議26。直至 60 年代，僅少數州的立法者，對於此些建議制定相關

的法律規範27。大多數州，基於無法精確定義閉鎖性公司，使之與

公開發行公司作區別，因此仍然使閉鎖性公司與公開發行公司適用

相同的法律及法律原則28。 

                                                
23 洪邦桓，中小企業之組織型態與法律架構，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 6 月，頁 104。 

24 Joseph L. Weiner, Legislative Recognition of the Close Corporation, 27 MICH. LAW REV. 273, 273-284 
(1929). 

25 Henry G. Manne, Our Two Corporation Systems: Law and Economics, 53 VA. L. REV. 259, 259 (1967). 

26 F. Hodge O'Neal, Close Corporation Legislation: A Survey and an Evaluation, 1972 DUKE L.J. 867, 
868-869 (1972). 

27 Id. 

28 Id. at 869-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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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諸美國各州對閉鎖性公司所採取之立法類型，可分為以下二

種模式：其一是採取分散立法模式（Non-integrated Approach），主

要在公司法中針對閉鎖性公司之特殊需要，就個別重要議題增訂相

關條款，而散落於公司法之各個章節29。其中最具參考價值之法

源，為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ABA）所編寫的模

範商業公司法（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MBCA）。這是因為

1969 年版的模範商業公司法，被美國共 35 州所全部或部分採用，

作為其立法之依據；1984 年版以及 2002 年版仍有 24 州完全採用，

有些州採用部分條款。德拉瓦州、紐約州以及加州是僅存最後堅持

其自己法律體系者，然而亦皆有採用部分模範商業公司法之元素

30。其二為採取集中立法模式（Integrated Approach），在公司法中

特別增訂閉鎖性公司之專章或專節，除了對閉鎖性公司為定義性規

定以外，並訂定相關規定，以規範符合閉鎖性公司定義之公司31。

其中最具代表性者莫過於聲譽卓著的德拉瓦州公司法。德拉瓦州公

司法之閉鎖性公司專章的規範模式乃針對適合中小型企業之型態，

基於契約自由並且在不影響整體社會經濟之狀況下，為閉鎖性公司

量身訂做一套適合其發展的法律規範，建立了全面的閉鎖性公司制

度，給公司自行選入適用。 

從模範商業公司法與德拉瓦州公司法內容觀之，二者僅規範之

法律架構不同，效果上均使閉鎖性公司得適用針對其特別設計之法

律規範，事實上這兩部法典之內容經常相互影響32。因此，本文以

下於討論美國法時，係以上述德拉瓦州一般公司法以及模範商業公

司法為基本架構，在個別部分並輔以具有參考價值之其他州法，合

先敘明。 

                                                
29 例如 1955 年北卡羅來納州（North Carolina）之「商業公司法」（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E. Latty, The Close Corporation and the New North Carolina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34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432, 434 (1956). 
30 STEPHEN M. BAINBRIDGE, CORPORATE LAW 9 (2nd ed., 2009). 

31 例如 1961 年紐約州（New York）之「商業公司法」（Business Corporation Law）、1962 年南

卡羅來納州（South Carolina）之「商業公司法」（Business Corporation Act）及 1967 年德拉瓦

州（Delaware）之「一般公司法」（General Corporation Law）。 
32 JOHN C. COFFEE, JR., CASE AND MATERIALS ON CORPORATIONS 714 (5th ed.,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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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MBCA） 

由於模範商業公司法本身並不具法律效力，此法案之目的僅在

提供美國各州公司法立法時參考採行33。其他例如加州、紐約州，

則是將這些特殊條款與其公司法交錯規範適用34。模範商業公司法

涉及閉鎖性公司之部分規定在第 7.32 條（股東書面協議）、第 14.30

條（a）（2）（少數股東訴請法院解散公司）及第 14.34 條（少數股

東之保護規範）最為重要。其中第 7.32 條35乃是關於股東書面協議

                                                
33 唐福睿，閉鎖性公司章程自治之法律經濟分析與公司法制之改革──以我國與日本新公司

法為中心，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7 月，頁 137。 
34 ALAN R. PALMITER, CORPORATIONS: EXAMPLES & EXPLANATIONS, 501(2009). 

35 MBCA §7.32. SHAREHOLDER AGREEMENTS: (a) An agreement among the shareholders of a 
corporation that complies with this section is effective among the shareholders and the corporation 
even though it is inconsistent with one or more other provisions of this Act in that it: (1) eliminate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restricts the discretion or pow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2) governs the 
authorization or making of distributions whether or not in proportion to ownership of shares, subject 
to the limitations in section 6.40; (3) establishes who shall be directors or officers of the corporation, 
or their terms of office or manner of selection or removal; (4) governs, in general or in regard to 
specific matters, the exercise or division of voting power by or between the shareholders and 
directors or by or among any of them, including use of weighted voting rights or director proxies; (5) 
establishes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ny agreement for the transfer or use of property or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s between the corporation and any shareholder, director, officer or employee of 
the corporation or among any of them; (6) transfers to one or more shareholders or other persons all 
or part of the authority to exercise the corporate powers or to manage the business and affairs of the 
corporation, including the resolution of any issue about which there exists a deadlock among 
directors or shareholders; (7) requires dissolution of the corporation at the request of one or more of 
the shareholders or upon the occurrence of a specified event or contingency; or (8) otherwise 
governs the exercise of the corporate powers 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business and affairs of the 
corporation or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hareholders, the directors and the corporation, or among 
any of them, and is not contrary to public policy. (b) An agreement authorized by this section shall 
be: (1) as set forth (A) in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or bylaws and approved by all persons who are 
shareholders at the time of the agreement or (B) in a written agreement that is signed by all persons 
who are shareholders at the time of the agreement and is made known to the corporation; (2)
 subject to amendment only by all persons who are shareholders at the time of the 
amendment, unless the agreement provides otherwise; and (3) valid for 10 years, unless the 
agreement provides otherwise. (c) The existence of an agreement authorized by this section shall be 
noted conspicuously on the front or back of each certificate for outstanding shares or on the 
information statement required by section 6.26(b). If at the time of the agreement the corporation 
has shares outstanding represented by certificates, the corporation shall recall the outstanding 
certificates and issue substitute certificates that comply with this subsection. The failure to note the 
existence of the agreement on the certificate or information statement shall not affect the validity of 
the agreement or any action taken pursuant to it. Any purchaser of shares who, at the time of 
purchase, did not have knowledg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agreement shall be entitled to rescission of 
the purchase. A purchaser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knowledg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agreement if 
its existence is noted on the certificate or information statement for the shares in compliance with 
this subsection and, if the shares are not represented by a certificate, the information statement is 
delivered to the purchaser at or prior to the time of purchase of the shares. An action to enforce the 
right of rescission authorized by this subsection must be commenced within the earlier of 90 days 
after discovery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agreement or two years after the time of purchase of the 
shares. (d) An agreement authorized by this section shall cease to be effective when the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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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核心的規範，除了列舉 7 種最常為股東所協議之事項外，股東書

面協議應經全體股東同意並載明章程，亦在股東書面協議對股份受

讓人之影響、效力及表明股東書面協議之方式作規定36。而第 14.30

條（a）（2）37規定，當出現公司僵局、公司經營者浪費或者濫用公

司財產，或進行欺詐、非法或壓迫的行為時，股東可以訴請法院解

散公司。而第 14.34 條38規定股東訴請法院解散裁判時，亦得由公

司或股東依此強制收買條款，以公平價格購買原告股東之股份，承

認公司及股東得主張強制收買之替代方案。 

此外，美國律師協會公司法委員會於 1984 年修正模範商業公

司法時，為實現保護閉鎖性公司股東之特殊要求，即就閉鎖性公司

以專篇規定「模範法定閉鎖性公司補編」（Model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Supplement），提供完善的股東書面協議架構供公司參

與者自由約定選用，以供各州進行公司立法之範本及參考，對股東

提供適當之法律保護。該補編並非是模範商業公司法的一部份，而

是針對閉鎖性公司與非閉鎖性公司間本質上之差異，量身訂作一套

                                                

becomes a public corporation. If the agreement ceases to be effective for any reas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may, if the agreement is contained or referred to in the corporation’s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or bylaws, adopt an amendment to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or bylaws, without 
shareholder action, to delete the agreement and any references to it. 
36 ROBERT A. RAGAZZO & FRANCES S. FENDLER, CLOSELY HELD BUSINESS ORGANIZATIONS: CASES, MATERIALS, AND 

PROBLEMS 402 (2nd ed., 2012).  
37 MBCA §14.30. GROUNDS FOR JUDICIAL DISSOLUTION: The [name or describe court or courts] may 
dissolve a corporation: (a)(2) in a proceeding by a shareholder if it is established that: (i) the directors 
are deadlocked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rporate affairs, the shareholders are unable to break the 
deadlock, and irreparable injury to the corporation is threatened or being suffered, or the business 
and affairs of the corporation can no longer be conducted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shareholders 
generally, because of the deadlock; (ii) the directors or those in control of the corporation have 
acted, are acting, or will act in a manner that is illegal, oppressive, or fraudulent; (iii) the 
shareholders are deadlocked in voting power and have failed, for a period that includes at least two 
consecutive annual meeting dates, to elect successors to directors whose terms have expired; or the 
corporate assets are being misapplied or wasted. 
38 MBCA §14.34. ELECTION TO PURCHASE IN LIEU OF DISSOLUTION: (a) In a proceeding under 
section 14.30(a) (2) to dissolve a corporation, the corporation may elect or, if it fails to elect, one or 
more shareholders may elect to purchase all shares owned by the petitioning shareholder at the fair 
value of the shares. An election pursuant to this section shall be irrevocable unless the court 
determines that it is equitable to set aside or modify the 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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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其發展之法規範。其制訂目的乃在於提供其他州政府欲訂立閉

鎖性公司專章之參考，與模範商業公司法同樣不具法律拘束力39。 

首先，模範法定閉鎖性公司補編規定40法定閉鎖公司應在公司

章程中聲明該公司為法定閉鎖公司，且模範商業公司法之規定於不

牴觸本補編之範圍內始得適用。其次，就股份轉讓方面，則明文規

定公司得禁止自願及非自願性轉讓及例外轉讓與第三人之規定，對

於轉讓與第三人之股份，公司有優先承買權，違反禁止轉讓之規定

而轉讓股份者為無效，但該禁止轉讓規定不拘束第三人，公司此時

得行使選擇權，以同一條件、價格向受讓人承購股份。此外亦允許

以股東書面協議規範公司權利之行使及業務之經營，或規範公司股

東間之關係。進一步者，得廢除董事會，由股東會取代董事會之職

權，賦予閉鎖性公司在公司治理上有更大的彈性。 

二、 德拉瓦州一般公司法（DGCL） 

依據德拉瓦州一般公司法，關於閉鎖公司之規定主要有兩個地

方，首先是在一般類型公司均可適用的「一般規定」中，亦有適用

於閉鎖公司的規定。而在德拉瓦州一般公司法第 14 章（Subchapter 

XIV Close Corporations; Special Provisions）第 341 條至 356 條，則是

專門於閉鎖性公司之「特別專章」41。 

德拉瓦州公司法第 342 條規定，閉鎖公司必須包含三個要素：

一、除庫藏股外，公司所發行所有種類的股份持有人應在 30 人以

下。二、公司所有種類的已發行股份須受到該法第 202 條所承認之

轉讓限制。三、公司不得就其股份為符合 1933 年聯邦證券交易法

上所定義之公開發行行為。如符合以上要件，並經股東特別決議變

更公司登記，該公司即為閉鎖公司。學理上對於依法申請設立之閉

                                                
39 王文宇，前揭註 11，頁 9。 
40 MODEL SCC §2. APPLICATION OF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AND PROFESSIONAL 
CORPORATION SUPPLEMENT；§3. DEFINITION AND ELECTION OF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STATUS；§12. SHARE TRANSFER AFTER FIRST REFUSAL BY CORPORATION；§ 20. SHAREHOLDER 

AGREEMENTS；§21. ELIMINATION OF BOARD OF DIRECTORS，相關原文參見附錄一。 
41 DGCL SUBCHAPTER XIV CLOSE CORPORATIONS; SPECIAL PROVISIONS，相關原文參見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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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性公司，則稱為法定閉鎖性公司（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s）

42。 

閉鎖性公司有些狀況亦適用的一般公司法規定，在第 101 條

（a）43容許了以自然人或法人為設立人的一人公司，董事人數上則

排除了過去需要三人以上的條件，第 141 條（d）44容許只需一人成

立之一人董事會的存在。第 141 條（f）45、第 228 條46則是承認在

章程無特別規定的情形下，對於股東會、董事會或董事委員會所做

成的決議，得經全體成員同意以書面或電子傳輸方式來代替實質集

會，即略式決議的規定。除了一人公司、一人董事會與略式決議之

                                                
42 MELVIN ARON EISENBERG, CASES AND MATERIALS: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ORGANIZATIONS 253 
(8th ed., 2000.) 
43 DGCL §101 INCORPORATORS; HOW CORPORATION FORMED; PURPOSES: (a) Any person, 
partnership, association or corporation, singly or jointly with others, and without regard to such 
person's or entity's residence, domicile or state of incorporation, may incorporate or organize a 
corporation under this chapter by filing with the Division of Corporations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which shall be executed, acknowledged and filed in accordance with 
§103 of this title. 
44 DGCL §141 BOARD OF DIRECTORS; POWERS; NUMBER, QUALIFICATIONS, TERMS AND QUORUM; 
COMMITTEES; CLASSES OF DIRECTORS; NONSTOCK CORPORATIONS; RELIANCE UPON BOOKS; 
ACTION WITHOUT MEETING; REMOVAL: (d)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may confer upon 
holders of any class or series of stock the right to elect 1 or more directors who shall serve for such 
term, and have such voting powers as shall be stated in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45 DGCL §141 BOARD OF DIRECTORS; POWERS; NUMBER, QUALIFICATIONS, TERMS AND QUORUM; 
COMMITTEES; CLASSES OF DIRECTORS; NONSTOCK CORPORATIONS; RELIANCE UPON BOOKS; 
ACTION WITHOUT MEETING; REMOVAL: (f) Unless otherwise restricted by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r bylaws, any action required or permitted to be taken at any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of any committee thereof may be taken without a meeting if all members of the board or 
committee, as the case may be, consent thereto in writing, or by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and the 
writing or writings o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or transmissions are filed with the minutes of 
proceedings of the board, or committee. 
46 DGCL §228 CONSENT OF STOCKHOLDERS OR MEMBERS IN LIEU OF MEETING: b)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any action required by this chapter to be taken at a 
meeting of the members of a nonstock corporation, or any action which may be taken at any meeting 
of the members of a nonstock corporation, may be taken without a meeting, without prior notice 
and without a vote, if a consent or consents in writing, setting forth the action so taken, shall be 
signed by members having not less than the minimum number of votes that would be necessary to 
authorize or take such action at a meeting at which all members having a right to vote thereon were 
present and voted and shall be delivered to the corporation by delivery to its registered office in this 
State, its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or an officer or agent of the corporation having custody of the 
book in which proceedings of meetings of members are recorded. Delivery made to a corporation's 
registered office shall be by hand or by certified or registered mail, return receipt requ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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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外，第 102 條（b）（4）47、第 141 條（b）48及第 216 條49容許

股東會或董事會以章程來規定法定標準以上之門檻或決議要件。另

外第 218 條50亦允許表決權信託契約、表決權拘束契約之訂立，第

202 條51則規定了股份轉讓之限制。 

德拉瓦州公司法第 14 章閉鎖性公司的專章之特別規定52，主要

涉及股份轉讓、股東執行業務權之保留、股東公司解散請求權以及

僵局之解決。第 342 條（b）、第 341 條與第 347 條處理違反閉鎖性

公司發行或限制轉讓之規定而取得股票時之處理方式，除了一般公

司法上股份讓與限制外，更得於章程上規定股東之資格限制，以確

保其閉鎖性之特色。若因違反 342 條（b）、第 341 條與第 347 條之

資格限制或讓與條件而取得股份的受讓人，提出對股份名義之變更

登錄請求，公司得拒絕之。 

在股東業務執行權之保留則規定於第 350 條、第 351 條及第

354 條，得以股東書面協議限制董事之權限，公司章程亦得規定公

                                                
47 DGCL §102 CONTENTS OF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b)(4) Provisions requiring for any 
corporate action, the vote of a larger portion of the stock or of any class or series thereof, or of any 
other securities having voting power, or a larger number of the directors, than is required by this 
chapter. 
48 DGCL §141 BOARD OF DIRECTORS; POWERS; NUMBER, QUALIFICATIONS, TERMS AND QUORUM; 
COMMITTEES; CLASSES OF DIRECTORS; NONSTOCK CORPORATIONS; RELIANCE UPON BOOKS; 
ACTION WITHOUT MEETING; REMOVAL: (b)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a corporation shall consist of 1 
or more members, each of whom shall be a natural person.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shall be fixed by, 
or in the manner provided in, the bylaws, unless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fixes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in which case a change in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shall be made only by amendment of the 
certificate. Directors need not be stockholders unless so required by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r the bylaws.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r bylaws may prescribe other qualifications for 
directors. 
49 DGCL §216 QUORUM AND REQUIRED VOTE FOR STOCK CORPORATIONS: Subject to this chapter in 
respect of the vote that shall be required for a specified action,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r 
bylaws of any corporation authorized to issue stock may specify the number of shares and/or the 
amount of other securities having voting power the holders of which shall be present or represented 
by proxy at any meeting in order to constitute a quorum for, and the votes that shall be necessary for, 
the transaction of any business, but in no event shall a quorum consist of less than 1/3 of the shares 
entitled to vote at the meeting, except that, where a separate vote by a class or series or classes or 
series is required, a quorum shall consist of no less than 1/3 of the shares of such class or series or 
classes or series. In the absence of such specification in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r bylaws of 
the corporation. 
50 DGCL §218 VOTING TRUSTS AND OTHER VOTING AGREEMENTS. 
51 DGCL §202 RESTRICTIONS ON TRANSFER AND OWNERSHIP OF SECURITIES. 
52 DGCL SUBCHAPTER XIV CLOSE CORPORATIONS; SPECIAL PROVISIONS.，相關原文參見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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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由股東而非董事會經營公司。另關於公司解散請求權方面依第

355 條規定，全部股東或者有任何一種類之特定人數，或持有特定

比例股份之股東，依據章程之規定，得因為任意或者特定事實之發

生而請求解散公司。惟此種章程規定須記載於公司所發行之各股票

票面上，始生效力。 

對於因股東間意見不同所產生之股東僵局，依據第 352 條

（a）（1）規定，法院得依任何一位股票未上市公司股東之申請，

基於股東之中立地位，為公司選任一個或多個管理人或財產管理

人。第 353 條、第 226 條亦規定於董事間意見不同時，准許任命臨

時董事以解決意見分歧。 

德拉瓦州公司法第 14 章閉鎖公司之專章規定，多數條款皆是

授權性質條款，授權符合該法定義下之閉鎖公司股東得藉由訂立契

約的方式來達成調整公司股東間及董事間之關係。因此，符合該法

定義下的閉鎖公司之所有股東與董事間活動，均需依賴股東間協議

內容來完成，而非依據公司法之規定53。專章規定閉鎖公司之目的

在於契約自由原則下，用協議的方式來簡化公司結構、內部營運程

序，在保有股份有限公司之優點下（如股東有限責任），減少不必

要的法規遵循成本以符合經濟效益。 

綜上所述，模範商業公司法與德拉瓦州公司法所規範之閉鎖性

公司可以列出如下表之比較： 

表格 1 模範商業公司法與德拉瓦州公司法閉鎖性公司規範之比較 

 
模範商業公司法 德拉瓦州公司法 

章程中限制 是 是 

董事會 有 有 

股東會 有 有 

                                                
53 林雯琦，論閉鎖性公司股東書面協議之設計與應用，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暨科際整合法

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7 月，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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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轉讓限制 有 有 

股東請求解散

公司之權利 

有 有 

僵局解決機制 有 有 

由上述說明觀之，集中立法模式對於閉鎖性公司以資本額及股

東人數為判斷基準，在適用上具明確性。然而，此種技術上的定義

可能會忽略了閉鎖性公司經濟實質上之特徵。在美國法院判決54當

中，對於個案中所列之要件似乎較能反應出經濟實質上之特徵。此

種從經濟實質面角度出發的考量，從法院判決可以窺知。申言之，

法院遇到個案上是否參酌該州關於閉鎖性公司之法律規定或判決先

例，往往在認定系爭公司是否屬於閉鎖性公司時，法院可能係基於

避免涵蓋過廣或不足為理由55，故而未依據公司法所設立之要件為

標準56，據此推論可知，立法技術上定義有其不足之處。 

此外，股份有限公司在未公開發行之情況下，除了資金募集之

對象具有侷限性以外，縱使股東間或股東與公司間未有股份轉讓禁

止或限制之協議，基於經濟實質面的考量下，股份自由流通的可能

性低，構成員間之閉鎖性已足以維持。因此，本文認為以公開發行

與否來界定是否為閉鎖性公司，從比較法上來看並未過於嚴格，且

基於保護少數股東之立場，此定義可含括實質上屬於閉鎖性公司之

                                                
54 有法院認為，所謂閉鎖性公司，係指股份由少數人或少數家庭所持有，並且其股份只有在

極少數的情形會發生買入或賣出，或從不買入或賣出者。Galler v. Galler, 203 N.E.2d 577, 

583(Ill.1964).最基本的要求，即是其股票欠缺可流通的市場，並且股東只能為少數。因此法院

在判斷是否為閉鎖性公司時，通常會檢視三個要件：（1）股東人數少（Small number of 

shareholders）、（2）公司股票不具備市場流動（No ready market for corporate stock）、（3）大多

數股東皆參與經營與管理公司（Substantial majority stockholder participation in the management, 

direc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corporation）。Donahue v. Rodd Electrotype Co. of New England, Inc., 

328 N.E.2d 505, 511 (Mass. 1975).有些法院增加第 4 個要件：各股東是否集中居住於同一地域

內，且股東彼此間是否熟識。Albers v. Edelson Technology Partners L.P., 201 Ariz. 47, 31 P.3d 821, 

829 (Ariz. App. Div. 1, 2001). 
55 Larry D. Soderquist, Reconciling Shareholders' Rights and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Close and Small 
Public Corporations, 33 VAND. L. REV. 1387, 1395(1980). 

56 Hollis v. Hill, 232 F.3d 460 (5th Cir. 2000); Berreman v. West Pub. Co., 615 N.W.2d 362(Minn. Ct. 
App. 2000); In re Joy Recovery Technology Corp., 257 B.R. 253 (Bankr. N.D. Il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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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使少數股東運用直接訴訟獲得救濟的效果57。此外，採用此

標準亦不失其「閉鎖性」之文義58。 

第二項、 英國 

英國公司法主要包含成文法以及普通法（又稱海洋法系），成

文法中最重要也最基礎的是 2006 年英國公司法（Companies Act 

2006，CA2006），對於英國公司的分類方式，仍維持 1985 年公司法

之形式，第 3 條59將公司以其責任型態分為有限責任公司或無限責

任公司，有限責任公司中又分為股份有限責任公司及保證有限責任

公司。 

在英國公司法中與美國閉鎖性公司概念較為近似者為私人公司

（private company），因其不得向投資大眾公開發行，股份流通較為

封閉。然而英國並無針對私人公司特別立法，亦無在公司法下設立

私人公司專章或專節規範，其規定是散見於各章節中，惟閉鎖性與

非閉鎖性公司最主要的差異規定於第 20 部分中。2006 年英國公司

法仍維持 1985 年公司法私人公司及大眾公司之區分，在第 4 條60規

定大眾公司係指其設立證書載明為大眾公司，且依據法定程序加以

登記者，此種法定程序如大眾公司有最低資本金之限制，此即為私

                                                
57 John A. C. Hetherington & Michael P. Dooley, Illiquidity and Exploitation: A Proposed Statutory 
Solution to the Remaining Close Corporation Problem, 63 VA. L. REV.1, 52-53 (1977). 

58 FOREST HODGE O'NEAL & ROBERT B. THOMPSON, O’NEAL AND THOMPSON’S CLOSE CORPORATION AND LLCS: LAW 

AND PRACTICE § 1:2 12 (2004). 

59 UK CA2006 §3 Limited and unlimited companies: (1) A company is a “limited company” if the 
liability of its members is limited by its constitution. It may be limited by shares or limited by 
guarantee. (2) If their liability is limited to the amount, if any, unpaid on the shares held by them, the 
company is “limited by shares”. (3) If their liability is limited to such amount as the members 
undertake to contribute to the assets of the company in the event of its being wound up, the 
company is “limited by guarantee”. (4) If there is no limit on the liability of its members, the company 
is an “unlimited company”. 
60 UK CA2006 §4 Private and public companies: (1) A “private company” is any company that is not a 
public company. (2) A “public company” is a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or limited by guarantee and 
having a share capital— (a) whos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states that it is a public company, and 
(b) in relation to which the requirements of this Act, or the former Companies Acts, as to registration 
or re-registration as a public company have been complied with on or after the relevant date. (3) For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 (2)(b) the relevant date is—(a) in relation to registration or re-registration 
in Great Britain, 22nd December 1980; (b) in relation to registration or re-registration in Northern 
Ireland, 1st July 1983. (4) For the two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companies, see 
Par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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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公司及大眾公司重大之區別。對於中小型公司之定義，所採之認

定標準有三：總營業額、資產負債總額及員工人數，凡符合其中兩

個條件即被認定是中小型公司61。除了以上主要分類外，在公司會

計及報告之部份，第 380 條62依公司之規模及其是否掛牌交易，區

分為小公司及非小公司、上市公司及非上市公司。原則上，小公司

係以其規模做為標準，小公司係指營業額須未超過 560 萬英磅、資

產負債表總額未超過 280 萬英磅且僱用人員須為 50 人以下；除此

之外，亦應注意大眾公司係被排除於此部份的小公司之外63。至於

上市公司及非上市公司之區分，則於第 385 條64規定是否有依 2000

年金融服務暨市場法（FSMA 2000）合法於英國上市、在其他歐洲

經濟區國家上市或得於美國紐約證券交易所及那斯達克（Nasdaq）

交易者為區分方法。 

                                                
61 王文宇，前揭註 11，頁 5。 

62 UK CA2006 §380 Scheme of this Part: (1) The requirements of this Part as to accounts and reports 
apply in relation to each financial year of a company. (2) In certain respects different provisions apply 
to different kinds of company. (3) The main distinctions for this purpose are— (a) between 
companies subject to the small companies regime (see section 381) and companies that are not 
subject to that regime; and (b) between quoted companies (see section 385) and companies that are 
not quoted. (4) In this Part, where provisions do not apply to all kinds of company— (a) provisions 
applying to companies subject to the small companies regime appear before the provisions applying 
to other companies, (b) provisions applying to private companies appear before the provisions 
applying to public companies, and (c) provisions applying to quoted companies appear after the 
provisions applying to other companies. 
63 析言之，小公司規模除了須符合小公司之標準外，尚須未被公司法所加以排除；UK CA2006

第 382 條規定了一般小公司的原則，而第 383 條則是針對小規模的母公司為規定，第 384 條則

是條列何種公司係被排除於公司法關於會計及報告之緩和規範者，除大眾公司外，尚有保險公

司或銀行公司等。 

64 UK CA2006 §385 Quoted and unquoted companies: (1)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art a company is 
a quoted company in relation to a financial year if it is a quoted company immediately before the end 
of the accounting reference period by reference to which that financial year was determined. (2) A 
“quoted company” means a company whose equity share capital—(a)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official lis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Part 6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c. 8), or (b) is officially listed in an EEA State, or (c) is admitted to dealing on either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or the exchange known as Nasdaq. In paragraph (a) “the official list” has the meaning 
given by section 103(1)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3) An “unquoted company” 
means a company that is not a quoted company. (4)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by regulations amend 
or replace the provisions ofsubsections (1) to (2) so as to limit or extend the application of some or 
all 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Part that are expressed to apply to quoted companies. (5) Regulations 
under this section extending the application of any such provision of this Part are subject to 
affirmative resolution procedure. (6) Any other regulations under this section are subject to negative 
resolution procedure.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3 

 

由於各國商業往來日益頻繁，以 1985 年公司法為主的英國公

司法制逐漸面臨與現實社會脫節的情況。為提升英國企業的競爭力

以及強化公司治理，英國國會於 2006 年通過新公司法65，有助於避

免英國公司發生類似安隆公司弊案66並刺激投資，另採行股東行使

電子投票權，將使企業更能節省成本。 

此次英國公司法的改革，其中一個重要的立法方向就是「小公

司優先」（think small first），雖然在公司之分類方式上，大體維持以

前的體制，英國目前的現實狀況仍存在著大規模的私人公司及小規

模之大眾公司，然而絕大多數的私人公司仍屬小規模，而絕大多數

的大眾公司則屬大規模，故對於公司類型之區分，仍維持現行法中

以私人公司及大眾公司之區分，惟在法律的設計上，將使私人公司

擺在優先考量之立法方向。此種思考模式，直接反應在 2006 年公

司法中，對於甚多私人公司之規定加以解除管制或為較彈性之規

定，可說是把私人公司與小公司視為相同類型而加以規範67。以

下，將簡介在 2006 年公司法中私人公司或小公司之法律規範。 

私人公司在英國是最常見的公司類型。英國公司法中並無以股

東人數作為取得閉鎖性公司資格之規定，私人公司的出資則以股份

呈現，而股份有限之意義為公司破產清算和無力償債時，公司股東

的責任僅以其持有股份的票面價值為限。公司內部機關決策的權限

並無強制劃分，而是將其繫於各公司章程的自由規定，將公司的權

限分配規定交由私法自治。對於股東會開會及表決方式，在第 13

部分有一般原則性的規定，第 301 條以下對於股東常會之規定仍一

                                                
65 郭大維，論英國企業社會責任之推動與實踐及其對我國之啟示，證券暨期貨月刊，第 30

卷，第 3 期，2012 年 3 月，頁 29。 

66 安隆公司曾是一家位於美國的德克薩斯州休士頓市的能源類公司。在 2001 年宣告破產之

前，安隆擁有約兩萬多名雇員，是世界上最大的電力、天然氣以及電訊公司之一，2000 年揭

露的營業額高達 1010 億美元。公司連續六年被《財星》雜誌評選為「美國最具創新精神公

司」，然而真正使安隆公司在全世界聲名大噪的，卻是這個擁有上千億資產的公司在 2002 年短

短幾周內破產，揭發持續多年精心策劃、乃至制度化、系統化的財務造假醜聞。安隆歐洲分公

司於 2001 年 11 月 30 日申請破產，美國本部於 2 日後同樣申請破產保護。從那時起，「安隆」

已經成為公司欺詐以及墮落的象徵。 

67 洪邦桓，前揭註 23，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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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用於私人公司及大眾公司，然而在第 336 條以下僅強制大眾公

司召開股東常會，是以私人公司「得」不必召開股東常會，由此可

知召開股東會並非義務。唯一較特別之處在第 281 條、第 288 條明

白表示私人公司除實際召開股東會外，尚得以書面決議（written 

resolutions）進行表決，放寬書面決議的適用範圍68。以往書面決議

須經全體股東同意始有效力，但在公司法改革中，書面決議將區分

為「普通書面決議」及「特別書面決議」，分別須得 50％及 75％股

東之同意即可，毋庸獲得全體股東之同意（第 282 至 283 條）。

2006 年公司法試圖以書面決議取代傳統股東常會召集，而將來書面

決議將如何使私人公司的決議程序更加簡化，與公司章程之規定有

相當大之關係；章程能降低決議門檻，但相對地亦能提升之，惟無

論係何種情況，公司章程之效力皆大於法律規定69。 

英國公司法准許私人公司以章程限制股份轉讓，例如：先買權

條款（pre-emption provision）或賦予董事拒絕股權轉讓登記的裁量

                                                
68 UK CA2006 § 281 Resolutions: (1) A resolution of the members (or of a class of members) of a 
private company must be passed—(a) as a written resol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Chapter 2, or (b) at 
a meeting of the members (to which the provisions of Chapter 3 apply). (2) A resolution of the 
members (or of a class of members) of a public company must be passed at a meeting of the 
members (to which the provisions of Chapter 3 and, where relevant, Chapter 4 apply). (3) Where a 
provision of the Companies Acts—(a) requires a resolution of a company, or of the members (or a 
class of members) of a company, and (b) does not specify what kind of resolution is required, what is 
required is an ordinary resolution unless the company’s articles require a higher majority (or 
unanimity). (4) Nothing in this Part affects any enactment or rule of law as to—(a) things done 
otherwise than by passing a resolution, (b) circumstances in which a resolution is or is not treated as 
having been passed, or (c) cases in which a person is precluded from alleging that a resolution has 
not been duly passed.  
UK CA2006 § 288 Written resolutions of private companies: (1) In the Companies Acts a “written 
resolution” means a resolution of a private company proposed and pas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Chapter. (2) The following may not be passed as a written resolution—(a) a resolution under section 
168 removing a director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his period of office; (b) a resolution under section 
510 removing an auditor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his term of office. (3) A resolution may be proposed 
as a written resolution—(a) by the directors of a private company (see section 291), or (b) by the 
members of a private company (see sections 292 to 295). (4) References in enactments passed or 
made before this Chapter comes into force to—(a) a resolution of a company in general meeting, or 
(b) a resolution of a meeting of a class of members of the company, have effect as if they included 
references to a written resolution of the members, or of a class of members, of a private company (as 
appropriate). (5) A written resolution of a private company has effect as if passed (as the case may 
be)—(a) by the company in general meeting, or (b) by a meeting of a class of members of the 
company, and references in enactments passed or made before this section comes into force to a 
meeting at which a resolution is passed or to members voting in favour of a resolution shall be 
construed accordingly. 
69 洪邦桓，前揭註 23，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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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discretion to refuse to register a transfer of shares to any 

outsider），原則上尊重公司修改章程之自由，使得其約束公司之股

東70。例如受讓人需向公司董事會提交股權證書和股權轉讓契約書

請求批准和變更登記，公司董事應本著善意和為公司利益等原因，

得拒絕股權轉讓登記。這種限制有點類似於大陸法系的同意條款，

但這種「不同意」必須出於善意且具備正當理由。2006 年公司法同

時允許公司經股東同意回購其自身股份（利用分配利潤或發行新股

的程式實現）。而公司如拒絶登記轉讓（不論是股份或債權證轉

讓），必須在合理的範圍內盡快向受讓人發出附有理由的拒絶登記

通知書，而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在有關的轉讓文書提交公司後的兩

個月內發出通知書。受讓人有權要求公司就拒絶登記的理由提供更

多資料，但有關要求必須合理，而且不可要求提供董事會議紀錄的

副本71。一般而言，大眾和私人公司均可發行可贖回股份，然僅私

人公司可以在其並無充分利潤可供分配以回購的情況下回購或贖回

其股本中的股份。大眾公司必須在可分配利潤或新發行的收益中進

行自身股份的購買。所以公司可以法定上的原因，得購買庫存股份

的方式回購股票。 

在盈餘分配方面，2006 年公司法第 830 條72規定，盈餘分派的

範圍僅限於以前未用與分派或轉為資本的已實現累積盈餘，減去以

                                                
70 LEN SEALY & SARAH WORTHINGTON, SEALY & WORTHINGTON'S CASES AND MATERIALS IN COMPANY LAW 573 
(10th ed., 2013). 
71 UK CA2006 §771 Procedure on transfer being lodged: (1) When a transfer of shares in or 
debentures of a company has been lodged with the company, the company must either—(a) register 
the transfer, or (b) give the transferee notice of refusal to register the transfer, together with its 
reasons for the refusal, as soon as practicable and in any event within two months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the transfer is lodged with it. (2) If the company refuses to register the transfer, it must provide 
the transferee with such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asons for the refusal as the transferee may 
reasonably request. This does not include copies of minutes of meetings of directors. (3) If a 
company fails to comply with this section, an offence is committed by—(a) the company, and (b) 
every officer of the company who is in default. (4) A person guilty of an offence under this section is 
liable on summary conviction to a fine not exceeding level 3 on the standard scale and, for continued 
contravention, a daily default fine not exceeding one-tenth of level 3 on the standard scale. (5) This 
section does not apply—(a) in relation to a transfer of shares if the company has issued a share 
warrant in respect of the shares (see section 779); (b) in relation to the transmission of shares or 
debentures by operation of law. 
72 UK CA2006 §830 Distributions to be made only out of profits available for the purpose: (1) A 
company may only make a distribution out of profits available for the purpose. (2) A compan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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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未因減資或重組而沖銷的已實現累積虧損，而在盈餘分配的時間

和次數則交由公司章程決定。依照 2006 年公司法第 836 條73之規

定，公司分配盈餘時需參照相關報表，以確保該次分配不違反公司

法第 23 部分之規定（第 829 條以下），若公司發現此期末報表分配

違反第 23 部分相關規定時，雖無刑事責任，但在第 847 條74要求於

違法分派時明知或有合理基礎相信（has reasonale grounds for 

believing）該分派是屬違法之股東，需對公司負返還責任。而參與

違法分派盈餘的董事，亦須依普通法對公司資產負起恢復原狀之

責。 

英國公司法雖未明文允許股東訂定表決權拘束契約或表決權信

託，但公司法諸多條文均顯示其合法性，且法律實務上對此種契約

                                                

profits available for distribution are its accumulated, realized profits, so far as not previously utilised 
by distribution or capitalisation, less its accumulated, realised losses, so far as not previously written 
off in a reduction or reorganisation of capital duly made. (3) Subsection (2) has effect subject to 
sections 832 and 835 (investment companies etc: distributions out of accumulated revenue profits). 
73 UK CA2006 §836 Justification of distribution by reference to relevant accounts: (1) Whether a 
distribution may be made by a company without contravening this Part is determined by reference to 
the following items as stated in the relevant accounts—(a) profits, losses, assets and liabilities; (b) 
provisions of the following kinds—(i) where the relevant accounts are Companies Act accounts, 
provisions of a kind specified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ubsection by regulations under section 396; (ii) 
where the relevant accounts are IAS accounts, provisions of any kind; (c) share capital and reserves 
(including undistributable reserves). (2) The relevant accounts are the company’s last annual 
accounts, except that—(a) where the distribution would be found to contravene this Part by 
reference to the company’s last annual accounts, it may be justified by reference to interim accounts, 
and (b) where the distribution is proposed to be declared during the company’s first accounting 
reference period, or before any accounts have been circulated in respect of that period, it may be 
justified by reference to initial accounts. (3) The requirements of—section 837 (as regards the 
company’s last annual accounts), section 838 (as regards interim accounts), and section 839 (as 
regards initial accounts), must be complied with, as and where applicable. (4) If any applicable 
requirement of those sections is not complied with, the accounts may not be relied on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art and the distribution is accordingly treated as contravening this Part. 
74 UK CA2006 §847 Consequences of unlawful distribution: (1) This section applies where a 
distribution, or part of one, made by a company to one of its members is made in contravention of 
this Part. (2) If at the time of the distribution the member knows or has reasonable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it is so made, he is liable—(a) to repay it (or that part of it, as the case may be) to the 
company, or (b) in the case of a distribution made otherwise than in cash, to pay the company a sum 
equal to the value of the distribution (or part) at that time. (3) This is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obligation imposed apart from this section on a member of a company to repay a distribution 
unlawfully made to him. (4) This section does not apply in relation to—(a) financial assistance given 
by a company in contravention of section 678 or 679, or (b) any payment made by a company in 
respect of the redemption or purchase by the company of shares in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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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持肯定立場，惟前提是該契約所拘束之內容並未超越股東之權限

範圍，否則可能被判定無效75。 

綜上所述，私人公司與大眾公司之比較之比較如下表： 

表格 2 英國 2006 年公司法私人公司與大眾公司規範之比較 

 
私人公司 大眾公司 

章程中限制 可 無 

董事會 有 有 

股東會 有法定原因則必須召開 有 

股份轉讓限制 有 無 

監察人 無 無 

公司秘書 可不設置 有 

總體來說，英國的經濟環境由於所設之障礙及門檻較其他國家

低，故早已被評比為適合企業家精神發展之處；而本次英國 2006

公司法以小公司優先的原則出發，對於現行法下阻礙小公司發展或

新創之新設企業發展之法律規範，加以調整規範以創造更適合任何

企業發展之環境。因此，可以看出此次諸多的修正，可謂基於以私

人公司或小公司為原則的出發點加以進行舊有法規之調整與彈性

化；諸如股東常會之免除、書面決議適用之擴大、會計及報告的法

律體系調整，皆可謂 2006 年的公司法以小公司導向之立法目標下

所展現的成果。 

第三項、 日本 

日本稱非上市公司為「公開会社でない株式会社」，1938 年 4

月 5 日，日本公布有限會社法（有限会社法），確立有限會社制

度。日本於 1938 年仿效德國法制採行了有限公司制度，其目的在

於解決股東人數少且關係密切並實際參與經營之情形下，而不能股

                                                
75 LEN SEALY & SARAH WORTHINGTON, supra note 70, at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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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自由轉讓之閉鎖性公司的實際需求。然而實際運作結果卻發現，

雖然有限公司多為中小企業所用，但小規模的股份有限公司卻仍然

佔了閉鎖性公司絕大多數的比例，終導致此等修法失其意義76。因

此，在經過一連串修法而無法有效根本解決問題後，終於在 2005

年會社法77制定時，將原有之有限公司規定廢除，而將之併入股份

有限公司制度中，並以原來的有限公司概念作為股份有限公司的最

基礎之類型，即現在所謂的「未設置董事會公司」78。 

另一方面，在此次修法時，亦以美國之 LLC79為雛形，設置了

「合同公司」此種新的公司型態。合同公司及未設置董事會公司此

兩種類型皆是 2005 年修法後，日本公司法為中小型企業所設計的

閉鎖性公司之新型態80，並得以彈性的選擇運用。日本於此次修法

中，除將原有的有限公司併入股份有限公司之中，並擴大了章程自

治的範圍，使得中小型公司能在股份有限公司的體制下，能更加彈

性的運作。我國向來受日本制度影響頗深，且日本與台灣均採大陸

法系之德國有限公司立法例，故該國之修法歷程頗值得參考。本文

乃介紹日本此次制定會社法時，為中小企業公司量身訂作的合同公

司與未設置董事會公司之法制。 

                                                
76 王文宇，前揭註 11，頁 11。 
77 日本於 2005 年 7 月 26 日公布，並在 2006 年 4 月開始施行會社法（会社法），是將商法

（商法）第二篇、有限會社法與株式會社審計等商法之例外法（株式会社の監査等に関する商

法の特例に関する法律）整編而成。 
78 王儷倩，從日本會社法未設置董事會股份有限公司及合同公司檢視我國公司法相關法制，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7 月，頁 148。 
79 LLC（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為有限責任公司。它是一種混合型的商業實體，不存在「股

份」這個概念（股份存在於股份有限公司中），可以是一個人的公司，也可以由幾個自然人或

法人共同擁有。但 LLC 又結合了股份公司及合夥經營的元素。LLC 和股份有限公司一樣，所有

者承擔有限責任。但 LLC 的成員擁有所有權的形式卻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不一樣，他們不持

有股票（stock），但是依據投資的比例持有法定權益（interest）。當他們出讓份額的時候，所

出讓的是其擁有的 interest，而不是 stock。LLC 一般不可以上市，如果需要上市的話可以將 LLC 

轉換為 C-Corporation，也就是一般依州法所設立的公司。然而二者的繳稅方式也大不相同，

LLC 是轉嫁稅收實體，收入不用雙重課稅。而股份有限公司是雙重課稅，包含公司層面課稅及

支付給所有者時的個人層面課稅。LLC 與有限責任合夥（LLP）很相似，他們繳稅方式上是一致

的，避免了雙重課稅，在責任承擔方式上也是相同的──公司的債務和義務為公司的債務和義

務，其所有人或成員不對這些債務承擔超過其出資的個人責任。只不過 LLP 更為專業人士如醫

生、律師、會計師，建築設計師所用的。 
80 唐福睿，前揭註 33，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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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限責任之人合性企業──合同公司 

以公司性質，一般上以股東是否對公司債務負直接無限清償責

任而區分為資合公司與人合公司。股東僅負有限責任者，係「資合

公司」，內部以所有與經營分離為原則（如股份有限公司）；另一方

面，股東負無限責任之公司，內部關係以經營與所有合一為前提，

重視出資者之個人性，並適用重視共同事業性之規定（如無限公

司、兩合公司）者，為「人合性公司」。然而，合同公司制度打破

以往股東負有限責任即等於資合公司，與無限責任即屬人合公司之

藩籬。於合同公司承認股東僅負有限責任之同時，內部亦重視股東

之個人性，為具人合性特質之公司。據此，合同公司之特徵可以得

出以下三點：一、出資者僅於其出資範圍，對公司之債務負間接、

有限責任。二、具獨立法人格。三、變更章程或其他公司事務原則

上應經全體股東同意，股東有公司之業務執行權，但內部關係類似

合夥81。 

在章程變更方面，合同公司之章程原本應需經全體公司股東同

意，但亦可在章程中規定以多數決方式為之。除絕對應記載事項以

外，合同公司對於公司章程有完全的選擇自由，章程自治之範圍較

股份有限公司來的更廣。此外，由於股東為章程必要記載事項，因

此股東之變更屬於章程變更的情形之一。股東變動情形有三種：

一、於入社時需經全體股東同意變更章程始得成為股東；退社則可

經全體股東同意當然得以退社，甚至在有不得已的事由時，股東亦

可以不需得他股東之同意退出公司；在持份變動時，持份轉讓需得

全體股東同意，若非業務執行股東欲轉讓其持分，僅需得全體業務

執行股東同意即可。二、持份經扣押。三、繼承82。 

在公司機關上，合同公司可採取不同於股份有限公司三權分立

之機關設置，各股東均有業務執行權，但可於公司章程中規定特定

                                                
81 王儷倩，前揭註 78，頁 58-67。 
82 唐福睿，前揭註 33，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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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為業務執行股東。業務執行之決定原則上由業務執行股東過半

數同意，但各執行股東就公司日常業務仍有單獨執行之權利83。業

務執行股東對公司負有善良管理人義務與忠實義務，並有競業禁止

條款及利益衝突條款之適用，且較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更為嚴格；

非業務執行股東則對於公司業務執行有調查權。 

而就少數股東之保護上，由於合同公司對於公司治理未設有最

低的要件，股東具有完全的選擇自由，因此較易產生少數股東受多

數股東欺壓之情形；然而由於合同公司的意思決定原則上皆要全體

股東同意，因此相較於多數決的股份有限公司，合同公司對於少數

股東之保護較高。 

惟由於合同公司未採構成員課稅制度，且股份有限公司得採取

彈性的機關設計，造成合同公司之使用率不佳。此外，如執行業務

股東執行業務時，因其對第三人負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如有違反

將被第三人追究損害賠償責任，如同負直接無限責任一般。再者，

有關意思決定等事項在會社法之規定過少，使得一般大眾對合同公

司之印象可能較股份有限公司為劣，讓合同公司之實際利用程度不

如預期84。 

二、 閉鎖性之資合公司──未設董事會公司 

平成 17 年（2005 年）日本會社法之修正時，將有限公司規定

廢除後納入股份有限公司中，並將股份有限公司依二大特性作區

別。首先，依「是否股份轉讓設有限制」區分為公開公司（非股份

轉讓限制公司）與非公開公司（股份轉讓限制公司）。「非公開公

司」即為一般所稱之閉鎖性公司。須注意的是，這裡所稱的「公

開」、「非公開」與其股份是否公開發行，進而是否需受證券交易法

制規範無關。再者，將非公開公司就「是否設置董事會」加以區

                                                
83 同前揭註，頁 57。 
84 王儷倩，前揭註 78，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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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而未設置董事會之非公開公司即為原「有限公司」之延續85。

換言之，此係一種以所有權與經營權未分離為前提下而設計的制

度，其經營並非由董事會而可能係由單獨董事即可為之，另亦因無

要求公司設置監察人之義務，是故對於公司經營之監控自然須期待

由股東自行監督之。故股東會之權限應擴大至得為決定任何事項，

而各股東原則上亦應享有單獨提案權，於此以符合人合性之特質。

在此種前提之下，除不課予有限公司類型之股份轉讓公司設置監察

人之義務外，並且在董事任期、剩餘分配權與表決權等事項容許章

程另行規定。 

有鑑於未設置董事會公司必定為股份轉讓受限之非公開公司，

股份轉讓限制乃由於公司股東間之信賴關係較強，經營與所有合

一，為防止不受歡迎者加入公司，公司成立後應經過發起人全體同

意訂立公司章程，並經公證人認證（日本會社法第 107 條）。明文

允許公司相當大的章程自治空間，以維持公司選擇新股東之權利以

及新股東進入之門檻障礙。股東將受限制之股份轉讓與他人時，得

請求公司決定是否承認他人取得股份，若不承認則應指定受讓人或

由公司自行買受86。至於如公司以變更章程之方法規定其發行全部

股份之轉讓，應取得股份有限公司之承認，則應經股東會之輕度特

別決議通過（持有表決權之股東人數過半數出席，且有表決權數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反對之異議股東則可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會

社法第 309 條第 3 項第 1 款、第 116 條第 1 項第 1 款）87。而未經

公司承認之股份轉讓對公司不生效力，但在轉讓當事人間有效。 

在機關設置上則以公司規模之大小及是否限制股份轉讓做為區

分標準，在未設置董事會公司中，機關設置的選擇有：「股東會及

董事」、「股東會及董事及監察人」、「董事及監察人及會計監察人」

等三種。「股東會及董事」之機關設計，因無設置牽制董事行為之

                                                
85 同前揭註，頁 23。 
86 王文宇，前揭註 11，頁 13。 
87 王志誠，股東書面協議法制（上）──公開化或閉鎖化之判定基準，月旦法學雜誌，第 174

期，2009 年 11 月，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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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機關，是故，為表示公司於會計方面依公正會計原則之下處

理，在董事之外則可另設置監察人。又該監察人之監察範圍得限制

於會計監察之範圍內，亦可選擇不設置監察人，設置會計參與代替

之。無論設置監察人或會計參與，均可提高公司之對外信用度。會

計監察人之功能在於，能獨立以專業之角度，監督公司業務執行者

所作成之財務報表，並擔保公司之會計處理正確且適切。為確保會

計監察人制度能有效發揮其影響力，會社法規定設置會計監察人之

公司，即有設置確保會計監察人獨立性、具有業務監察機關權限之

監察機關的必要88。 

故合同公司與未設董事會公司之比較可列出如下表之比較： 

表格 3 日本會社法合同公司與未設董事會公司規範之比較 

 
合同公司 未設董事會公司 

章程中限制 可 可 

董事會 有 無 

股東會 有 有 

股份轉讓限制 有 有 

監察人 無 可設置 

綜上所述，日本會社法為中小企業量身訂做之制度有二，一為

未設置董事會之公司，一為合同公司。未設置董事會股份有限公

司，雖具閉鎖性、股東間之關係密切，負有最低限度之經營所有與

經營分離為前提之機關設置義務，為資合公司之性質。而合同公

司，因其內部關係類似合夥，故內部關係以經營所有合一為前提，

人合色彩更為強烈。 

                                                
88 唐福睿，前揭註 33，頁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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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我國 

我國近年來因代工型態的經濟發展思維陷入瓶頸，產業轉型不

順，有識之士均認為應鼓勵新創事業帶動產業創新與升級。惟過往

公司法允許的公司組織型態僅有無限公司、有限公司、兩合公司與

股份有限公司，由於無限公司與兩合公司都有無限責任股東，其數

量屈指可數，實務上多數公司都是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然有

限公司只有出資額而無股份的概念，股份有限公司則原設計予大型

公司使用，規範嚴謹，相關規範的整體架構也不利技術股的彈性設

計，再加上公司法雖未限制股份有限公司股東間成立股份轉讓限制

契約，但該等契約欠缺公示性也無對世效力，往往引發爭議。導致

著重無形資產且希冀出資者初期不介入經營管理的新創公司創辦

人，難以藉由公司法規劃出適合新創公司之技術股、特別股、公司

經營管理與股東權行使的架構，因此台灣人要創業，往往在設立公

司時就「用腳投票」，直接在國外公司以擺脫我國公司法的束縛。 

有鑒於此，於 2015 年 7 月份公司法第 5 章股份有限公司增訂

第 13 節「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此為 2012 年以後公司法最大的

變革，主要目的即在鼓勵新創及中小企業之發展及因應科技新創事

業的需求，以賦予企業較大自治空間、彈性化股權安排及運作，鬆

綁法定組織及放寬籌資方式，促進新創公司成長。公司法第 5 章第

13 節的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已於 2015 年 9 月 4 日開始施行89。

以下分別就各條文作簡單說明。 

一、 閉鎖性公司之定義與特性 

公司法第 356 條之 1：「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指股東人數不超

過 50 人，並於章程定有股份轉讓限制之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第 1

項）。前項股東人數，中央主管機關得視社會經濟情況及實際需要

增加之；其計算方式及認定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 2

                                                
89 104 年 7 月 1 日總統華總──義字第 10400077151 號令公布，公司法部分修正條文對照表參

見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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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由此可知，閉鎖性公司於我國法上其要件應有二：股東人

數限制及章程訂有限制股份自由轉讓之規定。 

對於股東人數限制，我國公司法係參考新加坡、香港閉鎖性公

司之股東人數為 50 人；另基於閉鎖性公司之最大特點係股份之轉

讓受到限制，爰於第 1 項定義閉鎖性公司係指股東人數不超過 50

人，並於章程定有股份轉讓限制之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條文針對

股東資格並無限制，自然人或法人或外國人均可為股東，並無比例

限制。另外，因繼承致股東人數增加超過 50 人之情形，繼承之限

制可在章程上訂定90。  

對於章程訂有限制股份自由轉讓之特性，公司法第 356 條之 4

規定：「公司不得公開發行或募集有價證券。但經由證券主管機關

許可之證券商經營股權群眾募資平臺募資者，不在此限。前項但書

情形，仍受第 356 條之 1 之股東人數及公司章程所定股份轉讓之限

制。」 

二、 閉鎖性之公示 

由於閉鎖性公司之公司治理較為寬鬆，企業自治之空間較大，

為利一般民眾辨別並達公示效果，以保障交易安全，公司法第 356

條之 2 規定：「公司應於章程載明閉鎖性之屬性，並由中央主管機

關公開於其資訊網站。」 

對於章程訂有限制股份自由轉讓之規定，公司法第 356 條之

5：「公司股份轉讓之限制，應於章程載明（第 1 項）。前項股份轉

讓之限制，公司發行股票者，應於股票以明顯文字註記；不發行股

                                                
90 中華民國工商行政服務入口網，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專區──常用問答，

http://gcis.nat.gov.tw/main/subclassNewAction.do?method=getFile&pk=607，最後瀏覽日：2016

年 12 月 10 日。然而在我國閉鎖性公司制度尚未成熟時，若授權章程訂定繼承之限制而產生民

事糾紛時，由各地方法院認定是否違背閉鎖性公司之立法主旨，可能將使授權章程訂定繼承限

制之合理性動搖。 

http://gcis.nat.gov.tw/main/subclassNewAction.do?method=getFile&pk=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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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者，讓與人應於交付受讓人之相關書面文件中載明（第 2 項）。

前項股份轉讓之受讓人得請求公司給與章程影本（第 3 項）。」 

三、 閉鎖性公司之設立與出資 

公司法第 356 條之 3 第 1 項至第 4 項規定：「發起人得以全體

之同意，設立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並應全數認足第一次應發行之

股份。（第 1 項）發起人之出資除現金外，得以公司事業所需之財

產、技術、勞務或信用抵充之。但以勞務、信用抵充之股數，不得

超過公司發行股份總數之一定比例。（第 2 項）前項之一定比例，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 3 項）非以現金出資者，應經全體股東

同意，並於章程中載明其種類、抵充之金額及公司核給之股數；主

管機關則應依該章程所載明之事項辦理登記，並公開於中央主管機

關之資訊網站。（第 4 項）」 

由此可知，閉鎖性公司因具閉鎖性之特質，不得對外公開募集

資金，僅允許以發起設立之方式為公司之設立。閉鎖性公司允許發

起人之出資除現金、財產、技術外，以勞務或信用出資抵充股款。

但以勞務、信用抵充之股數，不得超過公司發行股份總數之一定比

例。此外，應注意的是以勞務信用出資者，應經全體股東同意，並

於章程載明其種類、抵充之金額及公司核給之股數。 

四、 多元之籌資方式 

（一） 無面額股 

公司法第 356 條之 6 規定：「公司發行股份，應擇一採行票面

金額股或無票面金額股。（第 1 項）公司發行無票面金額股者，應

於章程載明之；其所得之股款應全數撥充資本，不適用第 241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第 2 項）」 

儘管面額大小或有無面額並不影響公司實質市場價值，但相同

資本額的情況下，面額大小或有無面額會影響公司可發行的股份總

數，進而影響公司的股權設計結構。閉鎖性公司開放擇一採行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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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股或無票面金額股（不允許票面金額股與無票面金額股併

存），讓創業家及投資人多一個選擇。 

（二） 特別股 

公司法第 356 條之 7 規定：「公司發行特別股時，應就下列各

款於章程中定之：一、特別股分派股息及紅利之順序、定額或定

率。二、特別股分派公司賸餘財產之順序、定額或定率。三、特別

股之股東行使表決權之順序、限制、無表決權、複數表決權或對於

特定事項之否決權。四、特別股股東被選舉為董事、監察人權利之

事項。五、特別股轉換成普通股之轉換股數、方法或轉換公式。

六、特別股轉讓之限制。七、特別股權利、義務之其他事項。」 

是以，除第 157 條固有特別股類型外，於第 3 款及第 5 款放寬

公司可發行複數表決權之特別股、對於特定事項有否決權之特別

股、可轉換成複數普通股之特別股等；第 4 款允許特別股股東被選

舉為董事、監察人之權利之事項；另如擁有複數表決權之特別股、

對於特定事項有否決權之特別股、可轉換成複數普通股之特別股，

得隨意轉讓股份，對公司經營將造成重大影響，第 6 款允許公司透

過章程針對特別股之轉讓加以限制。 

（三） 每半年分派盈餘 

公司法第 356 條之 10 規定：「公司章程得訂明盈餘分派或虧損

撥補於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為之。（第 1 項）公司每半會計年度盈

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應連同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交監察人

查核後，提董事會決議之。（第 2 項）公司依第一項規定分派盈餘

時，應先預估並保留應納稅捐、彌補虧損及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

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第 3 項）

公司違反前項規定者，股東於受盈餘分派之範圍內，對公司負返還

責任。（第 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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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非公開發行公司僅能年度分派，閉鎖性公司得每半年將

經營事業所獲得之盈餘分派給股東，搭配對員工發行新股，可幫助

新創事業吸引優秀人才加入。 

（四） 可轉換公司債 

公司法第 356 條之 11 規定：「公司私募普通公司債，應由董事

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

之。（第 1 項）公司私募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應經前項

董事會之決議，並經股東會決議。但章程規定無須經股東會決議

者，從其規定。（第 2 項）公司債債權人行使轉換權或認購權後，

仍受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一之股東人數及公司章程所定股份轉讓之限

制。（第 3 項）第一項及第二項公司債之發行，不適用第二百四十

六條、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二百四十八條第一項、第四項至第七

項、第二百五十一條至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二百五十七條之一、第

二百五十七條之二、第二百五十九條及第二百五十七條第一項有關

簽證之規定。（第 4 項）」 

閉鎖性公司可針對不同需求投資人發行可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

權公司債，募集公司所需資金。惟發行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

債，涉及股東人數之增加，故該條明文規定，公司債債權人轉換權

或認購權行使後，仍受第 356 條之 1 之股東人數及公司章程所定股

份轉讓之限制。 

（五） 發行新股 

公司法第 356 條之 12 規定：「公司發行新股，除章程另有規定

者外，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同意之決議行之。（第 1 項）新股認購人之出資方式，除準用第三

百五十六條之三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外，並得以對公司所有之貨幣

債權抵充之。（第 2 項）第一項新股之發行，不適用第二百六十七

條規定。（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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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新股之程序，且出資種類與方式，除準用本法第 356 條之

3 規定外，更放寬得以對公司所有之貨幣債權抵充股款。為使閉鎖

性公司在股權安排上更具有彈性，明訂新股之發行不適用公司法第

267 條規定。 

五、 簡化股東會開會方式 

公司法第 356 條之 8 規定：「公司章程得訂明股東會開會時，

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第 1 項）股

東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股東以視訊參與會議者，視為

親自出席。（第 2 項）公司章程得訂明經全體股東同意，股東就當

次股東會議案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而不實際集會。（第 3

項）前項情形，視為已召開股東會；以書面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

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第 4 項）」 

除了允許以章程訂明股東會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方式為之，亦得以章程訂明經全體股東同意，股東就當次股

東會議案得以書面方式行使表決權，而不實際集會。 

六、 允許股東締結表決權拘束契約 

公司法第 356 條之 9 規定：「股東得以書面契約約定共同行使

股東表決權之方式，亦得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由受託人依書面信

託契約之約定行使其股東表決權。（第 1 項）前項受託人，除章程

另有規定者外，以股東為限。（第 2 項）股東非將第一項書面信託

契約、股東姓名或名稱、事務所、住所或居所與移轉股東表決權信

託之股份總數、種類及數量於股東會五日前送交公司辦理登記，不

得以其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對抗公司。（第 3 項）」 

允許股東得以書面訂定表決權拘束契約或股東表決權信託，旨

在匯聚具有共同理念之股東共同行使表決權，有效鞏固現有經營團

隊在公司之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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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組織變更 

公司法第 356 條之 13 規定：「公司得經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

意，變更為非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第 1 項）前項出席股東股份

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第 2 項）公

司不符合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一規定時，應變更為非閉鎖性股份有限

公司，並辦理變更登記。（第 3 項）公司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變更登

記者，主管機關得依第三百八十七條第七項規定責令限期改正並按

次處罰；其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得依職權命令解散之。（第 4

項）」 

公司應變更為非閉鎖性公司之 2 種情況，第 1 種是公司經股東

會特別決議變更為非閉鎖性公司，第 2 種則是公司不符合本法第

356 條之 1 規定時，應變更為非閉鎖性公司，並辦理變更登記，未

變更登記者，主管機管得限期命改正，情節重大者，還得依職權命

令公司解散。 

公司法第 356 條之 14 規定：「非公開發行股票之股份有限公司

得經全體股東同意，變更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第 1 項）全體

股東為前項同意後，公司應即向各債權人分別通知及公告。（第 2

項）」非公開之股份有限公司，得經全體股東同意，變更為閉鎖性

公司。其立法理由指出，有限公司亦得經全體股東同意，變更為閉

鎖性公司。 

綜上所述，閉鎖性公司制度與股份有限公司有許多不同之處，

因此我國股份有限公司與閉鎖性公司之規範可以列出如下表之比

較。 

表格 4 我國股份有限公司與閉鎖性公司規範之比較 

 股份有限公司 閉鎖性公司 

出資 1、初始設立時：現金、現物 1、初始設立時：現金、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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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2、發行新股時：現金、現

物、技術、貨幣債權 

物、技術、勞務、信用 

2、發行新股時：現金、現

物、技術、勞務、信用、貨

幣債權 

出資

移轉 

股份自由轉讓原則 必須在章程作限制 

票面

金額 

僅有「有票面金額股」 「有票面金額股」或「無票

面金額股」擇一發行 

特別

股之

發行 

可針對下列事項進行約定： 

1、盈餘分派 

2、分配賸餘財產 

3、股東行使表決權事項 

除左欄所列之外，尚得發行

下述類型之特別股： 

1、複數表決權特別股 

2、黃金特別股（對特定事項

有否決權之特別股） 

3、被選舉為董事、監察人權

利之特別股 

4、可轉換為複數普通股之特

別股 

股東

及股

東會

議 

1、股東會不得以視訊會議方

式召集 

2、股東會需實際舉行 

3、不允許表決權拘束契約、

表決權信託契約 

1、股東會得以視訊會議方式

召集 

2、股東會容許不實際舉行 

3、允許表決權拘束契約、表

決權信託契約 

盈餘

分派 

每年分派盈餘一次 章程得約定每半年分派盈餘 

公司

籌資 

1、公司債部分：非公開發行

公司僅得發行普通公司債；

公開發行公司始能發行可轉

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 

2、發行新股部分：見前述

〔出資方式〕 

1、公司債部分：得私募普通

公司債、可轉換公司債、附

認股權公司債 

2、發行新股部分：見前述

〔出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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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各國閉鎖性公司之比較 

承前所述，美國、英國、日本三國，對於各國公司法中之資合

性閉鎖公司（美國 DGCL 之閉鎖公司、英國私人公司、日本未設董

事會公司）立法方向，以明確且因地制宜的方式訂定之，尤其以章

程設計、機關設置、股份轉讓等三個項目最為明顯。 

以章程設計而論，美國依股東書面協議為中心，使股東藉由訂

立契約的方式達成調整公司股東與董事之間的關係；英國、日本則

以章程訂定，擴大章程之自治範圍。 

以機關設置而論，美國原則上須有董事會、股東會，若一人公

司或略式決議股東會則不一定要召集；英國須有董事會、股東會，

並廢除股東會召開之義務，除依法定原因必須召開；日本可以股東

會及董事、股東會及董事及監察人、董事及監察人及會計監察人等

三種方式作選擇。 

以股份轉讓而論，美國依法授權於章程或股東書面協議中限

制；英國則是沒有特別規範，授權公司章程作限制；而日本對於股

東將受限制之股份轉讓與他人時，得請求公司決定是否承認他人取

得之股份，若不承認則應指定受讓人或由公司自行買受。 

據此將各國之資合性閉鎖公司整理如下表。 

表格 5 各國之閉鎖性公司制度規範之比較 

 美國 DGCL 之

閉鎖公司 

英國私人公

司 

日本未設董

事會公司 

我國閉鎖性

股份有限公

司 

章

程

設

計 

依股東書面

協議內容限

制公司內部

事項 

於公司章程

中限制公司

內部事項 

擴大公司章

程自治範

圍，如股份

轉讓之限

制、股東權

擴大章程內

容，尤以股

份轉讓、特

別股內容、

視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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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之內容或

決議方式等 

書面契約於

章程內規範 

機

關

設

置 

董事會、股

東會（除一

人公司或略

式決議外則

可不召集） 

董事會、股

東會，並廢

除股東會召

開之義務，

除依法定原

因必須召開 

股東會及董

事、股東會

及董事及監

察人、董事

及監察人及

會計監察人 

董事會、股

東會、監察

人 

股

份

轉

讓 

依法授權股

東於章程或

是協議中限

制 

依法授權公

司章程限

制，例如：

先買權條款

或賦予董事

拒絕股權轉

讓登記的裁

量權 

擴大章程自

治範圍，賦

予股東將受

限制之股份

轉讓與他人

時，得請求

公司決定是

否承認他人

取得之股份

之權利 

必須於章程

中限制 

第三節、 小結 

就經濟性質而言，閉鎖性公司應與中小企業相捋，而與大企業

不同。由於我國之企業普遍呈現家族經營型態及多數股東身兼經營

者之情形，閉鎖性公司之股權為「多數控制」之型態，呈現「三位

一體」之狀態：股東會、董事會、高階經理人皆由股東支配，董事

會與股東會則為控制股東所掌握，對於此種由家族掌握經營階層之

監督力道薄弱91。閉鎖性公司之組織特性，大部分股東直接參與公

                                                
91 王文宇，公司法論，三版，元照出版，2006 年 8 月，頁 53；黃銘傑教授則稱之為「集中型

股權結構」。參照：黃銘傑，經營者支配與股東支配外的第三條路，收錄於：公司治理與企業

金融法制之挑戰與興革，2006 年，頁 36-38、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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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之經營管理，形成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之現象。此外，為維持公

司內部之和諧及股東間之高度信賴關係，透過股東書面契約限制股

份轉讓或訂定優先承購權條款，形成穩定之股權結構。 

美國、英國、日本在資合性閉鎖公司方面，對於章程設計、機

關設置、股份轉讓都揮別以往過去的僵硬程度，因其公司組織較一

般股份有限公司封閉，在公司治理上享有較高自由度，並以彈性的

立法方向讓中小企業能夠靈活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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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閉鎖性公司之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是近年來經常被熱烈討論的

議題，其主要之內涵係使企業體透過法律的制衡管控與設計，有效

監督其組織活動，以及如何健全其組織運作，防止脫法行為之經營

弊端，以實現企業社會責任之高度目標。有鑑於近年來發生之會計

假帳醜聞所引發的金融危機，再再突顯了公司治理的重要性，不單

只是公開發行公司受到規範及影響，內部控制的運作對於任何企業

經營活動均息息相關。然而，我國的中小企業在公司治理上普遍不

受到重視，更遑論選擇採用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為商業組織型態之

中小企業，造成我國中小企業發展壯大的障礙。因此，中小企業如

何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成了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我國政府近年來致力於推行公司治理，陸續修改公司法、證券

交易法、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相關辦法等等，但並未針對

中小企業之公司治理有所規範。其緣由在於，中小企業之組織特性

與大型公司迥然不同，在經營與所有合一的概念下，其公司治理之

彈性較為寬鬆。然而在少數股東保障方面，除了事後的法律救濟管

道外，從積極面來看，亦可透過強化公司治理來健全其治理架構，

以預防紛爭92。本章先以 OECD 之公司治理原則為公司治理之基礎

意義作說明，介紹三份由國際組織對閉鎖性公司之公司治理建議，

進而分析閉鎖性公司公司治理之困境，再詳細介紹調整閉鎖性公司

股東權利以及經營管理階層權限之股東書面協議制度，最後根據我

國內中小企業之公司治理特性加以比較分析，提出解決閉鎖性公司

其公司治理問題之因應對策。 

                                                
92 林郁馨，前揭註 5，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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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公司治理之意義 

公司治理是指一種指導及管理企業的機制，以落實企業經營人

的責任，並保障股東的合法權益及兼顧其他利害關係人的利益93。

公司治理的產生是與現代公司相聯繫的。現代公司的根本特徵是在

產權結構上實現了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離，相應出現了委託──代

理關係94。由於委託人和代理人具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在代理行為

中，當代理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時，就有可能造成對委託人利益的損

害。為了最大限度的克服代理人可能做出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

委託人必須通過一套有效的制衡機制來規範和約束代理人行為，從

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經營效率，更好的滿足委託人的利益，

因此產生了公司治理這種制衡機制。良好的公司治理應具有促使董

事會與管理階層以符合公司與全體股東最大利益的方式為達成營運

目標的正當誘因，協助企業管理結構之轉型，以及提供有效的監督

機制，以激勵企業善用資源、提升效率，進而提升競爭力，促進全

民之社會福祉。公司治理主要目的在於強化公司内部控制及內部稽

核的機制，並加強資訊之揭露以提升企業的競爭力。 

公司治理在歐美國家隨著經濟的發展，日益受到重視並被積極

推動；在亞洲則自 1997 年金融風暴以後，鑑於經營者之不當行為

致投資人、債權人或利害關係人權益遭受損害，國際組織提出應強

化經營者責任之公司治理機率與效能訴求95，因此各國政府紛紛參

考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93 劉連煜，前揭註 2，頁 15。 
94 代理成本係指在代理關係當中，本人授予權限予代理人代為事務之執行，為了避免代理人

追求私利而違反本人之利益，本人因而所支出之監督成本、擔保成本與賸餘成本。此代理關係

尚可運用於公司中股東與經營者之間，因為當中亦存有將決策權限託付予經營者之情形，故可

將股東視為「本人」，經營者則屬「代理人」。 
95 李智仁，落實金融機構之公司治理──以機關改造與資訊揭露為中心，財稅研究，2006 年

3 月，頁 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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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ECD）96、世界銀行（World Bank）97發表之原則，推

動公司治理。 

OECD 將公司治理定義為一種指導和管控公司的制度，公司治

理架構應該促進透明和有效率的市場，建立一致性的法律，並清楚

說明監督、管制和執行權責單位之間的責任分工。OECD 也強調公

司治理的重要性，並將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歸諸於公司治

理不彰，於 1999 年提出 5 項公司治理基本原則（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1999），分別為： 

一、 公司治理架構應保護股東的基本權利和決策參與權。 

二、 公司治理架構應確保公平對待所有的大少數股東及外國股

東。 

三、 公司治理架構應鼓勵公司，就利害關係人之法定權益與角

色在創造財富、工作及健全財務等方面積極合作。 

四、 公司治理架構應能確保有關公司財務狀況、績效、所有權

及其他重大資訊之正確揭露及透明性。 

五、 公司治理架構應確保公司董事會的策略性指導及有效性監

督。 

自 1999 年發布以來，OECD 公司治理原則已被各界公認為良好

公司治理的國際基準。隨後 OECD 於 2002 年召開部長級會議時，要

                                                
96 OECD 是全球 35 個市場經濟國家組成的政府間國際組織，總部設在巴黎米埃特堡。其宗旨

為：幫助各成員國家的政府實現可持續性經濟增長和就業，提升成員國生活水準，同時保持金

融穩定，從而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其組織公約中提出：OECD 應致力於為其成員國及其

它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穩固經濟擴展提供幫助，並在多邊性和非歧視性的基礎上為世界貿

易增長作出貢獻。OECD 官方網站：http://www.oecd.org/。 
97 世界銀行是為發展中國家資本項目提供貸款的聯合國系統國際金融機構。它是世界銀行集

團的組成機構之一，同時也是聯合國發展集團（UNDP）的成員。世界銀行的官方目標為消除

貧困。其所有決定都必須旨在推動外商直接投資和國際貿易，以及為資本投資提供便利。世界

銀行由兩個機構組成：國際復興開發銀行與國際開發協會。世界銀行與世界銀行集團並不一

樣，後者由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國際開發協會（該兩項通稱「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多

邊投資擔保機構以及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等 5 個機構組成。世界銀行官方網站：

http://www.worldbank.org/。 

http://www.oecd.org/
http://www.worldb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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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於 2004 年之前對前述公司治理原則提出評估報告，經過一年多

廣徵眾意的結果，OECD 乃於 2004 年提出新公司治理原則共 6 項，

提供企業建立一個健全的公司治理制度之參考98。分列如下：  

一、 公司治理架構應與法令規章一致，並明確規範不同監督單

位、立法單位及執行單位之權責，以促使市場更透明更有效率。 

二、 公司治理架構應保障股東權益並有利於股東權益之行使。 

三、 公司治理架構應確保能公平對待所有股東，包括少數股東

及外國股東。所有股東於其權益受侵害時應能獲得有效救濟方式。  

四、 公司治理架構應藉由法律或透過共同協議以確立利害關係

人的權利，並鼓勵公司和利害關係人間在在創造財富、工作及健全

財務等方面積極合作。 

五、 公司治理架構應確保即時且正確地揭露任何攸關公司的重

大資訊，包括財務狀況、經營績效、股權概況及公司治理等。  

六、 公司治理架構應確保公司董事會的策略性指導、董事會對

管理階層有效的監督以及董事會對公司及股東應負的責任。 

而在 2015 年，最新修訂並更名為 G20/OECD 公司治理原則

（G20/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15），新增主張強

化機構投資人的角色、加強防範內線交易等，最新 6 項原則如下

99： 

一、 確保有效公司治理架構之基礎（Ensuring the basis for an 

effective corporate governance framework）：提高市場的透明度和公

平性，促進資源的高效配置，符合法治原則，並為有效的監督及執

行。 

                                                
98 OECD, 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14, at 17-66；劉連煜，前揭註 2，頁 15-

17。 
99 OECD, G20/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15, at 13-54；劉連煜，前揭註 2，頁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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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股東權益、公允對待股東及重要的所有權功能（The rights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of shareholders and key ownership 

functions）：保護和促進股東權利之行使，公平對待所有股東，包括

少數股東及外資股東，並保障全體股東在權利受到侵害時獲得有效

之救濟。 

三、 機構投資人、證券市場及其他中介機關（Institutional 

investors, stock markets, and other intermediaries）：提供投資市場健

全的激勵因素，並規定證券交易所的運行應當有利於促進良好公司

治理實踐。 

四、 利害關係人在公司治理扮演之角色（The role of 

stakeholder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遵守法律賦予利害關係人之

權利，並鼓勵公司與利益關係人之間在創造財富、就業機會以及促

進企業財務的持續穩健性等方面展開積極合作。 

五、 資訊揭露及透明化（Disclosure and transparency）：確保及

時正確地揭露公司所有重要事項，包括財務狀況、經營績效、所有

權和公司的治理等資訊。 

六、 董事會及監察人（或監事會）之責任（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oard）：確保董事會及監察人（或監事會）對於公司的策略

性指導及對經營管理層的有效監督，並確保董事會及監察人（或監

事會）對公司和股東的責任制度。 

另外，同樣也於 1999 年，世界銀行以公司的角度以及公共政

策的觀點來提出有關推動公司治理機制之報告（World Bank (1999) 

Corporate Governance: A Framework for Implementation Overview）

100，認為從公司角度（corporation’s perspective）而言，公司治理係

指公司在符合法律與契約的規範中，如何建立機制促成公司價值之

                                                
100 World Bank, Corporate Governance: A Framework for Implementation Overview, Available at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831651468781818619/pdf/30446.pdf, 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0, 2016.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831651468781818619/pdf/3044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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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化。此一角度意指公司的決策機構「董事會」必須要平衡股東

以及利害關係人之利益，以傳遭公司的長期利益。而從公共政策

（public policy perspective）的角度則強調公司治理係指社會在支持

企業發展的方向下，同時要求企業於運用其權利之際，善盡其應有

之責任。此一公共政策角度意指如何建立市場規範機制，提供公司

誘因與紀律，一方面給予公司負責經營者合理的報酬，另一方面並

保障利害關係人的權益101。世界銀行並將公司治理區分為內部機制

與外部機制。內部機制是指公司透過內部自治之方式，來管理及監

督公司業務而設計的制度，譬如董事會運作的方式、內部稽核的設

置及規範等。外部機制是指透過外部壓力，迫使經營者放棄私利，

全心追求公司利益，例如政府法規對公司所為之控制、市場機制中

的併購等。 

至於我國則在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於第 2 條規定：上市

上櫃公司建立公司治理制度，除應遵守法令及章程之規定，暨與證

券交易所或櫃檯買賣中心所簽訂之契約及相關規範事項外，應依下

列原則為之：一、建置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二、保障股東權益。

三、強化董事會職能。四、發揮監察人功能。五、尊重利害關係人

權益。六、提昇資訊透明度。 

第二節、 國際組織對於閉鎖性公司之公司治理建議 

世界各國過去對於閉鎖性公司的公司治理並沒有特別關注，目

前我國關於公司治理的規範也都是針對公開發行公司所制定，並沒

有對閉鎖性公司有所規範或建議。歐洲在這方面的發展為世界之先

驅，由「歐洲董事協會聯盟」（European Confederation of Directors’ 

Association, ecoDa）率先於 2010 年 3 月發布了「歐洲非公開發行公

                                                
101 柯承恩，我國公司監理體系之改建與建議（上），會計研究月刊，第 173 期，2002 年 4

月，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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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治理實務守則」，提出 14 項治理原則供非公開發行公司參考102。

此後，本議題受到許多國家的重視，英國亦隨後於同年 11 月由 The 

Institute of Directors（IoD）發布內容相仿之「英國非公開發行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103。杜拜以及香港也相繼提出「中小企業公司治理

準則：在杜拜建立成長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104和「香港中小企業

管治指引」105（香港董事學會 2014）。而在 2015 年 6 月特許公認會

計師公會（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 ACCA）則

發表了一份報告名為「中小企業實施公司治理的挑戰」106

（Governance for all: the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 for SMEs），在中

小企業公司治理上提出倡議，為中小企業創造一個可接受的公司治

理環境，並協助其在導入公司治理之際克服障礙。如 ACCA 這樣的

國際顧問機構，其積極投入對中小企業的公司治理建構是非常重要

的關鍵。以下針對歐洲董事協會聯盟、香港董事學會以及特許公認

會計師公會此三份國際組織所發布的內容作詳細說明，介紹各國際

組織對與中小企業之公司治理所提供之建議。 

第一項、 歐洲非公開發行公司治理實務守則107 

具體而言，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對中小型企業來說，首先

可以提升經營效能，因為公司治理基本上就是一套關於決策的程序

與態度，目的是為了協助公司達成營運目標。當公司需要引進新的

資金來源，而不再只依賴創辦人時，公司治理的機制更顯重要，健

                                                
102 EUROPEAN CONFEDERATION OF DIRECTORS’ ASSOCIA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GUIDANCE AND PRINCIPLES 

FOR UNLISTED COMPANIES IN EUROPE (Mar. 24,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ecoda.org/Annual%20Conference%202010.html, 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0, 2016. 
103 INSTITUTE OF DIRECTORS, CORPORATE GOVERNANCE GUIDANCE AND PRINCIPLES FOR UNLISTED COMPANIES IN THE 

U.K. (Nov. 22,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iod.com/Home/MainWebSite/Resources/Document/corp_gov_guidance_and_principles
_for_unlisted_companies_in_the_uk_final_1011.pdf  (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0, 2016). 
104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CODE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BUILDING THE FOUNDATIONS FOR 

GROWTH AND SUSTAINABILITY IN DUBAI (SME Dubai and Hawkamah). 
105 香港中小企業管治指引 2014，http://www.hkiod.com/chn/sme-guidelines.html，最後瀏覽

日：2016 年 12 月 10 日。 
106 ACCA, Governance for all: the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 for SMEs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accaglobal.com/content/dam/acca/global/PDF-technical/small-business/ea-governance-
for-all.pdf, last visited on: December 10, 2016. 
107 林郁馨，前揭註 5，頁 141-144。 

http://www.ecoda.org/Annual%20Conference%202010.html
http://www.iod.com/Home/MainWebSite/Resources/Document/corp_gov_guidance_and_principles_for_unlisted_companies_in_the_uk_final_1011.pdf
http://www.iod.com/Home/MainWebSite/Resources/Document/corp_gov_guidance_and_principles_for_unlisted_companies_in_the_uk_final_1011.pdf
http://www.hkiod.com/chn/sme-guidelines.html
http://www.accaglobal.com/content/dam/acca/global/PDF-technical/small-business/ea-governance-for-all.pdf
http://www.accaglobal.com/content/dam/acca/global/PDF-technical/small-business/ea-governance-for-a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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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治理架構可以讓公司達成永續經營的目標，同時也使得不同的

機構或個人，例如銀行、創投與私募基金，願意挹注資金108。其

次，由於閉鎖性公司股東所投入的資金，無法如公開發行公司之股

份得任意轉出，股東們承受相當大的投資風險。健全的公司治理機

制可以確保這些股東的權益受到保障，進而降低股東由於資金無法

轉出所承受之非流動性風險，使得投資人更願意投入資金，長期支

持公司109。最後，健全的公司治理機制亦有助於提升公司的社會形

象，近年來各國對於公開發行公司的公司治理要求日趨嚴格，社會

上對於一般公司的期待同樣會提升，因此好的公司治理有助提升中

小企業的社會形象，贏得外部利害關係人，例如潛在的資金提供

者、員工、顧客以及社區等的尊敬110。 

所謂好的公司治理包含了幾個重要的概念：授權（delegation 

of authority）、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專業決策（professional 

decision-making）、當責（accountability）、透明化（transparency）、

利益衝突（conflicts of interest）、以及提供適當誘因（aligning 

incentives）111。由於中小型企業在成立初期，通常是股東身兼董事

與經理人的職務，當公司成長到一定規模時，建立良好的治理制度

通常會有助於公司未來的發展。然而制度的建立會伴隨著許多文字

化或正式化的工作，因而短期內會增加公司的營運成本，此時主要

股東的堅持與態度將扮演關鍵的角色，決定治理制度的成敗112。此

外，由於中小企業的規模、股權結構、員工人數、及資金結構各

異，各企業應以實務守則為核心，視各企業的發展階段與需求，彈

性採納並修改實務守則，發展出一套符合該企業的公司治理守則與

執行時程113。 

                                                
108 EUROPEAN GUIDELINES FOR UNLISTED COMPANIES, supra note 102, at 13-14. 

109 Id. 

110 Id. at 14-15. 

111 Id. at 18-22. 

112 Id. at 22. 

113 Id. a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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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歐洲非公開發行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制定了 14 條治理原

則，第 1 到 9 條是適用於所有非公開發行公司，而第 10 到 14 條則

是適用於較大型而複雜、有顯著外部資金需求、或是未來希冀公開

發行的非公開發行公司114。以下簡單介紹這 14 條治理原則115。 

第一部分：適用於所有非公開發行公司 

1、 股東應為公司建立適當的上位治理架構。（Shareholders 

should establish an appropriate constitutional and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the company.） 

2、 每一家公司都應盡力建立一個有效率的董事會，負責擬定

公司發展策略，並為公司的長期成功負責。創設「諮詢董事會」應

該是邁向效率（及獨立）董事會的第一步。（Every company should 

strive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board, which is collectively responsible 

for the long-term success of the company, including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rporate strategy. However, an interim step on the road to an effective 

(and independent) board may be the creation of an advisory board.） 

3、 董事會的人數多寡與組成應該適度反映公司活動的規模與

複雜度。（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the board should reflect the 

scale and complexity of the company’s activities.） 

4、 董事會應適度的經常舉行，並應被提供及時而足夠的資

訊，以履行董事的職責。（The board should meet sufficiently 

regularly to discharge its duties, and be supplied in a timely manner 

with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5、 薪資水平應足夠吸引、留任並激勵優質的董事或經營階層

以成功經營公司。（Levels of remuneration should be sufficient to 

                                                
114 Id. at 25. 

115 Id. at 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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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act, retain, and motivate executives and non-executives of the 

quality required to run the company successfully.） 

6、 董事會應負責監控風險，並建立良好的內控機制，以保障

股東的投資與公司的資產。（The board is responsible for risk 

oversight and should maintain a sound system of internal control to 

safeguard shareholders’ investment and the company’s assets.） 

7、 董事會與股東之間，基於對經營目的的共識，應建立溝通

管道。董事會應確保與股東間有良好的溝通管道。董事會應謹記所

有的股東都應該被公平對待。（There should be a dialogue between 

the board and the shareholders based on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objectives. The board as a whole has responsibility for ensuring that a 

satisfactory dialogue with shareholders takes place. The board should 

not forget that all shareholders have to be treated equally.） 

8、 所有董事在加入董事會前均應接受職前訓練，並應時常吸

收新知以增進他們的技能與知識。（All directors should receive 

induction on joining the board and should regularly update and refresh 

their skills and knowledge.） 

9、 家族企業皆應建立家族治理機制，以促進家族成員間之協

調與共識，並管理家族治理與公司治理間之關係。（Family-

controlled companies should establish family governance mechanisms 

that promote coordination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st family 

members, as well as organiz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amily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第二部分：適用於較大型而複雜、有顯著外部資金需求、或是

未來希冀公開發行的之非公開發行公司 

10、 負責董事會運作與公司業務運作的職位應有明確之區分。

沒有任何個人應有無限制之決策權限。（There should be a clear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at the head of the company betwe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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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ning of the board and the running of the company’s business. No 

one individual should have unfettered powers of decision.） 

11、 董事會的結構得因各國管制法規與企業社會規範而不同。

然而，所有的董事會皆應具備不同長才與經驗的董事。沒有任何個

人（或一小群人）應該主導董事會的決策權。（Board structures vary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and business norms. 

However, all boards should contain directors with a sufficient mix of 

competencies and experiences. No single person (or small group of 

individuals) should dominate the board’s decision-making.） 

12、 董事會應建立適當的委員會以更有效率的執行其職務。

（The board should establish appropriate board committees in order to 

allow a more effective discharge of its duties.） 

13、 董事會應定期評鑑其自我績效與個別董事之績效。（The 

board should undertake a periodic appraisal of its own performance and 

that of each individual director.） 

14、 董事會應提供外部利害關係人週全且易懂的公司評估與展

望，並建立一套適當的利害關係人參與機制。（The board should 

present a balanced and understandable assessment of the company’ s 

position and prospects for external stakeholders, and establish a 

suitable programme of stakeholder engagement.） 

由此觀之，歐洲率先制定非公開發行公司之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顯見此議題已受到國際上的重視，尤其是在著重強化董事會之

內部結構。雖然實務守則是建議性質非強制性的，但對於有心健全

公司治理的中小企業而言，實務守則之制定與發布提供了明確的方

向，有助於改善整體公司治理的品質，提升公司經營效能，健全公

司結構，有助於整體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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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香港中小企業管理指引 

在香港，中小型企業係指從事製造業而僱員少於 100 人的公司

以及僱員少於 50 人的非製造業公司。現時全香港約有 31 萬間中小

企業，佔香港特別行政區商業機構總數 98％，僱用 130 萬人，佔總

就業人數約 48％（不包括公營部門）116。中小企業涵蓋各式各樣的

商業組織類型，包括獨資經營、合夥經營、上市及非上市公司、家

族及近親持有的公司。上市公司受到較多規則約束，包括香港聯交

所的主板及創業板上市規則及其授權的企業治理制度。因此，中小

企業的前景及成就對於香港以至香港人民的經濟命脈舉足輕重。 

香港一直沿用英國的企業管理模式，其中公司條例深受英國影

響。不過，隨著香港躋身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其他國家的公司法例

對香港的影響亦不容忽視。由於法律制度致力提倡創業精神，對企

業家的限制不多，故華人家族生意的興旺發展過去一直是香港企業

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元素。這種企業精神應當延續，不受不必要的規

例遏抑。最佳的管治方法莫過於由企業自發地遵行，形成良好的治

理風氣117。 

該指引第一部分說明公司治理的概念及重要性。數十年來，不

少國家的公司已積極發展及改善優秀公司治理的制度及規則，部份

經過發展改良的規則比較複雜，並不適合大部份中小企業使用。誠

然，要適用於中小企業，這些規則往往需要簡化。雖然公司治理並

沒有一套既定法則，但仍有一些基本準則可供所有企業使用，包

括：遵守法律、贏取利害關係人（顧客、債權人、僱員、供應商及

公司經營地方的社區）的尊重、透過建立及維持良好的聲譽，以減

低資金成本、辨識及管理所面對的風險以及採納及發展有助增強決

策質素的制度。 

                                                
116 香港中小企業管理指引。前揭註 105，頁 1。 

117 同前揭註，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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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對於香港中小企業的類型作區分，並逐一對各種類型

的企業需要哪些治理規則作說明。該指引將香港的中小企業區分為

下列五類： 

一、 由單一個人擁有的小型公司，業務可能涉及數名家族成

員。此類企業形同我國之獨資企業，雖然由一位或以上精明熟練的

企業家或許能夠對企業的大小事務瞭如指掌，但是，一套簡單可靠

的會計及內部監控制度、一項具備表現指標的簡單業務計劃、各種

風險辨識及風險管理，以及當企業家無法繼續經營時為了業務的存

續而制定的繼承計畫，對該企業家也有相當大的助益。此外，一些

定期的外來意見亦會對他有利118。 

二、 僱用非家族成員的較大型實體，企業所有人可包括數名家

族成員，此類企業相當於閉鎖性公司。隨著企業的規模日益擴大，

它們通常會僱用家族成員以外的僱員，企業涉及的各類事務也越來

越複雜。第一類企業適用的所有治理機制很可能需要進一步發展，

或至少在某些方面，需要訂下書面政策。此外，企業或需訂定其他

政策，例如僱員政策等。企業家可從更多外界意見中得益，特別是

在會計方面。另外，企業家或會認為有需要成立委員會，當中大都

包括家族成員（包括可能成為繼承人的家族成員）119。 

三、 擁有數名股東的中型公司或非法人的合夥經營。只要公司

擁有數名股東，便有需要顧及他們的權利，更要向他們展示公司提

供具吸引力的投資機會。股東數目增加，經營者的責任也相應增

加，這時便需要訂立公司章程細則以及組織一個具代表性的董事

會。為了滿足其他股東的要求，便需要更可靠的會計及監控制度。

此外，鑑於計劃及風險管理對較大型公司越來越重要，故有關制度

                                                
118 同前揭註，頁 23-26。 
119 同前揭註，頁 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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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更為完善和周詳。在此類公司中，企業家的法律責任及業務的實

際需要均較為複雜及嚴苛120。 

四、 擁有相當數量股東的中大型私營或公眾公司。此類公司擁

有相當數量的股東，導致擁有權與控制權分立，董事會有責任代表

整間公司的利益行事。董事會必須向股東負責，而管理層則須向董

事會負責。第三類公司所需的所有治理制度不僅要更完善周詳，亦

須加入額外機制。董事會的組成、其和諧合作及團隊精神、與股東

的溝通、董事會的職能及其與管理層的關係的重要性均日益提升

121。 

五、 在股票交易所上市的公司。此類公司在股票交易所上市，

受上市規則所約束。此類公司的治理制度難免會較第四類公司更為

複雜和周詳122。 

而香港大部份中小企業為家族企業，由於所有權與控制權極少

甚至並無分立，故能精簡決策過程。參與業務的人通常具有很強的

主動性，家族員工忠心服務通常會加強企業穩定性。可是，家族式

經營對業務有其他方面的影響，而科技日新月異、競爭日趨激烈、

社會及教育制度變遷以至中國大陸的發展均帶來新的挑戰及機遇。

該指引在第三部分提出家族公司面對的特殊問題，導致所有家族公

司中能夠由第二代繼續經營的不足半數，而這些問題也值得審慎的

公司掌舵人加以注意123： 

一、 繼承：要物色有能力勝任及訓練有素的第二代家族成員，

同時要他願意及有十足耐性等待創辦人認為適當的時候接手管理家

族公司，已變得越來越困難，而要將業務從第二代傳至第三代更是

難上加難，仔細計劃繼承問題將對公司發展有更大的助益。 

                                                
120 同前揭註，頁 33-37。 
121 同前揭註，頁 38-66。 
122 同前揭註，頁 56。 
123 同前揭註，頁 5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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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族與公司利益分歧：家族與公司利益分歧的現象非常普

遍，特別在那些不能勝任公司經營位置的家族成員。對此，審慎的

做法是辨識可能出現分歧的地方，並在情況變壞前先行處理。 

三、 非家族行政人員：隨著專業技能日漸受到重視，企業需要

聘用非家族行政人員協助經營業務，但這些員工往往不願意聽命於

能力較弱的家族成員。因此，制定妥善而有效的人事政策不容忽

視。 

四、 狹窄視野：在急劇轉變的競爭環境中，將廣闊視野引入公

司的決策層非常重要，有時甚至用以考驗家族企業家的靈活性。 

五、 資金短缺：家族公司經常難以在不削弱家族控制權下提供

充裕資金，以捕捉科技革新的優勢，故周詳的財務計畫起著關鍵作

用。 

上述五個問題的每個解決方法將大大影響公司的治理方式。只

要單一個人或家族擁有一家公司，他們便有權使公司利益服膺於家

族利益。不過，一旦非家族股東將其投資委託予董事會，則無論在

法律及倫理層面上，也需要將公司的整體利益凌駕於家族利益之

上。無論是哪種股權模式，家族公司遇到的獨特治理問題需要深思

熟慮，務求徹底理解問題的癥結所在。因此，審慎和及早考慮合適

的企業治理架構及機制，有助於解決以上種種難題。 

最後該指引在第四部分對公司治理的內容作進一步說明。此部

分針對 6 項治理項目，分別做出詳細的建議124： 

一、 計劃：釐訂業務策略目標，並按計畫加以施行。此外，應

辨識策略重點，將其轉化為主要表現指標。 

                                                
124 同前揭註，頁 6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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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表現指標事例：指定營運的主要表現指標，連繫計畫

及執行的角色。制定財務、市場推廣及產品或服務的主要表現指

標。 

三、 運作或執行：籌劃人不斷指導及衡量執行人的效能。 

四、 組織：設計組織架構，作為維繫籌劃人與執行人的橋樑，

可透過有效管理方式改善。 

五、 領導：領導指對社會責任及優秀企業管制的察識。領導風

格可能因應業務發展而改變。 

六、 監控：可透過縱向關係達致有效監控，讓家長式人物維持

對整個業務的監控，但仍可確保高度的獨立性。 

由此觀之，香港中小企業管理指引使香港的中小企業對於公司

治理的建構上循序漸進，並詳細的將中小企業分類，提供適合不同

類型的組織在公司治理上的建議與引導。香港為國際金融中心，其

風土民情與我國大同小異，對中小企業之公司治理的重視非常值得

我國參考。 

第三項、 中小企業實施公司治理的挑戰 

2015 年 6 月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ACCA）發表了一份報告名

為「中小企業實施公司治理的挑戰」（Governance for all: the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 for SMEs），這份報告旨在促進對中小企業

公司治理的理解，其認為如果對中小企業的公司治理與大型公司採

一致性的要求，也就是萬靈丹的方法（one size fit all approach），則

注定要失敗。這是因為中小企業的需求跟大公司大不相同。該報告

指出，現有公司治理框架都是針對大型上市公司來制定的，不能反

映中小企業的特徵，大公司的治理主要在確保管理階層能忠實執行

其代理人職責，而對中小企業而言，則為強化企業績效及風險管

理。比如中小企業的所有者常常也是它的實際管理者，或者企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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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由一個家族的成員所共有，對中小企業實行公司治理是一個挑

戰125。 

該報告在第一部分，說明公司治理現今已被視為穩定經濟的重

要基石，它有助於保護股東和其他利益關係人的權利及利益，有效

的制度設計監督經營管理行為與績效以成就更好的企業利益。公司

治理結構可以被視為幫助組織為其利害關係人實現長期成功的框

架。鑑於所有公司都希望實現其經營目標，則公司治理對於各種不

同規模的商業組織可說是不可或缺。儘管如此，因公司組織型態的

不同，所適用的公司治理框架的目的和性質可能會因公司而有所差

異。大型企業的公司治理建立在代理制度上，管理者是股東（公司

擁有者）的代理人。公司治理試圖建立一個框架，鼓勵管理階層之

經營行為以股東的最佳利益作系統性的控制。公司治理也逐漸被認

為必須考慮到其他利害關係人（如僱員和供應商的利益）以及更廣

泛的社會問題（如環境資源之管理與保護）。然而在家族企業和中

小企業中，代理問題不太可能出現或者顯著。因為公司所有者也是

管理者，管理者及所有者權益一致，但這些利益不一定符合其他利

害關係人的利益。例如，不積極參與經營業務之家族成員股東，則

可能需要一些機制來保護他們的利益。因此，對於中小企業，公司

治理主要是提高業務效率和績效，而不是監督管理階層的行為。 

而在該報告的第二部分，分析為何公司治理對中小企業至關重

要的原因。一般來說，一個健全和有效的公司治理框架包括許多特

徵和特點：公司應該具備清楚的報告權責系統（clear reporting 

lines），以及明確的決策程序及風險控管，並清楚定義其他需要提

到董事會（或委員會）層級來檢視或核准的事項（understanding of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authority）。關於員工的激勵措

施，要能支持董事會的策略（any incentives for staff need to be 

supportive of board strategies.）。另外，針對公司的策略目標及期待

                                                
125 ACCA, Governance for all: the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 for SMEs (2015), supra note 106,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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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董事會要清楚地與管理階層及員工溝通（clear 

communication）。董事會也要能清楚掌握經理階層的行動與所作的

決策（good visibility of management actions and decision making），

其中包括掌握高品質的企業績效與風險管理資訊126。 

然而，家族企業的董事會結構可能有所不同。例如，公司內部

可能沒有董事會這類組織。一些公司可能採取執行業務股東及監督

經營股東的雙軌結構，處理更多的經營策略問題或更廣泛的家族利

益。公司治理也是中小型企業的重要議題，而中小企業的所有人可

能自己就身兼經營者，或者公司所有權可能由家族成員持有，造成

許多時候企業與個人利益的界線很模糊。而公司治理就是用以清楚

確認各個角色的職權，與界定每個人的責任。因此，公司治理制度

的建置與各種規模的企業都十分相關127。 

中小企業可以通過在其業務中建立適當的公司治理獲得許多好

處，包括減少家庭成員或積極管理業務的其他所有者之間的衝突風

險，同時可以增加獲得信貸的機會使業務更快的增長，以及更好的

抵禦由於內部控制不良而導致的欺詐、盜竊或其他財務成本。例

如，建立更明確的權利和義務，加強控制系統和接班人之相關規

劃。 

在該報告的第三部分，則是分析董事會的價值與影響。正常運

作的董事會可以幫助確保中小企業的績效和管理行為得到適當監

控。在報告研究顯示，董事會構成與中小企業增長前景之間有一定

的聯繫。公司若在董事會成員之間有高流動率，或是董事會成員僅

具有過去的失敗經驗或只有有限的成功經歷時，企業的增長就會減

少。在危機時期，公司治理也很有價值，因為需要有新的想法或新

的方法來應對不同的挑戰。在公司建立董事會是公司治理的一個重

要因素，當然也適用於規模較大的上市公司，但中小企業也可以因

                                                
126 Id. at 4. 
127 Id.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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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受益。引入外部獨立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 non-executive 

directors，NED）使中小企業獲得更廣泛的專業技能、經驗以及個人

特徵，幫助中小企業進入更廣泛的社交網絡。外部董事能夠補強企

業所有者的專業，帶來商業人脈和洞察力，以補強企業創始人的學

術和技術專長。 

大多數企業都是不斷地在發展而不是靜態存在。因此，董事會

的角色也需要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進展。隨著公司成熟，越需要

引入外部董事。這些外部董事會成員最初可能由於他們額外的技能

和他們的社交網絡而被重視，隨後他們的角色可能更側重於管理繼

承問題和大家族利益之間的衝突128。  

該報告的第四部分說明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的變革與挑戰。其認

為中小企業公司治理變革的最大觸發因素之一是年輕一代的出現。

這鼓勵企業創始人思考自己角色的變化，並更關注戰略決策，並將

日常運作留給外部的其他家庭成員或管理人員。另一個重要的觸發

因素是企業發展需要外部融資，無論是來自銀行、其他貸款機構還

是私募股權機構、或通過股票市場上市。這需要招聘具有金融機構

經驗或理解的獨立 NED，可以快速實現實質性變化，了解其重要性

和利益可以有效克服家族所有者的內部障礙129。 

即使中小企業組織結構對公司治理產生變化，推行中小企業和

家族企業改善公司治理仍有一些普遍挑戰與障礙。這些問題包括：

缺乏對公司董事會和獨立董事之運作的理解、難以找到高素質的獨

立董事、期望通過任命獨立董事可降低公司成本以及不重視改進治

理的緊迫性等。此外，家族企業可能會發現企業中需要解決的一些

問題，以改善績效和前景。例如，經過一段時間的業務增長，內部

決策結構可能需要加強或正式化。解決方案在於公司治理改進，他

                                                
128 Id. at 6-7. 
129 Id. at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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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能需要外部顧問或機構建立公司治理結構，並為他們提供適當

的解決方案130。 

然而，多數公司治理準則通常使用於大型或上市公司，這為中

小企業和私營企業的公司治理倡導者帶來了挑戰。這些小企業，甚

至是市場監管者，都可能會認為公司治理對中小企業沒有相關性。

另一個挑戰是，適合大型或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內容可能不太適合

中小企業家族企業。事實上，中小企業良好的公司治理缺乏標準

化。當中小企業要求幫助實施或改進公司治理時，他們可能不會完

全理解他們需要做出的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制訂有效的公司治理可

能涉及將外部人帶入公司業務，例如獨立的 NED。家族內部人和企

業創始人將發現這是相當具有挑戰性的，它對企業的潛在調整可能

比引入外部管理者更大131。 

當談到為中小企業提供公司治理的建議時，並沒有適合所有人

的解決方案。中小企業高度多樣化需要各種多元化的考慮，僅僅提

出改進公司治理標準所需的結構或過程的改革可能還不夠。這些變

化需要對中小企業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進行一些詳細的解釋，以及

它們對企業的影響以及實施它們應該帶來的好處。但是，政府、顧

問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也需要瞭解，以大型上市公司為核心所發展出

來的公司治理架構，可能無法適用於中小企業。顧問和國際機構需

要繼續闡述為什麼公司治理對中小企業很重要，這對於中小企業創

造可接受的環境和克服行動障礙至關重要。 

綜上所述，該報告認為要理解公司治理在幫助中小企業發展方

面可發揮的作用有很多挑戰。不僅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來了解公司

治理對中小企業的影響，以及阻止各種對實施有效的公司治理的障

礙。在鼓勵中小企業的所有者花時間了解什麼是公司治理以及如何

改善它可以使企業受益方面也面臨著挑戰。在使用基本術語時也需

                                                
130 Id. 
131 Id.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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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加考慮，一般非公司組織或家族企業可能會看到「公司」一

詞，則認為公司治理框架與他們無關。 

公司治理框架和方法通常以大型企業為適用的事實也可能成為

中小企業採用公司治理的障礙。公司治理框架需要靈活應用，同時

考慮到中小企業的不同性質。值得強調的是，公司治理制度及其有

效性受其存在的環境所影響。在一個以普遍腐敗或法律執行不力為

特徵的經濟環境中，公司實施公司治理標準的行動可能受挫，對公

司影響十分有限。公司治理需要在有效管理的經濟體系中才能更好

的發揮作用。包括 ACCA 在內的國際組織可以通過研究，理解中小

型企業實施公司治理的挑戰和好處，更可以在當地企業及其專業顧

問之間建立專業知識，提高對公司治理的認識和理解。 

第三節、 閉鎖性公司公司治理之困境 

承前所述，中小型公司與大型公開發行公司在股權與經營結構

上迥異，自然所面臨的治理挑戰也有所不同。從代理人理論

（agency theory）的角度觀之，大型公開發行公司的股東數量眾多

且極為分散，經營管理通常由專業經理人為之，所面臨的最重要挑

戰為專業經理人與股東利益衝突時，所產生的代理人問題。反觀中

小型公司股權多集中在少數的股東手上，股東間的關係密切，且股

東多數會參與公司之經營，其利益與公司未來之發展休戚與共，不

存在大型企業所面臨的專業經理人代理問題。而中小型企業所面臨

最重要的代理問題，則是多數股東濫權或不公平壓迫少數股東之行

為，而在治理上可能面臨的困境多為因股東意見不合，陷入股東僵

局，導致公司業務無法推展的窘境。因此除了事後的法律救濟管道

外，從積極面來看，應強化公司治理來健全其治理架構，以避免少

數股東受到壓迫或股東僵局的發生132。 

                                                
132 林郁馨，前揭註 5，頁 14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6 

 

由於閉鎖性公司股東人數少，經營管理上欲保持閉鎖，而非公

開化，因此公司法上許多為大型公開化公司所設計之強制規定，尤

其在公司治理的建構上，並不完全適用於閉鎖性公司。各國多數均

容許此類公司得以章程或股東書面協議的方式，排除公司法上的規

範，以降低公司治理成本。例如股東會與董事會組織之設立與召

開、限制股份之轉讓、及限制表決權之行使等。我國公司法亦於

2015 年增訂之閉鎖性公司專章中，提供經營權穩定設計之工具，賦

予較大自治空間及更彈性的股權安排，明文承認得以章程或是表決

權拘束契約及股東表決權信託，使特定複數股東之表決權行使得以

一致，來維持經營權之穩定133。 

觀諸我國中小型公司組織型態趨向於家族企業，股權較為集

中，故公司治理之重點在於如何防止主要股東為謀求個人利益，利

用職務之便進行利益輸送而侵害一般少數股東之權益。而隨著產業

結構之調整，公司發展朝向大型化與資金密集，企業對外募集資金

之情形普遍，公司經營權與所有權漸趨分離，故如何促使公司之經

營管理階層能確實且有效率經營公司業務，並對股東負責，實為公

司治理之重要課題。 

第四節、 股東書面協議制度 

從企業自治與契約自由的角度觀之，閉鎖性公司之立法藉由商

業組織之多元化，企業經營者及投資人可以視其需求，選擇適當之

商業組織型態。法制上賦予當事人更多的自由規劃空間，希望可以

讓當事人自行約定其最適的契約結構與條文，妥適安排商業風險，

此時股東間即以股東書面協議作約定。 

當閉鎖性公司設立時，除應符合公司法所定的設立要件外，實

務上股東亦會訂定各式各樣之股東書面協議條款，以界定其個別之

                                                
133 林國全，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制度芻議，收錄於：當前公司與證券法制新趨勢──賴英照

講座教授七秩華誕祝賀論文集，元照出版，2016 年 8 月，頁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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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義務。藉由股東書面協議，股東不僅可控制其個別利益之最適

地位，亦可控制其個別利益之價值。蓋公司股東於面對公司法強行

規定及公司營運現況發生侷促時，如何加以調適改正，以及可在何

種範圍內加以調適修正，均深受立法者對於股東書面協議之授權範

圍有多廣之影響。由於傳統公司法所建立之治理機制，是在秉持經

營與所有分離之原則下所形成，故對於股東在治理結構之地位，通

常僅保留其得行使特定之監督權限。反之，在經營與所有未分離之

閉鎖性公司，股東如為確保自身之地位或權益，透過簽訂股東書面

協議之方式，而將公司閉鎖化或調整治理結構之重要基礎，是否為

理論上所容許，則為值得重視之課題。由於我國閉鎖性公司法制下

對於股東書面協議並無多加著墨，以下即就股東書面協議之概念、

基本條款之內容、與公司章程之關係及效力存續分別探討。 

第一項、 股東書面協議之概念 

所謂股東書面協議（shareholder agreement），廣義上是指股東

間或股東與公司間就公司內部經營方式、控制權之分配或經濟利益

等事項所為之約定，以創設或變更股東在公司法上既定之權利義務

關係，而排除公司法之規定，在美國公司法制上之股東書面協議應

經由全體股東同意通過134。股東書面協議係譯自美國模範商業公司

法第 7.32 條之「shareholder agreement」135，其實質意義即為股東

間之契約，並藉此創設或變更公司法上既定之權利義務關係安排。

股東書面協議主要在約定公司內部經營方式與股東間之經濟利益、

控股權分配等事項，在理論上而言，係屬多數相同方向（平行）之

意思表示趨於一致，而屬利益之共同促成，應為「共同行為」。一

般而言，股東書面協議可能創造、修正或限制股東權之行使。 

觀諸美國各州之公司立法，本於經濟效益之考量，在立法政策

上採取較具彈性之規範模式，設有閉鎖性公司法制及承認股東書面

                                                
134 王志誠，前揭註 87，頁 151。 
135 The Committee on Corporate Laws, Changes in the Revised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Amendment Pertaining to Closely Held Corporations, 46 BUSINESS LAWYER 297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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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之效力，而容許股東得本於契約自治及章程自治之方式，調整

公司法之規範標準，以追求公司利益之最大化136。其中股東書面協

議，即成為少數股東所採取確保其地位之常見方法，且由於股東書

面協議必須取得全體股東之同意137，因此不論是公司之多數股東或

少數股東，皆有機會對於股東書面協議之內容表示意見138。 

另外，其與現行實務上公司股東間約定不同之處，可分為約定

事項內容與形式要件兩個層面。股東書面協議制度之目的在於允許

股東間得以約定排除公司法上某些強行規定，尤其是牽涉公司機關

組織等內部基本事項，而其他股東間約定則是基於契約自由，公司

與股東間可能基於各種目的而成立契約關係，僅能處理不違反公司

法強行規定之事項；另一方面，正因股東書面協議不僅牽涉股東個

人之權利義務，多半為全體股東之共同事項，具有極強之效力，因

此，為保障每一個股東之權益，關於該等事項之決定需以「共識

決」為之，而非公司法之「多數決」，且需行諸書面並定入公司章

程，以公示化其有別於法定公司法權利義務關係之內容。 

第二項、 股東權利之調整 

不論是在公開性或是閉鎖性公司，最重要的事項莫過於是選任

董事。股東行使表決權，此乃股東權利最重要之基礎，用以決定許

多公司的內部事務，例如公司之解散、合併等等。然而，由於閉鎖

性公司之性質，表決權的行使可能產生許多問題。尤其，如果股東

之間的持股數均相等的話，容易形成公司僵局，多數股東也有可能

利用其表決權的力量以壓迫少數股東。為了解決以上問題，美國學

說、實務以及公司法規透過股東書面協議，發展出了數種解決方式

                                                
136 關於公司法之本質，參閱王志誠，公司之章程及自治，月旦法學教室，第 23 期，2004 年 9

月，頁 67-69。 

137 MBCA §7.32. SHAREHOLDER AGREEMENTS, supra note 35; Zion v. Kurtz, 405 N.E.2d 681 (N.Y. 
1980). 

138 Julian Javier Garza, Rethink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Role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 A 
Comparative Study,31 ST. MARY’S LAW JOURNAL 613, 663-667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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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股東選用，以確保股東參與經營之權利或投資收益。其中以股份

轉讓限制條款以及表決權拘束契約最為重要。 

一、 股份轉讓限制條款（transfer provisions） 

閉鎖性公司由於股東人數少、經營與所有通常合一、人合性較

強，股東本身的特質對於公司及其他股東有重大的影響，新股東可

能對公司營運方向與經營理念有不同看法，因此自有必要限制新股

東的加入與既有股東之股份轉讓139。但在公司經營的過程中，股東

的變更是無法避免的，股份轉讓限制條款在股份之可移轉性上會造

成一定之限制及困境140。欠缺可以轉讓股份的市場，使閉鎖性公司

的股東在未取得其他股東同意的情形之下，面臨得否任意將股票出

售予外部人、需要符合哪些特定要件才可出售以及其他股東是否可

以取得優先承買權的問題。舉例而言，在 Ogden v. Culpepper 案141

中，美國法院認為對於股份轉讓的限制，可以被嚴格解釋為對於自

由商業流通的過度限制。但是一般來說，多數法院是允許的，只要

此限制是合理的，且有事前告知142。適用上述的標準，優先承買權

一般都可以獲得法院的認可。相對而言，若完全限制股份的轉讓，

並且缺乏股東的事前同意，則會被認為是不合理的，而不被允許。 

閉鎖性公司為維持其閉鎖性，確有需求限制股份轉讓，以防止

公司所不歡迎之人成為公司股東，危及企業和平之維持；同時，亦

可防止個別股東股份轉讓所致股東結構改變，或甚至影響經營權穩

定之情事。其主要是禁止或限制股東轉讓股份、股份轉讓之事件或

方式，這時股份轉讓限制條款的約定內容可包括公司有購買個別股

東股份之選擇權、個別股東在一定條件下有出賣股份與公司或公司

其他股東之義務或權利、公司或公司其他股東於該股東出賣股份時

                                                
139 黃銘傑，企業併購法之檢討與省思（下），月旦法學雜誌，第 97 期，2003 年 6 月，頁

214。 
140 楊竹生，前揭註 19，頁 4。 
141 Ogden v. Culpepper, 474 So.2d 1346 (1985). 
142 E.g., Allen v. Biltmore Tissue Corp., 161N.Y.S.2d 418,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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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先買權等，不限於採行有限公司關於出資額轉讓時，「同意條

款」搭配「先買條款」之制度安排。 

股份轉讓限制之形式通常有： 

（一） 優先承買權條款（right of first refusal） 

優先承買權係於一個股東收到外部人的購買股權要約時發動，

此權利給予公司（或其他股東）一個以與外部人所提出相同條件購

買股票的選擇權。通常按照其各自所有權的比例分配，如果有股東

無法購買或拒絕，則其分配可能會由剩餘股東按比例分配。 

（二） 優先選擇條款（first-option provisions） 

優先選擇條款要求欲出售之股東必須先以約定之價格

（specified option price）優先提供予公司或其他股東購買。法院可

以強制執行優先選擇權143。如果公司或其他股東拒絕優先選擇權的

實行，而讓控制股東可以買到這些股票，在公平審查（fairness 

review）之下將會被認為是自我交易（self-dealing）144。優先承買

權與購買選擇權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後者的價格是來自於雙方的

協議，而前者則是以外部人的出價為準。而外部人所提供的價格相

較之下應是更為公平的，所以法院通常都會樂意接受。 

（三） 事前同意條款（prior approval） 

事前同意的限制係要求股東於轉讓股份前，應事前得到董事會

或是其他股東的同意145。雖然有些案例情形之下的事前同意程序，

其事前同意之要件因為股東的恣意阻擋而被視為是不合法，但多數

                                                
143 MBCA §6.27 RESTRICTION ON TRANSFER OF SHARES AND OTHER SECURITIES: (d) A restriction on 
the transfer or registration of transfer of shares may: (1) obligate the shareholder first to offer the 
corporation or other persons (separately, consecutively, or simultaneously) an opportunity to acquire 
the restricted shares 
144 Lash v. Lash Furniture Company of Barre, Inc., 296 A.2d 207 (1972) 
145 MBCA §6.27 RESTRICTION ON TRANSFER OF SHARES AND OTHER SECURITIES: (d) A restriction on 
the transfer or registration of transfer of shares may: (3) require the corporation, the holders of any 
class of its shares, or another person to approve the transfer of the restricted shares, if the 
requirement is not manifestly unreaso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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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規仍允許。亦即，如果不是明顯的不合理的情形下，事前同

意的限制都是合法的。 

（四） 絕對禁止條款（flat prohibition） 

對於股份之轉讓完全的限制，即不允許任何型式的股份轉讓

者，股東不得將股份轉讓任何人。就美國股東書面協議法制觀之，

若完全剝奪股東轉讓股份之權利將對股東影響過鉅，美國有些法院

對於此種絕對禁止之限制通常採取否定之立場。但是關於合法目的

的有限限制，例如在專業醫療公司限制只能轉讓予有執照的內科醫

師則是可以的146。 

（五） 強制買賣條款（Buy-sell agreement） 

為維持公司之閉鎖性或解決公司經營之僵局，強制買賣條款強

制公司或其他股東在發生特定事件（例如股東死亡、收回出資、僵

局）時，依序應依特定價格買入這些股票147。強制買賣條款對雙方

來說都有各自的好處，一方面確保了股東的股票有市場可以出售，

另一方面也確保了公司的閉鎖狀態，確保公司經營者有權決定股東

之加入或退出。相較於其他條款，強制買賣條款最大差異主要在於

使公司或其他股東負有收買義務，即可完全排除第三人藉由收購股

份之方式介入公司經營148。 

在股東書面協議之股份買回條款中，通常會設有選擇權（sale 

option）機制，例如退出股東可以在發生特定事件（例如股東死亡

或終止其對公司的僱用契約）時收到將其股份（通常為所有股份）

出售給公司或其他股東的選擇權。有鑑於在閉鎖性公司成立時，最

常以股份轉讓限制條款進行協商和採用，在股份轉讓限制條款生效

                                                
146 MBCA §6.27 RESTRICTION ON TRANSFER OF SHARES AND OTHER SECURITIES: (d) A restriction on 
the transfer or registration of transfer of shares may: (4) prohibit the transfer of the restricted shares 
to designated persons or classes of persons, if the prohibition is not manifestly unreasonable.. 

147 Concord Auto Auction, Inc. v. Rustin., 627 F. SUPP. 1526. 本案雖然當事人沒有依協議內容的重

新估價程序去更新價格，但強制買入賣出協議仍要求買下死亡股東的資產。 
148 王志誠，股東書面協議法制（下）──公開化或閉鎖化之判定基準？，月旦法學雜誌，第

175 期，2009 年 11 月，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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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受讓者是否受到約束取決於股份轉讓限制條款如何記載於公司

章程、規章或股東之間的單獨契約中。如果該限制條款是在其非當

事人之一的股東協議中，受讓者可能不受約束。因此，實務上習慣

將股份轉讓限制條款作為章程或規章的一部分。美國模範公司法要

求在股票證書上明顯註明轉讓限制，即使受讓者不知轉讓限制條款

仍然對其發生效力。即使不顯眼，轉移限制也可以對具有相當知識

的受讓人強制執行149。 

而我國公司法本於股份轉讓自由原則，於公司法第 163 條明定

「公司股份之轉讓，不得以章程禁止或限制之。」當初立法時並未

考量閉鎖性公司，因此未有例外之設150。然實務見解與多數學說均

認為，解釋上可認為公司法僅限制公司不得以章程禁止或限制股份

轉讓，並未限制以契約予以禁止或限制之情形，或可為閉鎖性公司

解套151。此外在 2002 年公布施行的企業併購法中，將股東書面協

議明文納入規範。企業併購法第 11 條規定企業進行併購時，得以

股東間或公司與股東間書面契約限制持股轉讓與設質，並於第 11

條第 2 項明定非公開發行公司得以章程記載限制股份轉讓與設質之

約定，以達到公示之效果。於第五項明文排除公司法第 163 條關於

股份轉讓自由之規定，以避免爭議。然於公開發行公司因進行併購

而有限制股份轉讓與設質約定之情形，則於第 4 項規定，因進行併

購發行新股而受該約定之限制時，應於公開說明書或投資文件上載

明該限制。解釋上，由於公開說明書不具對世效力，因此此約定僅

能拘束公司與認購新股的股東152。 

在 2015 年我國新增之閉鎖性公司專節，已允許章程訂定股份

轉讓限制規定，然而現行法制若非依公司章程規定抑或是遵循特定

事項之法定程序（公司法第 356 條之 9），則股東書面協議性質上仍

屬私法契約，僅具債之相對效力而無法對抗第三人。若股份轉讓限

                                                
149 ALAN PALMITER & FRANK PARTNOY, CORPORATIONS, A CONTEMPORARY APPROACH, 1031 (2010). 
150 林郁馨，前揭註 5，頁 137。 
151 王志誠，前揭註 148，頁 113-114。 
152 王志誠，前揭註 1，頁 23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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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係以協議方式為之而非以公司章程規範，則其效力可能因欠缺公

司章程具備的公示性有所不同，惟涉及外部第三人之股份轉讓行為

仍應有效，以確保交易相對人之權益保護。 

二、 控制權條款 

（一） 特別決議條款（super majority rule） 

一般而言，多數決原則（majority rule）為公司法下的預設規

定，然在閉鎖性公司中，為避免多數股東在股東會或董事會濫用多

數決原則，常透過章程或者股東書面協議以特別決議條款作為調

整，提高多數決的表決門檻，藉以控制公司之運作。股東書面協議

可針對股息紅利之分派、企業併購或是其他重大事項，要求應經過

特別決議通過，甚至必須全體股東同意，並將其條款納入公司章程

中。特別決議條款等同於給予了少數股東關於公司事務的否決權153

（veto power），此權利可以涵蓋公司股東、董事會將面對的絕大多

數事務，例如公司的合併、任命經理人、修改分派股利之數額、或

發行新股等。但特別決議條款之運用可能導致公司僵局之發生，因

此於決定採用特別決議條款時，少數股東必須小心謹慎。 

在大多數的法規當中，股東層面的特別決議條款必須記載於公

司章程，方為有效154。有些州則規定，特別決議條款的設定，亦需

由特別決議為之。董事會層面的特別決議條款亦需記載於公司章

程，但少數無關公司章程之事項，記載於公司內部規章（bylaw）

亦無不可155。此外，如果得到全體股東同意，特別決議條款亦可以

                                                
153 王志誠，前揭註 148，頁 105。 
154 MBCA §7.25 QUORUM AND VOTING REQUIREMENTS FOR VOTING GROUPS: (a) Shares entitled to 
vote as a separate voting group may take action on a matter at a meeting only if a quorum of those 
shares exists with respect to that matter. Unless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provides otherwise, a 
majority of the votes entitled to be cast on the matter by the voting group constitutes a quorum of 
that voting group for action on that matter. (c) If a quorum exists, action on a matter (other than the 
election of directors) by a voting group is approved if the votes cast within the voting group favoring 
the action exceed the votes cast opposing the action, unless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require a 
greater number of affirmative votes. 
155 MBCA §8.24 QUORUM AND VOTING: (a) Unless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or bylaws require a 
greater number or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cally provided in this Act, a quorum of a board of directors 
consists of: (1) a majority of the fixed number of directors if the corporation has a fixed board siz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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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協議為之156。在美國，多數州公司法肯認特別決議條款之合法

性157。而在我國閉鎖性公司法制對於股東書面協議相關內容僅規範

表決權拘束契約以及表決權信託契約，若依照閉鎖性公司專節在於

提供閉鎖性公司制度鬆綁以及自治彈性之立法目的，應可包含此種

特別決議條款以維持閉鎖性公司股東對於公司的控制。 

（二） 表決權契約（shareholder voting arrangement） 

股東書面協議中常見股東可能對於特定議案，相互約定用共同

行使表決權之條款，通常以表決權拘束契約、表決權信託或是不可

撤回之行使委託代理權為內容。以下分別介紹： 

1、 表決權拘束契約（vote-pooling agreement） 

所謂表決權拘束契約，係指股東與他股東或第三人約定，於一

般的或特定的場合，就自己持有股份之表決權，為一定方向之行使

所締結之契約。該契約乃股東基於支配公司之目的，僅以持有之表

決權，透過結合多數股東之表決權之方式，希望能透過股東會之決

議達成支配公司所運用之一種投票策略。申言之，表決權拘束契約

以契約結合多數股東之表決權，目的在於維持控制權，或是以集聚

多數表決權來確保特定目的之達成158。  

                                                

(2) a majority of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prescribed, or if no number is prescribed the number in 
office immediately before the meeting begins, if the corporation has a variable-range size board. 
(b)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or bylaws may authorize a quorum of a board of directors to consist 
of no fewer than 1/3 of the fixed or prescribed number of directors determined under subsection (a). 
(c)If a quorum is present when a vote is taken, the affirmative vote of a majority of directors present 
is the act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unless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or bylaws require the vote of a 
greater number of directors. (d)A director who is present at a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a 
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hen corporate action is taken is deemed to have assented to 
the action taken unless: (1) the director objec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eeting (or promptly upon 
arrival) to holding it or transacting business at the meeting; (2) the dissent or abstention from the 
action taken is entered in the minutes of the meeting; or (3) the director delivers written notice of 
the director's dissent or abstention to the presiding officer of the meeting before its adjournment or 
to the corporation immediately after adjournment of the meeting. The right of dissent or abstention 
is not available to a director who votes in favor of the action taken. 
156 MBCA §7.32 SHAREHOLDER AGREEMENTS, supra note 35. 
157 ALAN R. PALMITER, supra note 34, 507 (2009). 
158 Committee on Corporate Laws, ABA Section of Business Law, Managing Closely Held 
Corporations: A Legal Guidebook, 58 BUS. LAW. 1073, 1111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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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權拘束契約之存在，一般係於閉鎖性公司中，股東為了能

積極參與公司之經營，而與其他股東所簽訂之契約，針對股東表決

權行使之方向，互相約定遵行之情況。當股東簽訂表決權拘束契約

後，股東除了喪失表決權行使之權利者外，並不當然喪失股份之所

有權。從而，股東透過表決權拘束契約確保議案進行表決時，得以

多數決通過或反對。股東間可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合意，約定其表決

權行使之內容。從實務上來看，股東常以表決權拘束契約約定在董

事之選任事項。由於表決權拘束契約係股東基於支配公司為目的協

議如何行使其投票權所訂定，因此表決權拘束契約僅適用於股東會

所得決議之事項範圍，如為董事會之法定專屬職權，則無適用表決

權拘束契約之餘地。 

德拉瓦州對於表決權拘束契約最著名的案例為 Ringling Bros. 

Barnum & Bailey Combined Shows, Inc. v. Ringling 案159，該案提出了

一個問題，即表決權拘束契約是否構成無效的表決權信託或不可撤

銷的代理。雖然法院決定契約是有效的，但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拒絕

涉入任何執行機制，從而使雙方承諾集中的表決權形同空白。系爭

公司有三個股東，其中兩個股東簽訂了表決權拘束契約，並且設有

仲裁人可以解決任何表決上的歧異。本案中當不一致的情形出現

時，一方當事人卻拒絕依照仲裁人之指示而行為，另一方因此提起

訴訟。拒絕服從的股東主張，該仲裁程序的操作等同於是表決權信

託，因為將表決權與所有權分離。但法院拒絕認可這個主張，因為

這個協議的內容，在技術上並沒有移轉任何表決權予仲裁人，沒有

給予任何正式的權利去行使股票的表決權。為了回應關於契約不可

避免地將所有權與控制權分離的論點，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契約

只是使仲裁人有權告訴當事人投票，但沒有任何權利強制投票。但

是由於沒有客體可以執行，法院取消了股票的權利。這種效果對尋

求執行表決權拘束契約的少數股東來說是個災難，因為他不能將其

                                                
159 Ringling Bros. Barnum & Bailey Combined Shows, Inc. v. Ringling, 53 A.2d 441 (Del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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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權與其他少數股東集中以對抗多數股東，失去了對第三股東

（非締約方）的控制，最終被迫出售股份。 

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第 7.31（b）條160規定，表決權拘束契約

可以具體強制執行。表決權拘束契約可提供執行機制，例如契約中

委任代理投票的所有股份可根據第 7.22 條不可撤銷該代理權。如果

沒有提供執行機制，法院可以命令具體執行並命令依契約內容執行

投票。該條承認損害賠償不能僅是違反契約的適當補救辦法，以避

免如同 Ringling Bros. Barnum & Bailey Combined Shows, Inc. v. Ringling

案的情形發生。 

在我國實務上，最高法院認為股東間拘束董事選舉表決權之約

定，因違背公司法維護董事選舉公平性之理念，而違反公序良俗而

無效；若為董事間為選舉董事長及常務董事而為之表決權約定，則

承認其效力161。此外，反面解釋最高法院之見解，可認為若就董事

                                                
160 MBCA §7.31 VOTING AGREEMENTS: (b) A voting agreement created under this section is 
specifically enforceable. 
161 最高法院 71 年台上第 4500 號判決：「……此種表決權拘束契約，是否是法律所准許，在學

說上雖有肯定與否認二說。惟選任董事表決權之行使，必須顧及全體股東之利益，如認選任董

事之表決權，各股東得於事前訂立表決權拘束契約，則公司易為少數大股東所把持，對於小股

東甚不公平。因此，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股東會選任董事時，每一股份有與

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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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選舉方式，謂之累積選舉法；其立法本旨，係補救舊法時代當選之董

事均公司之大股東，祗須其持有股份總額過半數之選舉集團，即得以壓倒數使該集團支持之股

東全部當選為董事，不僅大股東併吞小股東，抑且引起選舉集團收買股東或其委託書，組成集

團，操縱全部董事選舉之流弊而設，並使小股東亦有當選董事之機會。如股東於董事選舉前，

得訂立表決權拘束契約，其結果將使該條項之規定形同虛設，並導致選舉董事前有威脅，利誘

不法情事之發生，更易使有野心之股東，以不正當手段締結此種契約，達其操縱公司之目的，

不特與公司法公平選舉之原意相左且與公序良俗有違自應解為無效。」；參閱最高法院 72 年台

上第 2858 號判決：「兩造間關於就董事互選常務董事或常務董事互選董事長所為董事或常務董

事表決權拘束之契約，與目前盛行於外國所謂股東表決權拘束契約，係「股東」為基於支配公

司之目的，而與「他股東」約定於一般的或特定的場合，就自己持有股份之表決權為一定方向

之行使之情形，在性質上尚有不同。而本院前次發回更審，僅因原審更審前所為上訴人有利之

判決，以前述所謂「股東」表決權拘束契約，非屬無效，為立論基礎，而表示法律上之意見。

就董事或常務董事，互選常務董事或董事長，所為董事或常務董事表決權拘束之契約，是否有

效，則未加判斷。又關於董事互選常務董事或常務董事互選董事長公司法第二百零八條第一、

二項規定，以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或常務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或常務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方式為

之，並無如股東選任董事，而有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一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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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以外之事項締結表決權拘束之契約，並非當然違反公序良俗，

若未違反強行規定，則應承認其效力162。 

上開判決之所以認定股東間關於董事選舉之表決權約定無效，

乃是依據舊公司法第 198 條的強制累積投票制，此規定之目的在於

透過強制累積投票制，確保董事選舉的公平性，使得董事選舉不會

被大股東把持，藉以保障少數股東的權益，因此，最高法院才會認

為違反此強制規定，為違反公序之行為，而認為無效。然此項規定

已於 2001 年公司法修正中改為任意規定，也就是說依照現行法的

規定，公司得任意選擇適用累積投票制或全額連記法來進行董事選

舉，因此在法律變更的情況下，學者認為應承認此類契約之效力

163。然近來最高法院於一則判決中，仍遵循最高法院 71 年台上第

4500 號判決之見解，否定表決權拘束契約之效力，認為其「與公司

法有關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規定之原意相左，且與公序良俗有違，

自應解為無效」164，與公司實務上之需求、學說之見解以及企業併

購法之方向，背道而馳，顯見法院對於表決權拘束契約仍採保守之

看法，無法切合閉鎖性公司之需要165。 

觀諸我國參考企業併購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於公司法第 356

條之 9 明定閉鎖性公司股東的訂立表決權拘束契約及表決權信託契

約，但是在要件和效果上並不完全相同，尤其是在公司法第 356 條

之 9 第 3 項規定股東未將書面信託契約辦理登記則不得以其對抗公

司，故登記僅為對抗要件而非生效要件。我國目前僅於企業併購法

及公司法第 356 條之 9 明文允許表決權拘束契約，縱學說對企業併

                                                
162 黃銘傑，前揭註 139，頁 213。 
163 劉連煜，表決權拘束契約與表決權信託，月旦法學教室，第 13 期，2003 年 11 月，頁 26-

27。 
164 最高法院 96 年台上字第 134 號民事判決：「按所謂表決權拘束契約，係指股東與他股東約

定，於一般的或特定的場合，就自己持有股份之表決權，為一定方向之行使所締結之契約而

言。此項契約乃股東基於支配公司之目的，自忖僅以持有之表決權無濟於事，而以契約結合多

數股東之表決權，冀能透過股東會或董事會之決議，以達成支配公司所運用之策略。若股東間

得於事前訂立表決權拘束契約，則公司易為少數大股東所把持，對於小股東甚不公平，更易使

有野心之股東，以不正當手段締結此種契約，達其操縱公司之目的，不特與公司法有關股東會

或董事會決議規定之原意相左，且與公序良俗有違，自應解為無效。」 
165 劉連煜，前揭註 2，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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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法作擴張解釋而加大表決權拘束契約可運用的範圍，但相較於外

國之立法仍有不足。例如表決權拘束契約和委託書都會形成表決權

與股權分離之情狀，為了公司治理之健全，應對於有償之表決權拘

束契約加以明文限制。至於違反表決權拘束契約之股東應負損害賠

償責任，但其表決權之行使仍為有效，股東會決議之效力不受影響

166。 

2、 表決權信託契約（voting trust） 

表決權信託是一種使股份的所有權以及表決權分離的一種設

計，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取公司的經營權、使公司決策能穩定、使特

定董監候選人當選等，利用表決權信託的方式，結合各股東的表決

權予少數人控制以達成目的。閉鎖性公司之股東為了取代表決權拘

束契約，而藉以形式上股份之所有權移轉予受託人，並由受託人依

信託本旨享有股份之表決權167。受託人應依信託契約上所載明之方

式行使表決權，如另有約定，並應負責分派股利予信託契約之受益

人（beneficial owners）。因此，表決權信託於法律上係股份之信

託，並非單純指「表決權」之信託，其主要目的在於表決權之行

使，故表決權信託之目的僅在於行使股份之表決權，不得逾越表決

權行使以外之目的。 

成立表決權信託後，受託人即為形式上之股東，得以任何公司

法上規定之方式，行使信託股份所享有之表決權168。惟就特別事務

表決權之行使，端視表決權信託約定之內容與法律規定而準，是故

受託人之權利係由表決權信託所賦予而來。表決權拘束契約無法自

                                                
166 方嘉麟主編，林國全等人合著，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逐條釋義，元照出版社，2016 年 10

月，頁 127-128。 
167 MBCA §7.30 VOTING TRUSTS: (a) One or more shareholders may create a voting trust, conferring 
on a trustee the right to vote or otherwise act for them, by signing an agreement setting out the 
provisions of the trust (which may include anything consistent with its purpose) and transferring their 
shares to the trustee.  When a voting trust agreement is signed, the trustee shall prepare a list of 
the names and addresses of all owners of beneficial interests in the trust, together with the number 
and class of shares each transferred to the trust, and deliver copies of the list and agreement to the 
corporation’s principal office. 
168 Committee on Corporate Laws, supra note 158, at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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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執行，而表決權信託解決了此一問題，但不利之處則是使股東失

去對公司的控制。此外，表決權信託契約也不能完全防止多數股東

對於少數股東的壓迫，多數股東仍然可以聯合其於董事會之董事，

使用其多數力量壓迫少數股東。 

表決權信託契約發展之初，其合法性受到質疑。早期美國對於

表決權信託是採反對的見解，認為本質上與傳統公司法原則相悖，

行使表決權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權利，而是附隨於股票上的本質上的

權利，不能將表決權從股份所有權中分離，否則將會違反公共秩序

（public policy）。但此種較為僵化的觀念，之後便與公司「經營與

所有分離」的基本原則產生衝突。因為這樣的觀念妨礙了私人契約

的安排（private ordering），並且與契約自由的基本原則也並不一致

169。隨後認為表決權信託並非僅移轉表決權，係由委託股東將股票

交付信託，並且授權予表決權受託人在權限範圍內得行使股份表決

權，來實現信託的目的，故承認表決權信託的有效性。表決權信託

在國外行之有年，我國在 2002 年通過企業併購法就表決權信託有

所規範，而公司法在 2015 年增訂閉鎖性公司章節，也在第 356 條

之 9 對於表決權信託有所規定。 

即使沒有表決權信託的形式，但實質上有表決權信託的內容，

有時也會被法院認定為表決權信託。簡言之，倘如果一個機制會將

當事人鎖定在一個控制權的安排中，第三人因而取得行使表決權的

權利，就像是表決權信託，則此一安排可能會被認定為事實上的表

決權信託（de facto voting trust）。其中著名的例外案件是德拉瓦州

的 Abercrombie v. Davies 案170：本案系爭公司中一部份股東，擁有

表決權上的多數，決定協議以十年為期，透過八個代理人，以代理

的方式行使他們的表決權。表決必須經由七個以上代理人決議通

過，如無法達到七人以上同意，則應交由仲裁。為了使協議具有強

制力，當事人背書於股票上，並且將其寄存於代理人處。法院認為

                                                
169 ALAN PALMITER & FRANK PARTNOY, supra note 149, at 1010. 
170 Abercrombie v. Davies, 130 A.2d 338 (Del.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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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協議為事實上之表決權信託，因為：（一）表決權與所有權分

離。（二）在一定期限內移轉表決權，並且不可撤回。（三）主要目

的是提供對於公司的表決權控制。作為一個表決權信託，本協議因

未遵循法規的條件要求而無效。 

股東表決權拘束契約與股東表決權信託最大之不同，在於「股

份所有權是否移轉」，前者由當事人意思自主決定其內容，雖然形

式上仍保有股份之所有權與表決權，惟實際上簽署契約之股東需依

其上之約定行使表決權，否則應負契約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

任。至於後者，需以股份之所有權移轉予受託人，且受託人因表決

權信託所訂定之條款，享有股份之表決權，並依信託目的處理表決

權信託事務。受託人需依契約約定之方式行使之，不得恣意地行使

表決權。股份之所有權已因信託行為移轉予受託人，其表決權之行

使皆依信託本旨，由受託人行使表決權，但原股東仍有股利分派請

求之權利171。 

表決權信託主要之缺點，為創設表決權信託時所需花費、須以

原有股票與表決權信託證書作交換，另外尚必須嚴格遵守表決權信

託法定要件、選定表決權受託人及授權範圍之問題、表決權信託設

有存續期間有限制，普遍規定通常係以十年為限172，以及委託人所

可能面臨之各種風險，包括受託人未善盡注意義務或於其授權範圍

內謀取私益。我國雖於 2015 年新增公司法第 365 條之 9 規定表決

權信託契約，然而表決權信託在我國之實務操作下，信託法等現行

法規範不足，也使得表決權信託契約在運作上面臨問題。 

3、 不可撤回之代理行使表決權（irrevocable proxies） 

一般上，股東通常會讓其他人代理行使表決權，甚至給予該人

全部投票權。但普通代理人，如一般的代理機構，可以根據委託人

的意願撤銷，代理人仍然受委託人的控制。然閉鎖性公司的股東可

                                                
171 劉連煜，前揭註 2，頁 195-196。 
172 BRENDA HENNIGAN, COMPANY LAW 739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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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授權他人（或每個其他股東）代理行使表決權，且此一授權不可

撤回，在這種情況下，股東在代理期間失去對其投票的控制權，以

達成結構上的控制。此一代理權之授予不同於一般代理，授權之股

東不能改變其意願而收回代理人行使他的股票的投票權的權利。不

可撤回的行使委託代理權提供了公司的利害關係人能自動行使表決

權（self-executing）的手段，以保護他們的權利173。 

如同表決權信託，不可撤回的代理權行使委託仍有「表決權與

所有權分離」的疑慮，早期法院不願意強制執行不可撤銷的代理

權，認為它們違反代理法的基本原則或違反公共政策。而當代公司

法之趨勢傾向於承認有「利害關係或利益（interest）」之不可撤回

的代理權之授與具有效力，利益必須在股票本身（或關於股票本

身）174，例如當股東以其股票為保證，並授予質權人不可撤銷的代

理權之情形。 

然而，當受託人本身對於公司或股票並沒有直接的利益時，代

理人幾乎沒有動機為促進公司的最大利益而行使表決權，使代理人

取得資格的利害關係消失，不可撤回的代理權將會終止，或者是變

成可以撤回的代理。「有利害關係」的條件可能會使要求強制行使

投票權的控制機制被排除。最有名的案例就是 Ringling Bros 案175。

德拉瓦州法院認定有仲裁程序以解決當事人間紛爭之表決權拘束契

約為合法。當雙方當事人陷入僵局，並拒絕依照仲裁人的決定表決

時，不願服從的一方當事人主張該協議給予仲裁人隱含的代理權，

因為這個代理權的授與並沒有利害關係的支持，所以應該可以撤

回。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這個協議並不能使仲裁人真的行使表決

                                                
173 ALAN PALMITER & FRANK PARTNOY, supra note 149, at 1011. 
174 MBCA §7.22 PROXIES: (d) An appointment of a proxy is revocable unless the appointment form o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states that it is irrevocable and the appointment is coupled with an interest.  
Appointments coupled with an interest include the appointment of: (1) a pledgee; (2) a person who 
purchased or agreed to purchase the shares; (3) a creditor of the corporation who extended it credit 
under terms requiring the appointment; (4) an employee of the corporation whose employment 
contract requires the appointment; or (5) a party to a voting agreement created under section 7.31. 
175 Ringling Bros. Barnum & Bailey Combined Shows, Inc. v. Ringling, 53 A.2d 441 (Del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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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因此雙方當事人並未授予代理權，沒有可撤回或是不可撤回的

問題。 

第三項、 董事裁量權之限制 

前述討論著重在會影響股東行使投票權的控制機制上，但這些

機制並不能保證控制董事會的決策，例如任命經理人、決定薪水、

發放股利、發行新股或買回股票、解散公司，或是限制營業範圍等

董事會權限。舉例而言，表決權拘束契約即使能確保所有股東都可

以被選任進入董事會成為董事，卻無法完全保障少數股東不被多數

股東（或董事）所壓迫。多數董事有權決定股利是否發放、拒絕選

任少數股東作為公司的經理人、或者是終止公司對於少數股東的僱

傭契約。因此，在閉鎖性公司中，股東通常都會以股東書面協議拘

束董事會裁量權（restrictions on board discretion）。像這樣的協議，

通常都會約定所有股東都應被選任為經理人，並且會對於特定議題

有所約定，例如薪水、股利、退休金、於公司的任期等等。 

然而，對於董事裁量權限制的私人契約上安排，係違反了公司

法規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董事優位原則，公司應由董事會經營的核

心原則。由於這是公司法規傳統上非常重要的基礎，因此早期法院

對於董事裁量權限制的約定皆抱持否定態度。來自紐約上訴法院著

名的四大案例中揭示了股東書面協議中限制董事會裁量權的有效

性。紐約州法規允許閉鎖性公司偏離傳統的公司治理模式，雖然一

些司法分析已被法規取代，但普通法原則下在現代公司法起草和解

釋股東書面協議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176。 

一、 紐約上訴法院案例介紹 

首先在 Manson v. Curtis 案177中，涉及 Manson 和 Curtis 之間的

一個協議，兩個股東持有公司的多數股權，但不是全部股份。根據

該協議，每一方指定三名董事，第七名董事由雙方同意選舉產生。

                                                
176 ALAN PALMITER & FRANK PARTNOY, supra note 149, at 1013-1016. 
177 Manson v. Curtis, 223 N.Y. 313 (N.Y.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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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們同意 Manson 將繼續擔任總經理一年。當 Curtis 拒絕遵

守協議，使用他的表決權安排自己的董事並賦予總經理的位置，

Manson 因此提起訴訟。法院認為該協議整體上是無效的，因為其

「根本且主要的意圖和目的」是將管理權從董事會轉移到 Manson

手中，這剝奪了董事管理公司的法定責任。為了通過選舉特定人士

作為董事而獲得對公司的控制，此類股東之間的協議是非法的。股

東有權結合其利益和投票權，以確保對公司以及對特定政策和業務

的控制。只要協議不違背章程中的條款或是法規，並且對其他股東

無詐欺、壓迫，均屬有效且有約束力的。 

而在 McQuade v. Stoneham 案178中，Charles Stoneham 是公司的

主要股東，並擁有棒球隊「New York Giants」，他和 John McGraw

（球隊的經理人）以及 Francis McQuade（紐約市的法官）簽訂了一

份股東協議，約定三人應以最大的努力選任三人為公司的董事，並

同時以特定的薪水任命對方為公司的經理人。但 McQuade 之後和

Stoneham 發生爭執，Stoneham 因此設計剝奪了 McQuade 做為員工

以及董事的身分。McQuade 因此起訴，尋求執行其約定的協議。然

而法院同意 Stoneham 的主張，認為協議並不合法，蓋為保護少數

股東，董事的獨立性有其必要，也因此限制董事裁量權的協議違

法。如果董事事前同意限制其決策權，股東便不能享受到因為董事

獨立行使職權所能帶來的好處，因此限制董事裁量權的協議因違反

公共秩序而無效。 

接著在 Clark v. Dodge 案179中，Clark 以及 Dodge 共同持有兩家

製藥公司，其中 Clark 持股 25％，而 Dodge 持股 75％。依照股東協

議，兩人應共同決定公司的董事以及經理人之人選。隨後雙方發生

爭執，Dodge 引用 McQuade 案，主張協議無效。但法院駁回 Dodge

的主張，認為 McQuade 案係為了保護未簽署協議的少數股東，因

此才有加以限制的必要，但於本案公司並無如同前案中有未簽署協

                                                
178 McQuade v. Stoneham, 189 N.E. 234 (N.Y. 1934). 
179 Clark v. Dodge, 199 N.E. 641 (N.Y.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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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之少數股東，沒有外部性（externalities），因此無須加以限制。

亦即，本案中既然 Clark 以及 Dodge 雙方皆有於事前協商契約內容

之機會，與 McQuade 案中有少數股東並未取得事前協商機會之情

形並不相同，因此也不應做相同處理。 

最後一個案例是 Long Park, Inc. v. Trenton - New Brunswick 

Theatres Co.案180，如同 Clark 案，該案中的協議是所有股東之間的

協議，並賦予其中一人經理的位置，對公司經營業務完全的監督權

利。法院認為該協議無效，因董事對其戲院（即公司的主要業務）

的管理權利已全權授予經理。這些限制遠遠超出了 Clark 案中的協

議，在監督公司戲院的管理上剝奪董事會的所有權利是不合法的。 

由此可知，紐約法院對於董事裁量權的限制，主要在於股東書

面協議針對董事會經營管理權限的授權範圍，一般上只要協議不違

背章程或是法律剝奪董事會所有的管理權利，並且對其他股東無詐

欺、壓迫，均屬有效且有約束力的。 

二、 美國公司法規範 

除此之外，經營權協議的有效性取決於公司法規。雖然過去的

法規強制隔絕了董事會的經營權，認為董事會的經營權有排他性，

但有許多現代的法規在關於閉鎖性公司的條款有特殊的規定，特別

授權允許限制董事裁量權的協議181。 

                                                
180 Long Park, Inc. v. Trenton-New Brunswick Theatres Co., 297 N.Y. 174 (N.Y. 1948) 
181 DGCL §351 Management by stockholders: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f a close corporation 
may provide that the business of the corporation shall be managed by the stockholders of the 
corporation rather than by a board of directors. So long as this provision continues in effect: (1) No 
meeting of stockholders need be called to elect directors; (2) Unless the context clearly requires 
otherwise, the stockholders of the corporation shall be deemed to be directors for purposes of 
applying provisions of this chapter; and (3) The stockholders of the corporation shall be subject to all 
liabilities of directors. Such a provision may be inserted in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by 
amendment if all incorporators and subscribers or all holders of record of all of the outstanding 
stock, whether or not having voting power, authorize such a provision. An amendment to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to delete such a provision shall be adopted by a vote of the holders of a 
majority of all outstanding stock of the corporation, whether or not otherwise entitled to vote. If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contains a provision authorized by this section, the existence of such 
provision shall be noted conspicuously on the face or back of every stock certificate issued by such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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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第 7.32 條182規定，可以股東書面協議拘束

公司權利的執行或業務的經營以及公司的事務，或股東、董事以及

公司之間的關係。協議的授權，必須經由全體股東同意，不論是在

章程或內部規章（bylaw）之中皆可，或是由所有現有股東簽署之

協議，並使公司知悉。這個條款使不違反公共秩序之下創造之額外

的公司治理結構的股東協議有效。而紐約州商業公司法（New York 

Business Corporation Law）第 620 條（b）規定，只要協議係於公司

設立章程中經所有發起人同意，並且股份的受讓人於受讓時亦獲悉

者，即使其內容不合理的限制了董事會的裁量權，協議仍然合法。

本條文係延續了 Clark 案確立的原則，推定所授權的協議將會嚴重

衝擊董事的裁量權，因此，股東全體一致同意的條件要求，在紐約

州法之下是必要的。 

三、 行使少數股東權的受託人義務 

有表決權股份之持股多寡，並不是決定控制權的唯一考量。在

閉鎖性公司，股東協議也可能給予少數股東足夠的影響力。在少數

股東有對於公司足夠的影響力之情況下，少數股東所為之行為，例

如以股東協議內容之否決權箝制控制股東關於公司業務之執行，由

於少數股東可以選擇性地使用否決權或創造僵局，致損害公司利

益、或有損害公司利益之虞時，少數股東是否仍能自外於受託義務

之規範？仍有討論空間。當少數股東在閉鎖性公司利用關於對多數

股東的決定所行使的否決權，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對那些獲得董事

會特權的股東施加職責在第 7.32 條（e）183規定，如本條所授權之

協議係限制董事會之裁量權或權利者，則免除董事依本法所加之責

任，並將該責任加諸於賦予董事會裁量權或權利之每一位股東身

                                                
182 MBCA §7.32 SHAREHOLDER AGREEMENTS, supra note 35. 
183 MBCA §7.32 SHAREHOLDER AGREEMENTS: (e) An agreement authorized by this section that 
limits the discretion or pow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hall relieve the directors of, and impose 
upon the person or persons in whom such discretion or powers are vested, liability for acts or 
omissions imposed by law on directors to the extent that the discretion or powers of the directors 
are limited by the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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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其範圍則以該董事之裁量權或權利受該協議規範之範圍為

限。 

舉例而言，在麻薩諸塞州之 Smith v. Atlantic Properties 案184，

Atlantic Properties 公司有四個股東，持股各為 25％，公司在章程及

內部規章規定了特別決議條款，內容為公司所有的決策皆應有已發

行股份總數 80％以上之表決權同意通過，才可執行。因此，任一股

東皆有對公司事務的絕對否決權。其中一個股東 Wolfson 使用他的

否決權，禁止公司發放股利，要求公司保留盈餘用以維持並促進公

司之業務，但是其他股東不同意。Wolfson 由於稅務上的考量，希

望公司不發放股利。當時股利的稅率可能高達 90％，但出售股票的

資本利得稅率最高僅到達 25％，Wolfson 為股東之中所得最高者，

如果發放股利，則其股利絕大部分必須做為賦稅繳納，如果將盈餘

保留在公司內，提高公司的價值，則出售股票對其而言是較為有利

的。 

由於 Wolfson 之杯葛，公司無法發放股利，此時又產生了另一

項賦稅上的問題，累積盈餘稅法（accumulated earnings tax）規定

如果不發放股利，卻又不使用盈餘者，將針對公司累積超額盈餘之

行為懲罰。Wolfson 和其餘股東陷入了僵局，公司不能將盈餘用作

發展公司的用途，同時卻又不能發放股利，因此公司必須承受累積

盈餘稅法之處罰。其餘股東因此起訴，主張 Wolfson 濫用其否決

權，違反了股東間之受託義務。本案法院認為，少數股東至少於其

對於公司之行為有否決權時，應盡受託義務。本案中，由於

Wolfson 使用其否決權使公司遭致不必要的處罰，故違反了受託義

務。 

 

 

                                                
184 Smith v. Atlantic Properties, 422 N.E.2d 798 (Mass.App.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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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國之適用現況 

我國公司法第 202 條規定：「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本法或章程

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亦即除

重大事項保留給股東會外，其餘皆由董事會決議行之，為董事優位

原則。此為企業所有與企業經營分離原則之體現，公司法立法之世

界潮流皆為董事會享有業務執行決定之權。而我國實務上對於表決

權拘束契約、表決權信託以及股東書面協議之相關規定，在企業併

購法解釋上並無法適用於「公司進行併購時」以外之情形，早期司

法實務見解一般均認為表決權拘束契約等股東協議與公序良俗有違

而無效。 

然而閉鎖性公司之性質有異於公開性公司，股東對公司之重要

性、依賴性均有所不同，雖說公司應由董事經營，然而於閉鎖性公

司中，時常股東就是董事，即使非董事之股東，對公司也有相當影

響力；又股東亦時常身兼公司之員工，並以公司發放之股利、紅

利、薪水為獲利來源。若股東間之約定違反公共政策及公序良俗者

則應不予准許。在 2015 年我國引進之閉鎖性公司專章已明文承認

表決權拘束契約以及表決權信託之適用，因此原則上應允許股東以

書面協議約定調整傳統上由董事會決議之事項，尊重股東之自治

權，以符合國際公司法制規定鬆綁之大方向。 

第四項、 股東書面協議之效力 

股東書面協議除了可以維持公司之閉鎖化，對少數股東而言書

面協議亦得確保其在公司之地位。當然，股東除應依股東書面協議

行使權限外，亦可將其特定條款納入公司章程中，取得公示公信之

效力。股東書面協議基於其重新分配公司內部之法律關係，確有必

要拘束加入公司之新股東以達成閉鎖性之目的，故若能藉由公示制

度則可正當化其對世之效力。因此，為維持股東書面協議之效力穩

定性，並保護股份受讓人之權利，應設計一定公示制度，若係有發

行股票時，則需於股票上為記載應為一可行之方式，惟協議內容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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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無法全部記載於股票之上，因此，倘該公司係有發行股票，則

公司僅需將股東書面協議存在之事實註記於公司之股票，則受讓人

自可向出賣人索取股東書面協議相關資料，或於主管機關網站查詢

公司章程，以資因應185。 

一、 契約之拘束力  

如法律上未明文引進股東書面協議制度，則股東書面協議是否

有效，即有疑義。首先，如股東書面協議違反公司法之規定，應視

所違反之公司法規定，究為強行規定或任意規定而定，如所違反者

為強行規定，應解為無效；反之，如所違反者為任意規定，則得解

為有效。至於如股東書面協議並非由全體股東所簽訂，則對於未簽

訂股東書面協議之股東，解釋上即不生效力。如股東違反股東書面

協議之規定，解釋上在股東間應構成債務不履行或違約之問題，負

損害賠償責任186。 

以表決權契約為例，因其本質上為債權契約之一種，因此股東

若違約未依表決權契約之約定行使表決權，即使股東透過法院判決

強制其他股東履行契約義務，解釋上股東亦僅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

賠償責任，而不應影響該次股東會決議之效力187。反之，如股東書

面協議或表決權契約之內容已納公司章程，則一旦董事會或股東會

之決議違反股東書面協議，亦會構成決議內容違反章程而無效。而

若法律上明文引進股東書面協議制度，則簽訂股東書面協議之股

東，應受其拘束。由於股東書面協議為各個股東基於個別意思所簽

訂，即使閉鎖性公司之全體股東皆為董事會之成員，解釋上亦不能

認為董事會決議得取代有效存在之股東書面協議，而使股東之法律

行為失其效力。 

 

                                                
185 王志誠，前揭註 148，頁 106。 
186 同前揭註。 
187 Ringling Bros. Barnum & Bailey Combined Shows, Inc. v. Ringling, 53 A.2d 441 (Del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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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世效力與公示制度 

理論上，股東書面協議既為股東間之契約，對第三人應不生效

力，但如透過法定之公示制度，則可發生一定程度之對世效力。例

如在股票及公司章程上記載股東書面協議之內容或向登記處報送聲

明書 （information statement），以達公開揭露之目的。在符合法定

之公示要件下，一旦股票轉讓，解釋上即使受讓人不知情，仍應受

股東書面協議之拘束188。 

由於股東書面協議之內容多樣，未必全都適合記入章程，若因

此使章程與書面協議之內容不同時，則其效力如何決定？例如股東

書面協議中如設有仲裁條款，而未納入公司章程，此時繼受股票之

股東是否仍受股東書面協議之拘束，則有爭議。學者認為解釋上，

如股東書面協議之仲裁條款有效，股東仍應受其拘束，對於仲裁條

款所規定之爭議事項，仍應循仲裁程序解決爭議。 

第五項、 股東書面協議之自治界限 

股東書面協議的內容多是關於公司經營權控制之問題，例如約

定表決權行使或股份轉讓之限制等。此時究竟應尊重股東間之私法

自治或契約自由，而承認股東得透過表決權契約或股東書面協議之

締結，約定表決權行使或股份轉讓限制，抑或因公司經營權具有公

益性質，而應從公共政策之角度切入，容有爭議189。 

基本上，股東書面協議雖得調整傳統公司法所建立之治理原

則，而對於公司經營之相關事項、公司權利之行使及股東、董事或

公司問之法律關係，特別加以安排，但其內容仍不得違背公共政策

（public policy）。但所謂公共政策雖為不確定法律概念，而難以正

確預估其範圍，但仍具有指標作用，理論上應由法院依個案判定股

東書面協議之內容，是否得以執行（enforceability）。至於在法律政

                                                
188 王志誠，前揭註 148，頁 107。 
189 關於私法自治與股份自由轉讓之互動，相關討論請參閱周禹境，股份自由轉讓原則與限制

──以私法自治之界限為核心，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5 年 7 月，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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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上，則應評價限制表決權或股份轉讓自由，是否有害於公司治理

機制之建立或損及經濟效率之達成190。 

再者，雖然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第 7.32 條規定公司章程及附屬

章程所記載之股東書面協議，得將公司經營權限交由股東行使，但

其第（d）項191則規定當公司於證券交易所上市時，該股東書面協

議失其效力。當公司公開發行時，如公司章程仍有股東書面協議之

記載，並授權董事會有權修正章程，而不必經股東會之決議通過。

由此觀之，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無異禁止公開性公司之股東得藉由

股東書面協議保留干預公司經營之權利192。雖然基於上市公司股份

應自由流通之理由，股東書面協議應於公司上市時自動失效，但是

在公開發行公司之實務上，在合法目的及合理限制之範圍內，仍可

能在經理階層及員工之報酬計畫（compensation plans）中，出現限

制股份轉讓之條款193。 

股東書面協議得調整股東會及董事會之權限，而仍保留有限責

任之形式外觀，但公司內部組織權限之重新分配，仍不得改變公司

之本質。換言之，股東書面協議通常會強化股東之權限，而限制或

縮小董事會之權限，改變公司治理機制，因此股東是否仍可繼歵享

有有限責任之優惠，理論上不無疑義。至於美國法院在決定是否援

用揭穿公司面紗原則（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或法人格否認法

理（disregard of corporate entity；disregard of the corporate 

personality），以保護公司債權人時，主要考量股東人數及股東所扮

演之角色。然而本文仍認為在我國閉鎖性公司對於董事會裁量權之

限制，應允許股東以書面協議約定之，蓋閉鎖性公司性質與公開性

公司不同，股東相互間之信賴性較高，對於公司投入之程度亦較

                                                
190 王志誠，前揭註 148，頁 107。 
191 MBCA §7.32 SHAREHOLDER AGREEMENTS, supra note 35. 
192 Lucian Arye Bebchuk, The Case for Increasing Shareholder Power, 118 HARV. L. REV. 833, 888-889 
(2005). 
193 John G. Moon, The Dangerous Territoriality of American Securities Law: A proposal for an 
Integrated Global Securities Market, 21 NW. J. INT’L L. & BUS. 131, 194-19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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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允許股東以書面協議自行約定本屬董事會職權之公司經營事

務，應符合多數閉鎖性公司參與者之期待，且符合國際趨勢。 

除此之外，理論上股東依私法自治及契約自由，雖可藉由股東

書面協議處理股東間之法律關係，並設置合理之保護機制，但由於

股東於協商契約條款時，實際上有其能力上之限制，少數股東並無

法藉由協商在股東書面協議中獲得完全之保護194。而事實上股東書

面協議因無法定之標準範本存在，法院仍應從衡平及公共政策之觀

點，確保股東書面協議之執行195。因此，實務上仍可能發生多數股

東壓迫少數股東之情事196。有鑑於此，基於契約正義之確保，股東

書面協議之執行，仍應不得構成壓迫少數股東之情事。 

第五節、 我國閉鎖性公司公司治理之建構 

我國證券交易所表示，亞洲公司治理協會（ACGA）於 9 月 29

日上午在香港發布「CG Watch 2016」，此為該機構兩年一度對亞洲

各市場公司治理表現的調查及評等報告。在這份報告中所公布 2016

年評等結果，台灣在亞洲 11 個市場之公司治理排名第四，僅次於

新加坡、香港、日本，與前次 2014 年排名第六相較，名次進步兩

名。另分析我國得分結果，本次總得分比率為 60％（在所設計指標

的得分率），創下 ACGA 自 2003 年開始進行評等以來最高，與 2014

年相較則進步 4％，亦為 11 個市場中得分進步最多。另值得注意的

是我國在 2014 年的評等結果已較 2012 年進步 3％，兩次調查結果

共進步 7％，顯示我國主管機關在 2013 年發佈公司治理藍圖以來，

推動成效已受到國際推動公司治理機構的高度肯定197。 

                                                
194 Manuel A. Utset, A Theory of Self-Control Problems and. Incomplete Contracting: The Case of. 
Shareholder Contracts, 2003 UTAH L. REV. 1329 (2003). 
195 Robert A. Ragazzo, Toward a Delaware Common Law of Closely Held Corporations, 77 WASH. U. 
L.Q. 1099, 1100 (1999). 
196 Jeffrey M. Leavitt, Burned Angels: The Coming Wave of Minority Shareholder Oppression Claims in 
Venture Capital Start-up Companies, 6 N.C. J.L. & TECH. 223, 237-256 (2005). 
197 亞洲公司治理排名，臺灣躍居第四，證交所新聞稿，2016 年 9 月 29 日，資料來源：

http://cgc.twse.com.tw/pressReleases/promoteNewsArticleCh/1355，最後瀏覽日：2016 年 12 月

10 日。 

http://cgc.twse.com.tw/pressReleases/promoteNewsArticleCh/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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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為順利推行公司治理制度，以吸引國際資金投入，於 2001

年 11 月修正公司法，允許非股東身份者擔任董事、監事人；放寬

董事、監察人的選任方式，增訂公司負責人「忠實義務」外，更積

極於 2002 年 3 月 31 日成立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同時於 10 月發佈

由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所核定之證券交易所及櫃台買賣中

心的「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等。2006 年 1 月證券交易法修

正條文引進獨立董事制度、審計委員會制度並強化董事會職能、結

構與運作。 

在台灣的產業組成結構中，有 97％的比例屬於中小企業，其中

閉鎖性公司為數不少198。中小企業具有靈活、反應速度快的特性，

在應付突發狀況與調度時，也較大型企業有彈性。然而，正因其規

模較小，經常會發生自有資金不足、會計制度不健全、財務結構薄

弱以致於無法取得銀行信任等問題。此外，中小企業易受外在環境

波動的影響，若無法找出核心競爭力，則容易被市場所淘汰。 

台灣的中小企業多半為個人創業，具有濃厚的「家族色彩」，

而家族企業最為人詬病的問題，正是董事會缺乏監督制衡的力量、

經營權與管理權未能分離、家族股東忽視其他利害關係人與股東權

益、以及缺乏制度造成過於人治等問題，以致於企業在規模擴大或

轉型時，無法順利擴張成長。然而，公司治理機制正提供一套制度

面的建構，使企業在制度化之後，能夠更健全的發展，而非倚靠單

一管理者的才能來管理企業，更確保了所有大少數股東以及利害關

係人的權益，使企業在世代交替時可以順利接班，能夠達到穩健成

長、永續經營的目標。再加上近年來 E 化的風潮以及加入 WTO 的

挑戰，更是考驗著中小企業在時代潮流中的應變能力。相對於市場

的快速擴大，中小企業的競爭對手也由本國企業轉變為世界各國的

廠商，可以說是全球化的競爭局面。對台灣的中小企業而言，早已

                                                
198 依據經濟部商業司統計，截至 2016 年 12 月，閉鎖性公司登記家數已經多達 385 家。經濟

部商業司網站閉鎖性公司專區：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classNAction.do?method=list&pkGcisClassN=15，最後瀏覽日：

2016 年 12 月 10 日。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classNAction.do?method=list&pkGcisClassN=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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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備低成本的製造優勢，目前來說，已經無法和一些開發中國家

的低價品競爭。因此，台灣的中小企業必須發掘與培養本身的核心

競爭力，同時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全球市場中

佔有一席之地。 

參考前述各國際組織對於閉鎖性公司之公司治理的建議，主要

是以內部機關上作更嚴謹的設置。相較於公開性公司，更加著重在

除了提高董監事的獨立性之外，針對經營與所有合一的特性，加強

財務與會計上的內部監控以及增加董事成員的多元性。因此閉鎖性

公司在有限的資源下，還是可以掌握以下原則來建立適當的內部控

制：設置職位應權責分明、財務與會計各自獨立以及強化人事之內

部監控，加強閉鎖性公司之公司治理。除此之外，我國更應明文規

定調整閉鎖性公司公司治理之股東書面協議制度，參考美國相關制

度對於股東書面協議的類型、內容以及限制等等做明確的規範，配

合閉鎖性公司其閉鎖性的特質，給予經營者彈性利用之空間。 

企業經營之成敗，端視企業之管理是否適當，管理者如何取得

並了解企業眾多之經濟資訊，從而作最有效之規劃與運用，有賴於

建全的內部控制程序。而内部控制的推行，需要靠全體員工的配合

與執行，才能發揮功效。好的公司治理機制將可以為閉鎖性公司帶

來較多的外資投資，因此將來可針對公開發行公司及上市櫃公司進

行大樣本的研究，藉由交叉分析比對，可以更了解台灣公司治理機

制的全貌。或是以個案訪談的方式，分別對中小企業或大型企業進

行研究，將可以更深入了解台灣企業實踐公司治理機制背後的原因

及困難之處。 

就目前而言，我國政府主管機關將公司治理的施行對象設定在

上市上櫃公司，然一套好的機制是不應該將任何人排除在外，尤其

是台灣的經濟主體──中小企業。目前「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並非法律層級的強制性規範，因此本文建議短期規劃上相關政

府主管機關應擴大公司治理機制的適用範圍，配合各縣市中小企業

協會的宣傳與推廣，將對象擴及至中小企業及早期的上市上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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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並設置公司治理的官方監督控管機制，定期針對適用對象之公

司治理機制作稽核。遠程規劃則是設立屬於閉鎖性公司之公司治理

規範守則，並參考英國及香港對於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的建議內容，

強化我國中小企業之公司治理。 

第六節、 小結 

承前所述，公司治理兼具內外部機制，內部機制主要在規範公

司的決策核心組織董事會，配合外部監理機制，規範董事會組織及

董事權責，促使公司兼顧其他利害關係人的利益，落實公司經營者

與管理者之責任，保障股東權益並促進公司全體最大利益，確保公

司的永續經營。然而，我國中小企業普遍不重視公司治理，更遑論

閉鎖性公司，如何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成為經濟蓬勃發展首當

其衝的難題。 

在歐洲率先制定非公開發行公司之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後，顯見

此議題已受到國際上的重視，主要著重在強化董事會之內部結構。

雖然實務守則是建議性質非強制性的，但對於有心健全公司治理的

中小企業而言，實務守則之制定與發布提供了明確的方向。在香港

中小企業管理指引詳細分類中小企業並提供公司治理的建議與引

導，對中小企業之公司治理的重視非常值得我國參考。 

由於股東依私法自治及契約自由以股東書面協議處理股東間之

法律關係，股東書面協議通常會強化股東之權限，而限制或縮小董

事會之權限，改變公司治理機制。我國對於股東書面協議制度仍還

在初始階段，可通過參考美國行之有年的股東書面協議法制建構更

完善的機制。此外由於少數股東並無法藉由協商在股東書面協議中

獲得完全之保護，法院仍應從衡平及公共政策之觀點，確保股東書

面協議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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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閉鎖性公司少數股東之保護機制與救濟模

式 

由於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之閉鎖性中小型公司，其代理成本顯

然較所有權與經營權分離之公開性大型公司為低199，且因中小型股

份有限公司通常並未申請上市、上櫃或公開發行，其股份轉讓形式

上雖自由，但在無次級流通市場之情形下，卻受到實際限制，因此

現行公司法對股份有限公司所採行之多數決原則及董事會中心主義

等制度設計，如全盤適用於股東人數較少、缺乏次級流通市場及股

東直接參與經營之閉鎖性公司，是否會對少數股東造成嚴重不合理

之結果，值得深入探討200。質言之，就閉鎖性公司之少數股東而

言，一方面無次級流通市場存在，其股份轉讓具有現實上之困難，

顯然無法輕易收回投資；另一方面，因其持股數較少，並無業務經

營之主導權或控制權，一旦受到控制股東或多數股東之壓迫，在我

國現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制下，其權益是否能充分獲得確保，實為亟

待研究之課題。 

在外國行之多年的閉鎖性公司法制，討論最多的是少數股東受

到壓迫或不公平對待時，或股東間政治所產生僵局如何救濟的問

題。在傳統公司法採取多數決原理及董事會中心主義之政策理念

下，為避免控制股東及經營者之濫權，衡平少數股東與多數股東之

利益，傳統公司法則尚設有單獨股東權及少數股權之相關規定，以

適度反制控制股東及經營者之壓迫，期能公平保護少數股東之權

益。問題在於，鑑於股份轉讓受限制之閉鎖性公司，少數股東無法

透過市場機制正確評估股份之公平價格，致使少數股東在閉鎖性公

                                                
199 Edward B. Rock＆Michael L. Wachter, Team Production in Business Organizations: Waiting for the 

Omelet to Set: Match-Specific Assets and Minority Oppression in Close Corporations, 24 IOWA THE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913, 919 (Summer, 1999). 

200 Douglas Moll, Majority Rule Isn’t What It Used to Be: Shareholder Oppression in Texas Close 
Corporation, 63 TEXAS BAR JOURNAL 434, 436 (May,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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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處於更為弱勢之地位，因此傳統公司法所設置之保護機制是否能

充分發揮其功能，實有檢討之必要。 

閉鎖性公司若經由前述股東書面協議及公司治理機制的建立，

仍然發生多數股東壓迫少數股東的不公平現象，或是因股東不合而

產生股東僵局無法打破的情形，由於閉鎖性公司的股東不若公開發

行公司的股東可將股份任意轉讓，此時就需要司法的介入，以提供

股東解套的管道。本章以下討論閉鎖性公司少數股東之地位，在閉

鎖性公司發生紛爭時少數股東如何確保其地位出發，分析閉鎖性公

司少數股東之司法救濟制度。最後從比較法研究之觀點，分別探討

美國、英國、日本對於閉鎖性公司少數股東之救濟規範，以供作改

進我國相關法制之參考。 

第一節、 閉鎖性公司少數股東之地位 

正因為閉鎖性公司之股東，通常亦負責公司之經營管理或為公

司服勞務，其不僅期待股息紅利之分配，亦可能期待公司給付適當

之報酬，以獲得股息紅利之實質分配。換言之，不論是股東喪失董

事、經理人或受僱人之地位，或是公司股利政策有所改變，均會實

質影響其所能分配之股息紅利。尤其是閉鎖性公司之少數股東，因

其持股比例較低或僅占董事會之少數席次，且亦無流通市場以利其

快速收回投資，不僅對於股利政策、公司營業政策之變更、合併、

分割或股份轉換等重大決策，並無決定性影響力，且亦無法藉由出

售股份以收回投資，顯然較股票已公開發行之公開性公司，處於更

為不利之地位。在閉鎖性公司與公開性公司皆適用多數決原理下，

如閉鎖性公司之控制股東或多數股東濫用其權利，而在股東會或董

事會為不利於少數股東之裁量或決策，將使少數股東陷於進退維谷

之境地。有鑑於此，如欲掌握閉鎖性公司少數股東之地位，首應釐

清控制股東與少數股東之區分標準，始能正確分析少數股東在閉鎖

性公司所能享有之利益。此外，更應探討控制股東對少數股東所可

能採取之壓迫手段，乃至於對少數股東所造成之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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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股東權益 

股東在法律上鮮少有明確的定義，股東（Stockholder / 

Shareholder）是股份公司的出資人，又稱為投資人。股份公司中持

有股份的人，其權利及責任會於公司之章程中與法律規定中列明。

一般情況下，股東有權出席股東大會並有表決權，公司亦可發行沒

有投票權之特別股份予股東，一般稱為優先股或劣後股。也指其他

合資經營的工商企業的投資者。而公司的實際經營者，則是由股東

會所選出的董事組成董事會，由董事會聘選出經營團隊，亦有股東

或董事任用自己親族經營的家族企業。 

股東身分是透過法律行為而產生的，而法律行為之前提必須要

有法律規定，所以股東身分及權利乃是透過法律規定而形成之權

利。而股東權益（或稱為淨值）主要包含股本、資本公積、保留盈

餘、其他權益及庫藏股票。透過和淨利比較的股東權益報酬率

（Return On Equity），可以瞭解股東整體資金的獲利效率。 

現今閉鎖性公司之股東可以通過各種股東表決權類型，決定整

體公司經營方向，尤以特別股股東之被選舉為董事、監察人權利之

事項以章程定之，是保護股東、董事權利事項之範圍。而在對董事

與股東權利保護範圍有規定外，卻忽略了股東權益的問題，即在公

司類型變更時，股東權益也會有所變動，然而在變動的同時是否有

顧及到控制股東與少數股東的和諧性，乃待觀察。 

第二項、 少數股東與控制股東之界定與特點 

一、 少數股東與控制股東之概念 

觀諸美國之公司法制，不僅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未對少數股東

為定義，美國各州公司法亦未直接對少數股東為立法解釋。例如德

拉瓦州之一般公司法、加州之一般公司法及紐約州之商業公司法

等，均未明確定義少數股東之概念。應注意者，如要直接對少數股

東為定義，雖有立法技術上之困難，但因少數股東與控制股東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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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性之概念，因此如能掌握何謂控制股東，則有助於判定何謂少數

股東。 

依美國法律協會所擬訂之「公司治理原則：分析及建議」，雖

未對少數股東予以正面定義，但對於控制股東則設有明確定義。因

此，如能界定出控制股東，即能劃定少數股東之範圍。依美國法律

協會「公司治理原則：分析及建議」第 1.10 條201之規定：「（a）所

謂控制股東，係指其單獨或與他人或數人以協定或協議之方式，而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持有或有權行使其表決權超過一公司已

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百分之五十者。（2）以如同股東之地位，而

對公司之經營或決策、係爭交易或行為，具有控制影響力者。（b）

單獨或與他人或數人以協定或協議之方式，持有或有權行使其表決

權超過一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百分之二十五者，推定其對

該公司之經營或決策，具有控制影響力。但如有他人得單獨或與他

人或數人以協定或協議之方式，持有或有權行使其表決權較高比例

之表決權者，不在此限。單獨或與他人或數人以協定或協議之方

式，持有或有權行使其表決權未超過一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

數百分之二十五者，不受得單獨持有有表決權股份或有權行使其表

決權以控制該公司之推定。」由此觀之，美國法律協會所擬訂之

「公司治理原則：分析及建議」，顯然對於控制股東採取二種測試

標準。其一，為採取形式認定標準，除以表決權股份總數百分之五

                                                
201 American Law Institute,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 
(1994), § 1.10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a) A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means a person who, either 
alone or pursuant to an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with one or more other persons: (1) Owns 
and has the power to vote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outstanding voting equity securities of a 
corporation; or (2) Otherwise exercises a controlling influence over the management or policies of 
the corporation or the transaction or conduct in question by virtue of the person’s position as a 
shareholder. (b) A person who, either alone or pursuant to an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with 
one or more other persons, owns and has the power to vote more than 25 percent of outstanding 
voting equity securities of a corporation is presumed to exercise a controlling influence over the 
management or policies of the corporation, unless some other person, either alone or pursuant to an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with one or more other persons, owns and has the power to vote a 
greater percentage of the voting equity securities. A person who does not, either alone or pursuant 
to an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with one or more other persons, owns and has the power to 
vote more than 25 percent of outstanding voting equity securities of a corporation is not presumed 
to be in control of the corporation by virtue solely of ownership of or power to vote voting equity 
secu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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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為絕對標準外，並以表決權股份總數百分之二十五為相對標準。

其二，尚採取實質認定標準，而以有無實質控制影響力為判定標

準。 

在美國各州公司法雖未直接對少數股東為立法解釋，問題在

於，既然控制股東與少數股東並非明確之法律概念，則司法實務上

究竟採取何種認定標準，頗值注意。美國司法實務上有關控制股東

責任之案例事實，大多為股東持有股份總數超過 50％者，但亦有股

東各持有股份總數 50％者202。從法律邏輯上而言，即使股東持有股

份總數未達 50％，實質上如能對於公司部分或全部之重大經營決策

具有控制地位，仍應認為其為多數股東或控制股東，基於控制股東

或多數股東具有控制公司經營之權利，而應對公司或少數股東負有

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或忠實義務等信任義務。203惟採取機械性之形

式認定標準，雖具有重要性，但判斷重點應置於股東是否對於公司

經營決策具有控制能力。尤其就閉鎖性公司而言，除認為控制股東

得決定股利政策、報酬政策或人事任免，而使少數股東承擔過高之

投資風險外，並承認少數股東得採取聲請解散公司或請求損害賠償

等救濟手段，以保護少數股東之權益204。  

我國公司法雖未對何謂少數股東或控制股東為定義，但卻對何

謂控制公司及從屬公司設有立法解釋。依公司法第 369 條之 1205所

稱之關係企業，其類型分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公司及相

互投資公司二種。一般而言，如以持股總數或出資總額之多寡，作

為是否構成控制從屬關係之認定標準，因屬從形式上作判斷，較為

容易且明確。依公司法第 369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公司持有他公

                                                
202 Robert C. Art, Shareholder Rights and Remedies in Close Corporations: Oppression, Fiduciary 
Duties, and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28 IOWA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371, 381 (2003). 
203 Pepper v. Litton, 308 U.S. 295 (1939); Seagrave Corp. v. Mount, 212 F. 2d 389 (6th Cir. 1954); 
Jedwab v. MGm Grand Hodels, Inc., 509 A. 2d. 584, 593 (Del. Ch. 1986); Rexford Rand Corp. v. Ancel, 
58 F. 3d. 1215, 1219 n.10 (7th Cir. 1995); Naito v. Naito, 35 P. 3d 1068, 1079 (Or. Ct. App. 2001). 
204 Carol L. Kline, Protecting Minority Shareholders in Close Corporations: Modeling Czech Investor 
Protections on German and United States Law, 23 BOSTON COLLEG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 229, 242-250 (2000). 
205 公司法第 369 條之 1：「本法所稱關係企業，指獨立存在而相互間具有下列關係之企業：

一、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公司。二、相互投資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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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

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為控制公司，該他公司為從屬公司。」即是依

公司種類之不同，分別以持股或出資額之比例作為形式認定標準。

其中，如他公司為股份有限公司，則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形式認定標

準為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

份總數半數；如他公司為有限公司或兩合公司，則為持有他公司之

出資額，超過他公司資本總額半數。又法條文字既然使用「超過」

之字眼，如所持有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僅達 50％，則不構成所稱

之控制公司206。 

由於股份有限公司採取一股一表決權及多數決原理，其股東會

之普通決議，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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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 174 條），故以持有有

表決權之股份比例作為對股份有限公司是否具有控制力之形式認定

標準，應屬合理。相對地，以持有出資多寡之比例作為對有限公司

及兩合公司是否具有控制力之形式認定標準，則與現行公司法就有

限公司及兩合公司之表決權分配標準，未必完全一致。以有限公司

而言，公司法第 102 條第 1 項規定：「每一股東不問出資多寡，均

有一表決權。但得以章程訂定按出資多寡比例分配表決權。」可見

如有限公司章程未訂定按出資多寡比例分配表決權，即使持有出資

額超過資本總額之半數，並非當然得控制有限公司。又以兩合公司

而言，因公司不得成為他公司之無限責任股東（公司法第 13 條第 1

項），故一公司必也僅得成為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而不得成

為無限責任股東。然而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不得執行公司業務

及對外代表公司（公司法第 122 條），且對於特定重大事項亦無決

定權（公司法第 13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9 條第 1 項第 1 款），因

此一公司即使持有兩合公司之出資額超過資本總額之半數，實質上

並無法控制兩合公司。有鑑於此，在立法論上應不區分公司種類，

                                                
206 王志誠，論關係企業之立法與課題，證交資料，第 445 期，1999 年 5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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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律以是否持有他公司過半數之表決權作為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形

式認定標準207。 

控制公司雖可藉由持有股份或出資額而對他公司建立控制關

係，事實上亦可能以其他方式，而對他公司取得實質控制能力。就

控制公司之認定而言，我國公司法除採取「相對形式控制」之立法

原則外，亦採行「相對實質控制」之立法原則208。依公司法第 369

條之 2 第 2 項209規定，控制人事、財務、業務經營者為實質關係之

控制，以有無直接或間接控制力為實質認定標準。惟因控制力之有

無，認定上並非易事，故公司法第 369 條之 3210作為判定二公司間

是否構成控制與從屬關係之推定標準，其性質應為輔助實質認定標

準而設，而非獨立之實質控制類型。又既然是屬於推定標準，相關

公司自得舉反證推翻。至於一公司是否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

事、財務或業務經營，應以一公司對他公司具有指示具體業務執行

之權利即為已足，而不以實際行使其控制力為必要211。又依經濟部

之解釋，亦認為應以一公司對他公司是否具有控制他公司之人事任

免權或支配其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控制關係為斷212，而未論及應是否

實際行使其控制力之問題。 

易而言之，形式控制從屬關係以公司而論，只要符合「形式」

控制從屬關係（公司法第 369 條之 2 第 1 項）或「實質」控制從屬

關係（公司法第 369 條之 2 第 2 項、第 369 條之 3）兩個標準即

                                                
207 林國全，控制從屬公司之形式認定標準，月旦法學雜誌，第 77 期，2001 年 10 月，頁 17。 
208 劉紹樑，論關係企業法，經社法制論叢，第 21 期，1998 年 1 月，頁 6。 
209 公司法第 369 條之 2：「公司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公司已發行有表

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為控制公司，該他公司為從屬公司（第 1 項）。除前項外，

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亦為控制公司，該他公司為從屬公司

（第 2 項）。」 
210 公司法第 369 條之 3：「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一、公司與他公司

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者。二、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

資本總額有半數以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者。」 
211 洪秀芬，公司法「關係企業」規範之疑義與缺失，東海大學法學研究，第 17 期，2002 年

12 月，頁 279-280。 
212 經濟部 90 年經商字第 09000188860 號函：「按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二第二項規定：『…

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亦為控制公司，該他公司為從屬公

司』，所謂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應以是否具有他公司之人事任免

權或支配其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控制關係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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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惟上開規定之行為主體僅限於公司型態之法人組織，而不及於

自然人，若用以認定有無控制地位之形式或實質標準，似可當作認

定「自然人控制股東」之標準，惟限於文義之限制，若能藉由修法

判斷出「自然人之控制股東」，從而避免規範上之漏洞，造成自然

人控制股東恣意操控公司而壓迫少數股東，卻無以羈束213。 

基本上，我國公司法雖對控制公司設有定義，但仍然未及於非

公司組織之控制股東214，並未對控制股東設有完整之定義。此外，

上開實質控制之判定標準，並未明文將因控制契約而形成實質控制

者納入，顯然未完全落實採取實質判定基準之理念，惟解釋上自應

將因控制契約所產生之實質控制情形，涵蓋在我國公司法第 369 條

之 2 第 2 項之範圍內215。 

二、 少數股東法律地位之特點 

股東基於其對公司之出資關係，得本於公司股東之資格及地位

行使股東權。學理上，如依行使權利之目的區分，有所謂共益權及

自益權；如依行使權利之方法區分，有所謂單獨股東權及少數股東

權；如依能否以章程或股東會決議限制或剝奪股東權利區分，有所

謂固有權及非固有權。其中，性質上屬於共益權及固有權之表決

權，對於形成公司意思決定機關之經營決策及監督公司經營機關之

業務經營，特別具有重要意義。就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之表決權行使

而言，乃本於一股一表決權原則（公司法第 179 條第 1 項）及多數

決原理（公司法第 174 條），而採取與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及有限

                                                
213 簡穗，閉鎖性公司控制股東壓迫行為之防止──兼論股票評價，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碩

士學位論文，2010 年 1 月，頁 45。 
214 查我國公司法關係企業章草案第 369 條之 14 原規定：「關係企業為統一管理或協調各公司

之經營，而設有專責機構者，該專責機構之人員因執行職務對他人所生之賠償責任，各公司應

負連帶責任。」且我國公司法關係企業章草案第 369 條之 16 原規定：「非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

或私法人，對他公司具有本章規定之控制關係者，準用本章有關控制公司之規定。」但因立法

院在審議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過程中，將原草案第 369 條之 14 及第 369 條之 16 予以刪

除，不僅使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之規範，僅能適用於公司組織，而不及於其他非公司組織之營

利事業或私法人，亦導致實際上立於企業集團之營運頂點，而負責統一管理或協調各關係企業

之總管理處等機構，可能脫免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之規範。 
215 劉連煜，公司法理論與判決研究（三），自版，2002 年，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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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不同設計，因此股東會之意思決定，即由多數股東所控制

216。 

傳統公司法為避免多數股東逾越表決權行使之目的而濫用其權

利，乃至於由多數股東所控制之公司經營機關損及少數股東及公司

之利益，除設有單獨股東權及少數股東權之相關制度外，亦採用累

積投票制度及利益迴避制度，以調整多數股東與少數股東之利益，

避免少數股東陷於過於不利之地位。 

觀諸我國現行之公司法制，股東所得行使之單獨股東權，包括

董事會違反法令章程行為制止權、訴請撤銷股東會決議權、訴請確

認股東會決議無效權、特別清算裁定聲請權及股份收買請求權等

217。至於股東所得行使之少數股東權，則包括解散裁判訴請權、股

東常會提案權、股東會召集請求權、股東會自行召集權、解任董事

訴請權、解任監察人訴請權、監察人對董事起訴請求權、董事會對

監察人起訴請求權、對董事提起代表訴訟權、對監察人提起代表訴

訟權、選派檢查人訴請權、公司重整聲請權、解任清算人聲請權、

特別清算中檢查公司聲請權、對控制公司及其負責人提起代表訴訟

權及對受有利益之他從屬公司提起代表訴訟權等218。至於美國各州

之公司法，原則上並未區分單獨股東權或少數股東權，而規定股東

之共益權皆得由股東單獨行使。 

就股份轉讓受章程限制之閉鎖性公司而言，少數股東雖得依法

行使少數股東權或單獨股東權，但在多數決原理及股份無法自由流

通之雙重不利因素下，一旦多數股東專橫或濫權，危害公司或少數

                                                
216 永井和之，会社法，有斐閣，2001 年，第 3 版。頁 145。轉引自：王志誠，前揭註 1，頁

223。 
217 我國公司法第 194 條、第 189 條、第 191 條、第 335 條第 1 項、第 186 條、第 317 條、

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6 款。 
218 我國公司法第 11 條、第 172 條之 1、第 173 條第 1 項、173 條第 2 項、第 173 條第 4 項、

第 200 條、第 227 條準用第 200 條、第 214 條第 1 項、第 227 條準用第 214 條第 1 項、第 214

條第 2 項、第 227 條準用第 214 條第 2 項、第 245 條、第 282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323 條第

2 項、第 352 條第 1 項、第 369 條之 4 第 3 項、第 369 條之 5。又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其章

程如記載採取候選人提名制度，則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 1％以上之股東尚有董監事後選人提名

權（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第 216 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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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之利益時，除非構成得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之要件，閉鎖性公

司少數股東即使反對公司之經營策略，亦無法有效收回其投資，而

與公開發行公司少數股東之法律地位，顯然不同。 

至於在設有閉鎖性公司法制，並承認股東書面協議制度之美

國，實務上尚可能基於確保公司事權集中（the structure of 

centralized management）之考量，而由股東以簽訂股東書面協議及

修改章程之方式，重新調整股東會之召開頻率及權限，限制少數股

東參與經營之權限，而使少數股東除董事之選舉外，鮮有機會行使

表決權，進而使股東無法本於其資格或地位，對公司資產之剩餘控

制有所置喙。其結果，並將造成非控制股東永無機會成為控制股東

或擔任經營者219。 

第三項、 少數股東之困境 

閉鎖性公司透過經營與所有合一之方式來降低垂直代理成本，

亦即股東藉由身兼董事及經理人之方式，由承擔出資失敗風險者參

與公司之日常營運，如此方有較大的經濟誘因去謀求公司盈餘的增

加220。然而，一旦當具有得以控制公司決策權限之多數股東出現

時，在多數決原則與董事會優位主義的運作下，具表決權優勢的多

數股東進而控制董事會，為多數股東剝奪少數股東之權利提供便利

的管道221。換言之，此時多數股東僅追求自身利益而與少數股東發

生利益不一致，或利用其掌握之控制權剝奪少數股東原本應分配之

利益，此即水平代理成本之發生。 

此種水平代理成本正是多數股東牟取「控制權私利」（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之展現222。而控制權私利係包含一切多數股東

                                                
219 Edward B. Rock & Michael L. Wachter, Islands of Conscious Power: Law, Norms, and the Self-
governing Corporation, 149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619, 1657 (June, 2001). 
220 張心悌，逐出少數股東──以資訊揭露義務與受託人為中心之美國法比較，政大法學評

論，第 123 期，2011 年 10 月，頁 260。 
221 Daniel S. Kleinberger, Why Not Good Faith? The Foibles of Fairness in the Law of Close 
Corporations, 16 WM. MITCHELL L. REV. 1143, 1151-1152 (1990). 
222 Ronald J. Gilson & Jeffrey N. Gordon, Controlling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152 U. PA. L. REV. 
785, 785-786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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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司中獲取不成比例的實質利益223。換言之，多數股東仍允許其

藉由控制權取得一定範圍之私利，此容許的範圍乃是使多數股東對

公司經營效率之提升與監督所提供之誘因。然而，多數股東從公司

所獲取的利益若非在此範圍之內，即屬不成比例的實質利益224。 

股東在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當中除了為出資者的角色以外，通

常亦屬人力資本的提供者225，加上流通市場的欠缺，使股東無法將

其投資多元化226。換言之，閉鎖性公司各股東所投入之資金常為其

畢生之積蓄，為了平衡無法利用投資組合來避免各別公司及產業之

特定風險（specific risk）之機會，透過任職於自己投資之公司所帶

來的薪資收入作為投資報酬227。是以，擔任職務及薪資的取得為吸

引股東將資金投入閉鎖性公司之主要誘因228。也因此，多數股東可

藉由終止與少數股東之雇傭關係，或解任少數股東之董事或經理人

之職務，並且同時拒絕發放股利，在少數股東面臨長期無法回收其

所投資之報酬情況下，多數股東遂提出低價購買少數股東之持股來

逐出少數股東229。 

少數股東在流通市場的欠缺下，使其無法以公平價格將持股出

售，最終只好以低價售予多數股東。詳言之，流通市場的缺乏具有

以下之影響： 1、股份價格的計算之高度不確定性，在交易價格的

談判需耗費較高的成本，進而消弭買賣的動機。2、在大量保留盈

餘不分配股利的政策下，一旦股東有現金需求時，無流通市場出售

其持股來「自製股利」（homemade dividends），使多數股東可以透

過不分配股利的方式來壓迫少數股東。3、基於資訊收集成本過

                                                
223 Ronald J. Gilson,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Complicating the 
Comparative Taxonomy, 119 HARV. L. REV. 1641, 1663-1664 (2006). 
224 Ronald J. Gilson & Jeffrey N. Gordon, supra note 222, at 785-786. 
225 Robert B. Thompson, The Shareholder's Cause of Action for Oppression, 48 BUS. LAW. 699, 702 
(1993) 
226 Ronald J. Gilson, Separation and the Function of Corporation Law, 2 BERKELEY BUS. L. J. 141, 149 
(2005). 
227 Robert A. Ragazzo, supra note 195, at 1109. 
228 Douglas K. Moll, Shareholder Oppression v. Employment at Will in the Close Corporation: The 
Investment Model Solution, 1999 U. ILL. L. REV. 517, 547-551 (1999). 
229 Robert B. Thompson, supra note 225, 703-704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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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投資人在資訊不明且無流通市場提供股份價格下，僅願意出較

低的價格向少數股東購買股份230。職是之故，對於公司以外之潛在

投資人而言，欠缺了購買的誘因。缺乏公司以外之潛在投資人將使

多數股東幾乎成為唯一的買方，因而形成買方獨占力（monopsony 

power），且在已擁有公司之控制權情況下，由於少數股東缺少談判

的籌碼，故多數股東僅會以較低的價格購買少數股東之股份231。 

除了前述逐出少數股東之事例外，多數股東尚可藉由身兼董事

或經理人之職務領取極度高額的薪水、多數股東與公司交易、或將

公司資產出售予多數股東等方式，將公司之資產置入自己的口袋

232。總括來說，水平代理成本乃係多數股東透過排除少數股東參與

分配利益之方式來奪取公司之資產233。 

第四項、 控制股東壓迫行為之態樣及測試標準 

在一般公司下，多數股東可能藉由其掌控董事會及股東會之優

勢，使少數股東受到壓迫或不公平的待遇，更何況閉鎖性股份有限

公司；但在閉鎖性公司之股東因無法任意移轉股票，又或者股東不

願意被迫離開公司，此時股東為求自保及公平正義，只能循法律途

徑尋求解決之道，此種情況下，法律對於少數股東權之保障亦顯重

要。實務上常見的多數股東壓迫少數股東之典型行為包括：拒絕分

派盈餘給少數股東、未有正當理由即解除少數股東在公司之職務、

濫用人事任免權或薪水政策等。 

傳統公司法採取多數決原理及事權集中之立法政策，雖有助於

公司經營效率之追求，但因其將導致多數股東控制及經營者控制之

結果，少數股東明顯居於相當弱勢之地位，故如完全適用於股份轉

                                                
230 Frank H. Easterbrook & Daniel R. Fischel, Close Corporations and Agency Costs, 38 STAN. L. REV. 
271, 275-276 (1986). 
231 Steven C. Bahls, Resolving Shareholder Dissension: Selection of the Appropriate Equitable 
Remedy, 15 J. CORP. L. 285, 291-292 (1990). 
232 Daniel S. Kleinberger, supra note 221, at 1152. 
233 Sridhar Goginenia, Scott C. Linna & Pradeep K. Yadava, Empirical Evidence on Ownership 
Structure, MANAGEMENT CONTROL AND AGENCY COSTS 2, 31 (March 1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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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受限制之閉鎖性公司，將使得閉鎖性公司之少數股東陷於過度不

利之境地。例如，少數股東分享公司盈餘利益的形式，基本上有取

得薪資、股息或是紅利，而是否成立壓迫行為的標準可以從比較控

制股東獲取之利益及其分配給少數股東利益的總量，進而對比出來

少數股東是否有取得合乎比例的分配，若對於少數股東存在體系上

的歧視（systematic discrimination），便形成了壓迫。換言之，從多

數股東或經營者之觀點而言，對於必須經由股東會特別決議之重大

事項，少數股東可能成為多數股東或經營者眼中之絆腳石，亟思去

之而後快，進而採取一些壓迫手段以降低少數股東之決策影響力，

甚至於損及少數股東之利益。 

一、 控制股東壓迫行為之態樣 

學理上，通常將多數股東或經營者所採取之壓迫手段，區分為

權益排擠（squeeze-outs）及權益凍結（freeze-outs）二種類型234。

應注意者，在討論閉鎖性公司法制之相關議題時，所謂權益排擠與

權益凍結為相當近似之概念，學理上亦不乏混用之事例235，一般雖

指多數股東運用其權利以排除少數股東參與公司之經營決策或經濟

利益，惟實際上仍有所差異236。 

（一） 權益排擠（squeeze-out） 

                                                
234 F. HODGE O’NEAL & ROBERT B. THOMPSON, OPPRESSION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AND LLC MEMBERS § 
3:02, (West Group, 2nd ed., 2003). 
235 Julian Javier Garza, supra note 138, at 622. 
236 部分國外文獻之中 squeeze-out 有時可以和 freeze-out 交換使用，但其實各自有不同的內

涵：前者是一種在「形式意義法律」（in any formal legal sense）上「不強迫」非控制股東進行

交易，而是在目的上或是實際影響上，使得非控制股東處在無法取得報酬之地位，因此必然使

其只得不悅地出售其持股、撤資；後者是公司控制階層運用他們的控制力在公司裡進行商業操

作，「強迫」非控制股東失去在公司裡做為股東持有股票利益的地位。也就是說前者只要是以

逐出公司少數股東為目的的行為，都可視為 squeeze-out，不論是在行為方式或者是行為人的

主觀上均未多作限制，只要它是用非強迫方式進行逐出的，但是這也只是形式意義上的非強

迫；至於後者，則是發生在當公司內部人強迫非控制股東出賣其持股或是撤資之時，最終則是

把一般股東當作像持有可贖回特別股（redeemable preferred stock）的股東一樣，因為普通股

東在一般情況下通常是有權利決定何時出賣其股份，而持有可贖回特別股之股東卻是事先就知

道他們的投資可以在發行公司的自由選擇下被發行公司買回。另外權益凍結的行為方式、及行

為人主觀均有限制，權益凍結需限於以「交易」的方式為之，而且行為人也需要具備有「惡意

且強迫」少數股東接受。ROBERT CHARLES CLARK, CORPORATE LAW 27, 499-500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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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權益排擠，通常是指某些股東利用其在公司之戰略地位、

內部消息、控制權或法律機制之設計，以完全排除某些股東對公司

之所有權或參與權。至於如僅對某些股東排除其參與權、減少其盈

餘分派請求權或剝奪其商業收益，則又稱為不完全權益排擠237

（partial squeeze-outs）。具體而言，多數股東可能以解任少數股東

所擔任之經理人職務、停採累積投票制、將公司機會（corporate 

opportunities）中飽私囊、不當支付高額分紅、不分配公司盈餘或

取消股東優先認股權等方式，以達到權益排擠之效果238。雖然權益

排擠經常與權益凍結概念混用，惟仍有些許不同的內涵：因為權益

排擠在正式的法律意義上都並非是強迫非控制股東進行交易，而是

藉由使非控制股東處於無薪酬的地位或是實際效果，使得非控制股

東被迫撤資而必然得出售其內部人的地位。 

一般來說美國法院利用商業目的測試（the business purpose 

test）以及合理期待測試（the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test）這兩種

判準來分析權益排擠239。在商業目的測試的理論下，除非交易有合

法的公司目的（legitimate corporate purpose），否則禁止權益排擠的

交易，也就是說假如除了排斥少數股東利益外沒有其他合法的公司

目的的話，即不符合商業目的測試標準，假使已經證明具備合法的

目的，接著法院將適用公平測試原則去評估公司提供給少數股東之

股份價格或是交易的形式。不論是構成不公平的交易或是欠缺有效

的公司目的，都成立權益排擠。另外，有部分法院是以少數股東加

入公司當時的合理期待為衡量標準，去審查控制股東消滅少數股東

利益的行為。股東基於其取得部分公司所有權的地位，便有有資格

取得在公司工作、參與公司經營、獲得公司盈餘分配或部分公司發

                                                
237 F. HODGE O’NEAL & ROBERT B. THOMPSON, supra note 234, at § 1:01. 
238 ROBERT CHARLES CLARK, supra note 236, at 500; Julian Javier Garza, supra note 138, at 623. 
239 John T. Richer, When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Squeeze Out Minority Shareholders by Reverse 
Stock Split in Close Corporations-A Proposal for Kansas Courts, 50 KAN. L. REV. 545,562-567 ( Apri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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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證券的合理期待，當公司中有其他人破壞少數股東期待並且不給

予合理的補償時，將形成壓迫。 

依據國外權益排擠的定義，簡單來說是公司的控制股東利用其

控制地位排除公司少數股東的利益及對於公司的參與機會，而我國

法上並未有對於國外法的權益排擠概念做出直接性的立法規範，而

是散見於各有關之公司法制之中：  

1、 利用股東會表決權的優勢：就現行公司法而言，盈餘分派

議案需經股東常會承認（公司法第 230 條）240，而董監事之報酬除

公司章程已訂明者，亦應由股東會決議（公司法第 196 條）241，可

知控制股東或股份較多之董監事客觀上有能力剝奪公司其餘少數股

東之利益。因此多數股東可能透過其在股東會之絕對優勢，通過支

付董監事高額報酬、不分配公司盈餘之決議案或章程修正案。此

外，由於多數股東可以掌控董事會之多數席次，自可透過董事會以

普通決議之方式，決議通過由少數股東所擔任經理人之解任案，乃

至於決定給付由多數股東擔任經理人之高額報酬。 

2、 利用董事會表決權的優勢：多數股東通常可以掌控董事會

之多數席次，透過董事會決議，對少數股東所擔任經理人之解任案

予以通過，使無參與公司事務之機會；公司法規定公司發行新股

時，股東有新股認購權（公司法第 267 條）242，但若董事與股東所

認購的價格認知不同且有差距時，反映在新股認購結果且將導致股

權分布不均。亦即公司於辦理現金增資而發行新股時，股東仍得本

於新股認購權之行使，以維持閉鎖性公司股東間之控制比率，但因

                                                
240 公司法第 230 條第 1 項：「董事會應將其所造具之各項表冊，提出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經

股東常會承認後，董事會應將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決議，分發各股東。」 
241 公司法第 196 條第 1 項：「董事會應將其所造具之各項表冊，提出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經

股東常會承認後，董事會應將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決議，分發各股東。」、第

227 條準用第 196 條。 
242 公司法第 267 條第 3 項：「公司發行新股時，除依前二項保留者外，應公告及通知原有股

東，按照原有股份比例儘先分認，並聲明逾期不認購者，喪失其權利；原有股東持有股份按比

例不足分認一新股者，得合併共同認購或歸併一人認購；原有股東未認購者，得公開發行或洽

由特定人認購。」、第 7 項：「本條規定，對因合併他公司、分割、公司重整或依第一百六十七

條之二、第二百六十二條、第二百六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而增發新股者，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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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股價格之訂定仍操諸股股東會或董事會之手，多數股東極可能透

過股東會或董事會訂定少數股東所不認同之認購價格，以達到稀釋

少數股東持股比例之目的。 

3、 公司減資：所謂反向股票分割者，係指公司控制股東利用

其於股東會之控制地位將公司之所有股份作整併，使得少數股東持

有未滿一股，只得被迫換價離開公司，我國公司法雖然並沒有這個

名稱，但是相對應於我國的制度應為公司減資方法中的已發行股份

銷除或是已發行股份合併，惟一般公司減資的意義乃是在於因應公

司營運調整其財務平衡的狀況，而修改其章程記載，而反向股票分

割卻是控制股東利用來做為排擠少數股東的手段243。 

4、 強制收購：當收購者意欲取得目標公司之控制權或取得股

份一定比例之控制權股份時，法律強制其向目標公司的剩餘股權持

有者發出全面收購之要約（企業併購法第 19 條）。該制度之目的，

意在防止收購者於公司經營權移轉時，侵害少數股東之權益244。從

另一方面來說也完全排除少數股東對公司的所有權益。 

（二） 權益凍結（freeze-outs） 

所謂權益凍結，通常是指控制股東透過某種交易，以使少數股

東喪失或改變其股東權益及股東地位，乃至於被迫收回其對公司之

投資245。例如透過經營者收購（management buyouts）、母子公司

之簡易合併（short-form mergers）及逆向股票分割（reverse stock 

splits）等方法，而對少數股東以支付現金作為合併或收購之對價，

乃至於使少數股東之持股單位低於完整交易單位，即可能達到迫使

少數股東退出投資之效果246。換言之，為防止公司於經營控制上遭

受少數股東干擾，多數股東以優勢股份壓迫少數股東，降低其持有

                                                
243 王文宇，前揭註 91，頁 458。 

244 林黎華，強制收購制度之研究──兼論我國公司控制權移轉時對少數股東之保護，銘傳大

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6 月，頁 2。 
245 ROBERT CHARLES CLARK, supra note 236, at 499. 
246 Douglas K. Moll, Shareholder Oppression in Close Corporations: The Unanswered of Perspective, 
53 VANDERBILT LAW REVIEW 749, 757-758 (April, 200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1 

 

股份之誘因，收購人常於取得目標公司經營權後，利用策略逼使少

數股東於股份收買請求權或被逐出之間選擇其一出脫持股。 

而權益凍結對少數股東之影響，遠較權益排擠來得大，甚至是

屬於惡性重大的（pernicious），原因在於其經常牽涉到把少數股東

當員工一般的解僱逐出而且停止股息紅利的分配，而少數股東當初

有投入相當資金於公司，權益凍結之結果將使得該少數股東空有股

東之名，卻無法享受分紅配股之利益247。 

在美國法制上控制股東用以驅逐少數股東的交易方式，以德拉

瓦州公司法規範來說，通常會採下列三種之一：1、一般合併

（long-form mergers）；2、反向股票分割（reverse stock-splits）；3、

結合合併方式的公開收購。一般合併是指藉由給付少數股東除了合

併後存續公司股票以外之金錢、股票以換取其手頭持股之合併協

議，與他公司合併或是併入一個全新且由控制股東完全掌握的公

司。反向股票分割是指透過修改公司章程進行重新劃分公司股份的

工作，典型的方式是提供具體的股份轉換比率將公司已發行股份轉

換成新的公司股票，僅持有充分數額的股份才能換成一股，不足一

股的畸零股則給予金錢補償之。公開收購則是指除了一般合併進行

的權益凍結，控制股東還可以在合併前另外給予少數股東機會去接

受其所開出之股份交易條件。由此可知，即便所有少數股東不同意

的情況下，控制股東仍有能力自行完成權益凍結，從德拉瓦州公司

法來看只要受到控制股東控制的子公司董事會同意以及公司股東大

多數同意即可進行合併以及公司組織重組，而少數股東缺乏阻止交

易的法律權源248。 

就我國現行之公司法制而言，由於企業併購法所規定之合併，

存續公司或消滅公司得以其本身所發行之股份、他公司之股份、現

                                                
247 Charles W. Murdock, Squeeze-Outs, Freeze-Outs,And Discounts: Why Is Illinois In The Minority In 
Protecting Shareholder Interests? , 35 LOY. U. CHI. L. J. 737, 744 (Spring, 2004). 
248 Peter V. Letsou and Steven M. Haas, The Dilemma That Should Never Have Been: Minority Freeze 
Outs in Delaware, 61 BUS. LAW. 25, 25-94 (Novem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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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249，而相較於公司法僅規定得以存續公司或

消滅公司之股份或對配發股份不滿一股者支付現金250，顯然企業併

購法上所得採用之合併對價更為多樣化。因此，如多數股東利用公

司合併，而於合併契約規定對少數股東以支付現金或其他財產為對

價，即可能造成強制少數股東退出投資之目的。此外，依我國公司

法所規定之母子公司簡易合併及企業併購法所規定之母子公司簡易

合併及非對稱合併251，公司如進行簡易合併或非對稱合併，由於母

                                                
249 企業併購法第 4 條第 3 款：「三、合併：指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參與之公司全部消滅，由

新成立之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或參與之其中一公司存續，由存續公司概括

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並以存續或新設公司之股份、或其他公司之股份、現金或其他

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經濟部（92）年經商字第 09200023460 號函：「按存續公司為合併擬

發行之新股，未超過存續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二十，且擬交付消滅公司股東

之現金或財產價值總額未超過存續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時，即得依企業併購法第十八條第六項

之規定，經董事會特別決議進行非對稱式合併，不問其係以股票、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合併之

對價。又消滅公司於股東會為合併之決議後，應依同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通知及公告債權

人。」 
250 公司法第 317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4 款：「二、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因合併發行股份之

總數、種類及數量。三、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因合併對於消滅公司股東配發新股之總數、種類    

及數量與配發之方法及其他有關事項。四、對於合併後消滅之公司，其股東配發之股份不滿一

股應支付現金者，其有關規定。」 
251 公司法第 316 條之 2：「第三百十七條第一項之分割計畫，應以書面為之，並記載左列事

項：一、承受營業之既存公司章程需變更事項或新設公司章程。二、被分割公司讓與既存公司

或新設公司之營業價值、資產、負債、換股比例及計算依據。三、承受營業之既存公司發行新

股或新設公司發行股份之總數、種類及數量。四、被分割公司或其股東所取得股份之總數、種

類及數量。五、對被分割公司或其股東配發之股份不滿一股應支付現金者，其有關規定。六、

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承受被分割公司權利義務及其相關事項。七、被分割公司之資本減少時，

其資本減少有關事項。八、被分割公司之股份銷除所需辦理事項。九、與他公司共同為公司分

割者，分割決議應記載其共同為公司分割有關事項。（第 1 項）前項分割計畫書，應於發送分

割承認決議股東會之召集通知時，一併發送於股東。（第 2 項）」 

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6 項：「存續公司為合併發行之新股，未超過存續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

份總數之百分之二十，且交付消滅公司股東之現金或財產價值總額未超過存續公司淨值之百分

之二者，得作成合併契約，經存續公司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

議行之。但與存續公司合併後消滅之公司，其資產有不足抵償負債之虞或存續公司有變更章程

之必要者，仍應適用第一項至第四項有關股東會決議之規定。」 

企業併購法第 19 條：「公司合併其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發行股份之子公司或公司分別持有百

分之九十以上已發行股份之子公司間合併時，得作成合併契約，經各該公司董事會以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行之。（第 1 項）子公司董事會為前項決議後，應於十

日內公告決議內容、合併契約應記載事項，並通知子公司股東，得於限定期間內以書面提出異

議，請求公司按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持有之股份。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並應同時將特別委員

會或審計委員會審議結果及獨立專家意見發送於股東。（第 2 項）前項期限，不得少於三十

日。（第 3 項）公司合併其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準用前三項規定。（第 4

項）」 

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款但書、第 3 款：「公司於進行併購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股東得

請求公司按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持有之股份：二、公司進行第十八條之合併時，存續公司或

消滅公司之股東於決議合併之股東會集會前或集會中，以書面表示異議，或以口頭表示異議經

記錄，放棄表決權者。但公司依第十八條第七項進行合併時，僅消滅公司股東得表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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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股東並無法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即可能造成大量稀釋少數

股東之持股比例，嚴重降低少數股東參與經營決策之影響力。另

外，公司如為脫殼法式之營業讓與252，由於母公司之股東無法行使

股份收買請求權253，亦會造成相當不利之影響。再者，如公司發行

新股全數用於收購他公司已發行之股份、營業或財產254，因原有股

東不能依股東平等原則，行使新股認購權，且因公司大量發行新股

之結果，亦將致使股權結構發生重大變動，而嚴重稀釋少數股東之

持股比例，實亦應以股份收買請求權補償之255。 

二、 壓迫行為之測試標準 

無經營權之少數股東最容易受到壓迫之可能，由於身為股東之

董事擁有董事各項權利，並且負擔注意義務、受託義務、忠實義務

等，在某種程度上來看受到壓迫之可能大大減少；無當董事之控制

股東對公司在重大表決議案時擁有相對較大的表決權優勢，能夠左

右公司的活動，然無當董事之少數股東在公司立場上，相對較於弱

勢，若有重大損害個人權益時，才得以以訴訟解決之。 

                                                

三、公司進行第十九條之簡易合併時，其子公司股東於決議合併之董事會依第十九條第二項公

告及通知所定期限內以書面向子公司表示異議者。」 
252 企業併購法第 28 條：「公司之子公司收購公司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符合下列規

定者，得經公司董事會決議行之，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至第四項應經讓與公司

與受讓公司股東會決議之規定及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條至第一百八十八條之規定：一、該子公

司為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二、子公司以受讓之營業或財產作價發行新股予該公司。三、該公司

與子公司已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合併財務報表。（第 1 項）公司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

業或財產予其百分之百持股在中華民國境外設立之子公司者，或外國公司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

之營業予其百分之百持股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之子公司者，準用前項及第二十一條之規定。

（第 2 項）受讓公司取得讓與公司之財產，其權利義務事項之移轉及變更登記，準用第二十五

條規定。（第 3 項）屬上市（櫃）公司讓與營業或財產而致終止上市（櫃）者，應經該上市

（櫃）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之同意行之，不適用第一項及第二項有關讓與公

司董事會決議之規定。第十八條第六項規定，於本條之收購程序準用之。（第 4 項）」 
253 黃銘傑，企業併購法之檢討與省思（上），月旦法學雜誌，第 96 期，2003 年 5 月，頁 234-

236。另黃銘傑教授並指出，企業併購法對於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特別股、附認股權公司債

及可轉換公司債等衍生性有價證券之投資人，亦欠缺保護潛在股東之機制。 
254 企業併購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2 款：「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保留發行之新股由員工承

購、通知原有股東儘先分認或提撥一定比率對外公開發行，不受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一項

至第三項及證券交易法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之限制：二、發行新股全數用於被收購。」 
255 王志誠，優質企業併購法之建構：效率與公平之間，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60 期，2004

年 7 月，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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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法院之司法審查表準有忠實義務理論256（fiduciary 

duty）、合理期待理論257（reasonable expectation）、商業目的測試

（legitimate business purpose）、經營判斷原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與完全公允標準（entire fairness standard）等理論。以下僅

就最重要之忠實義務理論以及合理期待理論作介紹： 

（一） 忠實義務理論（fiduciary duty） 

忠實義務又稱為信託義務，美國公司法之規定，董事對公司與

公司股東負有忠實義務，我國公司法亦同。法院將「壓迫」定義

為：「對他人造成損害、違法的行為，在處理公司事務實欠缺誠實

及公平並導致公司成員受損害，或是顯然背離股東當初投資公司時

所信賴的公平處理事務的標準。」258所以說在處理少數股東受壓迫

之相似案件，法院首先要先確認，何等行為可被認定為壓迫行為，

而這又與多數股東之董事對少數股東應盡之忠實義務及誠實信用問

題，若少數股東當初投資公司時的信賴已經破壞，且多數與少數股

東的公平性已經偏移，則成立壓迫行為。然而，法院於考量雙方在

公司商業活動過程中，若認為公司符合壓迫行為之要件，且同意原

告要求進行解散清算，那麼將對於公司之其他股東會造成額外之不

良影響。法院也為求慎重，並非僅為一次壓迫行為即可認定構成壓

迫，除非事情嚴重到少數股東無法再於公司中取得較公平之權利

259，才可能判決公司解散。 

以美國麻薩諸塞州、德拉瓦州及奧瑞岡州為首之各州法院判決

為例，即率先肯認閉鎖性公司控制股東對其他少數股東負有特別之

                                                
256 法院檢視「少數股東」主張其受壓迫的行為時，是從「控制股東」的觀點出發公司的少數

股東負有「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並將壓迫行為與忠實義務做出連結，以控制股東的行

為是否違反其忠實義務做為判斷少數股東是否受到壓迫的標準。 
257 法院檢視「少數股東」主張其受壓迫的行為時，是從「少數股東」的角度，以少數股東對

公司及控制股東的「合理期待」（reasonable expectation）做為判斷標準，來決定該行為是否構

成壓迫行為，而非以控制股東的行為是否已違背其「忠實義務」來判斷。 
258 Baker v. Commercial Body Builders, Inc., 507 P.2d 387, 390-91, 398 (1973)；劉連煜，前揭註 2，

頁 89。 

259 王志誠，前揭註 1，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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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或忠實義務等信任義務，再從控制股東是否違

反信任義務出發，而對於壓迫為較寬廣之定義。換言之，乃從控制

股東之角度著眼，先論斷閉鎖性公司控制股東之行為是否違反信任

義務260，一旦違反信任義務，則應對受壓迫之少數股東給予救濟。 

對於股東而言基於自身利益所為之行為並未被禁止。因為，股

東是代表自己的利益，故未如受託人一般負有忠實義務261。然而，

一旦具有控制權的多數股東對公司事務發生影響力時，公司之董事

會形同控制股東之代理人，是以對控制股東課予忠實義務262。 

在閉鎖性公司的情況下，股東對其他股東也可能負有忠實義

務。以 Donahue 案為例，法院特別注意到閉鎖性公司之股東擔任公

司職務領取薪資，經濟實質上的功能與盈餘的分派相當263。當控制

股東免除少數股東之職務，又不分派股利，且控制股東繼續領取薪

資，形同控制股東僅發放股利給自己，已涉及自我交易264。換言

之，此時職務之任免決策以涉及忠誠義務的違反，不受經營判斷原

則的保護，法院即得加以審查。將壓迫行為與忠實義務的違反相連

結，用忠實義務的違反來認定是否構成壓迫行為。 

（二） 合理期待理論（reasonable expectations） 

閉鎖性公司之股東會願意出資成為股東，並非僅單純為持有公

司股票，而是期待獲得在公司任職之機會或與公司維持一定關係等

相關利益。基於保護少數股東之投資期待，若控制股東之行為違反

少數股東的合理期待，即使控制股東具備正當商業目的，其行為亦

可能被認定屬於壓迫行為。換言之，多數股東可能藉由掌握董事會

                                                
260 Donahue v. Rodd Electrotype Company of New England, Inc. & others, 328 N.E.2d 505 (Mass. 
1975); Litle v. Waters No. 12155, 1992 Del. Ch. LEXIS 25 (Del. Ch. Feb. 10, 1992); Baker v. Commercial 
Body Builders, Inc., 507 P.2d 387, 394 (Or. 1973); Naito v. Naito, 35 P. 3d 1068, 1073-1074; 2001 Ore. 
App. LEXIS 1759 (Or. Ct. App. 2001). 
261 Robert C. Art, supra note 202, at 378-379. 
262 Robert A. Ragazzo, supra note 195, at 1135. 
263 Donahue v. Rodd Electrotype Co. of New England, Inc., 328 N.E.2d 505, 513 (Mass. 1975). 
264 Douglas K. Moll, Of Donahue and Fiduciary Duty: Much Ado About…?, 33 W. NEW ENG. L. REV. 471, 
480-483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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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股東會的優勢，壓迫少數股東，另由於閉鎖性公司股票無法任意

轉移，又或者股東不願離開公司，而尋求法律途徑解決之。 

美國多數州法院認為壓迫行為是一種違背少數股東合理期待的

行為，合理期待又可分為「一般性的合理期待」與「特定合理期

待」。一般性合理期待係指股東基本權利，如盈餘分派權、投票權

等；特定合理期待係指在該公司任職與負擔管理職。合理期待理論

係指股東之所以願意投資成為公司股東，是因為想有特定的期待，

因此如果公司管理模式、投資策略、股東之間的信任關係等發生重

大變革，導致股東的期望落空，將構成對少數股東的壓迫265。 

而紐約州法院認為所謂合理期待並非少數股東單方面的期許，

而是多數股東已知悉或應該知悉、股東間對此項預期達成共識，而

且要審視股東間關係變化過程，才能了解整體公司事務過程之發展

變化的預期266。從合理期待理論出發，法院並未對壓迫做出定義，

但法院必須考慮上述情況，並考量實際的情況，且在該情況下洵屬

合理且不違反比例原則，且該期待是當初股東決定該投資公司的關

鍵性因素，才能構成壓迫、不公平之要件。 

壓迫行為必須是「相當程度上地侵害股東投資該公司所認識的

合理期待」267。而股東之所以會將資金投入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係出於得以擔任公司之職務和參與公司經營，以及獲得盈餘分派之

期待268。析言之，由於閉鎖性公司之盈餘主要是以薪資的形式來給

付，一旦遭免除職務即斷絕了投資報酬之來源269。反之，若股東投

資公開發行公司，其獲利來源乃是出於股份所表彰之經濟價值（例

如：股利的領取、到流通市場出售實現資本利得），並不是以職務

的擔任以及所領取的薪資當作獲利的期待270。因此，在閉鎖性公司

                                                
265 林雯琦，前揭註 53，頁 14。 

266 In re Kemp & Beatley, Inc., 473 N.E.2d 1173, 1179 (N.Y. 1984)；林雯琦，前揭註 53，頁 145。 

267 In re Kemp & Beatley, Inc., 473 N.E.2d 1173, 1179 (N.Y. 1984)  
268 Exadaktilos v. Cinnaminson Realty Co. Inc., 400 A.2d 554, 561 (1979). 
269 FOREST HODGE O'NEAL & ROBERT B. THOMPSON, supra note 58, at 36-38. 
270 Douglas K. Moll, Shareholder Oppression &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Change, Gifts, and 
Inheritances in Close Corporation Disputes, 86 MINN. L. REV. 717, 737-739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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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控制股東將少數股東之職務予以除去，已違反了少數股

東投資之期待而構成壓迫行為。再加上少數股東無法透過流通市場

以公平的價格出售持股，使投資之價值完全遭受多數股東剝奪，亟

需法院審酌合理期待是否受侵害271。 

相對地，以美國紐約州、新澤西州及愛荷華州等為首之各州法

院，則從少數股東之角度著眼，以少數股東之合理期待為標準，論

斷控制股東之行為是否構成壓迫272，而不以控制股東之行為是否有

過錯（wrongfulness）為主要標準。應注意者，雖然合理期待理論

與信任義務理論對於認定壓迫行為之推論方法不同，但由於構成其

一，亦可能構成其二，故二者並非矛盾對立之命題，其實務操作結

果可能趨於一致273。 

第五項、 少數股東法律地位之確保 

股東為公司資金的提供者，沒有如董事被賦予經營商業事項之

權利，因此，若股東以股東之身分投票時，股東可基於自身利益來

決定如何行使投票權，無需顧慮其他股東之利益274。然而，倘若股

東所握有之投票權具有決定董事會之多數席次由何人當選的能力

時，該股東可能影響董事之決策，甚至直接控制董事會，基於難以

期待董事會之決策會獨立於控制股東，故將忠實義務擴展致控制股

東身上275。因此，將忠實義務附加於控制股東之主要目的並非要禁

止其追求自身之利益，而是要約束控制股東在為自身逐利的同時，

其行為不影響公司之利益確保。另外，控制股東所負之忠實義務內

                                                
271 Robert C. Art, supra note 202, at 376. 
272 In re Judicial Dissolution of Kemp & Beatley, Inc., 473 N.E.2d 1173; 484N.Y. S. 2d 799 (N.Y. 1984); 
McCallum v. Rosen’s Diversified, Inc., 153 F.3d 701 (8th Cir 1998)(applying Minnesota law); Brickman 
v. BrickmanEstate at the Point, Inc., 677 N.Y.S.2d 600 (N.Y. App. Div. 1998); Exadaktilos v. Cinnaminson 
Realty Co., Inc., 400 A.2d. 554, 561 (N.J. Super. Ct. Law Div. 1979); Machmeier v. Southside Press, Ltd., 
435 N.W.2d 377 (Iowa Ct. App. 1988). 
273 F. HODGE O’NEAL & ROBERT B. THOMPSON, supra note 234, at 132-133; Davis v. Sheerin, 754 S.W.2d 
375 (Tex. Ct. App. 1988). 
274 Zahn v. Transamerica Corp, 162 F.2d 36, 45 (3d Cir. 1947). 
275 STEPHEN M. BAINBRIDGE, supra note 30, at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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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中，並未要求其負起積極創造股東財富之義務276。之所以會對非

擔任董事之控制股東課予忠實義務，可以透過代理關係來加以說

明。詳言之，控制股東與董事形同「木偶師與木偶人之關係」277，

控制股東透過操縱董事的方式來牟取私利，猶如董事為控制股東之

代理人一般，控制股東（本人）自須對董事（代理人）違反忠實義

務之行為擔負起代位責任（Vicarious Liability）。 

其次，在傳統公司法之立法原則下，公司法兼負調整股東、經

營者及債權人等公司利害關係人利益之任務，衡平多數股東及少數

股東之法律關係，導致少數股東難以在公司法之外，另尋確保其法

律地位之自由空間。尤其在閉鎖性公司少數股東弱勢地位下，為確

保少數股東之利益，在立法政策上採取彈性之規範模式，承認股東

書面協議之效力而容許股東得本於契約自治及章程自治的方式，調

整公司法之規範標準。有關於股東書面協議制度之討論，請參閱本

文第三章第四節之說明。 

再者，由於美國各州公司法對於特別股之發行較具彈性，因此

理論上閉鎖性公司亦可透過發行下列各種特別股之方式，以增加少

數股東對公司之實質控制力，藉以確保少數股東在公司之法律地

位：1、發行表決權受限制之特別股278。2、發行無表決權之特別

股。3、發行擁有複數表決權之特別股279，乃至於僅有表決權而無

所有權之特別股280。4、發行對公司經營決策享有否決權之特別股

                                                
276 控制股東與少數股東間所發生之代理問題，主要為控制股東控制權私利的取得，是以控制

股東所負忠實義務主要係要求不得排除少數股東參與分配公司經營之成果，以及不得基於追求

自身之利益而損及少數股東之利益。換言之，並未要求控制股東肩負起積極為股東創造財富之

義務。Ronald J. Gilson & Jeffrey N. Gordon, supra note 222, at 785-786 
277 Thomas L. Hazen, Transfers of Corporate Control and Duties of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Common 
Law, Tender Offers, Investment Companies-And a Proposal for Reform, 125 U. PA. L. REV. 1023, 1029-
1030 (1977). 
278 Providence & Worcester Co. v. Baker, 378 A.2d 121, 124 (Del. 1977). 
279 Williams v. Geier, 671 A.2d 1368, 1370 (Del. 1996); Frank L. Seamons & Carl F. Borge, Multiple 
Votes Per Share, 16 Bus. Law. 400, 400-402 (1961). 
280 F. HODGE O’NEAL & ROBERT B. THOMPSON, O’NEAL’S CLOSE CORPORATIONS: LAW AND PRACTICE 57 (West 
Publishing Co., 3rd ed.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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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乃至於採取黃金股制度282（golden share）。我國也在閉鎖性公

司打破了一股一表決權之原則，參考日本會社法以公司之屬性而作

不同規範，亦即於閉鎖性公司完全劃歸章程自治之範疇，而非閉鎖

性公司基本上須遵守一股一表決權原則，例外得發行表決權特別

股。並且，因非閉鎖性公司存在著股東集合行為以及策略性選擇問

題，如對於表決權特別股之發行，未課予任何限制，則有可能侵害

原有股東或投資人之利益283。因此，我國閉鎖性公司專節完全開放

無表決權、複數表決權、黃金股等特別股，乃是公司法一大改革。 

理論上，藉由種類股份制度之引進，將特別股之發行多樣化，

賦予特定股東享有特殊權利或限制特定股東之權利行使，雖有助於

公司引進新資金，但因發行新股之決定權，仍由控制股東及董事會

所主導，因此如控制股東及董事會濫用其權限，而為不公平發行新

股之決定，反而可能使少數股東陷於更不利之地位284。 

第二節、 閉鎖性公司少數股東之保護機制 

股東於投資進入公司後，由於閉鎖性公司性質封閉，股東人數

少、缺乏次級市場可供出售股票退出公司，若法規無特殊規定，首

先於進入公司前便應做好股東書面協議的規劃及約定，以免進入公

司後遇有糾紛，卻又苦無解決之道。然而多數股東仍可藉由其掌控

董事會及股東會之優勢，對於公司法上規定由股東會決議通過之重

大事項，少數股東可能成為控制股東獨佔利益的阻礙，於是可能引

發控制股東採取壓迫手段以排除少數股東參與決策或減損少數股東

利益。若經由本文前述股東書面協議及公司治理機制的建立，仍然

發生多數股東壓迫少數股東的不公平現象或是因股東不合而產生公

                                                
281 Id. at 35. 
282 關於黃金股制度之中文介紹，參閱王文宇，公司與企業法制，元照出版，2000 年，頁 299-

301；王志誠，公營事業民營化之台灣經驗，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5 期，2004 年 9 月，頁 18-

20。 
283 蔡英欣，股東表決權分配之規範模式，台大法學論叢，第 38 卷，第 2 期，2009 年 6 月，

頁 71。 
284 王志誠，前揭註 1，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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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僵局285無法打破的情形，由於閉鎖性公司的股東不若公開發行公

司的股東可將股份任意轉讓，又或者股東不願意被迫離開公司，此

時就需要司法的介入，以提供股東解套的管道286。英美國家對於此

種情形所提供的救濟管道非常多元，包括由少數股東向其他股東主

張因違反受託義務應負擔之損害賠償責任、請求法院裁定解散公司

或強制公司或股東購買其他股東之股份等等。以下將討論股東進入

公司後之紛爭解決機制，主要以透過訴訟追究責任及向法院訴請裁

定解散公司作介紹。 

第一項、 透過代表訴訟或直接訴訟追究責任 

儘管董事經營公司是以股東之利益為優先，然而，董事現實上

乃服務於公司，因而對公司負有忠實義務。依據公司法第 192 條第

2 項之規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與公司之法律關係為委任關係。董

事依據公司法第 8 條第 1 項為當然負責人，故其執行業務時依公司

法第 23 條第 1 項應對公司負忠實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

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例如，當董事透過與公司交易之方式來為利

益輸送而致公司受有損害，已違反忠誠義務。由於此時受有直接損

害乃是公司，理論上須由公司向該違反忠誠義務之董事起訴請求賠

償。由於公司是否提起訴訟乃是由董事會決定之，此時難以期待董

事會決定對其中之董事提起訴訟，為解決此一問題乃出現代表訴

訟。此一制度，由個別股東代表公司向違法之董事提起訴訟。 

美國法律協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ALI）對於法院在區分

直接訴訟或代表訴訟上，係建議採行以股東是否受有直接損害為判

                                                
285 公司僵局係指擁有同等權利的股東之間或股東派別之間意見相左毫不妥協的情況，由於公

司機關內部發生對抗，導致公司不能正常運轉，而使公司董事不能行使職能之停滯狀態。公司

僵局類型可分為股東會僵局與董事會僵局，在股東會表決時與董事會表決時，各就會中表決的

內容事項有不同意見，而僵持不下，讓整個會議表決陷入僵局的情況。由於在閉鎖性公司中，

股份轉讓有其限制，若異議股東對於某些事項持相左之態度，但又面臨股份不易轉讓之狀況，

讓少數股東經常陷入困境之中，最後很有可能導致其投資遭長期鎖定而無回收之可能，最後僅

能選擇訴訟一途。 
286 朱德芳，論公司法下董事會發行新股之權限與責任──以公司法第 156 條第 5 項股份交換

制度為核心，兼論股東優先認股權之存廢，政大法學評論，第 115 期，2010 年 6 年，頁 85-

8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1 

 

斷標準287。依據「公司治理原則：分析與建議」288所謂直接訴訟係

指股東為了填補其所受之損害或強制他人履行對自身之義務所提起

所之訴訟。因此，原告股東之主張須非因公司受有損害或他人對公

司義務違反，而間接造成對股東權利上之侵害。換言之，倘若股東

在舉證上係以證明公司受有損害或存在對公司義務之違反方得以勝

訴，則該訴訟應被視為代表訴訟。 

以下將介紹代表訴訟與直接訴訟二者之意義及差異，並且在閉

鎖性公司在存有水平代理成本之情況下，應允許少數股東對被告董

事提起直接訴訟，方足以獲得有效以及適當之賠償。 

一、 代表訴訟 

代表訴訟，係指董事對公司應負責任而公司怠於追訴，由股東

為公司提起追究董事責任之訴訟289。申言之，當董事因違法或其他

情事而損及公司利益而須由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時，由於涉及董事

自身利害，難以期待董事會對「自己」提出訴訟，為避免公司怠於

對董事提起訴訟290。儘管董事經營公司是以股東之利益為優先，然

而，董事現實上乃服務於公司，因而對公司負有忠實義務。依據公

司法第 192 條第 2 項之規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與公司之法律關係

為委任關係。董事依據公司法第 8 條第 1 項為當然負責人，故其執

行業務時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應對公司負忠實義務，如有違反

致公司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例如，當董事透過與公司交

易之方式來為利益輸送而致公司受有損害，已違反忠誠義務。此時

受有直接損害乃是公司，理論上須由公司向該違反忠誠義務之董事

起訴請求賠償。 

由於公司是否提起訴訟乃是由董事會決定之，此時難以期待董

事會決定對其中之董事提起訴訟，為解決此一問題乃出現代表訴

                                                
287 Glen G. Morris, Shareholder Derivative Suits: Louisiana Law, 56 LA. L. REV. 583, 588 (1996). 
288 A.L.I.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7.01(a) (b) (1992). 
289 柯芳枝，公司法論（下），增訂六版，2007 年 11 月，頁 290。 
290 王文宇，前揭註 91，頁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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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故代表訴訟之提起，是以公司就其權益有所主張為前提，將屬

於公司之訴權例外允許由股東代為行使291。因此，股東取得代表訴

訟之訴訟權源係源自於公司權利之消極不行使，而由股東代為行使

之結果，也是一種股東對公司監控的平衡設計292。代表訴訟主要適

用之案例，例如：涉及公司與第三人之契約、浪費公司資產、掠奪

公司機會、併購交易時違反忠實義務等293。 

我國股東代表訴訟機制主要規範於公司法第 214 條、第 215

條。此一制度立法目的係為解決監察人可能無法有效擔任追訴董事

任務的疑慮，蓋現實上無法完全期待公司對負責人追訴責任，故允

許少數股東得以據此代表公司提起訴訟294。依據公司法第 214 條為

提起代表訴訟之起訴之要件上有：一、具持股期間與持股比例之限

制：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得

對董事提起訴訟。此處提起代表訴訟之股東，其人數可以為一人或

數人295。二、書面請求監察人起訴且監察人於等待期間未起訴：股

東代表訴訟之提起，起訴股東須先以書面通知公司監察人請求對董

事提起訴訟為前提。其中書面通知公司監察人提起訴訟，股東必須

要符合前述「持股期間」與「持股比例」方具有法律效果。換言

之，若未達持股期間與持股比例之股東向監察人請求起訴，監察人

並未因此而取得訴訟發動權、請求股東也無法於等待期間 30 日

後，代位公司起訴296。倘若監察人受股東請求後 30 日內「拒絕」

股東之請求，仍須等待 30 日且監察人未起訴時，方可起訴。設有

監察人怠於提起訴訟此一要件，主要因為董事責任之追究，畢竟屬

於公司，故由股東先請求公司之監察人行使，待其怠於行使時，始

                                                
291 曾宛如，少數股東之保護與公司法第二三條第二項—兼評台南高分院八十七年度重上更一

字第二二號判決及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一八六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159 期，2008 年 8

月，頁 271。 
292 廖大穎，企業經營與董事責任之追究，收錄於氏著：公司制度與企業組織設計之法理，一

版，2009 年 1 月，頁 184-185。 
293 JAMES D. COX, THOMAS LEE HAZEN & F. HODGE O’NEAL, CORPORATIONS 404-405 (1997). 
294 劉連煜，前揭註 2，頁 499。 
295 同前揭註，頁 500。 
296 周振鋒，論股東代表訴訟的變革方向──以美國法為研析基礎，政大法學評論，第 115

期，2010 年 6 月，頁 28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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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代公司行使此一訴權297。換言之，股東取得代位公司提起訴訟之

正當性，乃是窮盡內部救濟途徑的程序要求298。 

原告股東在通過起訴要件以後，於訴訟開始時可能面臨被要求

提供擔保金，在訴訟結束後則可能發生賠償責任之問題。依據第

214 條第 2 項後段、第 215 條第 1 項，分別規範對公司以及被告董

事之損害賠償責任。換言之，只要公司「因敗訴」「致受有損害」，

股東即須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對被告董事則以訴訟所依據之事實

「顯屬虛構」，經終局判決確定敗訴，方對被訴董事損失負賠償責

任。 

雖然形式上是公司權益受到侵害，嚴格來說，依法僅有公司始

得向董事等請求損害賠償，但因公司權益之受損，事實上以反映到

公司股東權益受侵害之危險，此等股東代為行使公司的訴權確有存

在之必要299。易言之，代表訴訟主要之用意在於確保董事對公司責

任之追究，以維護公司和股東之權益。為了有效防制不肖股東濫用

代表訴訟之制度，遂設有前揭代表訴訟起訴門檻之限制，以及原告

股東擔保之提供、敗訴之賠償300。 

綜上所述，代表訴訟制度主要之目的為：（1）提醒公司對被告

董事行使訴權：此即書面請求監察人起訴之目的；（2）避免股東重

複起訴；（3）保障債權人；（4）透過賠償給公司的方式，使股份價

值增加，保障其他未起訴的股東的利益。此時，受損害的股東也可

以透過公司股份價值的提升，適當的受到補償301。 

然而代表訴訟可能有以下缺點： 

                                                
297 劉連煜，前揭註 2，頁 501。 
298 周振鋒，前揭註 296，頁 250。 
299 廖大穎，前揭註 292，頁 185。 
300 柯芳枝，前揭註 289，頁 288。 
301 Allan B. Cooper, Kim R. Greenhalgh & Melanie Stallings Williams, Too Close for Comfort: 
Application of Shareholder's Derivative Actions to Disputes Involving Closely Held Corporations, 9 U.C. 
DAVIS BUS. L.J. 171, 17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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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持股期間、比例過於嚴格 

或許在公開發行公司的情況當中，有百分之三之持股實已屬多

數股東，一般少數股東要拼湊成百分之三之持股，現實上相當不容

易達成302。但在閉鎖性公司當中，由於股東人數較少，個別股東之

持股比例可能較公開發行公司之股東高，因此，持股比例之限制對

於閉鎖性公司之股東而言影響較小。然而，針對持股期間必須長達

一年之要求，倘若持股未達一年者，縱使發現董事有違法舞弊之行

為，仍無法自行提起代表訴訟來救濟與矯正不當經營303。例如該公

司之設立尚未滿一年，若無法透過股東會決議來對違法之董事提起

訴訟，在監察人無主動代表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之權限下304，少數

股東將必須等待至持股滿一年後，方得以代表訴訟之提起來追究董

事對公司內部之責任。 

（二） 起訴之前提要件過於嚴格 

股東取得代表訴訟之訴訟權源乃是來自於公司消極不行使，當

公司不願意對違法之董事提起訴訟，以致公司權益受損而影響到所

有股東之權益，股東才可提起代表訴訟。然而，股東於提起代表訴

訟前依法仍需先請求監察人提起訴訟。依據公司法第 214 條第 2

項，符合一定資格之股東須以書面通知監察人，請求監察人對違法

董事提起訴訟。此時監察人有 30 日之期間可供其考慮是否提起訴

訟。倘若監察人於 30 日內「拒絕」股東之請求，按現行規定，股

東仍不得代位公司起訴，仍須等待至請求後 30 日且監察人未為起

訴時，股東始能起訴305。首先，30 日之等待期間，倘若此期間內公

司將遭致無法回復之損害之虞時，依法原告股東起訴前須嚴格踐行

請求公司起訴並等待 30 日內公司仍不為起訴後才可提起代表訴

訟，尤其在閉鎖性公司發生公司僵局時，可能造成緩不濟急情況。

                                                
302 劉連煜，前揭註 2，頁 502-503。 
303 周振鋒，前揭註 296，頁 280。 
304 林國全，監察人對董事提起訴訟及常務董事之解任，月旦法學教室，第 6 期，2003 年 4

月，頁 28-29。 
305 周振鋒，前揭註 296，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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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民事訴訟法中有保全程序之規定，例如時效將屆滿之情形，即

無法依保全程序來保全306。 

其次，代表訴訟之提起必須先以書面向監察人請求其為公司對

董事提起訴訟。然而，若發生公司監察人全體缺位，於補選監察人

就任前，則股東並無書面請求之對象，當無提起代表訴訟之可能。

雖然依公司法之規定，監察人全體均解任時，董事會應於一定期間

內召開股東臨時會選任之（第 217 條之 1），倘若監察人之缺位有損

害公司利益之虞，股東亦得聲請法院選任一人以上之臨時管理人，

代監察人之職務（第 227 條準用第 208 條之 1），上開方式畢竟過於

迂迴，尚且需要一定期間來完成，一旦公司面臨緊急狀況時，公司

可能喪失最佳的求償機會307。 

除此之外，監察人可能發生無法客觀行使職權之可能，例如監

察人為共同或潛在之被告時，依法此時股東仍須向其請求起訴，此

請求可能無實益外，更是驚動了可能與董事參與違法決策之監察

人；或者監察人接受請求而對董事提起訴訟，也有可能與被告董事

在訴訟中相互配合，對被告僅為消極之攻擊或防禦。易言之，現行

法並未對前開可能之弊端提供迴避之規範，使具有利害關係之監察

人得以取得訴訟主導權，而未有任何限制。即使訴訟中事跡敗露，

在無事前阻止之機制下，僅得於「事後」再透過忠實義務之違反來

請求其對公司負責。 

（三） 原告股東責任過大 

原告股東於代表訴訟中可能會面臨龐大之費用支出，提起代表

訴訟時之訴訟費用、因被告向法院聲請而須提供擔保，並且當訴訟

結果為敗訴時，也可能必須對因本訴訟受損害的公司負賠償責任。 

                                                
306 王惠光，公司法中代表訴訟制度的缺失與改進之道，收錄於：商法專論──賴英照教授祝

賀論文，元照出版公司，初版，1995 年 7 月，頁 144-145。 
307 周振鋒，前揭註 296，頁 28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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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訴訟費用方面可區分為裁判費與裁判外費用，裁判費之計

算上非財產權其訴訟費用之徵收，計算上屬定額之方式，負擔上尚

屬輕微308。然而，若為涉及財產權之訴訟，係依據訴訟標的之價額

按比例計算徵收309。民事訴訟採取有償主義之下，運用司法資源者

繳納訴訟費用並未有不合理之處。在此較難以衡平之處乃是勝訴之

成果完全歸屬於公司，而倘若敗訴時將必須自行吸收裁判費用之支

出，難免令欲提起代表訴訟者卻步。學說乃建議將代表訴訟之訴訟

標的明定為屬非財產權之訴訟標的310，降低起訴之障礙。 

其次，按第 214 條第 2 項中段規定「股東提起訴訟時，法院因

被告之申請，得命起訴之股東，提供相當之擔保」，是否命原告股

東提供擔保，完全取決於法院之裁量，若法院未謹慎為之，將成為

代表訴訟之障礙，故學說建議制度上應要求被告釋明可能遭致損害

之原因311。而所謂「相當」之擔保，應當依據具體個案判斷擔保金

額之多寡，避免阻礙少數股東提起代表訴訟之可能。 

再者，提起代表訴訟股東所負之賠償可分為二種情況：（1）如

因敗訴，致公司受有損害，起訴之股東，對於公司負賠償之責（第

214 條第 2 項後段）；（2）訴訟所依據之事實，顯屬虛構，經終局判

決確定時，提起此項訴訟之股東，對於被訴之董事，因此訴訟所受

之損害，負賠償責任（第 215 條第 1 項）。第 214 條第 2 項後段有

關起訴股東賠償公司損害之情形，條文並未有訴訟所依據之事實

「顯屬虛構」或「顯屬實在」來作為股東賠償責任之要件，只要股

東「敗訴」且「致公司受有損害」，股東即須負賠償責任312。然

                                                
308 民事訴訟法第 77 之 14 條：「非因財產權而起訴者，徵收裁判費新臺幣三千元。（第 1 項）

於非財產權上之訴，並為財產權上之請求者，其裁判費分別徵收之。（第 2 項）」 
309 民事訴訟法第 77 之 13 條：「因財產權而起訴，其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十萬元以

下部分，徵收一千元；逾十萬元至一百萬元部分，每萬元徵收一百元；逾一百萬元至一千萬元

部分，每萬元徵收九十元；逾一千萬元至一億元部分，每萬元徵收八十元；逾一億元至十億元

部分，每萬元徵收七十元；逾十億元部分，每萬元徵收六十元；其畸零之數不滿萬元者，以萬

元計算。」 
310 劉連煜，前揭註 2，頁 505 
311 王惠光，前揭註 306，頁 151 
312 周振鋒，前揭註 296，頁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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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訴訟結果涉及舉證、法官之心證等，股東於起訴前對於訴訟結

果難以預料，倘若起訴之股東本於善意起訴，且於訴訟過程盡其攻

擊、防禦之能事，僅因敗訴之結果致公司發生損害，股東仍須負賠

償責任，如此結果不慎合理313。第 215 條第 1 項規定，當股東敗訴

時，對被訴之董事是否要負賠償責任。須判斷訴訟所依據之事實是

否「顯屬虛構」此一要件。而「顯屬虛構」語意上畢竟不夠明確，

法院在適用上仍有相當之斟酌空間314。此外，股東敗訴所負之賠償

責任乃係損害之全部，倘若為非可歸責於起訴股東之原因，例如公

司刻意拖延至除斥期間經過後才讓股東知道董事違反之行為，股東

不知已超過除斥期間而遭致敗訴，若此時仍由起訴股東負賠償責任

並不公平315。 

（四） 原告未受損害之填補 

代表訴訟的提起必須符合股東持股期間、比例之要求，且監察

人於請求後怠於提起，訴訟中則有訴訟費用及預供擔保之金錢上負

擔，最終之訴訟結果縱使為勝訴之判決，由代表訴訟勝利之利益歸

於公司並不及於代位公司起訴之個人，無法從公司方面取得費用補

償，反而造成原告股東成為勝訴之受害者，蓋因其支出費用無法求

償316。 

此外，股東提起代表訴訟主要是在確保訴追董事對公司之責任

而設計，是一種防止董事，亦即企業經營者濫權的重要監督機制

317。倘若公司之股權結構集中，當少數股東透過代表訴訟來向違反

忠實義務之董事請求民事上之賠償，違法之董事則必須對公司加以

賠償，亦即代表訴訟之利益歸於公司。由於多數股東董事既已掌握

控制公司之經營與決策權限，該「賠償」最終仍又回到多數股東董

事所控制之公司，該筆賠償又再度成為多數股東董事剝奪少數股東

                                                
313 同前揭註，頁 291。 
314 同前揭註。 
315 王惠光，前揭註 306，頁 162 
316 同前揭註，頁 161；廖大穎，前揭註 292，頁 197；劉連煜，前揭註 2，頁 502。 
317 廖大穎，前揭註 292，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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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之籌碼。公司權益恐怕又要再次受到侵蝕，無法使少數股東獲

得有效之救濟，也不能遏止多數股東董事之不法行為。 

綜上所述，在我國現行代表訴訟制度下，少數股東將面臨持股

比例及持股期間、預供擔保、敗訴時可能之損害賠償等問題及風

險，因此，為少數股東之權益能獲得確實的保障，應允許少數股東

對被告董事提起直接訴訟。 

二、 直接訴訟 

直接訴訟，乃是股東基於其個人股東之地位，於契約或法定上

之權利受侵害時，對公司或董事所提出之訴訟；反之，前述之代表

訴訟則是股東以公司代表之身分，對董事所提出之訴訟318。而在美

國法上之判斷股東得否提起直接訴訟的標準大致有：（一）股東是

否受有直接損害（direct harm）；（二）股東是否受有特別損害

（special injury）；（三）是否違反對股東之義務（duty owed）。 

（一） 股東是否受有直接損害（direct harm） 

本判斷標準主要是在損害首當其衝者為股東或公司，亦即損害

發生時，受有損害者僅股東而已，公司並未受有該損害319。換言

之，股東所受之損害並非依附於公司先前所遭受之損害下所生320。

在此判準之下，針對董事經營失當一事僅得提起代表訴訟，因造成

股東權益之損失乃是基於公司之資產受損而來；若公司之經營者以

詐欺之方式誘使他人使其減損其股東權益，則所受之損害為該股

東，故該股東得提起直接訴訟321。 

總括來說，假若股東所受損害之發生是經由對公司先前之損害

而造成，股東僅得提起代表訴訟。因為該損害乃是公司價值減損所

間接造成的，故股東無法提起直接訴訟，而須透過代表訴訟為之。

                                                
318 王文宇，前揭註 91，頁 181。 
319 Schuster v. Gardner, 25 Cal. Rptr. 3d 468, 474-75 (Cal. Ct. App. 2005) 
320 Bivens Gardens Office Bldg., Inc. v. Barnett Banks of Fla., Inc., 140 F.3d 898, 906 (11th Cir. 1998). 
321 Daniel S. Kleinberger, Direct Versus Derivative and The Law Of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ies, 58 
BAYLOR L. REV. 63, 89 (200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9 

 

如果損害所及者僅股東個人，並非基於公司受有損害而造成之結

果，此時股東則可基於自己受損之權利提起直接訴訟322。 

（二） 股東是否受有特別損害（special injury） 

當股東所受之損害，除必須能與公司之損害可相區別外，有些

法院尚要求要能與其他股東所受之損害得以區分。在此嚴格的標準

下，股東所受到之特殊損害足以與公司或其他股東之損害加以區分

者，例如股東與公司訂立契約、公司挑選某股東為苛刻的對待等情

形，才可能符合「特別損害」之要件323。而所謂特別損害並未限於

僅「一位股東」受到損害，縱使是一定範圍內之股東受到損害，該

損害只要不是因公司受損害所附加造成，仍屬特別損害324。 

（三） 是否違反對股東之義務（duty owed） 

透過系爭義務是否被違反，以及行為人是否負有系爭義務來判

斷是否屬直接訴訟。根據此標準來檢驗股東所主張之權利是否屬於

該股東所擁有，來與代表訴訟作區別325。詳細而論，若原告股東所

主張受侵害之權利係源自於公司之章程、州法、股東間或與公司間

之協議，即屬直接訴訟之範疇。反之，若系爭受損害之權利主要是

來自於公司，則屬代表訴訟之範疇326。 

美國部分州之公司法規定「裁判解散公司」的解散事由：董事

或控制股東為非法、壓迫、或詐欺之行為327。由於條文中並未對

「壓迫」加以定義，使「壓迫」在不同個案中形塑出許多不同的行

為態樣328。多數法院考量到解散公司之手段可能過於強烈，遂透過

                                                
322 Id. at 93. 
323 Elizabeth J. Thompson, Direct Harm, Special Injury, or Duty Owed: Which Test Allows for the Most 
Shareholder Success in Direct Shareholder Litigation?, 35 J. CORP. L. 215, 221 (2009). 
324 American Jurisprudence, 19 AM. JUR. 2D Corporations § 1939 (2014). 
325 Elizabeth J. Thompson, supra note 323, at 222. 
326 Kleinberger, supra note 321, at 106. 
327 The court may dissolve a corporation in a proceeding by a shareholder if it is established that the 
directors or those in control of the corporation have acted, are acting, or will act in a manner that is 
illegal, oppressive, or fraudulent. MBCA sec. 14.30 (2)(ii), supra note 37. 
328 Murdock, supra note 247, at 45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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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救濟方式代替之329。最後發展成以判斷壓迫行為之有無，來認

定多數股東之行為是否構成對少數股東造成股東權利上的侵害，並

可以以直接訴訟的方式來獲得權利救濟330。是以，壓迫行為從構成

裁判解散公司之事由，演變成股東間發生紛爭時可請求法院提供衡

平救濟之事由331。倘若該州之公司法未規定以壓迫行為作為觸發

「裁判解散公司」之事由時，閉鎖性公司之股東無法依據前述之方

式向法院訴請救濟。此時法院係以肯認「股東與股東之間互負最高

的善意與忠誠（utmost good faith and loyalty）之義務」之方式，讓

少數股東在多數股東違反義務時，得提起直接訴訟予以追究332。上

述二種允許少數股東提起直接訴訟之事由，均構成對股東義務之違

反。 

美國對於閉鎖性公司之訴訟案件，授予法院裁量權得把代表訴

訟之請求提起的訴訟視為直接訴訟。之所以允許閉鎖性公司之少數

股東得以直接訴訟取代代表訴訟，理由在於股東構成員較少，因

此，所有股東均成為原告及被告兩方。但在公開發行公司當中，由

於股東人數眾多，濫行起訴潛在可能性較高，除了使董事免於疲於

應訴外，亦保障其經營決策的判斷權利，因而需要有代表訴訟之制

度。況且在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中，董事與股東彼此可能是親屬關

係或是具有良好的友誼，就像合夥關係一般，只是基於有限責任的

考量才選擇組成公司。因此，濫訴的可能性即大大減低333。因此，

美國法律協會之公司治理原則便規定，法院針對閉鎖性股份公司股

東所提起之訴訟，有裁量權決定是否允許原告提起直接訴訟。考量

要件為：（1）是否使公司或被告陷入多重訴訟的危險；（2）是否對

                                                
329 Id. at 461-464. 
330 Thompson, supra note 225, at 700 
331 Id. at 708-709. 
332 Id. at 726. 
333 Jason M. Tanguay, Minority Shareholders and Direct Suits in Closely Held Corporations Where 
Derivative Suits are Impractical: Durham v. Durham, 5 PIERCE L. REV. 469, 48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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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人之利益造成實質上的侵害；（3）所有應受補償之利害關係

人，其所受之補償是否得以公平分配334。 

再者，直接訴訟所為之判決乃是對原告股東個人為賠償，與代

表訴訟勝訴之利益全歸給公司相較，在填補損害上更具有實質之意

義。換言之，在公開發行公司當中，被告董事將損害賠償於公司

後，使公司整體股份價值的提升，個別股東則可藉由流通市場交易

來實現該股份價值之提升。然而，閉鎖性公司沒有流通市場可使以

受損害股東之投資變現，故對於少數股東而言在經濟上並無實質的

損害填補。在代表訴訟當中，違法之董事之賠償利益歸於公司，而

該公司又是在多數股東董事控制之下，「賠償」就好比又再度回到

多數股東董事之口袋一般，該筆賠償又再度成為多數股東董事剝奪

少數股東利益之籌碼，等於再給予董事有機會侵害公司之資產335。

綜合以上分析，在閉鎖性公司案件中，實有必要允許少數股東以直

接訴訟向違法之經營者請求賠償。 

而我國於 2001 年 11 月增列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之規定，乃

是有意借用英美法上忠實義務之概念，來彌補公司負責人與公司

間、甚至是公司負責人與股東間，無法透過民法上委任來規範公司

負責人之責任的問題336。而英美法上之忠實義務乃是出於衡平法則

之下，用來保護無直接管理公司權限之股份持有者的權利337。其實

踐上乃是法院運用其衡平權利（equitable power）來保護股東之合

理期待，避免股東之出資價值受到董事或多數股東之違法行為造成

減損338。換言之，美國法院之判決先例認為公司負責人除對公司存

有忠實義務關係之外，亦認為對於少數股東亦存有忠實義務關係，

                                                
334 A.L.I.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7.01(d). 
335 Durham v. Durham, 871 A.2d 41, 43 (N.H. 2005). 
336 曾宛如，公司管理與資本市場法則專論（一），二版，2007 年 10 月，頁 5。 
337 Randy J. Holland 著，劉怡婷譯、王文宇審定，An Introduction to Delaware Corporation Law 

Directors' Fiduciary Duties（德拉瓦州公司法董事受託義務人簡介），月旦民商法，第 19 期，

2008 年 3 月，頁 96。 
338 Bahls, supra note 231, at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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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當公司負責人違反對股東之忠實義務時，將可藉由直接訴訟向法

院請求救濟339。 

惟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雖課與董事受託義務，但其僅限於董

事對公司，並不及於控制股東對少數股東，實務上股份有限公司之

多數股東濫用資本多數決主導股東會之決議，假藉公司之意而實質

上為圖利特定股東或壓抑侵害少數股東權益之案例屢見不鮮340。公

司法第 23 條主要用意在於引進完整英美法上忠實義務之概念，以

強化對公司負責人法律上之規範。閉鎖性公司之公司負責人以壓迫

行為致個別股東權利受到侵害時，縱使法律無明文規定股東可對公

司負責人提起直接訴訟，在法律無規定下或可依據美國法上以「壓

迫行為」作為直接訴因之法理，使公司負責人對個別股東負忠實義

務，可以透過直接訴訟向公司負責人請求賠償，藉此補足請求權基

礎與事後責任追訴機制的不足。然而最好的方式還是在立法上增加

少數股東可對違反受託義務之董事提起直接訴訟的法律依據，才能

完善少數股東的保障制度。 

舉例而言，倘若閉鎖性公司之多數股東侵害少數股東之新股優

先認購權341，依據公司法第 267 條第 3 項為原有股東之新股優先認

購權之規定，此係公司法所賦予股東之固有權，不得以章程或股東

會決議限制或剝奪之，亦即賦予股東新股優先認購權係公司之法定

義務。因此，當閉鎖性公司發行新股時，董事會決議不賦予原有股

東按持股比例分認之權利，倘若發行新股全數認購完畢且股款已收

足，公司此時未受有損害，受有損害乃該原有股東之新股優先認購

權。既然屬於股東之固有權，且並非公司受有損害，並不符合代表

訴訟為公司整體利益起訴之意旨。該原有股東應本於新股優先認購

權之法定權利受有侵害為由，提起直接訴訟。又或者董事會已作成

盈餘分派之決議，但卻未分派予股東之情形。換言之，一旦股利發

                                                
339 Id. at 294-295. 
340 林郁馨，前揭註 5，頁 150。 
341 王文宇，侵害新股優先認購權之法律救濟，月旦法學教室，第 8 期，2003 年 6 月，頁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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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已作成決議，股東即有盈餘分派請求權，若公司未發放，此乃股

東個人權益受損，屬於股東個人之直接訴權。就此可知，倘若股東

具有直接訴權則可提起直接訴訟342。 

第二項、 向法院訴請裁定解散公司 

投資者進入閉鎖性公司成為股東前，第一件必須要做的事，便

是妥善規劃股東書面協議，就股東間以及股東與公司間之權利義務

做妥善的規劃。然而若於事前未做好規劃，進入公司後欲退出，由

於閉鎖性公司沒有次級市場供股票流通之性質使然，要出售股票是

非常困難的，則可行的選項似乎僅存解散公司一途，然而於我國現

行公司法下，要解散公司亦十分困難。 

由於閉鎖性公司之股份缺乏流動性，故當多數股東對少數股東

壓迫時，往往產生極大的代理成本。公司法規試圖降低此成本，其

中一個方式為引進受託義務規範，然受託義務機制之運作需要較高

的司法執行成本，賠償金額往往也不易認定。另一個選項則是解散

公司（dissolution）。如今在美國大多數法院通過對司法解散（非自

願解散）規則的不斷擴張解釋，以及除判決命令公司解散之外，各

種救濟方式的靈活運用，尤其是為少數股東提供一種司法退出途徑

的股份強制收買制度（buy-out provision），使司法解散規則成為解

決閉鎖性公司股東困境或爭議最有效的方式343。 

美國所有州都有股東可請求非自願解散公司的相關法規，美國

模範商業公司法第 14.30 條344便是其中典型的規範。其提供了四種

法院可以依照股東請求解散公司的事由：一、董事間的僵局。此處

僵局係指雙方董事人數相等，從而無法做出公司之決策，且股東無

法解決此僵局。僵局必須對公司有造成不可挽回損害之可能，或者

為了防止公司做出圖利股東之行為。董事僵局在公司仍持續獲利的

                                                
342 曾宛如，前揭註 291，頁 270。 
343 John H. Matheson & R. Kevin Maler, A Simple Statutory Solution to Minority Oppression in the 
Closely Held Business, 91 MINN. L. REV 657, 662-665, 687-689 (2007). 
344 MBCA §14.30(2), supra note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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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似乎無法作為解散公司之事由，只有因僵局使得公司完全停

擺時，才可據此訴請解散公司。二、浪費公司資產。三、股東間的

僵局。雙方股東必須表決權數相等，且持續兩年無法於股東常會選

任董事。四、當董事或控制股東以違法、壓迫或詐欺的方式行為

時。 

而我國公司法制上公司解散之事由大致可歸納為三類：一、任

意解散，這是基於公司自己意思而解散，例如章程規定公司解散事

由（公司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113 條、第 115 條、第 3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經股東全體同意或股東會決議解散（公司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315 條第 1 項第 3 款）。二、法定解散，係

指基於法律規定而解散，例如公司因所營事業已成就或不能成就

（公司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15 條第 1 項第 2 款）、股東不

足法定最低人數（公司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315 條第 1 項

第 4 款）、與他公司合併（公司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5 款、第 315 條

第 1 項第 5 款）、分割（公司法第 315 條第 1 項第 6 款）、破產（公

司法第 71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315 條第 1 項第 7 款）。三、強制解

散，亦即公司基於主觀機關之解散命令（公司法第 10 條），或者是

法院所下的解散裁定（公司法第 11 條），或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公

司登記（公司法第 9 條、第 17 條、第 17 條之 1、第 397 條），導致

公司解散（公司法第 26 條之 1）。 

有關控制股東或經營者對少數股東責任的問題，一般來說少數

股東的抱怨主要有兩點：被排除參與經營及無法分享獲利345，而面

對控制股東濫用控制權壓迫少數股東時，致使少數股東權益受損，

法院作為公司外部監管的機構之ㄧ，得以適用的救濟方式應是第三

種強制解散之中的請求法院裁定解散公司，以此做為制衡控制股東

的手段。 

345 曾宛如，前揭注 336，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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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裁定解散公司的根據乃是依我國公司法第 11 條：「公司之

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院得依股東之聲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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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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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法院得

為解散裁定之三項要件為：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須股

東聲請，法院不得依職權裁定公司解散、法院徵詢相關主管機關之

意見並通知公司提出答辯。 

一、 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 

一般來說公司法所謂的「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

者，通常係指如公司股東意見不合，無法繼續營業，其他股東又不

同意解散而言346，譬如公司之目的事業無法進行，即符合了公司之

經營有顯著困難，而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重大損害者，則是譬如公司

經營上產生重大之虧損347，從法條文義及學者間的看法觀之，很明

顯是採取廣義的解釋。若是採取廣義解釋時，即得將控制股東壓迫

行為認定為符合法院裁定公司解散之客觀要件。 

惟我國司法實務見解卻是並未一致，多數實務採狹義解釋者，

如最高法院 76 年台抗字第 274 號：「有顯著困難云者，係指公司於

設立登記後，開始營業，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

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之情形而言。」也就是說若僅是股

東間意見不合，尚不能認為公司經營顯有困難348，必須有公司因為

未能開展業務卻導致無法彌補之虧損的情事349，這樣的說法就已經

推翻了當初採取廣義說的經濟部函釋，只是就「業務不能開展之原

                                                
346 王文宇，前揭註 91，頁 164。另外經濟部 57 年 4 月 26 日商字第 14942 號函亦為相同。 
347 臺灣高等法院 85 年抗字第 396 號：「…公司股東聲請裁定公司解散，以公司之經營有顯著

困難或重大損害為前提，此觀諸上開規定甚明。而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例如其目

的事業無法進行；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重大損害者，例如公司之經營產生重大之虧損者。…」 
348 王志誠，前揭註 1，頁 258-259。 
349 如公司自成立後均未開始營業，並非於開始營業後業務無法開展，繼續經營將造成重大損

失，則不符合公司法第 11 條裁定解散之要件。參見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91 年度司字第 67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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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如再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代表的意涵，法院並

未多做闡述；另外實務上也有採取廣義解釋者，而認為在公司全部

員工均已資遣多時，公司主要股東意見不合，無法繼續營業，足堪

認定公司之經營確實有顯著之困難350，也就是同意廣義說的看法。 

基於貫徹本條保護少數股東之意旨，再加上所謂的重大損害並

未僅指發生重大虧損而已，是故仍應保留相當的彈性以提供法院裁

量的空間，也就是說廣義說較為適當，因此本條的情況應可以包括

公司剝奪少數股東應得之資本回報（例如，公司濫給執行業務者報

酬，不依章程發給盈餘等等），而對其造成損害，亦即發生對於少

數股東之權益排擠行為時，少數股東應得以本條作為救濟管道之

ㄧ，不應過度設限，因為若不能適用這種情況，則本條就失去了部

份的意義。 

二、 股東之聲請 

須以股東聲請為要，法院不得依職權裁定公司解散，至於聲請

之股東，若是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及有限公司，凡具股東資格者

均得提起，不受股東人數、出資額多寡或加入公司期間長短之限

制。而在股份有限公司則須由繼續六個月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

之十以上股份之股東始得提出。 

就股東持股期間之限制（繼續六個月），不論是對於公開發行

公司或者是非公開發行公司裡頭的股東，相同的要求並不會對任何

一方形成較為嚴格的情事，也就是說股份有限公司規模大小，並不

影響股東滿足這項要件限制。惟在股東持股比例限制上，以一般上

市、上櫃的股份有限公司來說，為達股權大眾化之目的，依臺灣證

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之規定

                                                
350 台北地方法院 93 司字第 582 號民事裁定：「…該公司全部員工均已資遣多時，公司主要股

東意見不合，無法繼續營業等語。綜觀上情，足堪認定相對人公司之經營，確實有有顯著之困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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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均要求公司申請上市或上櫃前，須達相當程度之股權分散，因

此少數股東在股權高度分散的情況下，要去通知聯繫其他的少數股

東以嘗試達到百分之十的持股比例，往往可能是要聯絡上萬個股東

以上，光是事實上這類程序性的障礙，要能符合即已經是困難重

重。 

三、 法院徵詢相關主管機關之意見並通知公司提出答辯 

由於法院在商業決定上是否能夠做出比起公司裡頭專業的董事

或經理人更佳之選擇，是很令人質疑的，所以條文透過徵詢具備相

關專業素養的主管機關之意見加上要求公司回覆答辯，以便保證法

院之決定更加符合通常市場上商業經營的判斷，因此受徵詢之機關

自必須就該公司之經營是否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表示意見，始合

於條文規定，在受徵詢機關未就此點或無法就此表示意見時，法院

不得裁定公司解散352。 

由上述三個要件觀之，雖然我國公司法第 11 條設有股東訴請

法院裁定解散公司之權，但是由於多數法院對本條成立要件採係取

嚴格解釋，再加上符合條文規定本身即已經有相當的難度存在，所

以我國少數股東結論上來說並不容易藉由本條之規定以反制控制股

東之不當壓迫。從英、美兩國實務上來看，請求解散實在也只是做

為一種手段的考量，並非是股東真正的目的，從部份的統計資料，

可以顯示出這一類案件的結局半是多數股東出錢以合理價格買回少

數股東之出資353。 

                                                
351 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股權分散：記

名股東人數在一千人以上，其中持有股份一千股至五萬股之股東人數不少於五百人，且其所持

股份合計占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或滿一千萬股者。」；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3 款「持有股份一千股至五萬股

之記名股東人數不少於三百人，且其所持股份總額合計占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以上或逾五百

萬股。」 
352 台灣高等法院 65 年度法律座談會民事類第 25 號：「公司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既規定法院裁定

公司解散，必須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原因，則受法院徵詢之機關自必須就該

公司之經營是否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表示意見，始合於條文規定，在受徵詢之機關未就此點

或無法就此表示意見時，法院不能裁定公司解散。」 
353 曾宛如，前揭註 336，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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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各國閉鎖性公司少數股東之救濟模式 

對於公司法上規定由股東會決議通過之重大事項，少數股東可

能成為控制股東獨佔利益的阻礙，於是可能引發控制股東採取壓迫

手段來完成其目標，以排除少數股東參與決策或減損少數股東利

益。而控制股東的行為侵害到少數股東之財產權之救濟管道為何，

以下就美國、英國以及日本所採用之解決途徑開始介紹，以分析比

較其利益得失。 

第一項、 美國 

一、 代表訴訟 

依據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第 7.41 條354規定，股東若欲提起代表

訴訟，必須滿足「同時擁有股份原則」（contemporaneous 

ownership requirement），亦即於起訴所主張之不法行為發生時，該

股東即已為公司之股東。此一要求也明文於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

以及多數州的公司法之中355，可以說是美國法上普遍性的規範。 

依第 7.42 條356規定，股東需先以書面向公司請求採取適當行動

並等待 90 天後，始可提出代表訴訟。但若公司在 90 天內已通知股

東拒絕其請求，或是公司可能因不法行為遭受不可回復的損害，在

此兩種情形下，股東無須等待 90 天期間的經過，即可提起訴訟。

相對於此一所謂的「全面請求原則」（亦即需公司有不可回復損害

之虞時，股東始得豁免請求），德拉瓦州則發展出「雙叉測試原

                                                
354 MBCA §7.41 STANDING: A shareholder may not commence or maintain a derivative proceeding 
unless the shareholder: (1) was a shareholder of the corporation at the time of the act or omission 
complained of or became a shareholder through transfer by operation of law from one who was a 
shareholder at that time; and (2) fairly and adequately represents the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 in 
enforcing the right of the corporation. 
355 DEBORAH A.DEMOTT,SHAREHOLDER DERIVATIVE ACTION:LAW AND PRACTICE354, 384-385 
(2014). 

356 MBCA §7.42 DEMAND: No shareholder may commence a derivative proceeding until: (1) a written 
demand has been made upon the corporation to take suitable action; and (2) 90 days have expired 
from the date delivery of the demand was made unless the shareholder has earlier been notified 
that the demand has been rejected by the corporation or unless irreparable injury to the corporation 
would result by waiting for the expiration of the 90 day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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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two-prong test），當過半數董事對訴訟請求並無利害關係時與

獨立性，或就交易得否受經營判斷法則保護提出了合理懷疑時，得

豁免請求357。 

為了避免濫訴，法院對於代表訴訟的提出與進行，有相當的裁

量權。首先，依第 7.41 條之規定，提起訴訟之原告必須能「公平地

且適當地代表公司之利益」（fairly and adequately represents the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否則即不得提起之。其次，依據第

7.45 條358的規定，代表訴訟的中止或和解，都必須經過法院的允

許，若法院認為訴訟的中止或和解將嚴重影響公司股東或特定種類

股東之利益，法院應職權告知受影響之股東。 

再者，依第 7.44 條359規定，若此一代表訴訟的進行，經公司董

事會之全體獨立董事或由獨立董事所組成之委員會，或是由法院選

派之獨立人士所組成之小組，本於誠信、進行合理調查後，認為並

不符合公司之最大利益，則法院可以駁回此一訴訟。這樣的規定反

                                                
357 周振鋒，論股東代表訴訟的變革方向──以美國法為研析基礎，政大法學評論，第115期，

2010年6月，頁264-267。 
358 MBCA §7.45 DISCONTINUANCE OR SETTLEMENT: A derivative proceeding may not be 
discontinued or settled without the court’s approval. If the court determines that a proposed 
discontinuance or settlement will substantially aff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s shareholders 
or a class of shareholders, the court shall direct that notice be given to the shareholders affected. 
359 MBCA §7.44 DISMISSAL: (a) A derivative proceeding shall be dismissed by the court on motion by 
the corporation if one of the groups specified in subsection (b) or subsection (e) has determined in 
good faith, after conducting a reasonable inquiry upon which its conclusions are based, that the 
maintenance of the derivative proceeding is not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 (b) Unless a 
panel is appointed pursuant to subsection (e), the determination in subsection (a) shall be made by: 
(1) a majority vote of qualified directors present at a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f the qualified 
directors constitute a quorum; or(2) a majority vote of a committee consisting of two or more 
qualified directors appointed by majority vote of qualified directors present at a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egardless of whether such qualified directors constitute a quorum. (c) If a 
derivative proceeding is commenced after a determination has been made rejecting a demand by a 
shareholder, the complaint shall allege with particularity facts establishing either (1) that a majority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did not consist of qualified directors at the time the determination was 
made or (2) that the requirements of subsection (a) have not been met. (d) If a majority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consisted of qualified directors at the time the determination was made, the plaintiff 
shall have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at the requirements of subsection (a) have not been met; if not, 
the corporation shall have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at the requirements of subsection (a) have been 
met. (e)Upon motion by the corporation, the court may appoint a panel of one or more individuals to 
make a determination whethe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derivative proceeding is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 In such case, the plaintiff shall have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at the requirements 
of subsection (a) have not been 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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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美國司法實務上對於公司董事會之獨立董事決定的高度尊重，

特別訴訟委員會（Special Litigation Committee, SLC）的發展與運作

即由此而生。換言之，當董事會受股東請求起訴時，由與請求爭議

無利害關係並具獨立性之董事所組成的特別委員會，以對股東起訴

是否具備合理性為調查，讓公司能藉此避免不當訴訟的侵擾，以避

免惡意股東恣意起訴干擾公司正常經營360。 

關於代表訴訟費用的負擔，第 7.46 條361規定也賦予法院極大的

裁量權。若法院認為訴訟對公司有顯著利益（substantial benefit to 

the corporation），可以命公司支付原告已支出之費用；若法院認為

訴訟之提起並無合理理由（without reasonable cause）或是基於不

正當之目的（for an improper purpose），則可以命原告支付被告所

支出之費用。 

二、 訴請解散公司 

觀諸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第 14.30 條（a）（2）之規定：「（2）

公司如有下列所列情事之一者，股東得聲請法院解散之：（I）董事

對公司業務之執行發生無法由股東解決之僵局，有致生無法回復損

害之虞者，或致生公司之經營或業務對股東不利益者；（II）董事或

公司之控制者，已為、正為或將為不法、壓迫或詐欺之行為者；

（III）股東在表決權之行使上發生僵局，且至少連續二次股東常會

無法選任管理人以補足董事之任期；（IV）公司資產遭不當運用或浪

                                                
360 周振鋒，前揭註 357，頁 270-273。 
361 MBCA §7.46 PAYMENT OF EXPENSES: On termination of the derivative proceeding the court may: 
(1) order the corporation to pay the plaintiff’s expenses incurred in the proceeding if it finds that the 
proceeding has resulted in a substantial benefit to the corporation; (2) order the plaintiff to pay any 
defendant’s expenses incurred in defending the proceeding if it finds that the proceeding was 
commenced or maintained without reasonable cause or for an improper purpose; or (3) order a 
party to pay an opposing party’s expenses incurred because of the filing of a pleading, motion or 
other paper, if it finds that the pleading, motion or other paper was not well grounded in fact, after 
reasonable inquiry, or warranted by existing law or a good faith argument for the extension, 
modification or reversal of existing law and was interposed for an improper purpose, such as to 
harass or cause unnecessary delay or needless increase in the cost of l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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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可知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明定股東得就董事或控制者之壓迫

行為，訴請法院解散公司362。 

由上述第二個事由中可知，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中明白規定股

東面對董事或控制股東之壓迫行為，可以採取的救濟是訴請法院裁

判解散公司。目前美國約有將近 40 個州之公司法，承襲美國模範

商業公司法第 14.30 條之規定，明定於少數股東受壓迫時，法院得

依聲請解散公司，使少數股東能按其持股比例收回投資363。 

惟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在第 14.30 條第（b）款增加了限制條件

364，限制法院得宣告裁判解散的公司不得為本法第 1.40 條（18A）

定義下的公開發行公司（public corporation），因為在公會所發佈的

官方說明中表示，公開發行公司的股份已有足夠的市場交易平台，

所以為避免對公司有重大利益影響之裁判解散被過度使用，造成公

司運作上的困擾，因此將公司得裁判解散之事由限於欠缺股份交易

管道的公司，如閉鎖性公司365。造成僅有非公開發行公司始得依本

法聲請裁判解散。 

此外，依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第 14.34 條第（a）項366之規定：

「一旦股東依第 14.30 條第（2）款之規定，訴請法院解散公司，如

其無任何股票在國家證券交易所上市，或在由一個或數個國家或相

關之證券協會上櫃交易，則公司得選擇或由股東選擇以公平價格，

購買原告股東之股份。依此規定提出之選擇方案不得撤回，但經法

                                                
362 MBCA §14.30(a) (2) , supra note 37; Robert C. Art, supra note 202, at 373. 
363 王志誠，控制股東民事責任之法理基礎，94 年度國科會計畫成果報告，2006 年 10 月 11 

日，頁 41-42。 
364 MBCA §14.30(b): Section 14.30(a)(2) shall not apply in the case of a corporation that, on the 

date of the filing of the proceeding, has shares that are: (i) listed on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the American Stock Exchange or on any ex-change owned or operated by the NASDAQ Stock Market 
LLC, or listed or quoted on a system owned or operated by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Inc.; or (ii) not so listed or quoted, but are held by at least 300 shareholders and the shares 
out-standing have a market value of at least $ 20 million (exclusive of the value of such shares held 
by the corporations subsidiaries, senior executives, directors and beneficial share-holders owning 
more than 10 percent of such shares). 
365 The Committee on Corporate Laws, ABA Section of Business Law, Report: Changes In The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Amendments To Chapters 1, 7, And 14 With Conforming Amendments To 
Related Provisions Of The Act, 61 BUS. LAW. 1183, (May, 2006). 
366 MBCA §14.34(a), supra note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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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決定應取消或修正，以維公平者，不在此限。」可知如未上市公

司或未上櫃公司之股東行使解散裁判訴請權時，亦得由公司或股東

依此強制收買條款，以公平價格購買原告股東之股份。換言之，無

異承認公司或多數股東，得主張強制收買原告股東之股份，以避免

公司遭法院裁判解散367。 

雖然目前美國約有 40 個州之公司法，承襲美國模範商業公司

法第 14.30 條之規定，明定如少數股東受壓迫時，法院得依聲請解

散閉鎖性公司，使少數股東能按其持股比例收回投資368，但由於法

院對於壓迫有各種不同之解釋，遂發展出各種理論基礎及救濟方

法，而不限於由少數股東行使解散裁判訴請權。此外，亦有十幾個

州承襲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第 14.34 條之規定，承認公司及股東得

主張強制收買之替代方案369。質言之，美國對於閉鎖性公司少數股

東所採取之保護機制，主要是以股東壓迫理論（shareholders 

oppression doctrine）為基礎，除各州公司法所明定之解散裁判訴請

權，尚隨著公司法之理論發展，由司法判例逐漸建立其他救濟方

法。 

三、 直接訴訟 

由於美國各州公司法對控制股東之壓迫行為所採取之救濟措施

各有不同，除了前述的聲請裁判解散外，亦有承認少數股東得提起

直接訴訟，而直接向控制股東請求損害賠償370。依美國法律協會所

擬定之「公司治理原則：分析及建議」第 7.01 條第（b）項371規

                                                
367 Michael E. Brown, Comment and Note: Missouri Close Corporations: Proposals to Strengthen 
Protections for Minority Shareholders, 68 UMKC LAW REVIEW 145, 147 (1999). 
368 Robert A. Ragazzo, supra note 195, at 1118. 
369 E.g., Alabama, Arizona, Connecticut, Florida, Idaho, Mississippi, Nebraska, Utah, Alaska, 
California, New York, Rhode Island, Illinois, and Minnesota. 
370 大多數的州在允許股東對公司提起直接訴訟時，通常有兩個要件：（1）在不法行為者與股

東間有特別責任存在，例如契約責任，以及（2）股東所受的損害必須是不同於其他股東而是

個別自身的損害。Heather Flanagan, The Difficulty Of A Plaintiff's Playground Being Truly "Open For 

Business": An Overview Of West Virginia's Corporate Law Governing Derivative Lawsuits, 110 W. VA. L. 
REV. 883, 887 (Winter, 2008). 
371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7.01 (b): A direct action may be brought in the name and right of a holder to redress an injury 

sustain by, or enforce a duty owed to, the holder. An action in which the holder can prevail w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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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直接訴訟得以股東之名義及股東之權利提起之，旨在補償股

東所受之損害或強制履行對股東之義務。股東若能在不須舉證公司

有受到損害或違反對公司之義務的前提下勝訴，即視為直接訴訟，

而且股東得以個人名義提起直接訴訟。」從上述規定可以知道，當

他人不法行為導致股東個人權利直接受到損害時，由於在法律的權

利主體上，股東與公司兩者係不同的，再加上公司並未受損害，故

股東無法提起代表訴訟。不過為了達到保障股東權利並填補其損害

之目的，於是允許股東以其自己名義直接對第三人提起訴訟救濟，

所以重點在於確保股東之個人權利，而非填補公司損害。 

綜上所述，在美國就少數股東所得主張之救濟方法而言，美國

模範商業公司法雖賦予少數股東得主張解散裁判訴請權，但公司或

多數股東是否主張強制收買股份，仍應取決於公司或其他股東是否

向法院提出聲請，並非其義務。反觀美國各州公司法所規定之救濟

措施，則未盡相同，其方法主要包括少數股東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裁判解散訴請權及股份收買請求權等372。例如控制股東或經營者如

為權益凍結之壓迫時，德拉瓦州法院除經常賦予少數股東得行使股

份收買請求權外，亦可能同意其所提出之損害賠償請求373。此外，

法院亦得解任董事或經理人或指定管理人，甚至命令公司為盈餘分

派及賠償損失。再者，法院當然亦可能為裁判解散公司或命令公司

收買少數股東之股份。 

美國麻州最高法院認為，閉鎖性公司股東間之關係與合夥關係

較為相近，因此股東間應互負受託義務，所以股東彼此間應盡「最

大的善意與忠誠」，並遵守「平等機會原則」374，轉變為具備「正

當之商業目的原則」375等標準。然而，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股

                                                

showing an injury or breach of duty to the corporation should be treated as a direction that 
maintained by the holder in an individual capacity. 
372 Robert A. Ragazzo, supra note 195, at 1117-1119. 
373 Id. at 1147-1150. 
374 所有股東均應該被平等對待。 

375 為公司之最佳利益，法院又認為其已盡最大的善意，除非少數股東反正控制權股東可採其

他對少數股東傷害較小的途徑，一樣能達到該正當商業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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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間並不互負受託義務，僅董事或控制股東對公司負受託義務，因

此只要考量董事之行為是否為公司之最佳利益即可，適用「經營判

斷原則」與「完全公允標準」376。上述是以股東對董事之司法審查

標準。而股東壓迫、不公平之行為之測試標準，是以合理期待與忠

實義務為測試原則。 

第二項、 英國 

一、 不公平侵害救濟制度（unfair prejudice remedy） 

英國之少數股東救濟方式可分為代表訴訟（derivative action）

與直接訴訟（personal action）。在過去，代表訴訟一直受限於 Foss

原則377，運用上相當嚴格，導致股東難以提出。而直接訴訟中 1986

年破產法（Insolvency Act 1896）規範之「公正衡平解散司制度」

（just and equitable winding up），在第 122 條列舉得向法院聲請解

散之事由，更在該條第 1 項第 g 款賦予法院相當大之裁量權，凡其

認為解散公司是公平且符合平衡的，法院即可依聲請命令之378。另

外，同法第 79 條對於得提起第 122 條的出資人（contributory），規

定限於當公司解散時有責任對公司貢獻資產之人方屬之，換言之，

任何以全額支付股款之股東原則上並無聲請解散公司之權379。解散

公司對股東來說並沒有太大的實益且未必是最好保護方式，因為公

司資產價值並不大，且願意收購的人，多為行使壓迫之控制股東

                                                
376 林郁馨，前揭註 5，頁 147。 

377 英國法上之 Foss 原則源自於 Foss v. Harbottle 案。本案中，Richard Foss 和 Edward Steakie 

Turton 為 Victoria Park Company 之股東，原告股東認為公司之被告董事以不合理之高價買入自

己之土地，故原告股東以公司名義起訴，請求法院判決被告董事之行為無效。本案法院認為，

公司才是真正受損害之人，因此駁回原告股東之請求。本案中法院所提出的 Foss 原則，常被

引述為「適當原告原則」（the Proper Plaintiff Rule）及「多數決原則」（the Majority Rule）。亦

即，若有主張不法行為導致公司受害，原則上，公司方為適當之原告；若該主張不法行係經過

多數股東同意通過之交易，則其他股東不得對之訴請救濟。BRENDA HENNIGAN, supra note 172, at 

417. 
378 曾宛如，公司外部監督之分析，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31 卷，第 1 期，2002 年 1

月，頁 185。 
379 同前揭註，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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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因此少數股東受到侵害時，並沒有適當的法源訴請救濟讓院得

以介入公司與股東之紛爭381。 

1945 年柯恩委員會（Cohen Committee）著手檢討英國公司

法，在其「公司法修正委員會報告」（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Company Law Amendment）中指出，實務上有許多因為董事報酬過

高，導致少數股東無法獲得利分派之情事，及其他相類似關於公司

經營造成少數股東侵害之情形，故其決定修法增加救濟管道382。柯

恩委員會最後保留了原本公正衡平解散司制度，但建議另外就少數

股東權利受壓迫之情形新增救濟途徑。其建議最後落實在 1948 年

公司法（the Companies Act 1948）的第 210 條。但在其後的 32 年

裡只有 2 件案例成功使用第 210 條383，蓋法院將本條所謂「壓迫行

為」定義為「負擔、嚴厲與不當」（burdensome, harsh and 

wrongful），此一對於「壓迫」的嚴格定義，限縮了本條的適用384。 

有鑑於此，1962 年詹金斯委員會（Jenkins Committee）在報告

（Report of the Company Law Committee）對第 210 條提出修法建

議，將原本「壓迫少數股東」之概念，修正並放寬為對「少數股東

之不公平侵害」。再者，法規中也刪除了起訴必須證明本案情勢已

達到法院發出解散公司命令之程度要求；同時亦移除關於侵害行為

持續性、時間密接之要求。此外，也允許少數股東在提起不公平侵

害救濟訴訟時可出代表訴訟。最後促成了 1980 年公司法（the 

Companies Act 1980）第 75 條之制定，之後由 1985 年公司法（the 

Companies Act 1985）第 459 至 461 條承襲，1989 年公司法再修正

一次，此次修法主要是將侵害對象擴充到可以全部股東為侵害之情

                                                
380 ALAN DIGNAM & JOHN LOWRY, COMPANY LAW 225 (2014). 
381 曾宛如，前揭註 378，頁 197。 
382 同前揭註。 
383 DIGNAM & LOWRY, supra note 380, at 225. 
384 Id. at 22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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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385。2006 年英國公司法修法，而將原本的第 459 至 461 條移至第

994 至 996 條，但法條內容實質並無重大改變。 

雖然英國之不公平侵害制度仍有許多爭議處，但在 2006 年英

國修正之公司法（Companies Act 2006）中，其幾乎是將 1985 年公

司法中的第 459 至 461 條原封不動移至新法之第 994 至 996 條中。

其中，2006 年公司法第 994 條為不公平侵害救濟之要件；第 995 條

為主管機關發動不公平侵害救濟之要件；第 996 條為法院可以選擇

之法律效果。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 不公平侵害救濟之要件 

不公平侵害救濟之要件規範在第 994 條第 1 項386，可分為三個

要件，限於公司事務、須為股東權益受損害及遭不公平侵害，分別

討論如下： 

1、限於公司事務 

第 994 條第 1 項明文規定不公平侵害必須是受到公司之作為或

不作為。一般而言，公司之經營權限係由董事會或是個人董事執

行，因此由董事會或董事所為決策極可能被認為關乎公司事務之執

行387。 

2、「股東利益」受損害 

「股東利益」不僅包括股東之法律上權利（legal right）以及公

司依據章程所賦予股東得享有之權利，也包括權利以外之其他利

益。英國 Hoffmann 法官曾表示，其認為所謂的股東利益應屬於一

較大集合，而股東權包括在其中，同時亦應與 1985 年公司法第 459

                                                
385 Id. at 224-226. 
386 UK CA2006 §994 Petition by company member: (1) A member of a company may apply to the 
court by petition for an order under this Part on the ground—(a) that the company’s affairs are being 
or have been conducted in a manner that is unfairly prejudicial to the interests of members generally 
or of some part of its members (including at least himself), or (b) that an actual or proposed act or 
omission of the company (including an act or omission on its behalf) is or would be so prejudicial. 
387 魏薇，公司法上少數股東訴訟救濟途徑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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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中不公平（unfair）要件連結，允許法院就少數東是否具有「合

理期待」（legitimate expectation）進行獨立判斷，故股東利益甚至

包括了少數股東的合理期待在內388。Hoffmann 法官認為股東參與閉

鎖性公司即係以參與公司經營前提，這裡即存在有合理期待389，故

法院在判斷何為合理期待時不能流於恣意，必須以契約出發，觀察

當事人間是否有合理期待存在。上述 Hoffmann 法官之見解，在英

國審判實務上受到非常廣泛之援用。 

1985 年第 459 條在 1989 年修法前，只有在公司「部分」股東

利益受到侵害時，始能提起不公平侵害救濟；在「全體」股東利益

均受到侵害時，並不能提起。當時有判決認為董事違反義務係對公

司全體股東造成侵害，故不得提起不公平侵害救濟。然而在 1989 

年修法後，第 459 條被置入「of its members generally」一詞，不論

該侵害係針對公司所為，或影響全體股東利益，少數股均得提起不

公平侵害救濟390。 

3、不公平侵害 

在 Re Bovey Hotel Venture Ltd（1981）一案中，Slade 法官就何

謂「不公平」亦提出法官就何謂「不公平」亦提出了解釋：關於不

公平之標準，應該是客觀而非主觀的；應根據理性第三人

（reasonable bystander）在就事件之前因後果觀察後，如認為系爭

行不公平侵害了原告利益時，該行為即屬於所謂的不公平侵害391。

此客觀第三人標準之後在英國實務上被廣泛運用了一段時間，後來

則有了相當的改變。在 Re Saul D Harrison & Sons plc 案392中

Hoffmann 法官認為，當事人當初成立公司組織，彼此間之信任與共

識即是繫於公司章程，然而當雙方經營上發生衝突、信任不復存在

                                                
388 STEPHEN GRIFFIN, COMPANY LAW 437 (2006) 
389 Id. at 437; HENNIGAN, supra note 377, at 390-391. 
390 枋啟民，少數股東民事訴訟救濟制度之檢討，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頁 94。 
391 DIGNAM & LOWRY, supra note 380, at 237. 
392 Re Saul D Harrison & Sons plc [1995] 1 BCLC 14, [1994] BCC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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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用第三人之理性標準判斷是否成立不公平侵害，可能漠視當事

人間無法繼續共事之困境。故以理性第三人之標準來檢視是否構成

不公平侵害，將使得問題變複雜又模糊393。 

Hoffmann 法官在之後的 O'Neill v Phillips 案394中，即運用其所謂

的「傳統」或「一般」之公平原則判斷被告是否不公平侵害了原告

利益。而綜合觀察 Saul D Harrison & Sons plc 案和 O'Neill v Phillips

案，其建立了新的判斷不公平侵害之標準：原告必須證明被告違反

了契約（可能是公司章程或股東間的協議）；若行為未違反規定，

但依據衡平原則來看會認為該行為非屬誠信395，亦構成不公平侵

害。其亦強調非法之行為並不一定即為不公平侵害，而違反章程上

細節性、技術之規定也不會構成不公平侵害396。 

（二） 不公平侵害之行為態樣 

從英國長期法院之相關案例觀察，不公平侵害救濟通常在四種

情況被提起： 

1、不當排除少數股東參與公司經營（exclusion from 

management）。此為最常發生之態樣，在 1994 年至 1995 年間之不

公平侵害救濟聲請案件中，其案件數占了三分之二，主要原因在於

準合夥型態（quasi -partnership）的公司中，股東多數有參與公司

經營的期待397。反觀在公開發行公司中，較不會在不當排除少數股

東經營這個訴求上得到救濟。 

2、不當經營（mismanagement）。對於提起該項之聲請人，法

院較少給予救濟，因為公司的經營判斷與不公平侵害的界限並非那

麼的清楚，故法院並不願過度介入公司的經營事項398。 

                                                
393 DIGNAM & LOWRY, supra note 380, at 237-238. 
394 O'Neill v Phillips[1999] 1 WLR 1092 (HL) 
395 DIGNAM & LOWRY, supra note 380, at 239; HENNIGAN, supra note 377, at 393. 
396 DIGNAM & LOWRY, supra note 380, at 239-240. 
397 Id. at 240-241. 
398 Id. at 24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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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事違反受任人義務（breach of directors’ fiduciary duty）。

過去至今有許多以董事違反受任人義務提起不公平侵害救濟成功的

案例，例如 Re London School of Electronics Ltd（1986），聲請人主張

經營者挪用公司資產至該經營者名下之公司；在 Re Elgindata Ltd 案

399中 Warner 法官表示經營者為了自己、其家人或朋友利益而濫用

公司資產，將使法院認為該行是一不公平侵害行為400。 

4、經營者過高報酬及未給付或不足給付股息（excessive 

remuneration and the failure to pay dividends）。由於柯恩委員會、詹

金斯委員會發現董事會大量濫用其權利而給予自己超額報酬，相對

的，少數股東們僅分派到為數甚少的股息，也因此建議增訂本制

度。故在司法實務上，法院皆認為上述情況構成不公平侵害401。 

（三） 法院之權利 

當法院認為原告提出之聲請有理由，法院得就其所受侵害給予

其認為適命之命令，法院得依據第 996 條第 2 項402規定做出適當之

命令，依下述可以發現，法院在不公平侵害救濟制度裡有相當大的

裁量空間，去根據不同之侵害類型而予以適當之救濟方式403。 

第 996 條第 2 項第（a）款之行為規制命令乃法院強制公司為

一定行為，即由法院介入商業經營，例如要求公司在特定時間召開

股東會等事項404。第 996 條第 2 項第（b）款賦予法院命令公司用

                                                
399 Re Elgindata Ltd [1991] BCLC 959 
400 DIGNAM & LOWRY, supra note 380, at 243-244. 
401 Id. at 245. 
402 UK CA2006 §996 Powers of the court under this Part: …(2)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generality of 
subsection (1), the court’s order may—(a) regulate the conduct of the company’s affairs in the future; 
(b) require the company—(i) to refrain from doing or continuing an act complained of, or(ii) to do an 
act that the petitioner has complained it has omitted to do; (c) authorise civil proceedings to be 
brought in the name and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by such person or persons and on such terms as 
the court may direct; (d) require the company not to make any, or any specified, alterations in its 
articles without the leave of the court; (e) provide for the purchase of the shares of any members of 
the company by other members or by the company itself and, in the case of a purchase by the 
company itself, the reduction of the company’s capital accordingly. 
403 DIGNAM & LOWRY, supra note 380, at 249. 
404 張庭維，股東直接訴權之研究：以契約、侵權與法定救濟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2015 年，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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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行動避免實現或計畫中對股東利益造成不公平侵害之事務。其

與上述第（a）款的差異應在於，本款禁制令具有制止現在繼續的

不法作為或不作為405。舉例而言，在 Whyte Petitioner 案中，法院

發布一個禁制令，阻止多數股東解任一位董事406。第 996 條第 2 項

第（c）款賦予法院授予被不公平侵害之聲請人，以公司名義對違

反責任之董事提起代表訴訟。但聲請人若欲請求本款之命令，其將

有兩個訴訟產生的預期，在提起為公司之代表訴訟前，聲請人必須

證明事實第 994 條的要件407。第 996 條第 2 項第（d）款使法院得

以命令之方式，防止多數股東濫用表決權修改章程對少數股東進行

壓迫行為。多數股東只有依照 Allen v. Gold Reefs of Western Africa 

Ltd 案408，證明其修改章程係基於「善意」（bona fide），目的在於追

求公司作為商業實體之整體利益，法院即可能許可之409。第 996 條

第 2 項第（e）款則賦予法院命令公司或其他股東購買聲請人之股

份。在公司股東間關係明顯破裂時，此一救濟方式將可能被採用。

在 Grace v. Biagioli 案410中，公司之經營者刻意不發放股息，一審法

院認為此時較適宜之救濟方式應是命令公司就未發放之股息，應附

加利息一併償還。但上訴法院表示，綜合考慮當事人間的關係以及

對公司未來的影響，對於公司、經營者及少數股東而言，採取收購

命令之救濟方式均是更為適當的方式411。 

二、 代表訴訟 

英國普通法（common law）上關於股東之代位救濟，奠基於

1843 年的 Foss v. Harbottle 案。本案判決對於代表訴訟的見解，常

被歸納為「適當原告原則」（the proper plaintiff rule）及「多數決原

則」（the majority rule）兩大原則。亦即，若有主張不法行為導致公

                                                
405 同前揭註，頁 38。 
406 Re Whyte (Petitioner) 1984 SLT 156; DIGNAM & LOWRY, supra note 380, at 250. 
407 Id. at 250. 
408 Allen v Gold Reefs of West Africa Ltd [1900] 1 Ch 656 
409 張庭維，前揭註 404，頁 39。 
410 Grace v Biagioli. [2006] BCC 82 CA, [2006] 2 BCLC 70, [2005] All ER (D) 60 (Nov. 2005) 
411 DIGNAM & LOWRY, supra note 380, at 250; HENNIGAN, supra note 377, at 4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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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受害，原則上（prima facie）適當之原告應係公司；若該主張之

不法行為係經過多數股東同意通過之交易，則其他股東不得對之訴

請救濟412。從上述原則來看，可以想像英國普通法上對於股東提起

代表訴訟，係採取較為保守的態度，因此過去成功之案例相當有

限。惟 Foss 案所採取的原則在英國 1997 年的法律委員會（Law 

Commission）討論中受到強烈批判，該委員會建議應將代表訴訟成

文法化，取代普通法上模糊不清且僵化的規範。此一建議後來促成

了 2006 年公司法（the Companies Act 2006）中關於代表訴訟的規

定413。 

依 2006 年公司法第 260 條414之規定，任一股東均可提起代表

訴訟，並無持股比例之要求，且依該條第 4 項，本法並不採取「同

時擁有股份原則」，亦即縱使代表訴訟主張之原因事實發生後始取

得股份之股東，亦有權提起代表訴訟。 

依第 260 條第 3 項之規定，股東為公司提起代表訴訟，其被告

係公司董事。而依第 5 項之規定，此一董事不僅包含現任董事者，

也及於影子董事（shadow director）與曾任董事者（former 

director）。此外，第 3 項亦明文規定除董事之外，代表訴訟之被告

也可以是「他人」（another person）。此處之「他人」應係對於董事

違反其義務之行為給予幫助者或因此收受公司資產者，若是單獨違

                                                
412 HENNIGAN, supra note 377, at 421. 
413 Id. at 419; PAUL L. DAVIES & SARAH WORTHINGTON,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648 (2012). 
414 UK CA2006 §260 Derivative claims: (1) This Chapter applies to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Wales 
or Northern Ireland by a member of a company—(a) in respect of a cause of action vested in the 
company, and (b) seeking relief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This is referred to in this Chapter as a 
“derivative claim”. (2) A derivative claim may only be brought—(a) under this Chapter, or (b) in 
pursuance of an order of the court in proceedings under section 994 (proceedings for protection of 
members against unfair prejudice). (3) A derivative claim under this Chapter may be brought only in 
respect of a cause of action arising from an actual or proposed act or omission involving negligence, 
default, breach of duty or breach of trust by a director of the company. The cause of action may be 
against the director or another person (or both). (4) It is immaterial whether the cause of action 
arose before or after the person seeking to bring or continue the derivative claim became a member 
of the company. (5)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hapter—(a) “director” includes a former director; (b) a 
shadow director is treated as a director; and (c) references to a member of a company include a 
person who is not a member but to whom shares in the company have been transferred or 
transmitted by operation of law.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52 

 

法個人之義務而致公司受害者（例如公司會計師違法其義務），股

東應不得依據本條對之提起代表訴訟415。 

如前所述，代表訴訟的提起門檻及要件並不嚴苛，對於如何避

免可能產生濫訴，本法將此一任務完全交給法院。依第 261 條第 2

項416之規定，若法院認為股東提出之證據，無法「使其主張獲得初

步的證明」（disclose a prima facie case），法院應駁回其訴訟。若能

通過上述第一階段之審查，法院將會進行第二階段之審查。依第

263 條第 3 項之規定，在此階段法院應綜合考量諸多因素以決定是

否允許代表訴訟繼續進行，包括：1、該股東起訴是否基於善意

（good faith）；2、若從為促進公司利益之董事的角度來看，該訴訟

之重要性；3、若其請求所依據之作為或不作為，是否已得到或可

能得到公司之事前允許或事後同意；4、公司是否決定不支持此一

代表訴訟；5、其請求所依據之作為或不作為是否可能衍生另一請

求，而該請求可由原告以自己名義起訴主張，而無須以公司名義提

起代表訴訟。 

此外，依據第 264 條417之規定，在任一股東提起代表訴訟後，

若有下列之事由，公司之其他股東可以向法院聲請由其續行訴訟：

                                                
415 HENNIGAN, supra note 377, at 423. 
416 UK CA2006 §261 Application for permission to continue derivative claim: A member of a 
company who brings a derivative claim under this Chapter must apply to the court for permission (in 
Northern Ireland, leave) to continue it. (2) If it appears to the court that the application and the 
evidence filed by the applicant in support of it do not disclose a prima facie case for giving 
permission (or leave), the court—(a) must dismiss the application, and (b) may make any 
consequential order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3) If the application is not dismissed under subsection 
(2), the court—(a) may give directions as to the evidence to be provided by the company, and (b) 
may adjourn the proceedings to enable the evidence to be obtained. (4) On hearing the application, 
the court may—(a) give permission (or leave) to continue the claim on such terms as it thinks fit, (b) 
refuse permission (or leave) and dismiss the claim, or (c) adjourn the proceedings on the application 
and give such directions as it thinks fit. 
417 UK CA2006 §264 Application for permission to continue derivative claim brought by another 
member: (1) This section applies where a member of a company (“the claimant”)—(a) has brought a 
derivative claim, (b) has continued as a derivative claim a claim brought by the company, or (c) has 
continued a derivative claim under this section. (2) Another member of the company (“the 
applicant”) may apply to the court for permission (in Northern Ireland, leave) to continue the claim 
on the ground that— (a)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proceedings have been commenced or continued 
by the claimant amounts to an abuse of the process of the court, (b) the claimant has failed to 
prosecute the claim diligently, and (c) it is appropriate for the applicant to continue the claim as a 
derivative claim. (3) If it appears to the court that the application and the evidence fil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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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原起訴之股東提起或進行代表訴訟之方式，已構成訴訟程序

之濫用（an abuse of the process of the court）；（b）原起訴之股東未

能認真地進行訴訟（prosecute the claim diligently）；（c）由聲請之

股東以代表訴訟之方式續行訴訟係屬適當。 

關於股東提起代表訴訟之費用補償，依據 1975 年 Wallersteiner 

v. Moir (No 2)案418之見解，若股東起訴係本於善意且有合理基礎，

若勝訴之利益歸於公司而原告僅是以股東之地位間接受益，且若對

獨立之董事會而言，該訴訟之提起係屬合理。 

第三項、 日本 

日本 2005 年以前之舊商法雖未明文區分閉鎖性公司與公開性

公司，但於昭和 41 年（1966 年）修正舊商法，即本諸股份有限公

司多為閉鎖性公司之考量，而明定公司章程得訂定股份轉讓應經董

事會承認之規定，以限制股份之轉讓，維持公司之閉鎖性。而平成

17 年（2005 年）刪除有限公司法，統合原規定於商法中之股份有

限公司之規定，制定嶄新的會社法法典，制定「未設置董事會之公

司」以及「合同公司」。 

日本舊商法並未對閉鎖性公司之相關法制設有完整之規範體

系，目前主要是從股東之監督機制及多數決原理之界限出發，就閉

鎖性公司少數股東之保護機制設有零散規範。此外，亦未直接明定

閉鎖性公司之控制股東應對其他股東負信任義務。由於股東會及董

事會全面適用多數決原理，因此除公司之監督機關外，尚應對設置

為保護少數股東之監督機制。原則上，2005 年制定之日本會社法對

                                                

applicant in support of it do not disclose a prima facie case for giving permission (or leave), the 
court—(a) must dismiss the application, and (b) may make any consequential order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4) If the application is not dismissed under subsection (3), the court—(a) may give 
directions as to the evidence to be provided by the company, and (b) may adjourn the proceedings to 
enable the evidence to be obtained. (5) On hearing the application, the court may—(a) give 
permission (or leave) to continue the claim on such terms as it thinks fit, (b) refuse permission (or 
leave) and dismiss the application, or (c) adjourn the proceedings on the application and give such 
directions as it thinks fit. 
418 Wallersteiner v. Moir, [1975] 1 All ER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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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少數股東之保護機制與舊商法大同小異。其中，依日本會社法第

833 條解散裁判訴請權以及第 247 條不公平發行新股制止權，以壓

制控制股東或經營者不當濫用多數決原理。若股東會之決議內容對

控制股東較為有利，而對少數股東較為不利時，應可評價為構成日

本會社法第 831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規定之顯著不當決議，少數股東

得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又若股東會之決議內容違反股東平等

原則，解釋上則可依日本會社法第 830 條之規定，提起確認股東會

決議無效之訴419。 

一、 解散裁判訴請權 

首先，就解散裁判訴請權而言，依日本會社法第 833 條第 1 項

（舊商法第 406 條之 2）規定：「持有表決權總數十分之一以上之股

東，如有下列不得已事由時，得請求法院解散公司：一、公司業務

之執行遭遇顯著困難，而對公司致生無法回復損害之虞者。二、公

司財產之管理或處分顯著失當，而危及公司之存立者。」解釋上應

指公司經營遭逢無法解決之僵局或經營者濫權而不當管理處分公司

資產時，少數股東始得行使。例如依日本司法實務之見解，董事間

或股東間意見對立無法妥協，而無法執行業務或召開股東會之情

形，即為公司經營遭逢無法解決之僵局420。 

二、 不公平發行新股制止權 

至於所稱不公平發行新股制止權，依日本會社法第 247 條（舊

商法第 280 條之 10、第 280 條之 39）規定：「公司如違反法令或章

程，或以顯著不公平方法發行新股，而有致生股東不利益之虞者，

該股東得向公司請求停止發行。」即為防止多數股東藉由股東會決

                                                
419 崔延花譯，日本公司法典，中國政法大學，初版，2006 年 1 月，頁 417。  
420 東京地判平成元‧七‧十八，判例時報第 1349 號，頁 148。轉引自：王志誠，前揭註 1，

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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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之方式，訂定不公平之發行條件或不當排除股東之新股認購權，

變更閉鎖性公司股東間之控制比率421。 

三、 多數決原理之救濟 

此外，由於採用資本多數決原理，不僅由股東會對董事之監

督，是以多數決為之，且董事亦由多數股東所掌控，因此除應保障

少數股東收回投資之權利外，亦應修正數決原理，使少數股東有機

會參與公司經營，並得對董事採取監督手段422。有鑑於此，日本會

社法除就公司為營業變更、合併、變更章程限制股份轉讓、股份交

換、股份移轉、公司分割或有限公司為變更組織等情形，設有反對

股東之股份收買請求權外，亦規定股東得行使累積投票請求權423及

解任董監事訴請權424。 

第四節、 小結 

閉鎖性公司之股東通常身兼董事及經理人參與公司之日常營

運，與公開發行公司之股東在公司之經營上屬於被動的角色有所不

同。是以，實際參與公司經營所得之薪資成為投資回收的關鍵。425

控制股東為了牟取更多利益，可藉由免除其職務，並且配合不發放

股利之方式來將少數股東逐出426。由於閉鎖性公司缺乏可出售股票

之次級市場，股份之出售價格亦常常不能反映其真實價格，在無法

出售股票或出售股票極為不利之情況下，可行的選項有：訴請解散

公司、請求公司（或控制股東）收購其股份或是主張控制股東（或

少數股東）違反受託義務以請求損害賠償等。其中以解散公司為最

                                                
421 永井和之，前揭註 216，頁 433-434。轉引自：王志誠，前揭註 1，頁 255。 
422 永井和之，前揭註 216，頁 147-149；竹內昭夫著、彌永真生補訂，株式会社法講義，有斐

閣，頁 453-460，2001 年。轉引自：王志誠，前揭註 1，頁 255。 
423 日本會社法第 342 條（日本舊商法法第 256 條之 3）。 
424 日本會社法第 854 條（日本舊商法第 257 條第 3 項、第 280 條第 1 項）。 
425 Robert A. Ragazzo, supra note 195, at 1103-1104. 
426 Wilkes v. Springside Nursing Home, Inc., 353 N.E.2d 657, 664 (Mass. 1976); In re Judicial 
Dissolution of Kemp & Beatley, Inc., 473 N.E.2d 1173, 1181 (N.Y. 198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56 

 

極端的手段，若非必要，應不宜以放棄公司繼續經營價值之解散方

式退出公司，而盡可能以其他手段解決紛爭較為有利。 

在美國法上透過壓迫行為的認定，來強調控制股東所負之忠實

義務範圍並非僅限於公司，尚且包含各別股東之權利427，並且可以

受有「壓迫行為」為訴因提起直接訴訟，向控制股東求償各別股東

所受之損害。英國法則透過不公平侵害制度，提供少數股東更多救

濟之空間。日本則是以解散裁判訴請權及不公平發行新股制止權，

作為壓制多數股東或經營者濫用多數決之救濟途徑。 

  

                                                
427 John A. C. Hetherington & Michael P. Dooley, supra note 57, 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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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閉鎖性公司法制之審視與檢討 

我國公司一向以閉鎖性公司數目佔絕大多數，在 2015 年公司

法修正之前，尤其在股份有限公司之章節中，主要仍係以有公開發

行之股份有限公司為核心，因此閉鎖性公司在適用上遇到不少窒礙

難行之處，實務上亦發生許多問題，在舊法下沒有適切的解決之

道。自 2015 年 9 月正式實施了公司法閉鎖性公司專章後，截至

2016 年 12 月止已有 300 多家的閉鎖性公司向主管機關進行申請與

登記，顯示閉鎖性公司逐漸為國人所接受與採用。 

相較於國外立法例，閉鎖性公司實際上在美日英施行多年。在

美國稱「閉鎖性公司」、日本稱「未設董事會之股份有限公司」、英

國稱「私人公司」，因其公司組織較一般股份有限公司封閉，在公

司治理上享有較高自由度。在國際立法上，為鼓勵中小型公司之設

立與發展以及年輕人創業，各國均陸續引進閉鎖性公司制度。我國

2015 年公司法修正案之立法說明中，談到閉鎖性公司專節之立法目

的即謂：為建構我國成為適合全球投資之環境，促使我國商業環境

更有利於新創產業，吸引更多國內外創業者在我國設立公司，另因

應科技新創事業之需求，賦予企業有較大自治空間與多元化籌資工

具及更具彈性之股權安排，引進英、美等國之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制度，增訂「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專節。 

我國也為促使中小企業發展，鼓勵新型態創業公司設立，於是

參考外國立法例，引進閉鎖性公司制度，並且從股份轉讓以章程限

制、可現金以外出資（勞務與信用）、有限度的實施公開發行或募

集有價證券、無票面金額股份、董監事選任方式以章程約定、股東

會召開方式較多元、股東表決權契約、盈餘分派得半年一次、可私

募公司債其限制較寬等因素，讓國人可以選擇新的公司型態。在一

般認知下，閉鎖性公司通常指公司股東人數少、關係緊密，且股份

並未公開發行、股東股份轉讓受一定條件約束之公司型態。對於閉

鎖性公司基於股東間之約定訂立股東書面協議或公司章程做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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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依據，因此立法考量上在不影響公司法制健全發展下，避免法

規過度介入閉鎖性公司之公司治理，以降低新創公司遵法成本，俾

利新創公司發展428。但相對的，本次閉鎖性公司專章的制定，也確

實留有彈性空間，而此等彈性空間並非明確，須待日後的立法補充

或由主管機關以函釋做出補充解釋。本章以下首先介紹我國 2015

年新增之閉鎖性公司專章，以此進一步分析我國對於閉鎖性公司少

數股東保障之缺失與不足，最後重點整理公司法全盤修正修法委員

會 2016 年 12 月所發布之公司法全盤修正修法建議中針對閉鎖性公

司之內容，分析目前實務運作閉鎖性公司制度之難題與解決之道。 

第一節、 公司法修正增訂閉鎖性公司專章 

以我國公司法原有之公司類型而言，於 2015 年 7 月 1 日公

布、同年 9 月 4 日正式施行的第 356 條之 1 至第 356 條之 14 的閉

鎖性公司專節，對原有的公司法原理原則帶來許多挑戰，例如：信

用勞務出資抵充股數、群眾募資平台之許可、股份轉讓之限制、特

別股之自治、視訊會議之承認、表決權之拘束與信託契約、每半年

分派盈餘等，其中最大的挑戰當是「無票面金額股」制度的引進。

依據立法理由說明，公司法修正引進無面額股之目的，在於提供新

創事業之發起人及股東在股權部份有更自由之規劃空間，故引進英

美先進國家早已採行之無面額股制度。但此閉鎖性公司之專節將帶

來新的潮流，也帶來新的課題。以下從我國公司法之發展沿革論述

閉鎖性公司制度之引進，並分析閉鎖性公司制度之修正內容。 

第一項、 公司法之沿革與閉鎖性公司制度之引進 

我國公司法從 1929 年 12 月 26 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共 233 

條，並自 193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主要以德國和日本的公司法爲

藍本。截至 2015 年 7 月 1 日共修法 26 次，其中不乏經過數次大規

模修法。回溯近 10 年之修法狀況，2005 年之修法引進少數股東提

                                                
428 陳以培，閉鎖性公司實行相關爭議，明沂事務所明沂法訊，第 76 期，2016 年 2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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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權及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2009 年修法引進企業肥貓條款、廢除

法定最低實收資本額及配合民法監護宣告制度之改革而為之文字調

整，而實務發展有 4 個議題值得關注：即股東會之運作、董事之忠

實義務、解任董事及假處分之運用429。綜觀修法之主要內容，主要

可區分為適用於一般公司及適用於公開發行公司之修正。修正內容

主要可區分為：公司資本與會計、董事及董事會、股東會與股務、

有價證券發行。大部分修正內容，都與公司治理有關430。 

2012 年中公布施行的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引進實質董事、影

子董事等制度，並放寬有關公司資金流出之規範，讓台灣在公司治

理及企業金融規範的現代化上，再度向前邁進一大步431。2013 年修

正公司法第 197 條有關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於當選後就任前轉讓持股

超過選任當時二分之一規定之文字，以及增訂公司法第 154 條第 2

項「揭穿公司面紗原則」432。 

21 世紀正邁向創新經濟時代，企業想要在創新經濟時代繼續存

活，必須從教育著手，培養人員重視創新的紀律與問題解決能力，

這才是滋養企業創新的基礎。而科技新創事業是引領台灣未來的關

鍵所在，科技新創事業能否蓬勃發展，在法制面上的關鍵因素，則

是在創業家與投資人間能否有更精緻、周延的契約安排、組織規劃

來因應科技新創事業本質上的高風險，以追求未來可能實現的高報

酬、高獲利。然而，在閉鎖性公司專節實施前之公司法，不論是有

限公司或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規範，都存在著許多管制性的強行規

定，大幅限縮了創業家與投資人的規劃空間。緣此，引進閉鎖性公

司的修法考慮的方向是：以目前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主要係為大型公

司量身定作規定，對於公司組織如董事會、股東會等權利義務安排

                                                
429 曾宛如，公司與證券交易法，臺大法學論叢，第 39 卷，第 2 期，2010 年 6 月，頁 143。 
430 林仁光，2011 年公司法與證券交易法發展回顧：公司治理之強化，臺大法學論叢，第 41 

卷，2012 年 11 月，頁 1601。 
431 黃銘傑，2012 年公司法與證券交易法發展回顧，臺大法學論叢，第 42 卷，2013 年 11 

月，頁 1109。 
432 林仁光，2013 年公司法與證券交易法發展回顧：公司治理之強化，臺大法學論叢，第 43 

卷，2014 年 11 月，頁 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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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嚴謹設計；股權設計、股東投票制度等均有其設計背景及理

由，於大公司仍有存在必要；而對於新創企業及中小企業，因股東

人數少且有封閉性，在公司組織上宜給予相當自主空間，閉鎖性公

司章程或股東間協議宜有彈性安排。修法方向宜大幅度地放寬現有

公司法的管制性規定，以創設符合科技新創事業與中小企業發展的

法律環境。 

第二項、 閉鎖性公司法制修正內容 

2015 年 9 月 4 日閉鎖性公司專節之施行，突破原有公司法的限

制，使我國公司法規定中的股份有限公司類型一分為二。藉由專節

的體例與設計，閉鎖性公司得以排除公司法部分規定適用，在股東

出資型態、特別股與公司債之發行、肯認表決權拘束契約等面向，

賦予企業自治空間、多元化籌資工具及更具彈性之股權安排。閉鎖

性公司條文增訂在公司法之專節中，而不另訂專法，其特點及限制

均在專節中涵蓋，而未提及之處，則視同一般股份有限公司，依公

司法規定處理。以下就閉鎖性公司專節修正內容分述如下： 

一、 定義與特性：股東 50 人以下、章程定有股份轉讓限制之

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依據公司法第 356 條之 1 規定，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指股東人

數不超過 50 人，並於章程定有股份轉讓限制之非公開發行股票公

司（第 1 項）。閉鎖性公司的股東人數，中央主管機關得視社會經

濟情況及實際需要增加之；其計算方式及認定範圍，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第 2 項）。從該條規定可知，閉鎖性公司為股東人數不超

過 50 人且章程定有股份轉讓限制的非公開發行公司。且為利一般

大眾辨別達到公示效果，依據公司法第 356 條之 2 規定，閉鎖性股

份有限公司應於章程載明閉鎖性之屬性，並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的

資訊網站上。於現今資訊取得成本不高之資訊科技時代，閉鎖性公

司之公示義務與主管機關官方資訊之提供應已足夠保障外部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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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交易相對人，則不須強制規範公司須直接在公司名稱註明閉鎖性

字樣433。 

然而在此種限制之下，若章程規定股東持有股份達所定限制轉

讓期間後即可自由轉讓，是否有違公司法第 356 條之 1？經濟部函

釋，閉鎖性公司之最大特點係股份之轉讓受到限制，倘章程規定股

東持有股份達所定限制轉讓期間後即可自由轉讓者，與上開規定，

尚有未合434。經濟部對此並未強烈反對，而持保留之態度以觀。 

另在公司法第 356 條之 1 立法說明清楚表示股東人數之彈性：

考量未來社會經濟情況變遷及商業實際需要，有調整第 1 項所定股

東人數之必要，爰於第 2 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得增加閉鎖性股份有

限公司之股東人數，並授權訂定股東人數之「計算方式」及「認定

範圍」，使我國公司遵循其範圍致使不喪失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

資格。若為「認定範圍」之外而喪失閉鎖性公司之資格時，應留有

公司改正之緩衝時間435，俾利我國公司對此專節之信服。 

按閉鎖性公司往往股東人數較少，且非常重視股東的特質與彼

此的信任，並非可隨意取代，若閉鎖性公司的股東可以隨意轉讓其

持股，往往會使創業目的不達或中途崩解，故股份轉讓限制的機制

對閉鎖性公司相當重要。就此，公司法第 356 條之 5 規定，閉鎖性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轉讓之限制，應於章程載明；公司發行股票者，

應於股票以明顯文字註記股份轉讓之限制；不發行股票者，讓與人

應於交付受讓人之相關書面文件中載明，且股份轉讓之受讓人得請

求公司給與章程影本。 

股份限制轉讓在閉鎖性公司制度舉足輕重，但在章程設計時應

特別注意觸發限制轉讓之事由、轉讓價格之決定及相關價格檢討機

制、轉讓程序時點之細部規範、同意轉讓之時間效力範圍、爭端解

                                                
433 方嘉麟主編，林國全等人合著，前揭註 166，頁 42。 
434 經濟部 104 年 12 月 29 日經商字第 10402137390 號函。 

435 劉連煜，前揭註 2，頁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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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機制，與轉讓限制因不合理與不必要等權利濫用情形，在遭受法

院司法審查宣告為無效時之補救措施等，以免轉讓限制規範因一時

違反合理性或必要性等可能之權利濫用情形，而損害公司之閉鎖

性。另外，期待未來通過公司法修正草案第 162 條之 2，刪除「公

開」二字，取消免印製股票須為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限制436。讓

「無實體發行股票」之情形，由集中保管結算所登錄即可，無需印

製股票交付股東，且不產生股票印製、簽證及交付等費用成本，其

股東則無需承擔遺失實體股票之風險。 

因此閉鎖性公司可於章程中訂定股份轉讓限制（例如限制股份

轉讓須經其他全體股東或一定比例股東之同意），且因股份轉讓限

制為閉鎖性公司的特性，該等限制既然載明於章程而有公示性，閉

鎖性公司之股東若違反章程所載的轉讓限制而轉讓股份，目前一般

認為應屬無效437。 

二、 禁止募集設立與募集發行 

為強調閉鎖性公司之閉鎖性，發起人選擇此種公司型態時，須

經全體發起人同意。又基於閉鎖性之特質，不應涉及公開發行或募

集，僅允許以發起設立之方式為之，不得以募集設立之方式成立，

且發起人應全數認足第一次應發行之股份，以充實公司資本。爰於

公司法第 356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發起人得以全體之同意，設立閉

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並應全數認足第一次應發行之股份。並於同條

第 6 項規定，公司之設立不適用第 132 條至第 149 條及第 151 條至

第 153 條規定。亦即排除募集設立之規定438。公司法第 356 條之 4

第 1 項規定閉鎖性公司不得公開發行或募集有價證券。但經由證券

主管機關許可之證券商經營股權群眾募資平臺募資者，不在此限。

此則為禁止募集發行之規定。 

                                                
436 公司法第 162 條之 2 規定：「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其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第 1 

項）。依前項規定發行之股份，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第 2 項）。」 
437 方嘉麟主編，林國全等人合著，前揭註 166，頁 25-26。 
438 劉連煜，前揭註 2，頁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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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出資形式的增加：得以財產、技術、勞務或信用抵充出資 

依據公司法第 356 條之 3 第 2 項至第 4 項規定，閉鎖性股份有

限公司的發起人，其出資除現金外，得以公司事業所需之財產、技

術、勞務或信用抵充之。但以勞務、信用抵充之股數，不得超過公

司發行股份總數之一定比例。非以現金出資者，應經全體股東同

意，並於章程中載明其種類、抵充之金額及公司核給之股數，主管

機關則應依該章程所載明之事項辦理登記，並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

之資訊網站。 

在科技新創事業中，勞務出資的允許，尤為重要。在新創階

段，重點在於創業家的發想與投入。創業家經常欠缺資金，也可能

沒有法律上所認定的「技術」，若不明文允許其以勞務出資，顯將

不利於公司的設立。從閉鎖性公司的本質而言，出資的標的亦應容

許股東自行約定與安排。對於鑑價、估值等問題，一方面應由公司

負責人履行其信賴義務，本於誠信為之；另方面股東也可以透過章

程或股東協議，加以特別約定，以保護自身及公司利益。信用、勞

務之出資，因現尚難以客觀方式確定其市場價值，復以須全體股東

同意，爰免除其鑑價要求。若法人所據以之信用或能提供之勞務，

確為閉鎖性公司業務經營業務所需，應可為公司法所許。此外，

「技術」出資與「勞務」出資應有所區別，如果會計上不符合資產

定義之「技術」出資（不得以資產入帳），應歸屬於「勞務」出

資，以避免實務上可能以摻水之「技術股」膨脹公司的資產及資本

439。 

目前主管機關經濟部認定，得以勞務、信用抵充之股數的「一

定比例」，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之公司，勞務、信用合

計抵充出資之股數不得超過公司發行股份總數二分之一；實收資本

額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之公司，則不得超過公司發行股份總數四分

                                                
439 方嘉麟主編，林國全等人合著，前揭註 166，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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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440。且經濟部就該「一定比例」似擬採從寬的累進認定，亦即

資本額達三千萬以上之公司，其信用、勞務合計抵充出資之股數以

資本額未達三千萬部分之二分之一，加計資本額三千萬以上部分之

四分之一來計算441。 

四、 得選擇累積投票制以外之投票方式選任董事及監察人 

基於企業自治在閉鎖性公司的重要性，應允許公司自由選擇其

董事選舉制度。公司法第 356 條之 3 第 5 項規定，發起人選任董事

及監察人之方式，除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準用第 198 條規定。故透

過發行複數表決權等特別股以及章程的設計，閉鎖性公司的發起人

得規劃董事、監察人席位，並據此在募資時，妥善安排公司經營與

控制權歸屬。 

本條依文義可看出分為「公司設立階段」與「公司設立後階

段」，亦即閉鎖性公司發起設立時，允許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否則

乃採累積投票制。至於爾後股東會董事、監察人時，依條文文義，

則應依公司法第 198 條累積投票制方式為之。然而學者認為，這樣

之結果是否為立法者之原意？還是原意是閉鎖性公司所有股東會均

可以章程規定採取非累積投票制方式選舉董監？實值推敲442。 

閉鎖性公司之董事監察人選任方式，僅於第 356 條之 3 第 5 項

就公司設立階段予以特別規定，而未就公司設立後之階段有所規

定。若從立法者原意推敲，累積投票制之意義在使股份有限公司中

經營理念或著重利益未必相同的各派系股東，得有機會依其持有之

表決權數多寡比例產生代表各自派系立場之董監事，為避免其他選

任方式可能導致之特定派系股東囊括全部董事席次，致公司經營成

為一言堂，欠缺內部制衡監控之結果。而上述目的可以透過複數表

決權、對特定事項否決權、得倍數轉換為普通股之轉換特別股、表

                                                
440 經濟部民國 104 年 9 月 9 日經商字 10402423740 號函釋。 
441 中華民國工商行政服務入口網，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專區──常用問答，前揭註 90。 
442 劉連煜，前揭註 2，頁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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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權拘束契約及表決信託…等方式達成，且也明確表示並不介意犧

牲反映出資比例平等精神之內部制衡監控機制。然若果如此，即難

理解何以在公司設立後，此一需求即不復存在，而須回歸強制適用

累積投票制選任董監事？其實，若修改文字為：「發起人選任董事

及監察人之方式，除經發起人全體同意外，準用第 198 條規定。」

亦可達到與本條相同效果443。 

往昔累積投票制由強制性改為任意性過程中，曾發生公司少數

股東本來依累積投票制，其持股比例可取得部分董事席次，在選制

轉換後，結果無法取得任何董事席次，因而引發強烈爭議情形（例

如大毅案），公司法第 198 條也因而於 2012 年修正，改回強制規

定。若閉鎖性公司決定採取累積投票制，對於嗣後選舉制度的轉

換，應有更嚴格的限制，以免發生類似重大爭議情形。閉鎖性公司

易發生少數股東被壓迫的情形，若公司採用累積投票制，本文認為

公司法第 199 條解任決議應配合修正，以確保累積投票制目的之貫

徹。 

五、 准許無票面金額股的發行並得擇一採行 

在原公司法架構，公司股票需有面額。股票面額，為發行股份

時之最低認購價格，且非公開發行公司不可折價發行。實務上，多

數公司選擇 10 元為面額。儘管面額大小或有無面額並不影響公司

實質市場價值，但相同資本額的情況下，面額大小或有無面額會影

響公司可發行的股份總數，進而影響公司的股權設計結構。閉鎖性

公司開放擇一採行票面金額股或無票面金額股（不允許票面金額股

與無票面金額股併存），讓創業家及投資人多一個選擇。依公司法

第 356 條之 6 規定，公司發行股份應擇一採行票面金額股或無票面

金額股（第 1 項）。公司發行無票面金額股者，應於章程載明之；

                                                
443 林國全，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選任董監事得否排除累積投票制之適用？，月旦法學

教室，第 164 期，2016 年 6 月，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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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得之股款應全數撥充資本，不適用第 24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第 2 項）。 

另按無面額股制度下，關於公司之撥充資本之數額，依法理原

本得有以下做法：1、委由董事會全權決定應撥充資本之數額；2、

法律指定一定比例撥充資本；3、全數股款皆為資本。我國公司法

在閉鎖性公司專節乃採取第 3 種方式實施。因無面額股無票面金

額，故無溢價發行所得股款之資本公資，不適用第 241 條以「超過

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之溢價」發給股東新股或現金。此外，依公

司法第 356 條之 3 第 6 項規定，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設立不適用

之規定，包括公司法第 140 條股票之發行價格不得低於票面金額的

規定。然而因非公開發行公司並無股票面額之限制，因此閉鎖性公

司不論是否採用無面額股，均無發行價格低於票面金額的問題444。 

閉鎖性公司若發行無面額或低面額股票，有助於減輕創業者在

創設公司時之資金壓力，降低創業門檻，且讓原始股東有更多空間

能維持一定持股比例。特別是無票面股票，因股票無面額，即無折

價發行問題，甚且可低於新台幣 1 元，非常有利新創團隊以極低的

出資取得大量的股份，亦使閉鎖性公司有很大的彈性規劃員工或技

術團隊認購股票的價格。 

六、 彈性放寬特別股：承認複數表決權股與黃金股 

由於公司法向來重視股東平等原則445，認為股東間之權利義務

應盡量使其平等一致。對於公司法第 157 條第 3 款446，經濟部向來

認為「限制或無表決權」在表示特別股的表決權數可以不如普通

股，而非優於普通股447。另一方面，我國很多青年創業的中小企

業，常為避免因增資而被創投或他人取得經營權而選擇不增資，使

                                                
444 劉連煜，前揭註 2，頁 648。 
445 公司法第 179 條第 1 項：「公司各股東，除有第 157 條第 3 款情形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446 公司法第 157 條：「公司發行特別股時，應就左列各款於章程中定之：一、特別股分派股息

及紅利之順序、定額或定率。二、特別股分派公司賸餘財產之順序、定額或定率。三、特別股

之股東行使表決權之順序、限制或無表決權。四、特別股權利、義務之其他事項。」 

447 經濟部 72 年 3 月 23 日商 11159 號；劉連煜，前揭註 2，頁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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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規模一直無法擴大等，閉鎖性公司專節乃決定引進複數表決權

股與黃金股。 

依公司法第 356 條之 7 規定，公司發行特別股時，應就下列各

款於章程中定之：一、特別股分派股息及紅利之順序、定額或定

率。二、特別股分派公司賸餘財產之順序、定額或定率。三、特別

股之股東行使表決權之順序、限制、無表決權、複數表決權或對於

特定事項之否決權。四、特別股股東被選舉為董事、監察人權利之

事項。五、特別股轉換成普通股之轉換股數、方法或轉換公式。

六、特別股轉讓之限制。七、特別股權利、義務之其他事項。 

換言之，閉鎖性公司得發行複數表決權、具否決權與可轉換成

普通股的特別股，提供創業者維持公司經營權的工具，避免在募資

過程中喪失公司主導權，亦能搭配不同階段投資者之需求設計不同

特別股。針對閉鎖性公司的產業特質（新創事業資金籌措與掌控經

營權二者兼顧），承認複數表決權與黃金股，使創業者在引入資金

的同時亦可保障其經營權之存續或使其對公司具有一定控制力，乃

是閉鎖性公司專節新增訂很大之特色448。 

特別股權利義務規劃鬆綁的必要性，亦反映在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制度的引進與運作上。按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質上即為一種

「限制轉讓」之「特別股」，惟因現行法之規定，特別股不得限制

轉讓，因此公司無法發行此種股份。惟 2011 年引進此一制度時，

係選擇修改公司法第 267 條第 8 項，而非修改第 157 條。此一作法

造成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究為「普通股」或「特別股」，似乎妾身不

明。並且依修法前之規定，僅有公開發行公司才能發行此種股份。

基於創業家、員工、腦力對於科技新創事業的重要性，此類公司更

有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的強烈需求。閉鎖性公司專章一方面放寬

出資標的，另方面放寬特別股權利義務安排的可能性，藉由特別股

                                                
448 劉連煜，前揭註 2，頁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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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義務的適當安排，閉鎖性公司不僅可以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更可以規劃出更適合公司需求的其他特別股。 

七、 股東會得視訊會議及書面同意制度之引進 

閉鎖性公司仍保有股份有限公司三大機關：股東會、董事會與

監察人，惟依閉鎖性公司之性質，閉鎖性公司股東會應允許以較簡

便的方式行之。公司法第 356 條之 8 第 1 項規定，公司章程得訂明

股東會開會時，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

之。蓋閉鎖性公司股東人數不多，股東間關係緊密，且在通常情況

下都會參與經營或關心公司狀況，實無必要侷限於一般股東會形

式，如視訊會議即有相同之效果。若未經全體同意以視訊會議或通

訊投票的方式取代實際召開股東會時，已以通訊投票方式行使表決

權者，依公司法第 177 條之規定，仍為有效449。 

此外，公司法第 356 條之 8 第 3 項引進書面同意（決議）制

度，允許股東得以書面傳遞方式通過決議，而不實際集會。然而閉

鎖性公司得否援引第 3 項之規定，於章程約定所有普通決議事項均

以書面方式行使表決權而不需逐次取得全體股東同意？依法條文義

可得知限於「當次」召開之股東會，以避免股東長久性不實際集會

而傷及股東參與權。學者則表示否定見解，認為章程一經全體股東

同意訂明採行書面同意制度，則日後無須每次召開每次同意450，以

簡化閉鎖性公司之業務成本。 

八、 明文承認表決權拘束契約與表決權信託契約 

過去我國最高法院就股東表決權拘束契約（即股東間關於表決

權行使方式的約定）採取負面看法，認為其違背公司法所維護董事

                                                
449 公司法第 177 條第 1 項：「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但證券主管機關應視

公司規模、股東人數與結構及其他必要情況，命其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 
450 方嘉麟主編，林國全等人合著，前揭註 166，頁 116；劉連煜，前揭註 2，頁 65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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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公平性之理念，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451。原則上，此類表決權

契約若未違反法律強行規定或公序良俗者，應尊重契約自由、私法

自治的原則，承認其效力。新創公司的股東人數較少，往往對公司

經營權的分配與運作已有一定共識，必須在股東會上透過股東表決

權拘束契約形成決議加以落實。公司法第 356 條之 9 第 1 項規定，

股東得以書面契約約定共同行使股東表決權之方式，亦得成立股東

表決權信託，由受託人依書面信託契約之約定行使其股東表決權。 

可知閉鎖性公司專章承認閉鎖性公司的股東得為表決權拘束契

約或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匯聚有相同理念之股東，以共同行使表

決權方式，達到所需要之表決權數，再配合閉鎖性公司所開放的特

別股等股權設計或募資工具，都有助於原始經營團隊能維持主導權

或依據其等與早期投資者的協議，規劃安排公司經營事項。另外，

如約定表決權之股東未依約定內容行使表決權，並不會影響表決結

果，僅屬股東間之債務不履行問題452。我國於 2002 年制定之企業

併購法第 10 條453亦明文承認表決權拘束契約之效力。閉鎖性公司

專節之實施，乃將表決權拘束契約與表決權信託契約得以伸張，並

且讓企業自治的彈性更寬廣。而公司法第 356 條之 9 第 2 項則規

定，前項受託人，除章程另有規定外，以股東為限，受託人必須取

得財產後方能以自己名義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故股東人數之計算

應以形式上之所有權人（受託人）計算。 

                                                
451 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34 號民事判決：「按所謂表決權拘束契約，係指股東與他股東

約定，於一般的或特定的場合，就自己持有股份之表決權，為一定方向之行使所締結之契約而

言。此項契約乃股東基於支配公司之目的，自忖僅以持有之表決權無濟於事，而以契約結合多

數股東之表決權，冀能透過股東會或董事會之決議，以達成支配公司所運用之策略。若股東間

得於事前訂立表決權拘束契約，則公司易為少數大股東所把持，對於小股東甚不公平，更易使

有野心之股東，以不正當手段締結此種契約，達其操縱公司之目的，不特與公司法有關股東會

或董事會決議規定之原意相左，且與公序良俗有違，自應解為無效。」 
452 劉連煜，前揭註 2，頁 653。 
453 企業併購法第 10 條：「公司進行併購時，股東得以書面契約約定其共同行使股東表決權之

方式及相關事宜（第 1 項）。公司進行併購時，股東得將其所持有股票移轉予信託公司或兼營

信託業務之金融機構，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並由受託人依書面信託契約之約定行使其股東表

決權（第 2 項）。股東非將前項書面信託契約、股東姓名或名稱、事務所或住（居）所與移轉

股東表決權信託之股份總數、種類及數量於股東會五日前送交公司辦理登記，不得以其成立股

東表決權信託對抗公司（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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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盈餘分配時程與要件之放寬：允許每半年分派盈餘 

公司盈餘之分派，在國外常為每半年度，甚或每季為期中盈餘

分派。且期中分派可不用經股東會通過，董事會通過後即可行之

454。公司法第 356 條之 10 規定，公司章程得訂明盈餘分派或虧損

撥補於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為之（第 1 項）。公司每半會計年度盈

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應連同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交監察人

查核後，提董事會決議之（第 2 項）。公司依第一項規定分派盈餘

時，應先預估並保留應納稅捐、彌補虧損及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

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第 3 項）。

公司違反前項規定者，股東於受盈餘分派之範圍內，對公司負返還

責任（第 4 項）。此舉乃是提升股東繼續持股的意願，讓公司資本

持續完整。而國外每季度之盈餘分派，可能需要有特殊需求時，而

有限度地開放。期中分派屬於獨立的分派決定，所分配之盈餘亦不

以當期之盈餘為限，若是自保留盈餘提撥分派，應無不許455。 

十、 允許私募普通公司債、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 

依公司法第 356 條之 4 規定，閉鎖性公司不得公開發行或募集

有價證券。另於第 356 條之 11 規定，公司私募普通公司債，應由

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

行之（第 1 項）。公司私募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應經前

項董事會之決議，並經股東會決議。但章程規定無須經股東會決議

者，從其規定（第 2 項）。公司債債權人行使轉換權或認購權後，

仍受第 356 條之 1 之股東人數及公司章程所定股份轉讓之限制（第

3 項）。第一項及第二項公司債之發行，不適用第二百四十六條、第

二百四十七條、第二百四十八條第一項、第四項至第七項、第二百

五十一條至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二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二百五十七

                                                
454 劉連煜，前揭註 2，頁 654。 
455 方嘉麟主編，林國全等人合著，前揭註 166，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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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二、第二百五十九條及第二百五十七條第一項有關簽證之規定

（第 4 項）。 

為了讓閉鎖性公司能有較大的自治彈性及籌措資金便利，肯定

其得私募普通公司債、可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讓台灣的

新創團隊設立台灣公司即得以私募可轉換公司債的方式募資，無需

再設立境外公司為之。另外考量到可能因此稀釋原股東股權，且又

要保留自治彈性，所以在立法設計上，為了保障既有股東原則應經

股東會決議行之，例外以章程規定者從之。而第 4 項除了排除公開

募集、發行之相關規範條文，更包括第 246 條及第 247 條。免除第

246 條私募決定過程中董事會向股東會報告之義務，避免阻礙決策

限縮董事會裁量權限。而排除第 247 條之舉債上限係有於過度嚴格

且不符私募之本質456。此外，當閉鎖性公司要公開發行或上市、上

櫃時，必須先予以調整並回歸一般公司法規範，如仍有私權爭議，

庭訊司法途徑解決457。 

十一、 董事會發行新股之特別決議與出資方式 

為了維持閉鎖性，公司法第 356 條之 12 規定，公司發行新

股，除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第 1 項）。新股認購人之

出資方式，除準用第 356 條之 3 第 2 項至第 4 項規定外，並得以對

公司所有之貨幣債權抵充之（第 2 項）。第 1 項新股之發行，不適

用第 267 條規定（第 3 項）。 

此一規定給予閉鎖性公司新股發行時的出資彈性，賦予股東在

股權安排上更具彈性，有助於閉鎖性公司向創投、私募股權基金或

天使投資人籌資，亦可搭配無票面金額或低票面金額股票對現有員

工發放新股。而發行新股必須有一定的門檻，使得當初設立閉鎖性

公司之股東初衷得以實現。但必須注意的是，依公司法第 356 條之

                                                
456 同前揭註，頁 158-159。 
457 劉連煜，前揭註 2，頁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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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閉鎖性公司除非經由證券主管機關許可之證券商經營股權群眾

募資平台募資者（仍受公司法第 356 條之 1 股東人數及公司章程所

定股份轉讓之限制），不得公開發行或募集有價證券。公開發行或

募集有價證券本即與閉鎖性公司的閉鎖性不相合。 

十二、 雙向變更公司類型 

新創事業或中小企業可能因公開籌資的需求或企業規模、股東

人數的擴張，而有變更組織之需求，原則上應加以允許。惟鑑於此

一變更組織涉及公司之運作以及股東、債權人之權利義務，因此要

求以特別決議為之，並要求對其目前不符公司法中關於股份有限公

司規定者，加以修改。 

（一）閉鎖性公司轉換為非閉鎖性之非公開發行公司──自願

及強制兩制 

閉鎖性公司變更組織成為非閉鎖性之非公開發行公司之情形，

公司法採自願性轉換與強制轉換雙軌制度。當公司不願意維持閉鎖

性時，為尊重公司自治並維護立法目的及社會秩序，允許有股東會

決議變更組織458。公司法第 356 條之 13 規定，公司得經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變更為非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第 1 項）。前項出

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第

2 項）。公司不符合第 356 條之 1 規定時，應變更為非閉鎖性股份

有限公司，並辦理變更登記（第 3 項）。公司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變

更登記者，主管機關得依第 387 條第 7 項規定責令限期改正並按

次處罰；其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得依職權命令解散之（第 4

項）。本條明示自願變更時須經股東會決議。若喪失閉鎖性要件

時，為保護股東權益，強制轉換非閉鎖性公司，若未依規定變更組

織時，則科以行政罰。 

                                                
458 劉連煜，前揭註 2，頁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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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閉鎖性之非公開發行公司轉換為閉鎖性公司 

依公司法第 356 條之 14 規定，非公開發行股票之股份有限公

司得經全體股東同意，變更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第 1 項）。全

體股東為前項同意後，公司應即向各債權人分別通知及公告（第 2

項）。考量轉換為閉鎖性公司後，股份轉讓受到限制，對股東之影

響較大，故在程序規範上較閉鎖性公司轉換為非閉鎖性公司未嚴格

459。至於有限公司得否轉換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在立法說明

謂：「依第 106 條第 4 項規定，有限公司得經全體股東同意變更其

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所定『股份有限公司』包括『閉鎖性股份有

限公司』在內。」是以，有限公司可變更為閉鎖性公司。另外此舉

屬於公司重大事項，為確保股東權益，採取全數同意的高門檻，與

尚未有此專節前之立法目的相同460。 

每個新創企業都期待成長茁壯，甚至有朝一日能上市上櫃，成

為上市櫃公司。在事業成長的過程中，在不同階段公司可選擇不同

的組織型態。初創公司可選擇閉鎖性公司，享有較大企業自主空

間，以有效規劃股權結構及激勵員工。隨公司規模成長，可轉換為

公開發行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大眾資金。公司持續成長為上市櫃股

份有限公司時，則應更一步考量證券交易法等相關法規遵循。最

後，閉鎖性公司可隨著事業成長的不同階段，選擇轉換為一般股份

有限公司。同樣的，非公開發行之股份有限公司亦可經全體股東同

意，變更為閉鎖性公司。換句話說，閉鎖性公司與一般股份有限公

司之間，提供了雙向轉換的機制，讓企業主在不同公司組織間的轉

換，多了許多彈性。 

綜上所述，我國閉鎖性公司專節，乃因應中小型企業之人合性

色彩，另又不失去資合性之特色而引進之法制。依照我國法制上對

於中小企業所做之定義，係以中小企業發展條例之內容，參考公司

                                                
459 方嘉麟主編，林國全等人合著，前揭註 166，頁 194。 
460 劉連煜，前揭註 2，頁 658-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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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即資本額、營業額及員工人數）劃定中小企業及大企業間之

界線；而每年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之中小企業白皮書，統整中小企業

目前之狀況與發展，可得而知我國對於中小企業之重視。惟閉鎖性

公司的增訂，本就是為了賦予企業較大的自治空間，允許股權彈性

安排與放寬籌資方式，故新創公司若擬採用閉鎖性公司的組織型

態，其適宜的規劃方式可能各有不同，高度仰賴專業法律服務協

助，才能落實與保護個別股東的權益，並非單一模板即能走遍天

下。且立法者預設投資閉鎖性公司之股東本可透過股東協議或與其

他股東協商制訂、修正章程以保護自身權益，故現行閉鎖性公司專

節，並未特別規範閉鎖性公司少數股東的法定保護機制，從而閉鎖

性公司股東若輕忽事前法律規劃或相關契約設計，日後也難以訴諸

公司法規定謀求救濟。 

第二節、 閉鎖性公司專章對於少數股東保護之缺失與

公司僵局處理之建議 

公司法之股份有限公司的模式是假設經營與所有分離，由股東

提供公司資金，而由專業經理人（至少三董一監）經營公司。之所

以設計將公司大部分的決策權交給董事而不交給股東，是考慮此模

式可以讓公司能夠較快適應內外部整體情況的變遷，做出對公司有

利的決策，但為了避免公司的董事以及的控制股東藉由對公司的控

制來趁機謀取自我利益，公司法上也有相應制度設計，要求董事必

須負擔「忠實義務」即為其中之一，忠實義務要求董事必須以「為

公司全體股東的利益來執行其職務」。然而，閉鎖性公司的股東與

公司間連結遠比公開發行公司緊密。公開發行公司的股東因為股票

能夠在公開市場上交易，因此在不滿意公司經營階層的股利政策

時，能夠藉由賣出持股來脫離公司。但閉鎖性公司的股東無法在公

開市場上交易公司的股票，要出脫手中持股較公開發行公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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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因此公司法將公司的控制權交給董事及控制股東，很容易成為

壓迫少數股東的工具。 

在外國行之多年的閉鎖性公司法制，如前文所述，常常會遇到

少數股東受到壓迫或不公平對待或股東間爭執所產生的股東僵局等

狀況，而如何救濟之問題。我國現行制度依公司法第 11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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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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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提供少數股東在僵局產生時聲請解散公司以退出公司之機

制。至於少數股東受到壓迫或不公平對待如何保護之問題，則缺乏

明文。學者認為界定壓迫或不公平對待的定義問題及適用範圍猶待

學界及司法界共同努力，以建立一套類型化、明確之少數股東保護

機制462。因此，本文以下分別討論我國閉鎖性公司在公司治理規範

之欠缺以及對少數股東之壓迫或不公平待遇處理機制之不足所產生

的問題，並進一步對公司僵局提出解決方法。 

第一項、 閉鎖性公司公司治理規範與法制環境之建構 

如前文第三章所述，中小型公司股權多集中在少數的股東手

上，股東間的關係密切，且股東多數會參與公司之經營，其利益與

公司未來之發展休戚與共，不存在大型企業所面臨的專業經理人代

理問題。而中小型企業所面臨最重要的是水平代理問題，當多數股

東濫權或不公平壓迫少數股東而侵害少數股東權益時，在治理上可

能面臨的困境多為因股東意見不合陷入股東僵局，導致公司業務停

擺。因此除了事後的法律救濟管道外，從積極角度更應強化公司治

                                                
461 鄧曉恩，少數股東的保護──以股東盈餘分派請求權為中心，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

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1 月，頁 86。 
462 劉連煜，前揭註 2，頁 66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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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來健全其治理架構，以避免少數股東受到壓迫或股東僵局的發

生。 

然而我國政府主管機關將公司治理的施行對象僅設定在上市上

櫃公司，但不論公司組織的大小均有適用公司治理機制的需要，尤

其是台灣的經濟主體──中小企業。目前我國「上市上櫃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並非法律層級的強制性規範，因此本文建議相關政府主

管機關應擴大公司治理機制的適用範圍，配合各縣市中小企業協會

的宣傳與推廣，將對象擴及至中小企業及早期的上市櫃公司，並設

置公司治理的官方監督控管機制，定期針對適用對象之公司治理機

制作稽核，並參考英國及香港對於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的建議內容，

強化我國中小企業之公司治理。除此之外，對於調整閉鎖性公司公

司治理之股東書面協議制度做更明確的規範，提供經營者適用的依

據以及彈性。 

一、 改善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的法制環境 

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對中小型企業來說，不僅可以提升經營效

能以協助公司達成營運目標之外，同時也可確保股東的權益受到保

障，進而降低股東由於資金無法轉出所承受之非流動性風險，亦有

助於提升公司的社會形象。從公司治理的運行機制分析，公司治理

可以視為在公司的初始契約沒有特別規定當公司發生問題作出決定

的制度安排或制度設計時之預備措施。因此，公司治理的基礎是契

約治理，是公司自治和法律規則的統一。以公司法、證券交易法等

為核心完善法律制度，不僅有利於確立並改善中小企業內部治理結

構，而且有利於優化其外部治理環境，彌補章程、市場、文化等非

正式性制度對中小企業公司治理作用的局限，促使公司經營機制有

效運行。 

雖然我國中小企業公司治理已經進入了有章可循的發展階段，

並且已經初步建立起了公司治理的法律體系及相關的一些司法解

釋，但這些立法在規制中小企業公司治理方面仍然存在缺陷。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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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第一部關於中小企業的專門立法──中小企業發展條例，該法標

誌著我國在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方面已開始走上了規範化和法制化的

軌道。但是，隨著中小企業發展條例實施的逐步深入，這部法律仍

有許多缺陷。比如重政策指導輕法律強制性、缺乏實質性和可操作

性的條款、可訴性不強──沒有直接賦予中小企業基本的法律訴訟

權利等，該法的實施並沒有實質改變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的外部環

境，中小企業的服務體系、信用擔保體系建設進程依然緩慢，使中

小企業的融資困難依然是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最大問題。 

除此之外，近年國內重大的商業訴訟案件，不僅纏訟多年，見

解不一，耗費國家社會資源，令人莫衷一是、無法預測。有學者提

出專業法院的建議，認為一個專業法院應該具備三個檢驗標準：效

率、判決品質與正當程序的認知，以美國德拉瓦州法院為例，採二

審終審制，每一審不同法院均有固定的法官進行裁判，使判決有一

定的穩定程度與可預測性。另設立「商業法院」，在專業分工的體

制下可累積法官審理商業事件之經驗，使判決擁有迅速、確實、穩

定、可預測性之特色，不僅提高人民對於司法判決之信賴感，更俾

利在各種商業活動領域，有更好的爭端解決機制463。短期的發展而

言，我國應可從管轄權之範圍設家、商業事件之界定、商業法官之

訓練以及選派等層面，在適當區域之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建構商業

法庭。長程而言則應考慮仿效德拉瓦州採取三級二審體制，初審衡

平法院、高等法院判決後之案件不必在三級制的法院間重複審理，

法院迅速審理讓紛爭快速解決。 

二、 加強公司內部治理結構 

中小企業的股東幾乎都是董事，這樣一來中小企業的董事會成

員結構就不可避免地表現出單一的特點，在決策時不能做到集思廣

益，對企業的發展不利。在董事會成員中，企業的創業者固然必不

                                                
463 王志誠，德拉瓦州商業法院之設立及啟發，月旦法學雜誌，第 250 期，2016 年 3 月，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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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少，但還應包括代表技術和資金的董事。在物色適合的董事人選

時，應優先考慮財務和資本營運專家、相關行業專家或是企業管理

專家，使董事會成員多元化，以完善中小企業董事會結構。再者，

應加強監察人的獨立性，提升監察人地位。在公司治理的實踐中，

我國中小企業的監察人常常受到多數股東控制，成了股東會和董事

會的附屬，失去了獨立地位。為確保監察人的獨立性主要應該從以

下兩方面入手：一是要對監察人的任期進行更嚴格的規範；二是監

察人的來源應該多元化。此外，應明確制定股東書面協議之類型、

內容以及限制等等規範，健全我國閉鎖性公司之公司治理機制。 

綜上所述，完善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的法律規制，並在此基礎

上，通過權利義務、責任的調整機制，使中小企業中利益相關者不

同的權利請求在相互衝突中達到法律關係的動態性平衡。只有完善

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的法律規制，改善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的市場環

境，並且建立合理的內部治理結構才能使我國中小企業的公司治理

更加完善。 

第二項、 對少數股東之壓迫行為或不公平待遇之處理 

閉鎖性公司發生爭議時，以美國來說是透過股東書面協議及公

司治理機制的建立，給予少數股東保障。然而即使建立了章程、股

東書面協議或法律規定，仍然會發生多數股東壓迫少數股東的不公

平現象，或是因股東不合而產生股東僵局無法打破的情形。由於閉

鎖性公司的股東不若上市上櫃公司的股東可以將股份任意轉讓，此

時就需要司法的介入，以提供股東解套的管道。英美國家對於此種

情救濟管道非常多元，包括由少數股東向其他股東主張因違反受託

義務應負擔之損害賠償責任、請求法院裁定解散公司、強制公司或

股東購買其股份等464。 

                                                
464 林郁馨，前揭註 5，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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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股東之間經常發生糾紛的問題，尤以盈餘分派與控制溢

價為較多探討。我國公司法將盈餘分派的權限部分交給董事，部分

交給股東的結果，讓少數股東在不滿意公司的盈餘分派政策，認為

公司分派的盈餘過少時，要主張權利變得十分困難。盈餘分派在章

程是一個由公司法規範的特殊契約，當股東就章程規範的事項出現

紛爭時，理應先受公司法之規範。而在思考得否請求法院命股東會

依照章程的規定作出決議時，必須考慮到公司法對於盈餘分派的規

範。在「控制溢價」方面，控制股東出售控制股權時，其股票內涵

絕非單純股票本身價值，尚包括取得收購公司的控制力，所以可用

相對較高價給出售股分給收購者。然而控制股東將其控制權股票以

溢價出售給第三者，導致公司因此失去特定「商業機會」或其他股

東喪失原可將出售股分給收購者之「售股機會」，使得股東間、股

東與董事間發生爭議。 

首先，從忠實義務之角度觀之，公司法明指董事有忠實義務，

忠實執行公司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

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465）。但我國

司法實務上似乎並不承認控制股東對其他股東之一般忠實義務和出

售控制權時的特殊忠實義務466。以凱雷收購東森媒體科技案467為

例，凱雷公司透過與東森公司董事暨股東之併購行為，原東森控制

股東議價出售控制股權時，剝奪少數股東參與公開收購機會之忠實

義務，則東森公司因違背此等義務使少數股東受到壓迫，少數股東

依照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9 條透過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間接

達到分享控制股東出售控制股權之溢價，等同於強迫以溢價購買原

控制股東之控制股權者替原控制股東承擔與少數股東分享控制權溢

價之責任。所以說忠實義務的限制，並不適用於控制股東壓迫少數

                                                
465 民法委任一節中沒有明文規定忠實義務，但國內民法學者史尚寬先生認為民法 535 條受任

人應負忠實處理事務之義務。劉連煜，前揭注 2，頁 121。 
466 楊君毅，從控制股東股權轉讓之控制權溢價檢視其忠實義務，台灣法學雜誌，第 274 期，

2015 年 6 月，頁 71。 
467 台北地方法院 95 年司字第 1073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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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情況。然而本文認為，以代理人理論為出發，雖然控制股東與

少數股東之股東權利應依股東平等原則觀察之，然而在閉鎖性公司

控制股東掌握的權利已相當於董事，則應將忠實義務擴展至控制股

東，忠實執行公司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 

其次，從以章程作為契約之本質與期待權為請求基礎之角度觀

之，按股份有限公司之盈餘分派，依公司法第 228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230 條第 1 項規定，係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編造盈

餘分派之議案表冊，先送交監察人查核，再提出於股東常會請求承

認，經股東常會通過後，分派給各股東。另依公司法第 232 條第

1、2 項、第 237 條第 1、2 項規定，公司有盈餘時，須先完納一切

稅捐，彌補虧損，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若依章程或股東會議決

須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者，並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後，尚有剩餘時，始

得對股東分派盈餘。是以公司股東之盈餘分派請求權須踐行上開公

司法所規定之程序及符合上開公司法所規定之要件方得行使，公司

及股東均應遵行，不得違反。而法律行為之條件係由當事人所自行

約定，上開公司法所規定之程序及要件與法律行為所附之條件性質

上並不相同，二者不可混為一談。請求公司分派盈餘部分，未調查

審酌是否符合上開公司法規定之程序及要件，竟準用民法第 101 條

之條件成就或不成就擬制規定，為敗訴之判決，其法律見解自有可

議468。由此可知，法院對於「章程內容」以及「民法之期待權保

護」作為請求基礎，是有疑義的。然而分析法院對東森案少數股東

聲請之裁定理由，可發現法院不認為有「控制權溢價」存在，但在

「判斷公平價格」方面，依據非訟事件法第 182 條469規定，法院在

此案曾選定一位鑑定人做出股價分析意見書，並做出 30 元應為合

                                                
468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626 號判決。 
469 非訟事件法第 182 條：「公司法所定股東聲請法院為收買股份價格之裁定事件，法院為裁定

前，應訊問公司負責人及為聲請之股東；必要時，得選任檢查人就公司財務實況，命為鑑定。

（第 1 項）前項股份，如為上櫃或上市股票，法院得斟酌聲請時當地證券交易實際成交價格核

定之。（第 2 項）第 1 項檢查人之報酬，經法院核定後，除有第 22 條之情形外，由為聲請之股

東及公司各負擔二分之一。（第 3 項）對於收買股份價格事件之裁定，應附理由，抗告中應停

止執行。（第 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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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價格之結論，然而法院捨棄此結論並認為 32.5 元價格才是公平價

格470。可認法院在「判斷公平價格」之內涵，可能含有合理期待理

論之股東一般期待、忠實義務理論之董事忠實執行業務、平等機會

原則等，綜合判斷出最適當的判決。 

再者，從公司法提起決議無效之訴之角度觀之，在發生少數股

東被壓迫之行為時，少數股東可依公司法第 191 條主張決議無效，

但阻止多數股東之壓迫行為，目前法律上仍缺乏較積極的救濟手

段。在多數股東利用掌控之權數，修改章程關於盈餘分派規則之情

況，過去實務見解認為，縱法院已經宣告該決議無效，若股東會未

再依原章程規定分派股利之決議，股東不得直接以章程為據，訴請

公司依章程為股利之分派471。有學者提議學習英國公司法，讓法院

有權利命公司為盈餘分派，尤以少數股東發生不公平壓迫情形時，

以法院裁判代替董事會與股東會的決議，維護股東權益472。 

最後，從公司法提起解散公司之訴之角度觀之，閉鎖性公司少

數股東對於控制股東所為之壓迫行為，可能從公司法所規定之裁定

解散訴請權，謀求救濟之管道。目前公司法第 11 條之裁定解散，

限縮於「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通常係指如公司股

東意見不合，無法繼續營業，其他股東又不同意解散，即符合了公

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473。而有認為除了具備顯著困難外，尚須就被

重大損害之要件，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重大損害者，判斷要件是「如

再繼續公司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情形」474，然本法條內涵

尚未涵蓋不公平壓迫之情況。有學者提議應參考美國之裁定解散規

定，賦予少數股東在多數股東不公平壓迫時，得請求法院裁定解散

公司之權利，而被告公司或股東也得以公平市價買回原告股東之股

                                                
470 楊君毅，前揭註 466，頁 69。 
471 台灣桃園地方法院 95 訴字第 240 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 95 年上易字第 716 號判決。 
472 曾宛如，多數股東權行使之界限──以多數股東於股東會行使表決權為觀察，月旦民商法

雜誌，第 31 期，2011 年 3 月，頁 29。 
473 經濟部 57 年 4 月 26 日經商字第 14942 號函。 
474 最高法院 76 年度臺抗字第 274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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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以避免公司遭到解散，也幫助原告股東順利出脫手上持有股份

475。至於判斷濫權情形，則視多數股東之行為是否具備「正當之商

業目的」而定。若法院有裁定解散之權利，是為少數股東之手段，

其目的乃是希望以公平市價買回原告股份，使得股東權益獲得保

障。而公司法要解散公司之要件相當嚴格，若提起此種訴訟是否達

成少數股東之訴訟目的，尚有待觀察。 

然而，我國是否該引進少數股東的救濟制度，其如何與代表訴

訟間取得平衡，其實是立法者應嚴正關切的議題。國發會（原經建

會）原有意於公司法第 11 條強化少數股東之救濟方法。其草擬之

條文如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司股東得向法院提起訴訟及聲

請裁定：一、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或股東意見不

合之經營僵局，致影響公司存續。二、正進行或已完成之公司業

務，或因董事執行公司業務之行為，有壓榨股東利益或不公平侵害

之情事。（第 1 項）法院得據前項股東之聲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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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為下列之

裁定：一、命公司解散。二、命公司或董事賠償損害金額。三、命

公司以減資方式退還股東股款。四、命公司或其他股東依公平合理

價格收買聲請股東之全部股份或出資額。五、命公司、董事或其他

控制股東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裁定。（第 2 項）聲請前項第一款

裁定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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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項）股東提起第一項

訴訟及聲請時，法院得因公司之聲請，或釋明股東之聲請係為不當

目的者，命聲請之股東，提供相當之擔保。（第 4 項）股東提起第

一項訴訟及聲請之事實顯屬虛構或為不當目的，經終局裁定確定

時，提起訴訟及聲請裁定之股東，對於公司或被訴董事，因此所受

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476 

                                                
475 林郁馨，前揭註 5，頁 151。 
476 劉連煜，雙層股權結構與公司治理──從阿里巴巴上市案談起，收錄於：當前公司與證券

法制新趨勢──賴英照講座教授七秩華誕祝賀論文集，元照出版，2016 年 8 月，頁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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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理由為：「一、為強化公司治理及少數股東權益保護，建

構少數股東訴訟救濟之完整體系，引進英美法系之不公平侵害救濟

制度（unfair prejudice remedy）制度，對於因多數股東或有控制權

股東（董事）之權力行使，致對少數股東為壓榨（oppression）或

不公平侵害（unfairly prejudicial）之情形，股東得向法院聲請解

散、請求公司或其他股東依公平合理價格收買聲請股東全部股份或

出資額、請求損害賠償，或禁止的任何行為，或取消任何交易或決

議之適當裁定。爰增訂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並將原條文第一項

聲請裁判解散事由，併入第一項第一款。二、參考英美法系有關少

數股東不公平救濟制度，應限於正進行或已完成之公司業務，或董

事執行公司業務之行為；而股東提起訴訟，應基於其股東利益受侵

害。爰增訂第一項第二款。至於有壓榨股東利益或不公平侵害之情

事，例示包括：（1）不當排除少數股東參加公司經營權利，包括拒

絕提供公司重大政策之資訊； （2）不當利用減資或增資方式，

稀釋少數股東股權，以達繼續控制公司目的；（3）控制股東違反受

託人義務，不當將公司營業移轉到控制股東另外所屬之他公司，或

侵佔與不當分配公司資產；（4）過高的董事報酬，導致少數股東無

法適當分配股利。三、參考新加坡公司法第 216 條及香港公司條例

第 168A 條有關不公平侵害救濟制度之規定，例示法院得裁定之內

容，俾利股東提出聲請裁定。爰將裁定解散移列第二項第一款，另

增訂第二款至第五款得裁定之內容。四、另考量公司或股東有濫用

此不公平救濟制度之情形，賦予法院對為不當目的者，得命提供相

當之擔保，及對公司或被告董事因此所受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

爰增訂第三項及第四項。」此修法乃為強化公司治理及少數股東權

益保護，以建構少數股東訴訟救濟之完整法制體系，行政院經建會

於 2012 年 8 月 10 日向經濟部提出之建議修正條文477。 

                                                
477 曾宛如，章程自治與少數股東保護間之平衡設計，收錄於：當前公司與證券法制新趨勢─

─賴英照講座教授七秩華誕祝賀論文集，元照出版，2016 年 8 月，頁 429-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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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草案因各方意見不一，目前仍無法進一步推行。此草

案之內容雖仍須再詳予著墨，但立法已刻不容緩，畢竟代表訴訟在

實務上滯礙難行，藉由少數股東之保護機制的建立，透過司法實務

判決之累積，找出以章程作為契約本質之請求權基礎，以及多數股

東行使權利的界線，才能真正達到保障少數股東權益之目的。 

第三項、 股東僵局之解決 

公司之成立與解散，原為私法自治，契約自由的範疇，應由股

東來決定，在特殊困難的情況，當股東無法自行決定或無法期待股

東自行決定時，司法才有介入之必要。依照公司法第 11 條第 1 項

之規定，當「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股東得申

請法院裁定解散，一般認為是規範僵局發生的情形，然而並未如美

國法般詳細定義僵局的情形，而是以概括的方式規定，其內容非常

抽象，實務上見解也很分歧478。依照第 11 條第 2 項之規定，得申

請裁定解散之股東，在股份有限公司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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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提出。 

公司法學者與經濟部認為，公司因股東意見不合導致無法經

營，而其他股東又不同意解散者，即可認為經營有顯著困難，採取

廣義之解釋479。實務見解有採此意見者480。若純粹股東間不合，有

互相提告的情形，實務上則未有統一的見解，有認為「該公司股東

間已對立爭吵，甚互提告訴，顯難期待其等共同經營公司」者481，

亦有認為「與股東間有刑事爭訟，均屬個人糾紛，並非就公司經營

意見不合，難謂有股東意見不合導致公司經營困難之情形。」482然

司法實務見解亦有採狹義解釋者，認為「公司法第 11 條第 1 項所

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云者，係指公司於設立登記後，開始營

                                                
478 同前揭註。 
479 柯芳枝，前揭註 289，頁 69。經濟部 57 年經商字第 14942 號函：「公司因股東意見不合無

法繼續營業，而其餘股東又不同意解散時，公司之股東得依公司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聲請

法院裁定解散。」 

480 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98 年度抗字第 119 號。 
481 台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96 年度抗字第 639 號。 
482 台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80 年度抗字第 197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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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

彌補之虧損之情形而言。」483若公司長期虧損，業務無法開展，則

法院會傾向同意股東裁定解散之請求484。另法院也會綜合各種情況

判斷是否有經營困難之情事，例如「因虧損有未申報營利事業所得

稅、他遷不明、營運狀態有異常情、拒絕法院選任檢查人之檢查、

拒開股東會等情…足見公司之經營，確有顯著之困難」485，而作出

解散之裁定。至於若僅有暫時停業或未聘有員工，未召開股東會及

董事會之情事，法院未必會據以認定其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

486。 

雖然法官因此得依個案具體認定，實現個案正義，然而人民對

於法院裁定解散之標準無期待可能性，造成法律關係變動的不確定

性，反而弱化法律對於閉鎖性公司股東權之保障。因此，司法的介

入應為最後手段，而且應有具體妥善的標準，因此公司法第 11 條

第 1 項之標準應更明確化，並由法院發展出具體的判斷標準487。 

除了實體要件外，公司法並在程序上要求法院須徵詢主管機關

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之意見，方能為解散之裁定。若該機關未

為回覆時，法院是否可以逕行裁定解散，實務上採否定的見解，認

為「…受法院徵詢之機關自必須就該公司之經營是否有顯著困難或

重大損害表示意見，始合於條文規定，在受徵詢之機關未就此點或

無法就此表示意見時，法院不能裁定公司解散。」488然法院並不受

                                                
483 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76 年度台抗字第 274 號。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89 年度台抗字第 264 

號。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92 年度台抗字第 139 號。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98 年度非抗字第 

106 號。 

484 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99 年度抗字第 104 號。 

485 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92 年度台抗字第 139 號。 
486 台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99 年度非抗字第 177 號。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85 年度抗字第

396 號。台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98 年度非抗字第 106 號。 
487 王銘勇，論公司強制解散，月旦法學雜誌，第 171 期，2009 年 8 月，頁 67。 

488 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65 年度法律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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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意見之拘束，得自行決定是否裁定解散，該意見僅為法院

決定是否裁定解散參考資料之一489。 

美國法下的公司解散，以模範商業公司法為例，第 14.34 條允

許不同意解散的一方股東，可以收購欲解散一方股東之股權，以代

解散公司。如果當事人間對於股權之價格不能協議者，法院可以為

其決定公平價格。這項措施可以為欲退出之股東有效的創造出售股

票之市場，同時也可以保存公司的繼續經營價值。相較於我國較為

僵化的解散公司規定，似可參考模範商業公司法之規定，於產生僵

局之情況下，允許法院依照股東之聲請解散公司；又為平衡另一方

股東之利益，允許反對解散之股東有收購其股權之權利，使公司之

價值得以保留，並且可使其中一方股東取得出售其股票之管道。 

第三節、 2016 年 12 月公司法全盤修正修法建議 

由產官學合作組成的公司法全盤修正修法委員會，自 2016 年 2

月成立，於 2016 年 12 月完成了公司法全盤修正修法建議490。該建

議之核心目標是讓企業可以有效、經濟、快捷且容易利用公司制

度，但不能濫用、破壞公司制度，具體作法為針對公司組織設計、

資金取得及運用的管制鬆綁、自由化、彈性化及客製化，但同時強

化資訊公開、對公司及利害關係人的義務之規範。 

該建議書指出，目前我國現行公司法急需解決的問題，在於現

行法以大型公司為規範原型，此與我國絕大部分公司均為中小企業

的現狀不符；同時，強行規定過多，也與國家政策鼓勵創新創業有

所扞格。現行法允許公司自治的空間過於限縮，有礙民間創意發揮

與資源結合；在某些議題上，甚至有法規給予公開發行公司更多彈

                                                
489 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89 年度台抗字第 264 號：「此等機關之意見雖僅係供法院裁定之參考，

而非有拘束法院之效力，惟必須徵詢之，始符立法意旨。」。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98 年

度抗字第 118 號：「惟有關主管機關意見，僅係法院決定是否裁定解散參考資料之一，法院不

應受該機關意見之拘束，亦非得將准否解散之裁定權限交由受徵詢機關決定。」 

490 公司法全盤修正修法委員會修法建議，http://www.scocar.org.tw/，最後瀏覽日：2016 年 12

月 10 日。 

http://www.scoca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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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非公開發行公司卻不得為之的情形。凡此種種，均造成公司法

與實務需求脫節、不遵守法律情況普遍、大小公司規範密度倒置等

奇特現象。而 2015 年頒行之閉鎖性公司專節雖可解決部分燃眉之

急，但根本解決之道仍在全面檢討我國公司法制。 

為解決我國公司法強行規定過多欠缺彈性的問題，閉鎖性公司

專節於 2015 年 7 月 1 日發布，9 月 4 日施行至今一年有餘，即已有

超過 330 家閉鎖性公司設置，顯見社會對於公司法制的彈性鬆綁確

有需求。而去年 2015 年所頒行之閉鎖性公司專節雖可解決部分燃

眉之急，但根本解決之道仍在全面檢討我國公司法制。我國社會所

面臨的挑戰與發展困境，涉及整體公司法制與政府管制模式等結構

性問題，實非專章或專節所能解決。 

修法委員會雖建議以鬆綁管制為修法的大方向，但何種事項應

給予彈性，又何種事項應屬強行規定，則應經縝密規畫。原則上，

凡受市場機制影響程度愈高的，法律規範密度愈低。例如投資人以

什麼條件投資公司，期待公司以何種方式營運，原則上均應交由市

場決定。惟投資人一旦成為股東，法律應保障其能依一定程序獲得

公司資訊，以及參與股東會決策。至於究責機制，則建議應為強行

規定，主要目的是防範多數股東恣意濫權，此點在我國多數企業股

權相當集中的現狀下，特別重要。 

其次，配合大幅鬆綁，修法委員會建議應提供主管機關及法院

更多執法工具，以遏阻不法及達到個案衡平之結果。例如董事失格

制度以及強化臨時管理人機制。此外，自政府監理轉為市場機制，

也是本次修法一大重點，例如提供 E 化資訊平台，以及建立生態系

統。其中最重要的厥為強化公司治理，讓公司自己為自己的行為負

責，並由股東落實對公司經營階層的監控。最後，考量市場機制無

可避免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扭曲，獲勝者往往是最賺錢，而非最良善

之公司；而市場經濟若不受節制的發展，弱勢者極可能被剝削、犧

牲，修法委員會因之認為，在強化市場機制的同時，也應降低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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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並允許利用公司組織匯集資源，用以解決社會問題保障弱

勢。 

而在該建議書針對非公開發行公司增列不公平侵害救濟之規

定，公開發行公司則維持現狀。我國現行公司法並無不公平侵害救

濟之明文規定，類似於股東直接訴權之規定為公司法第 11 條，雖

然我國公司法第 11 條設有裁定解散之規定，然通常適用於股份有

限公司以外之其他種類公司。蓋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提起裁定解散

有持股期間及持股比例之限制，且股份有限公司屬於資合公司，若

股東不滿公司經營現狀，僅須轉讓持股即可，無解散公司之必要。

再者，該規定僅限於「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始得

聲請法院裁定解散，不及於公司其他作為或不作為侵害股東權益之

情形。 

另外，其解決方式亦僅限於聲請法院裁定解散，當股東並無意

解散公司時，即無法依其他規定請求救濟，相較於外國立法例多樣

化的不公平侵害之救濟方法，顯有不足。雖股東個人遭受不公平侵

害時得依民法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但如股東希望制止或要求董事或

公司之某作為時，即無相關規定可資遵循。因此，可參酌英國法及

香港法之規定，新增股東不公平侵害之救濟途徑。 

以下為建議書所提供之範例圖表。 

附圖 1 不公平侵害救濟制度之範例圖表 

 股東之不公平侵害救濟制度 

 1、不公平侵害救濟制度簡介 

 （1）適用對象：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2）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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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徵詢                命公司為特定行為 

        主管機關                                  

 股東向                             命公司不為特定行為 

 法院聲請             法院裁定            

        法院通知        命公司或特定股東 

        公司答辯                以裁定價格收買為 

                                 聲請之股東之股份 

 2、得提起救濟之原因 

          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 

 公司之經營   產生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 

              以不公平方式侵害特定股東之權益 

第四節、 小結 

2015 年修正公司法引進閉鎖性公司制度，目的在於創造有利於

新創事業之法制環境，有其積極正面的意義。然基於立法經濟與迅

速考量，並未架設一套完整之閉鎖性公司法制，以特例、排除規定

方式在既有之股份有限公司中設立專章，可能將裂解既有公司法體

系概念，且專章規定亦有頗多未臻周延之處，在運作上是否能達成

立法目的仍待觀察。 

而在外國閉鎖性公司對於控制股東壓迫少數股東之行為，經常

討論之重心是控制股東壓迫或不公平對待少數股東，少數股東之救

濟方法即為請求法院裁定解散公司、請求買回其股份或是透過直接

訴訟或代表訴訟追究董事責任，提供少數股東相當充足的救濟保

障。然我國是以主張公司法第 11 條的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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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公司法第 191 條：「股東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

效。」之股份有限公司一般少數股東請求損害賠償為主，對於閉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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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公司之公司治理以及少數股東受到壓迫或公司僵局等情形完全沒

有規範，顯對少數股東之權益保障有欠周全。 

因此，我國應盡速發展出一套適合閉鎖性公司的公司治理規

範，從積極正面的態度來健全閉鎖性公司的治理結構，除了能提升

公司經營效能，對於公司引進外部資金也有所助益，更重要的是還

能強化對於少數股東之保障。最後，當發生多數股東壓迫少數股東

或因股東意見不合產生股東僵局之情形，我國司法介入的界限與標

準目前都還處於模糊分歧的狀況，似可參照外國對於閉鎖性公司少

數股東之救濟制度，以健全我國少數股東之保障。另外，產官學合

作組成的公司法全盤修正修法委員會認為，現行法以大型公司為規

範原型與我國絕大部分公司均為中小企業的現狀不符，且強行規定

過多，也與國家政策鼓勵創新創業有所扞格。而 2015 年所頒行之

閉鎖性公司專節雖可解決部分燃眉之急，但根本解決之道仍在全面

檢討我國公司法制，並在建議書中參考英國法與香港法，提出增列

不公平侵害救濟之規定。由此可知，閉鎖性公司制度已是國際趨

勢，我國在法制上應趕緊跟上時勢腳步，建立一套更完整的閉鎖性

公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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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文之目的在於全面性的檢討我國現行閉鎖性公司對於少數股

東保障之法律規範之不足，並探討閉鎖性公司所面臨的公司治理議

題，以建構一套適合我國中小型企業的公司治理守則。透過公司治

理守則的建立與宣導，配合適當的事後法律救濟制度，以強化閉鎖

性公司少數股東之保障。本文對於閉鎖性公司之公司治理與少數股

東保護機制之探討，重點歸納如下： 

一、 閉鎖性公司公司治理規範之建構 

由於閉鎖性公司因股東人數少且經營與所有合一之特性，為維

持其經營管理上之閉鎖性，法制設計上賦予較大自治空間及更彈性

的股權安排，以維持經營權之穩定。各國多數更容許此類公司得以

章程或股東書面協議的方式，排除公司法上的規範，以降低垂直代

理之公司治理成本。然而，當多數股東利用其控制公司之決策權限

來追求自身利益或剝奪少數股東原本應分配之利益時，少數股東在

缺少流通市場可供出售持股的情況下，投資形同血本無歸，此種水

平代理成本乃是閉鎖性公司首要解決的問題。因此，事前作好公司

治理之內部機制，相對於一般股份有限公司之公司治理，更應著重

在強化公司的決策核心組織董事會設置上的規範，並配合外部監理

機制，規範董事會組織及董事權責，促使公司兼顧其他利害關係人

的利益，落實公司經營者與管理者之責任，不僅能夠保障股東權

益，更能促進公司全體最大利益，確保公司的永續經營。然而，我

國中小企業普遍不重視公司治理，更遑論閉鎖性公司，如何建立完

善的公司治理結構成為我國經濟蓬勃發展首當其衝的難題。 

觀諸歐洲率先制定非公開發行公司之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後，閉

鎖性公司之公司治理議題已受到國際上的重視，雖然實務守則是建

議性質非強制性的，但對於有心健全公司治理的中小企業而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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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守則之制定與發布提供了明確的方向。香港也在相關中小企業管

理指引詳細分類中小企業並提供公司治理的建議與指導，對中小企

業之公司治理的關注非常值得我國參考。 

此外，由於閉鎖性公司股東依私法自治及契約自由，以股東書

面協議處理股東間之法律關係，股東書面協議通常會強化股東之權

限，而限制或縮小董事會之權限，改變公司治理機制，但少數股東

並無法藉由協商在股東書面協議中獲得完全之保護。我國對於股東

書面協議法制並無太多著墨，除了可參考美國股東書面協議制度設

計給予公司自治之彈性外，法院仍應從衡平及公共政策之觀點，確

保股東書面協議之執行。 

綜上所述，應盡速發展出一套適合閉鎖性公司的公司治理規

範，從積極正面的態度來健全閉鎖性公司的治理結構，除了能提升

公司經營效能，對於公司引進外部資金也有所助益，更重要的是還

能強化對於少數股東之保障。 

二、 閉鎖性公司少數股東保護機制之強化 

由於閉鎖性公司性質封閉，缺乏次級市場可供出售股票退出公

司，於進入公司前首先便應做好股東書面協議的事前規劃及約定，

以免進入公司後遇有糾紛，卻又苦無解決之道。然而多數股東仍可

藉由其掌控董事會及股東會之優勢，在少數股東可能成為控制股東

獨佔利益的阻礙下，可能引發控制股東採取壓迫手段以排除少數股

東參與決策或減損少數股東利益。若經由本文前述股東書面協議及

公司治理機制的建立，仍然發生多數股東壓迫少數股東的不公平現

象或是因股東不合而產生公司僵局無法打破的情形，此時就需要司

法的介入，以提供股東解套的管道。英美國家對於此種情形所提供

的救濟管道非常多元，包括由少數股東向其他股東主張因違反受託

義務應負擔之損害賠償責任、請求法院裁定解散公司或強制公司或

股東購買其他股東之股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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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行制度依公司法第 11 條提供少數股東在僵局產生時聲

請解散公司以退出公司之機制，至於少數股東受到壓迫或不公平對

待如何保護之問題，則缺乏明文。因此我國應在界定壓迫或不公平

對待的定義問題及適用範圍多作研究，亦可參考英美閉鎖性公司制

度下少數股東之保護模式與救濟管道，以建立一套類型化、明確之

閉鎖性公司少數股東保護機制。 

綜上所述，當發生多數股東壓迫少數股東或因股東意見不合，

產生股東僵局之情形，司法介入的界限與標準目前都還處於模糊分

岐的狀況，有待學界與司法界一同努力，建立一套完善的保護少數

股東之機制。據是以，雖然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文義上並未課予

公司負責人對個別股東負有忠實義務，並且未有股東直接訴訟之制

度設計，但仍可將美國判例法上所提供少數股東之衡平救濟方式，

即「公司負責人對少數股東負有忠實義務」、「少數股東對於忠實義

務之違反可提起直接訴訟」與「前述關於可否提起直接訴訟之判斷

要件」作為民法第一條之「法理」，使法院在具體個案適用上，在

尚未明確立法之前為受損害股東提起直接訴訟之訴因，使股東有機

會透過直接訴訟獲得適當之賠償。 

第二節、 建議 

一、 建立閉鎖性公司之公司治理規範守則 

就目前而言，我國政府主管機關將公司治理的施行對象設定在

上市上櫃公司，然則，一套好的機制是不應該將任何人排除在外，

尤其是台灣的經濟主體──中小企業。目前「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並非法律層級的強制性規範，因此本文建議在短期規畫

上，相關政府主管機關應擴大公司治理機制的適用範圍，配合各縣

市中小企業協會的宣傳與推廣，將對象擴及至中小企業及早期的上

市櫃公司，並設置公司治理的官方監督控管機制，定期針對適用對

象之公司治理機制作稽核。長程規畫則是設立屬於閉鎖性公司之公

司治理規範守則，同時參考英國及香港對於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的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94 

 

議內容，針對公司內部機關設置以及財務會計上之強化，以建構我

國中小企業之公司治理。如此方可使公司治理機制不至於淪為形式

主義，將公司治理充分運用在所有商業組織，以達成促進我國經濟

蓬勃發展的目的。 

二、 確立少數股東保護機制並引進合理期待理論 

首先，依我國現行法下類似於控制股東之概念僅限於公司法第

369 條之 4 之控制公司而不及於自然人，若能藉由立法定義控制股

東之概念，並引進英美立法例上對於壓迫行為或是不公平對待的處

理機制，於司法審查時即可直接判斷控制股東是否恣意操控公司而

壓迫少數股東並提供少數股東救濟保障。 

再者，美國法院從忠實義務原則內，將壓迫行為定義為：「對

他人造成損害、違法的行為，在處理公司事務實欠缺誠實及公平並

導致公司成員受損害，或是顯然背離股東當初投資公司時所信賴的

公平處理事務的標準。」我國屬於大陸法系國家，對於構成要件之

說明應立法或函釋，其壓迫之定義亦同，使一般大眾或司法審查時

參考之。 

最後，從一般投資人投資之出發點而論，閉鎖性公司之股東會

願意出資成為股東，並非僅單純為持有公司股票，而是期待持有股

票時能獲得在公司任職之機會，或與公司維持一定關係等相關利

益。基於保護少數股東之投資期待，若控制股東之行為違反少數股

東的合理期待，即使控制股東具備正當商業目的，其行為亦可能被

認定屬於壓迫行為。事實上，合理期待定義為：「並非少數股東單

方面的期許，而是多數股東已知悉或應該知悉、股東間對此項預期

達成共識」，而且要「審視股東間關係變化過程」，才能了解整體公

司事務過程之發展變化的預期。從合理期待理論出發，法院必須考

慮上述情況並考量實際的情況，且在該情況下洵屬合理且不違反比

例原則，且該期待是當初股東決定該投資公司的關鍵性因素，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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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壓迫、不公平之要件。希冀我國引進合理期待理論，能使少數

股東之權益保護更加完善。 

三、 建立專業分工之商業法院 

經濟發展乃是社會運作重要之一環，而經濟發展強調資源的效

率分配，近年國內重大的商業訴訟案件，不僅纏訟多年，見解不

一，耗費國家社會資源，令人莫衷一是、無法預測。有學者提出專

業法院的建議，認為一個專業法院應該具備三個檢驗標準：效率、

判決品質與正當程序的認知。以美國德拉瓦州法院為例，採二審終

審制，每一審不同法院均有固定的法官進行裁判，使判決有一定的

穩定程度與可預測性。短期的發展而言，我國應可從管轄權之範圍

設家、商業事件之界定、商業法官之訓練以及選派等層面，在適當

區域之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建構商業法庭。長程而言則應考慮仿效

德拉瓦州採取三級二審體制，初審衡平法院、高等法院判決後之案

件不必在三級制的法院間重複審理，法院迅速審理讓紛爭快速解

決。 

閉鎖性公司基於公司自治之自由，若法律過度涉入將喪失立法

之初衷，基於股東間之契約自由、契約規範內容記載於章程等理

由，應將章程或是股東會決議等作為契約的本質列入請求權基礎，

以了解整體案件之始末。若能在我國另設立「商業法院」，在專業

分工的體制下可累積法官審理商業事件之經驗，使判決擁有迅速、

確實、穩定、可預測性之特色，不僅提高人民對於司法判決之信賴

感，更俾利在各種商業活動領域，有更好的爭端解決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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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美國模範法定閉鎖性公司補編 

MODEL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SUPPLEMENT 
 
Creation 
SECTION 1. SHORT TITLE 
This Supplement shall be known and may be cited as the “[name of state]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Supplement.” 
 
SECTION 2. APPLICATION OF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AND 
[MODEL] PROFESSIONAL CORPORATION SUPPLEMENT 
(a) The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applies to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s to the extent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upplement. 
(b) This Supplement applies to a professional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e 
[Model] Professional Corporation Supplement whos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contain the statement required by section 3(a), except insofar as the [Model] 
Professional Corporation Supplement contains inconsistent provisions. 
(c) This Supplement does not repeal or modify any statute or rule of law that is 
or would apply to a corporation that is organized under the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or the [Model] Professional Corporation Supplement and that 
does not elect to become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under section 3. 
 
SECTION 3. DEFINITION AND ELECTION OF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STATUS 
(a)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is a corporation whos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contain a statement that the corporation is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b) A corporation having 50 or fewer shareholders may become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by amending its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to include the 
statement required by subsection (a). The amendment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holders of at least two-thirds of the votes of each class or series of shares of the 
corporation, voting as separate voting groups, whether or not otherwise entitled 
to vote on amendments. If the amendment is adopted, a shareholder who voted 
against the amendment is entitled to assert dissenters’ rights under [MBCA ch. 
13]. 
 
Shares 
SECTION 10. NOTICE OF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STATUS ON ISSUED 
SHARES 
(a)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must appear conspicuously on each share 
certificate issued by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The rights of shareholders in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may differ materially 
from the rights of shareholders in other corporations. Copies of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and bylaws, shareholders’ agreements, and other documents, any 
of which may restrict transfers and affect voting and other rights, may be 
obtained by a shareholder on written request to the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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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after the issuance or transfer of uncertificated 
shares, the corporation shall send to the shareholders a written notice 
containing the information required by subsection (a). 
(c) The notice required by this section satisfies all requirements of this Act and 
of [MBCA § 6.27] that notice of share transfer restrictions be given. 
(d) A person claiming an interest in shares of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which has complied with the notice requirement of this section is bound by the 
documents referred to in the notice. A person claiming an interest in shares of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which has not complied with the notice requirement 
of this section is bound by any documents of which he, or a person through 
whom he claims, has knowledge or notice. 
(e) A corporation shall provide to any shareholder upon his written request and 
without charge copies of provisions that restrict transfer or affect voting or 
other rights of shareholders appearing in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bylaws, or 
shareholders’ or voting trust agreements filed with the corporation. 
 
SECTION 11. SHARE TRANSFER PROHIBITION 
(a) An interest in shares of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may not be voluntarily 
or involuntarily transferred, by operation of law or otherwise, except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by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or under section 12. 
(b) Except to the extent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provide otherwise, this 
section does not apply to a transfer: 
(1) to the corporation or to any other holder of the same class or series of 
shares; 
(2) to members of the shareholder’s immediate family (or to a trust, all of 
whose beneficiaries are members of the shareholder’s immediate family), which 
immediate family consists of his spouse, parents, lineal descendants (including 
adopted children and stepchildren) and the spouse of any lineal de- scendant,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3) that has been approved in writing by all of the holders of the corporation’s 
shares having general voting rights; 
(4) to an executor or administrator upon the death of a shareholder or to a 
trustee or receiver as the result of a bankruptcy, insolvency, dissolution, or 
similar proceeding brought by or against a shareholder; 
(5) by merger or share exchange [under MBCA ch. 11] or an exchange of 
existing shares for other shares of a different class or series in the corporation; 
(6) by a pledge as collateral for a loan that does not grant the pledgee any 
voting rights possessed by the pledgor; 
(7) made after termination of the corporation’s status as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SECTION 12. SHARE TRANSFER AFTER FIRST REFUSAL BY CORPORATION 
(a) A person desiring to transfer shares of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subject 
to the transfer prohibition of section 11 must first offer them to the corporation 
by obtaining an offer to purchase the shares for cash from a third person who is 
eligible to purchase the shares under subsection (b). The offer by the third 
person must be in writing and state the offeror’s name and address, the number 
and class (or series) of shares offered, the offering price per share, and the other 
terms of the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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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third person is eligible to purchase the shares if: 
(1) he is eligible to become a qualified shareholder under any federal or state 
tax statute the corporation has adopted and he agrees in writ ing not to 
terminate his qualification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the remaining shareholders; 
and 
(2) his purchase of the shares will not impose a personal holding company tax 
or similar federal or state penalty tax on the corporation. 
(c) The person desiring to transfer shares shall deliver the offer to the 
corporation, and by doing so offers to sell the shares to the corporation on the 
terms of the offer. Within 20 days after the corpo- ration receives the offer, the 
corporation shall call a special shareholders’ meeting, to be held not more than 
40 days after the call, to decide whether the corporation should purchase all 
(but not less than all) of the offered shares. The offer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affirmative vote of the holders of a majority of votes entitled to be cast at the 
meeting, excluding votes in respect of the shares covered by the offer.  
(d) The corporation must deliver to the offering shareholder written notice of 
acceptance within 75 days after receiving the offer or the offer is rejected. If  the 
corporation makes a counteroffer, the shareholder must deliver to the 
corporation written notice of acceptance within 15 days after receiving the 
counteroffer or the counteroffer is rejected. If the corporation accepts the 
original offer or the shareholder accepts the corporation’s counteroffer, the 
shareholder shall deliver to the corporation duly endorsed certificates for the 
shares, or instruct the corporation in writing to transfer the shares if 
uncertificated, within 20 days after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notice of 
acceptance. The corporation may specifically enforce the shareholder’s delivery 
or instruction obligation under this subsection. 
(e) A corporation accepting an offer to purchase shares under this section may 
allocate some or all of the shares to one or more of its shareholders or to other 
persons if all the shareholders voting in favor of the purchase approve the 
allocation. If the corporation has more than one class (or series) of shares, 
however, the remaining holders of the class (or series) of shares being 
purchased are entitled to a first option to purchase the shares not purchased by 
the corporation in proportion to their shareholdings or in some other proportion 
agreed to by all the sharehold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purchase. 
(f) If an offer to purchase shares under this section is rejected, the offering 
shareholder, for a period of 120 days after the corporation received his offer, is 
entitled to transfer to the third person offeror all (but not less than all) of the 
offered shar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his offer to the corporation. 
 
SECTION 13. ATTEMPTED SHARE TRANSFER IN BREACH OF PROHIBITION 
(a) An attempt to transfer shares in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in violation of 
a prohibition against transfer binding on the transferee is ineffective. 
(b) An attempt to transfer shares in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in violation of 
a prohibition against transfer that is not binding on the transferee, either 
because the notice required by section 10 was not given or because the 
prohibition is held unenforceable by a court, gives the corporation an option to 
purchase the shares from the transferee for the same price and on the same 
terms that he purchased them. To exercise its option, the corporation must give 
the transferee written notice within 30 days after they are presente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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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ration in the transferee’s name. The corporation may specifically enforce 
the transferee’s sale obligation upon exercise of its purchase option. 
 
SECTION 14. COMPULSORY PURCHASE OF SHARES AFTER DEATH OF 
SHAREHOLDER 
(a) This section, and sections 15 through 17, apply to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only if so provided in its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If these sections apply, the executor or administrator of the estate of  a deceased 
shareholder may require the corporation to purchase or cause to be purchased 
all (but not less than all) of the decedent’s shares or to be dissolved.  
(b)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s 15 through 17 may be modified only if the 
modification is set forth or referred to in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c) An amendment to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to provide for application of 
sections 15 through 17, or to modify or delete the provisions of these sections,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holders of at least two-thirds of the votes of each class 
or series of shares of the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voting as separate voting 
groups, whether or not otherwise entitled to vote on amendments. If the 
corporation has no shareholders when the amendment is proposed, it must be 
approved by at least two-thirds of the subscribers for shares, if any, or, if none, 
by all of the incorporators. 
(d) A shareholder who votes against an amendment to modify or delete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s 15 through 17 is entitled to dissenters’ rights under [MBCA 
chapter 13] if the amendment upon adoption terminates or substantially alters 
his existing rights under these sections to have his shares purchased. 
(e) A shareholder may waive his and his estate’s rights under sections 15 
through 17 by a signed writing. 
(f) Sections 15 through 17 do not prohibit any other agreement providing for 
the purchase of shares upon a shareholder’s death, nor do they prevent a 
shareholder from enforcing any remedy he has independently of these sections. 
 
SECTION 15. EXERCISE OF COMPULSORY PURCHASE RIGHT 
(a) A person entitled and desiring to exercise the compulsory purchase right 
described in section 14 must deliver a written notice to the corporation, within 
120 days after the death of the shareholder, describing the number and class or 
series of shares beneficially owned by the decedent and requesting that the 
corporation offer to purchase the shares. 
(b) Within 20 days after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notice, the corporation shall 
call a special shareholders’ meeting, to be held not more than 40 days after the 
call, to decide whether the corporation should offer to purchase the shares. A 
purchase offer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affirmative vote of the holders of a 
majority of votes entitled to be cast at the meeting, excluding votes in respect of 
the shares covered by the notice. 
(c) The corporation must deliver a purchase offer to the person requesting it 
within 75 days after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request notice. A purchase offer 
must be accompanied by the corporation’s balance sheet as of the end of a fiscal 
year ending not more than 16 months before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request 
notice, an income statement for that year, a statement of changes in 
shareholders’ equity for that year, and the latest available interim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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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s, if any. The person must accept the purchase offer in writing within 
15 days after receiving it or the offer is rejected. 
(d) A corporation agreeing to purchase shares under this section may allocate 
some or all of the shares to one or more of its shareholders or to other persons 
if all the shareholders voting in favor of the purchase offer approve the 
allocation. If the corporation has more than one class or series of shares, 
however, the remaining holders of the class or series of shares being purchased 
are entitled to a first option to purchase the shares not purchased by the 
corporation in proportion to their shareholdings or in some other proportion 
agreed to by all the sharehold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purchase. 
(e) If price and other terms of a compulsory purchase of shares are fixed or are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bylaws, or a written 
agreement, the price and terms so fixed or determined govern the compulsory 
purchase unless the purchaser defaults, in which event the buyer is entitled to 
commence a proceeding for dissolution under section 16. 
 
SECTION 16. COURT ACTION TO COMPEL PURCHASE 
(a) If an offer to purchase shares made under section 15 is rejected, or if no 
offer is made, the person exercising the compulsory purchase right may 
commence a proceeding against the corporation to compel the purchase in the 
[name or describe] court of the county where the corporation’s principal office 
(or, if none in this state, its registered office) is located. The corpo- ration at its 
expense shall notify in writing all of its sharehold- ers, and any other person the 
court directs, of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proceeding.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in which the proceeding is commenced under this subsection is plenary 
and exclusive. 
(b) The court shall determine the fair value of the shares subject to compulsory 
purcha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ndards set forth in section 42 together with 
terms for the purchase. Upon making these determinations the court shall order 
the corporation to purchase or cause the purchase of the shares or empower the 
person exercising the compulsory purchase right to have the corporation 
dissolved. 
(c) After the purchase order is entered, the corporation may peti- tion the 
court to modify the terms of purchase and the court may do so if it finds that 
changes in the financial or legal ability of the corporation or other purchaser to 
complete the purchase justify a modification. 
(d) If the corporation or other purchaser does not make a payment required by 
the court’s order within 30 days of its due date, the seller may petition the court 
to dissolve the corporation and, absent a showing of good cause for not making 
the payment, the court shall do so. 
(e) A person making a payment to prevent or cure a default by the corporation 
or other purchaser is entitled to recover the payment from the defaulter. 
 
SECTION 17. COURT COSTS AND OTHER EXPENSES 
(a) The court in a proceeding commenced under section 16 shall determine the 
total costs of the proceeding, including the reasonable compensation and 
expenses of appraisers appointed by the court and of counsel and experts 
employed by the parties. Except as provided in subsection (b), the court 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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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 these costs equally against the corporation and the party exercising the 
compulsory purchase right. 
(b) The court may assess all or a portion of the total costs of the proceeding:  
(1) against the person exercising the compulsory purchase right if the court 
finds that the fair value of the shares does not substantially exceed the 
corporation’s last purchase offer made before commencement of the 
proceeding and that the person’s failure to accept the offer was arbitrary, 
vexatious, or otherwise not in good faith; or 
(2) against the corporation if the court finds that the fair value of the shares 
substantially exceeds the corporation’s last sale offer made before 
commencement of the proceeding and that the offer was arbitrary, vexatious, or 
otherwise not made in good faith. 
 
Governance 
SECTION 20. SHAREHOLDER AGREEMENTS 
(a) All the shareholders of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may agree in writing to 
regulate the exercise of the corporate powers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business and affairs of the corporation or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hareholders of the corporation. 
(b) An agreement authorized by this section is effective although: 
(1) it eliminates a board of directors; 
(2) it restricts the discretion or powers of the board or authorizes director 
proxies or weighted voting rights; 
(3) its effect is to treat the corporation as a partnership; or 
(4) it creates a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hareholders or between the 
shareholders and the corporation that would otherwise be appropriate only 
among partners. 
(c) If the corporation has a board of directors, an agreement authorized by this 
section restricting the discretion or powers of the board relieves directors of 
liability imposed by law, and imposes that liability on each person in whom the 
board’s discretion or power is vested, to the extent that the discretion or pow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re governed by the agreement. 
(d) A provision eliminating a board of directors in an agreement authorized by 
this section is not effective unless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contain a 
statement to that effect as required by section 21. 
(e) A provision entitling one or more shareholders to dissolve the corporation 
under section 33 is effective only if a statement of this right is contained in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f) To amend an agreement authorized by this section, all the shareholders 
must approve the amendment in writing unless the agreement provides 
otherwise. 
(g) Subscribers for shares may act as shareholders with respect to an 
agreement authorized by this section if shares are not issued when the 
agreement was made. 
(h) This section does not prohibit any other agreement between or among 
shareholders in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SECTION 21. ELIMINATION OF BOARD OF DIR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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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may operate without a board of directors if its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contain a statement to that effect. 
(b) An amendment to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eliminating a board of directors 
must be approved by all the shareholders of the corporation, whether or not 
otherwise entitled to vote on amendments, or if no shares have been issued, by 
all the subscribers for shares, if any, or if none, by all the incorporators.  
(c) While a corporation is operating without a board of directors as authorized 
by subsection (a): 
(1) all corporate powers shall be exercised by or under the au- thority of, and 
the business and affairs of the corporation manag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shareholders; 
(2) unless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provide otherwise, (i) action requiring 
director approval or both director and share- holder approval is authorized if 
approved by the shareholders and (ii) action requiring a majority or greater 
percentage vote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s authorized if approved by the 
majority or greater percentage of the votes of shareholders entitled to vote on 
the action; 
(3) a shareholder is not liable for his act or omission, although a director would 
be, unless the shareholder was entitled to vote on the action; 
(4) a requirement by a state or the United States that a document delivered for 
filing contain a statement that specified action has been taken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s satisfied by a statement that the corporation is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without a board of directors and that the action was approved by 
the shareholders; 
(5) the shareholders by resolution may appoint one or more shareholders to 
sign documents as “designated directors.” 
(d) An amendment to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deleting the state- ment 
eliminating a board of directors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holders of at least two-
thirds of the votes of each class or series of shares of the corporation, voting as 
separate voting groups, whether or not otherwise entitled to vote on 
amendments. The amendment must also specify the number, names, and 
addresses of the corporation’s directors or describe who will perform the duties 
of a board under [MBCA § 8.01]. 
 
SECTION 22. BYLAWS 
(a)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need not adopt bylaws if provisions required 
by law to be contained in bylaws are contained in either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or a shareholder agreement authorized by section 20. 
(b) If a corporation does not have bylaws when its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status terminates under section 31, the corporation shall immediately adopt 
bylaws under [MBCA § 2.06]. 
 
SECTION 23. ANNUAL MEETING 
(a) The annual meeting date for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is the first 
business day after May 31st unless its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bylaws, or a 
shareholder agreement authorized by section 20 fixes a different date. 
(b)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need not hold an annual meeting unless one 
or more shareholders deliver written notice to the corporation requestin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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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ing at least 30 days before the meeting date determined under subsection 
(a). 
 
SECTION 24. EXECUTION OF DOCUMENTS IN MORE THAN ONE CAPACITY 
Notwithstanding any law to the contrary, an individual who holds more than one 
office in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may execute, acknowledge, or verify in 
more than one capacity any document required to be executed, acknowledged, 
or verified by the holders of two or more offices. 
SECTION 25. LIMITED LIABILITY 
The failure of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to observe the usual corporate 
formalities or requirements relating to the exercise of its corporate powers or 
management of its business and affairs is not a ground for imposing personal 
liability on the shareholders for li- abilities of the corporation. 
 
Reorganization and Termination 
SECTION 30. MERGER, SHARE EXCHANGE, AND SALE OF ASSETS 
(a) A plan of merger or share exchange: 
(1) that if effected would terminate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status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holders of at least two-thirds of the votes of each class or series 
of shares of the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voting as separate voting groups, 
whether or not the holders are otherwise entitled to vote on the plan; 
(2) that if effected would create the surviving corporation as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holders of at least two-thirds of the votes 
of each class or series of shares of the surviving corporation, voting as separate 
voting groups, whether or not the holders are otherwise entitled to vote on the 
plan. 
(b) A sale, lease, exchange, or other disposition of all or substantially all of the 
property (with or without the good will) of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if not 
made in the usual and regular course of business,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holders of at least two-thirds of the votes of each class or series of shares of the 
corporation, voting as separate voting groups, whether or not the holders are 
otherwise entitled to vote on the transaction. 
 
SECTION 31. TERMINATION OF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STATUS 
(a)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may terminate its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status by amending its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to delete the statement that it is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If the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has elected to 
operate without a board of directors under section 21, the amendment must 
either comply with [MBCA § 8.01] or delete the statement dispensing with the 
board of directors from its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b) An amendment terminating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status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holders of at least two-thirds of the votes of each class or series 
of shares of the corporation, voting as separate voting groups, whether or not 
the holders are otherwise entitled to vote on amendments. 
(c) If an amendment to terminate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status is 
adopted, each shareholder who voted against the amendment is entitled to 
assert dissenters’ rights under [MBCA ch.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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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32. EFFECT OF TERMINATION OF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STATUS 
(a) A corporation that terminates its status as a statutory close corpo- ration is 
thereafter subject to all provisions of the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or, if 
incorporated under the [Model] Professional Corporation Supplement, to all 
provisions of that Supplement. 
(b) Termination of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status does not affect any right 
of a shareholder or of the corporation under an agreement or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unless this Act, the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or another 
law of this state invalidates the right. 
 
SECTION 33. SHAREHOLDER OPTION TO DISSOLVE CORPORATION 
(a)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of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may authorize 
one or more shareholders, or the holders of a specified number or percentage of 
shares of any class or series, to dissolve the corporation at will or upon the 
occurrence of a specified event or contingency. The shareholder or shareholders 
exercising this authority must give written notice of the intent to dissolve to all 
the other shareholders. Thirty-one days after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notice, 
the corporation shall begin to wind up and liquidate its business and affairs and 
file articles of dissolution under [MBCA sections 14.03 through 14.07] . 
(b) Unless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provide otherwise, an amendment to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to add, change, or delete the authority to dissolve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a)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holders of all the 
outstanding shares, whether or not otherwise entitled to vote on amendments, 
or if no shares have been issued, by all the subscribers for shares, if any, or if 
none, by all the incorporators. 
 
Judicial Supervision 
SECTION 40. COURT ACTION TO PROTECT SHAREHOLDERS 
(a) Subject to satisfying the conditions of subsections (c) and (d), a shareholder 
of a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may petition the [name or describe] court for 
any of the relief described in section 41, 42, or 43 if: 
(1) the directors or those in control of the corporation have acted, or are 
acting, or will act in a manner that is illegal, oppressive, fraudulent, or unfairly 
prejudicial to the petitioner, whether in his capacity as shareholder, director, or 
officer, of the corporation; 
(2) the directors or those in control of the corporation are deadlocked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rporation’s affairs, the shareholders are unable to break 
the deadlock, and the corporation is suffering or will suffer irreparable injury or 
the business and affairs of the corporation can no longer be con- ducted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shareholders generally because of the deadlock; or 
(3) there exists one or more grounds for judicial dissolution of the corporation 
under [MBCA § 14.30]. 
(b) A shareholder must commence a proceeding under subsection 
(a) in the [name or describe] court of the county where the corporation’s 
principal office (or, if none in this state, its registered office) is located.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in which the proceeding is commenced is plenary and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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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f a shareholder has agreed in writing to pursue a nonjudicial remedy to 
resolve disputed matters, he may not commence a proceeding under this sec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matters until he has exhausted the nonjudicial remedy. 
(d) If a shareholder has dissenters’ rights under this Act or [MBCA ch. 13] with 
respect to proposed corporate action, he must com- mence a proceeding under 
this section before he is required to give notice of  his intent to demand 
payment under [MBCA § 13.21] or to demand payment under [MBCA § 13.23] or 
the proceeding is barred. 
(e) Except as provided in subsections (c) and (d), a shareholder’s right to 
commence a proceeding under this section and the remedies available under 
sections 41 through 43 are in addition to any other right or remedy he may have.  
 
SECTION 41. ORDINARY RELIEF 
(a) If the court finds that one or more of the grounds for relief de- scribed in 
section 40(a) exist, it may order one or more of the fol- lowing types of relief: 
(1) the performance, prohibition, alteration, or setting aside of any action of 
the corporation or of its shareholders, directors, or officers of or any other party 
to the proceeding; 
(2) the cancellation or alteration of any provision in the cor- poration’s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or bylaws; 
(3) the removal from office of any director or officer; 
(4) the appointment of any individual as a director or officer; 
(5) an accounting with respect to any matter in dispute; 
(6) the appointment of a custodian to manage the business and affairs of the 
corporation; 
(7) the appointment of a provisional director (who has all the rights, powers, 
and duties of a duly elected director) to serve for the term and under the 
conditions prescribed by the court; 
(8) the payment of dividends; 
(9) the award of damages to any aggrieved party. 
(b) If the court finds that a party to the proceeding acted arbitrarily, 
vexatiously, or otherwise not in good faith, it may award one or more other 
parties their reasonable expenses, including counsel fees and the expenses of 
appraisers or other experts, incurred in the proceeding. 
 
SECTION 42. EXTRAORDINARY RELIEF: SHARE PURCHASE 
(a) If the court finds that the ordinary relief described in section 41(a) is or 
would be inadequate or inappropriate, it may order the corporation dissolved 
under section 43 unless the corporation or one or more of its shareholders 
purchases all the shares of the shareholder for their fair value and on terms 
determined under subsection (b). 
(b) If the court orders a share purchase, it shall: 
(1) determine the fair value of the shares, considering among other relevant 
evidence the going concern value of the corporation, any agreement among 
some or all of the shareholders fixing the price or specifying a formula for 
determining share value for any purpose, the recommendations of appraisers (if 
any) appointed by the court, and any legal constraints on the corporation’s 
ability to purchase the sh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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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pecify the terms of the purchase, including if appropriate terms for 
installment payments, subordination of the purchase obligation to the rights of 
the corporation’s other creditors, security for a deferred purchase price, and a 
covenant not to compete or other restriction on the seller; 
(3) require the seller to deliver all his shares to the purchaser upon receipt of 
the purchase price or the first installment of the purchase price; 
(4) provide that after the seller delivers his shares he has no further claim 
against the corporation, its directors, officers, or shareholders, other than a 
claim to any unpaid balance of the purchase price and a claim under any 
agreement with the corporation or the remaining shareholders that is not 
terminated by the court; and 
(5) provide that if the purchase is not comple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ecified terms, the corporation is to be dissolved under section 43. 
(c) After the purchase order is entered, any party may petition the court to 
modify the terms of the purchase and the court may do so if it finds that 
changes in the financial or legal ability of the corporation or other purchaser to 
complete the purchase justify a modification. 
(d) If the corporation is dissolved because the share purchase was not 
comple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urt’s order, the selling shareholder has the 
same rights and priorities in the corporation’s assets as if  the sale had not been 
ordered. 
 
SECTION 43. EXTRAORDINARY RELIEF: DISSOLUTION 
(a) The court may dissolve the corporation if it finds: 
(1) there are one or more grounds for judicial dissolution un- der [MBCA § 
14.30]; or 
(2) all other relief ordered by the court under section 41 or 42 has failed to 
resolve the matters in dispute. 
(b)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o dissolve the corporation, the court shall consider 
among other relevant evidence the financial condition of the corporation but 
may not refuse to dissolve solely because the corporation has accumulated 
earnings or current operating profits. 
 
Transition Provisions 
SECTION 50. APPLICATION TO EXISTING CORPORATIONS 
(a) This Supplement applies to all corporations electing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status under section 3 after its effective date. 
(b) [If Sec. 54 repeals an integrated close corporation statute enacted before 
this Supplement, this and additional subsections should provide a cutoff date by 
which corporations qualified under the repealed statute must elect whether to 
be covered by this Supplement, the procedure for making the election, and the 
effect of the election on existing agreements among shareholders. Cf. MBCA ch. 
17 and Model Professional Corporation Supplement sec. 70.] 
 
SECTION 51. RESERVATION OF POWER TO AMEND OR REPEAL 
The [name of state legislature] has power to amend or repeal all or part of this 
supplement at any time and all corporations subject to this supplement are 
governed by the amendment or rep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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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52. SAVING PROVISIONS 
(a) The repeal of a statute by this Supplement does not affect: 
(1) the operation of the statute or any action taken under it before its repeal;  
(2) any ratification, right, remedy, privilege, obligation, or liability acquired, 
accrued, or incurred under the statute before its repeal; 
(3) any violation of the statute, or any penalty, forfeiture, or punishment 
incurred because of the violation, before its repeal; 
(4) any proceeding, reorganization, or dissolution commenced under the 
statute before its repeal, and the proceeding, reorganization, or dissolution may 
be comple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tute as if it had not been repealed. 
 
SECTION 53. SEVERABILITY 
If any provision of this Supplement or its application to any per- son or 
circumstance is held invalid by a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the invalidity 
does not affect other provisions or applications of the Supplement that can be 
given effect without the invalid provision or application, and to this end the 
provisions of the Supplement are severable. 
 
SECTION 54. REPEAL 
The following laws and parts of laws are repealed:       . 
 
SECTION 55. EFFECTIVE DATE 
This Supplement takes eff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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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閉鎖性公司專章 

Subchapter XIV Close Corporations; Special Provisions  
 
§ 341 Law applicable to close corporation.  
(a) This subchapter applies to all close corporations, as defined in § 342 of this 
title. Unless a corporation elects to become a close corporation under this 
subchapter in the manner prescribed in this subchapter, it shall be subject in all 
respects to this chapter, except this subchapter.  
(b) This chapter shall be applicable to all close corporations, as defined in § 342 
of this title, except insofar as this subchapter otherwise provides.  
 
§ 342 Close corporation defined; contents of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a) A close corporation is a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is chapter whos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contains the provisions required by § 102 of this title 
and, in addition, provides that:  
(1) All of the corporation's issued stock of all classes, exclusive of treasury 
shares, shall be represented by certificates and shall be held of record by not 
more than a specified number of persons, not exceeding 30; and  
(2) All of the issued stock of all classes shall be subject to 1 or more of the 
restrictions on transfer permitted by § 202 of this title; and  
(3) The corporation shall make no offering of any of its stock of any class which 
would constitute a "public offering"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ct of 1933 [15 U.S.C. § 77a et seq.] as it may be amended from time 
to time.  
(b)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f a close corporation may set forth the 
qualifications of stockholders, either by specifying classes of persons who shall 
be entitled to be holders of record of stock of any class, or by specifying classes 
of persons who shall not be entitled to be holders of stock of any class or both.  
(c) For purposes of determining the number of holders of record of the stock of 
a close corporation, stock which is held in joint or common tenancy or by the 
entireties shall be treated as held by 1 stockholder.  
 
§ 343 Formation of a close corporation.  
A close corporation shall be formed in accordance with §§ 101, 102 and 103 of 
this title, except that:  
(1) Its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shall contain a heading stating the name of 
the corporation and that it is a close corporation; and  
(2) Its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shall contain the provisions required by § 342 
of this title.  
 
§ 344 Election of existing corporation to become a close corporation.  
Any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is chapter may become a close corporation 
under this subchapter by executing, acknowledging and filing, in accordance 
with § 103 of this title, a certificate of amendment of its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which shall contain a statement that it elects to become a close 
corporation, the provisions required by § 342 of this title to appear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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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f a close corporation, and a heading stating the 
name of the corporation and that it is a close corporation. Such amendment 
shall be adop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 241 or 242 of this 
title, except that it must be approved by a vote of the holders of record of at 
least 2/3 of the shares of each class of stock of the corporation which are 
outstanding.  
 
§ 345 Limitations on continuation of close corporation status.  
A close corporation continues to be such and to be subject to this subchapter 
until:  
(1) It files with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 certificate of amendment deleting from 
its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the provisions required or permitted by § 342 of 
this title to be stated in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to qualify it as a close 
corporation; or  
(2) Any 1 of the provisions or conditions required or permitted by § 342 of this 
title to be stated in a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to qualify a corporation as a 
close corporation has in fact been breached and neither the corporation nor any 
of its stockholders takes the steps required by § 348 of this title to prevent such 
loss of status or to remedy such breach.  
 
§ 346 Voluntary termination of close corporation status by amendment of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vote required.  
(a) A corporation may voluntarily terminate its status as a close corporation 
and cease to be subject to this subchapter by amending its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to delete therefrom the additional provisions required or 
permitted by § 342 of this title to be stated in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f 
a close corporation. Any such amendment shall be adopted and shall become 
effective in accordance with § 242 of this title, except that it must be approved 
by a vote of the holders of record of at least 2/3 of the shares of each class of 
stock of the corporation which are outstanding.  
(b)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f a close corporation may provide that on 
any amendment to terminate its status as a close corporation, a vote greater 
than 2/3 or a vote of all shares of any class shall be required; and if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contains such a provision, that provision shall not be 
amended, repealed or modified by any vote less than that required to terminate 
the corporation's status as a close corporation.  
 
§ 347 Issuance or transfer of stock of a close corporation in breach of 

qualifying conditions.  
(a) If stock of a close corporation is issued or transferred to any person who is 
not entitled under any provision of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permitted by 
§ 342(b) of this title to be a holder of record of stock of such corporation, and if 
the certificate for such stock conspicuously notes the qualifications of the 
persons entitled to be holders of record thereof, such person is conclusively 
presumed to have notice of the fact of such person's ineligibility to be a 
stockholder. 
(b) If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f a close corporation states the number 
of persons, not in excess of 30, who are entitled to be holders of record of its 
stock, and if the certificate for such stock conspicuously states such number, and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27 

 

if the issuance or transfer of stock to any person would cause the stock to be 
held by more than such number of persons, the person to whom such stock is 
issued or transferred is conclusively presumed to have notice of this fact. 
(c) If a stock certificate of any close corporation conspicuously notes the fact 
of a restriction on transfer of stock of the corporation, and the restriction is one 
which is permitted by § 202 of this title, the transferee of the stock is 
conclusively presumed to have notice of the fact that such person has acquired 
stock in violation of the restriction, if such acquisition violates the restriction.  
(d) Whenever any person to whom stock of a close corporation has been 
issued or transferred has, or is conclusively presumed under this section to have, 
notice either:  
(1) That such person is a person not eligible to be a holder of stock of the 
corporation, or  
(2) That transfer of stock to such person would cause the stock of the 
corporation to be held by more than the number of persons permitted by its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to hold stock of the corporation, or  
(3) That the transfer of stock is in violation of a restriction on transfer of stock, 
the corporation may, at its option, refuse to register transfer of the stock into 
the name of the transferee.  
(e) Subsection (d) of this section shall not be applicable if the transfer of stock, 
even though otherwise contrary to subsection (a), (b) or (c) of this section has 
been consented to by all the stockholders of the close corporation, or if the 
close corporation has amended its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 346 of this title. 
(f) The term "transfer," as used in this section, is not limited to a transfer for 
value.  
(g)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do not in any way impair any rights of a 
transferee regarding any right to rescind the transaction or to recover under any 
applicable warranty express or implied.  
 
§ 348 Involuntary termination of close corporation status; proceeding to 

prevent loss of status. 
(a) If any event occurs as a result of which 1 or more of the provisions or 
conditions included in a close corporation's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pursuant 
to § 342 of this title to qualify it as a close corporation has been breached, the 
corporation's status as a close corporation under this subchapter shall terminate 
unless: 
(1) Within 30 days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the event, or within 30 days after 
the event has been discovered, whichever is later, the corporation files with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 certificate, executed and acknowledged in accordance with 
§ 103 of this title, stating Title 8 - Corporations Page 85 that a specified provision 
or condition included in its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pursuant to § 342 of this 
title to qualify it as a close corporation has ceased to be applicable, and 
furnishes a copy of such certificate to each stockholder; and  
(2) The corporation concurrently with the filing of such certificate takes such 
steps as are necessary to correct the situation which threatens its status as a 
close corporation,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refusal to register the 
transfer of stock which has been wrongfully transferred as provided by § 347 of 
this title, or a proceeding under subsection (b) of this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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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he Court of Chancery, upon the suit of the corporation or any 
stockholder, shall have jurisdiction to issue all orders necessary to prevent the 
corporation from losing its status as a close corporation, or to restore its status 
as a close corporation by enjoining or setting aside any act or threatened act on 
the part of the corporation or a stockholder which would be inconsistent with 
any of the provisions or conditions required or permitted by § 342 of this title to 
be stated in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f a close corporation, unless it is an 
act approved in accordance with § 346 of this title. The Court of Chancery may 
enjoin or set aside any transfer or threatened transfer of stock of a close 
corporation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terms of its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r of 
any transfer restriction permitted by § 202 of this title, and may enjoin any 
public offering, as defined in § 342 of this title, or threatened public offering of 
stock of the close corporation.  
 
§ 349 Corporate option where a restriction on transfer of a security is held 

invalid.  
If a restriction on transfer of a security of a close corporation is held not to be 
authorized by § 202 of this title, the corporation shall nevertheless have an 
option, for a period of 30 days after the judgment setting aside the restriction 
becomes final, to acquire the restricted security at a price which is agreed upon 
by the parties, or if no agreement is reached as to price, then at the fair value as 
determined by the Court of Chancery. In order to determine fair value, the Court 
may appoint an appraiser to receive evidence and report to the Court such 
appraiser's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 as to fair value.  
 
§ 350 Agreements restricting discretion of directors.  
A written agreement among the stockholders of a close corporation holding a 
majority of the outstanding stock entitled to vote, whether solely among 
themselves or with a party not a stockholder, is not invalid, as between the 
parties to the agreement, on the ground that it so relates to the conduct of the 
business and affairs of the corporation as to restrict or interfere with the 
discretion or pow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 effect of any such agreement 
shall be to relieve the directors and impose upon the stockholders who are 
parties to the agreement the liability for managerial acts or omissions which is 
imposed on directors to the extent and so long as the discretion or powers of 
the board in its management of corporate affairs is controlled by such 
agreement. (8 Del. C. 1953, § 350; 56 Del. Laws, c. 50.)  
 
§ 351 Management by stockholders.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f a close corporation may provide that the 
business of the corporation shall be managed by the stockholders of the 
corporation rather than by a board of directors. So long as this provision 
continues in effect:  
(1) No meeting of stockholders need be called to elect directors;  
(2) Unless the context clearly requires otherwise, the stockholders of the 
corporation shall be deemed to be directors for purposes of applying provisions 
of this chapter; and  
(3) The stockholders of the corporation shall be subject to all liabilities of 
directors. Such a provision may be inserted in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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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dment if all incorporators and subscribers or all holders of record of all of 
the outstanding stock, whether or not having voting power, authorize such a 
provision. An amendment to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to delete such a 
provision shall be adopted by a vote of the holders of a majority of all 
outstanding stock of the corporation, whether or not otherwise entitled to vote. 
If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contains a provision authorized by this section, 
the existence of such provision shall be noted conspicuously on the face or back 
of every stock certificate issued by such corporation.  
 
§ 352 Appointment of custodian for close corporation.  
(a) In addition to § 226 of this title respecting the appointment of a custodian 
for any corporation, the Court of Chancery, upon application of any stockholder, 
may appoint 1 or more persons to be custodians, and, if the corporation is 
insolvent, to be receivers, of any close corporation when: 
(1) Pursuant to § 351 of this title the business and affairs of the corporation are 
managed by the stockholders and they are so divided that the business of the 
corporation is suffering or is threatened with irreparable injury and any remedy 
with respect to such deadlock provided in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r 
bylaws or in any written agreement of the stockholders has failed; or  
(2) The petitioning stockholder has the right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orporation under a provision of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permitted by § 
355 of this title.  
(b) In lieu of appointing a custodian for a close corporation under this section 
or § 226 of this title the Court of Chancery may appoint a provisional director, 
whose powers and status shall be as provided in § 353 of this title if the Court 
determines that it would be in Title 8 - Corporations Page 86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orporation. Such appointment shall not preclude any subsequent order of 
the Court appointing a custodian for such corporation. 
 
§ 353 Appointment of a provisional director in certain cases.  
(a) Notwithstanding any contrary provision of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r the bylaws or agreement of the stockholders, the Court of Chancery may 
appoint a provisional director for a close corporation if the directors are so 
divided respecting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rporation's business and affairs 
that the votes required for action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cannot be obtained 
with the consequence that the business and affairs of the corporation can no 
longer be conducted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stockholders generally.  
(b) An application for relief under this section must be filed  
(1) by at least one half of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then in office,  
(2) by the holders of at least one third of all stock then entitled to elect 
directors, or,  
(3) if there be more than 1 class of stock then entitled to elect 1 or more 
directors, by the holders of two thirds of the stock of any such class; but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f a close corporation may provide that a lesser 
proportion of the directors or of the stockholders or of a class of stockholders 
may apply for relief under this section.  
(c) A provisional director shall be an impartial person who is neither a 
stockholder nor a creditor of the corporation or of any subsidiary or affiliate of 
the corporation, and whose further qualifications, if any, may be determin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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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t of Chancery. A provisional director is not a receiver of the corporation 
and does not have the title and powers of a custodian or receiver appointed 
under §§ 226 and 291 of this title. A provisional director shall have all the rights 
and powers of a duly elected director of the corporation, including the right to 
notice of and to vote at meetings of directors, until such time as such person 
shall be removed by order of the Court of Chancery or by the holders of a 
majority of all shares then entitled to vote to elect directors or by the holders of 
two thirds of the shares of that class of voting shares which filed the application 
for appointment of a provisional director. A provisional director's compensation 
shall be determined by agreement between such person and the corporation 
subject to approval of the Court of Chancery, which may fix such person's 
compensation in the absence of agreement or in the event of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 provisional director and the corporation.  
(d) Even though the requirements of subsection (b) of this section relating to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or stockholders who may petition for appointment of a 
provisional director are not satisfied, the Court of Chancery may nevertheless 
appoint a provisional director if permitted by § 352(b) of this title .  
 
§ 354 Operating corporation as partnership.  
No written agreement among stockholders of a close corporation, nor any 
provision of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r of the bylaws of the corporation, 
which agreement or provision relates to any phase of the affairs of such 
corporat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management of its business or 
declaration and payment of dividends or other division of profits or the election 
of directors or officers or the employment of stockholders by the corporation or 
the arbitration of disputes, shall be invalid on the ground that it is an attempt by 
the parties to the agreement or by the stockholders of the corporation to treat 
the corporation as if it were a partnership or to arrange relations among the 
stockholders or between the stockholders and the corporation in a manner that 
would be appropriate only among partners.  
 
§ 355 Stockholders' option to dissolve corporation.  
(a)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f any close corporation may include a 
provision granting to any stockholder, or to the holders of any specified number 
or percentage of shares of any class of stock, an option to have the corporation 
dissolved at will or upon the occurrence of any specified event or contingency. 
Whenever any such option to dissolve is exercised, the stockholders exercising 
such option shall give written notice thereof to all other stockholders.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30 days following the sending of such notice,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orporation shall proceed as if the required number of stockholders having 
voting power had consented in writing to dissolution of the corporation as 
provided by § 228 of this title. 
(b) If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as originally filed does not contain a 
provision authorized by subsection (a) of this section, the certificate may be 
amended to include such provision if adopted by the affirmative vote of the 
holders of all the outstanding stock, whether or not entitled to vote, unless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specifically authorizes such an amendment by a vote 
which shall be not less than 2/3 of all the outstanding stock whether or not 
entitled to 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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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ach stock certificate in any corporation whos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authorizes dissolution as permitted by this section shall conspicuously note on
the face thereof the existence of the provision. Unless noted conspicuously on
the face of the stock certificate, the provision is ineffective.

§ 356 Effect of this subchapter on other laws.
This subchapter shall not be deemed to repeal any statute or rule of law which is
or would be applicable to any corporation which is organized under this chapter
but is not a close corpo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