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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世界主要經濟體持續地強化公司治理制度。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也肯定

其重要性並且制定了公司治理制度準則，其列出了若干標準，關鍵的就是如何強化公

司董事的受任人義務。 

以英美法系為例，其主要負責企業決策管理以及業務執行的機關即為董事，台灣

於 2001年修正公司法第 202條，即將公司業務之執行，規範為除了公司法或章程規

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因此，立法政策的選擇，董事

會應掌握主要的經營權力，相對的其所背負的責任也應該加重，以使得權責相符。 

惟經濟快速發展，商業環境愈趨複雜，台灣的公司法制度是否能夠彈性因應？對

於公司董事會所應承擔的責任，是要增加管制或者降低鬆綁？股東和利害關係人的權

益應該如何保障？這些都是現代公司法領域須持續並謹慎思索的議題。 

由於董事決策權力有增無減，若要提升公司競爭力以及強化公司治理減少弊端，

最重要的是釐清台灣公司法體系內董事應有之責任界線。問題的釐清及改善可從以下

三個層次著手：董事應盡之受任人義務、受任人義務於不同類型董事之適用及董事責

任衡平制度。 

在研究方法部分，若要釐清我國董事責任體系，首先需要追本溯源，探索因社會

經濟變遷是如何影響立法政策對於董事責任制度的設計。其次，須對受託人義務有清

晰理解。我國學說及實務上對此已有內容豐富的論述，本文擬針對文獻分析及歸納，

進一步剖析現行公司法對於董事責任體系及受託人義務之基本架構。再者，由於做為

自由經濟體制代表之美國，其最讓投資人信任且司法裁判體系對於商法領域最為專精

的是德拉瓦州之公司法制度，本文亦採比較研究法，綜合比較該州之法規範及司法實

務判決，以作為未來董事責任界線具體化之學習借鏡。 

時間縮影上可察覺出，商法領域之所以不同於傳統民法體系，是在於立法及經濟

政策的選擇，常須回應工商業發展，以減少政府過度地干預。政策的選擇雖趨向經營

上的鬆綁，但隱含的是衡平法上的取捨，在給予公司經營較大彈性時，另一方面即須

透過法制設計，適當制衡公司經營者權力過大可能帶來的弊端。管制層面上即須強化

董事受託人義務使其承擔較多責任。 

由於現代公司規模龐大，董事等經營決策者可運用的公司資源與日俱增，公司法

變革的核心思維，即須同時強化對於董事經營權限的制約，亦即提升了董事受託人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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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內涵。從百年基礎的公司法制變遷史得知，台灣在公司法制的路徑選擇，一方面

持續移植先進國家法律的思維，惟兼容並蓄的是本土立法的特色。 

本文嘗試從董事責任體系的整體輪廓，分析現行法制可能的不清晰之處，並探索

董事責任界限之合理化建構模式。 

公司法制持續地變革，其影響內化的過程，短期內或不顯著，但長期而言終究看

得出軌跡。本文亦樂觀看待，隨著經濟發展變遷，將引領公司法制維持有機之動態發

展。 
 

 

 

 

 

 

 

 

 

 

 

 

 

 

 

 

 

 

 

 

 

 

 

 
關鍵字：董事民事責任、董事類型、受任人義務、經營判斷法則、董事責任衡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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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第一項  研究動機 

壹、 前言 

現代經濟發展迅速，新型商業模式透過全球化趨勢，及消費者習慣改變，一

些個別企業，甚而其經濟規模可超越一般國家總體之年國民所得（舉例而言，微

軟、Apple、Google、Amazon)。其複雜且精密的經營方法雖累積了龐大的資力及

財富，但過程中所憑藉的常是頻繁的商業決策及數不盡的交易行為。在這複雜操

作且被高度管理的營運環境，稍有不留意，或存在不正當的決策管理行為，即可

能導致重大的股東權益損害，或投資人不可承受的損失，甚至增加了整體社會的

成本並妨礙了經濟的進一步成長。 

因此，世界主要經濟體在歷經了許多企業重大舞弊、決策失當案例下，也逐

漸衍生出對公司治理制度的要求1。在這個新的公司治理發展路徑上，除了強調

嚴謹的內部控制機制建立外，企業經營階層的責任更屢次被檢討，而經營階層的

核心角色又是什麼呢？ 

若從英美法系的主要經濟體來觀察，主要負責企業組織決策管理以及業務執

行的機關即為董事，也因此在強化公司治理的路徑上，董事該負起什麼責任以及

責任之界線為何？即成為公司治理能否健全、企業經營是否成功的核心關鍵。 

而歐美主要已開發國家，隨著殖民經濟時代開啟，以至於現代，其公司法制

發展歷經數百年，期間經歷過工業大革命、兩次大戰、經濟大蕭條等挫折，公司

制度及管理亦日臻成熟，這歷史的變遷也使得台灣得以繼受並移植大陸法系或英

美法系之公司法制度。 

                                                
1 所謂公司治理，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義：「是指一種指導及管理企業的機制，以落
實企業經營者的責任，並保障股東的合法權益及兼顧其他利害關係人的利益。良好的公
司治理應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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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營運目標，協
助企業管理運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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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742&parentpath=0,648，最後瀏覽日：2018
年 6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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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台灣公司經濟變遷及經營風險 

台灣在歷史及經濟變遷的脈絡中，也無法自免於全球貿易化浪潮，隨著貿易

往來興盛，公司家數成立逐漸增多，經濟規模也隨之擴大，在這當中，資訊科技

變革所帶來的影響力尤其顯著。在電腦運算速度逐年提升之條件下，台灣與西方

經濟體同時經歷了第三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經濟快速發展，隨後而來的網路資訊

時代，也加速提升了企業的生產力以及消費力的普遍增加。雖然西元兩千年時的

網路泡沫，帶給許多公司重大的經濟損失，但持續進步的資訊技術也醞釀了後續

工業自動化生產及人工智慧發展的契機。新型態的商業模式，例如社群軟體、網

路交易平台以及數位經濟，深刻的影響公司發展及擴張的腳步。 

從正面的角度來看待，資訊技術以及新型態商業的開展，確實有助於整體企

業營運動能及國家經濟實力的提升。但另外一面呈現的卻是管理複雜度與日俱增，

公司組織決策失敗與經營風險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實際上我們也看到了許多企業

舞弊或者決策錯誤案例層出不窮。例如 2004 年博達科技財務舞弊案及太平洋電

線電纜掏空案、2006年力霸集團違法掏空及超貸案，以及明基併購西門子手機

部門失敗案例等。 

參、 公司法制度作為規範基礎 

以上敘述再也熟悉不過，雖然僅僅是簡要描繪了台灣企業組織所面臨的經濟

商業變遷史，看似與法律制度無直接關聯，然而真正重要的是，隨著企業組織規

模不斷擴大，經營複雜性有增無減，一個錯誤的或不正當的經營決策，可能帶來

除了公司的經濟損失之外，亦可能使得投資人信心喪失，最壞的是，阻礙國家整

體經濟發展的動能。那我們的公司法制能夠扮演什麼角色呢？從歷史及經濟變遷

基礎的樣貌，一個有效率的公司治理應該是如何進行？ 

前言曾提及目前主要經濟體仍然持續不斷的強化公司治理制度。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OECD)也肯定其重要性，並於 1999 年首次制定了公司治理制度準則2。

其後於 2004年所作修正，其列出了若干標準，學者認為最為關鍵核心的就是如

                                                
2 OECD公司治理原則自 1999 年發布以來，已被各界公認為良好公司治理的國際基準。
於 2004 年修訂的公司治理原則，OECD 提出六項原則，提供企業建立一個健全的公司治
理之參考。2015 年最新修定，新增主張強化機構投資人的角色、加強防範內線交易等，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742&parentpath=0,648，最後瀏覽日：2018
年 6月 23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niv

ers
i t

y

DOI:10.6814/THE.NCCU.LLME.009.2019.F10

- 3 - 

何強化公司董事的受任人義務
3
。前言並述及，英美法系主要經濟體，其主要負

責企業組織決策管理以及業務執行的機關即為董事，台灣於 2001年修正公司法

202條，即將公司業務之執行，規範為除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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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其立法修正理由，是為了明確劃分股東會

與董事會之職權。因此，立法政策的選擇下，公司的董事會機關應掌握主要的經

營權力，相對的其所背負的責任也應該加重，以使得權責相符。 

肆、 台灣公司法制度之繼受及彈性因應 

然而，台灣的公司法制度除了繼受英美法系以及大陸法系影響外，尚且受到

我國社會文化及民間商業習慣的交互作用。公司法自從 1904年清朝末年，自國

外移植引入 100餘年以來，經過了幾次不同政體的更迭。當經濟快速發展，以及

新型態商業模式佔據了全球貿易舞台，如此複雜的商業環境，台灣的公司法制度

是否能夠彈性因應，以建構一套合理的遊戲規則？公司主要業務執行機關，亦即

董事會，其經驗判斷能力、技術及專業知識，能否適應此嚴酷的商業競爭，對其

所承擔的責任適用上，是要增加管制或者降低鬆綁？股東和利害關係人的權益應

該如何保障？這些都是現代公司法領域須持續並謹慎思索的議題。 

伍、 研究動機 

由於董事所扮演的核心決策權力有增無減，本文認為若要提升公司競爭力以

及強化公司治理減少弊端，最重要的是釐清台灣公司法體系內董事應有之責任界

線。從法規範、經營管理實務、學說論述及司法實踐上來觀察，問題的釐清及改

善可從以下三個層次著手： 

一、 董事應盡之受任人義務 

我國公司法第 23 條第 1項，已規範了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應盡之注意義

務，雖然刻劃出大致的輪廓，但此仍然為抽象且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公司董事對

於其應履行之義務仍可能感到模糊不清。此外，從部分法院實務判決來觀察，對

於董事應盡之義務或承擔之責任，也常出現認知上重大歧異，因為如此，使得股

                                                
3 劉連煜，戰後台灣公司法與證券法學之發展－－一甲子的觀察，戰後台灣法學史（下
冊），2013 年 1月，頁 91。此外，自董事受託人義務延伸並強化之角度觀察，學者亦提
出公司治理之核心課題，係在防止經營者違法濫權，及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請參閱劉
連煜，現代公司法，增訂十二版，新學林，2016年 9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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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權益未必獲得合理保障。例如，有關董事應履行之注意義務，實務及學說上部

分認為應該採取抽象輕過失責任，但亦有部分認為應適用美國法所謂經營判斷法

則
4。從天平的兩端來看，各有其道理，大多數投資人和小股東希望公司董事承

擔的責任越高越好，因其可使公司董事做決策時謹慎為之，並使得股東權益得到

較充分的保障。但若從公司董事的角度檢視，則傾向適用經營判斷法則，因其可

較無後顧之憂，並能專注於管理決策之分析及執行，不用猶豫不決，畏於做經營

決定。因此，有關董事應盡之義務，基於法律明確性，是否應該有更清晰且具體

化的規範，透過商法體系的重行建構，使得公司董事得以清楚辨識其責任界線，

並做好損害控管及適當風險評估？最終目標是透過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董事權責

相符，及與其薪酬間求取合理的平衡點。 

二、 受任人義務於不同類型董事之適用 

上述有關公司董事應盡之義務釐清後，基於法律規範可預測性，董事將可合

理期待若其違反公司法上義務時，可能需面臨相對應之法律效果。但台灣公司法

制，存在有不同的董事類型，除了一般董事之外，公司法第 27條規範法人董事

制度5、第 8條第 3項有關實質董事之規定6，證券交易法亦於 2006年修正，正

式將獨立董事法制化，因此，在台灣目前公司法體系內，對於以上不同類型董事

及其相互間權義關係，所加諸之責任界限是否皆相同？或者應依其承擔義務程度

不同而異？則有探討之必要。 

三、 董事責任衡平制度 

由於公司業務性質不同，經營規模及複雜度也有差異，此外，公司內部職能

分配，例如董事與經理人間工作之區分以及授權，各個公司常因為其行業特性，

或者公司經營之需要，而做適當調配，公司法制有關董事義務應該如何適用於不

                                                
4 係指推定董事已盡其注意義務，原告股東應舉證推翻，但實務上往往難以證明，使得

原告股東敗訴，詳細定義將於後文論述。 
5 公司法第 27條：「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

表行使職務。（第一項）。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

代表人有數人時，得分別當選，但不得同時當選或擔任董事及監察人。（第二項）。第

一項及第二項之代表人，得依其職務關係，隨時改派補足原任期。（第三項）」 
6 公司法係於 2012 年（增訂）第 8條第三項：「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
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
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但政府為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安定或其他
增進公共利益等情形，對政府指派之董事所為之指揮，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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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類之公司，亦難以做明確規範。但若要建構公司法有關董事責任之完整規範體

系，在將不同董事類型及其合理應承擔之義務細膩區分後，能否進一步賦與董事

責任更完整衡平之機制，使其能專心致力於公司經營業務上？更具體地說，公司

法第 23條之規定是否具有強行法之性質？台灣目前公司法體系能否以股東會決

議或章程豁免或減輕董事部分責任，以提升公司經營管理彈性？ 

以上三個層次的問題，若能釐清，將可促進台灣公司法制下董事民事責任體

系之完善，此即為本文之主要研究動機。 

第二項  研究目的 

本文認為應針對上述三個層次的問題，逐一探討分析，公司法制有關董事責

任體系之釐清與建構，其重要性不僅在求取司法裁判上認事用法一致，最主要的

目的是能夠增加我國公司法之規範彈性，以適應現代企業愈趨複雜之管理模式，

並增進與國外企業競爭之實力，同時也可達到公司治理強化的目的，保障股東權

益。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第一項 研究方法 

台灣公司法制歷經 110餘年發展，中間數十次修正，同時受英美法系及大陸

法系影響，然而目前主要適用的公司法制度，實際上係融合了我國社會文化及本

土經商環境的特殊情況，與歐美主要經濟體系所採用法則仍有一些差異。因此本

文認為若要釐清我國董事責任體系，首先需要追本溯源，探索因社會經濟變遷是

如何影響立法政策對於董事責任制度的設計及實施。學者曾有認為就方法論而言，

最重要的是透過觀察歷史本身，並深刻地理解歷史脈絡中所埋藏的基本事實，方

能客觀地描述社會經濟變遷下的制度選擇7。 

                                                
7 王文杰，嬗變中之中國大陸法制，第四版，國際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年 1月，頁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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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有關董事責任之探討，須對受託人義務有清晰理解
8
。我國學說及實

務上對此已有深刻及內容豐富的論述，本文擬針對文獻分析及歸納，進一步剖析

現行公司法制度內對於董事責任體系及受託人義務之基本架構。 

再者，由於做為自由經濟體制代表之美國，其資本市場最為蓬勃發展，且規

模龐大，而其中最讓投資人信任且司法裁判體系對於商法領域最為專精的是德拉

瓦州之公司法制度，本文亦採比較研究法，綜合比較該州之法規範及司法實務判

決，以作為台灣董事責任制度之適用參考，及未來董事責任界線具體化之學習借

鏡。 

第二項  研究範圍 

目前台灣之公司法制，董事責任類型可區分為民事、刑事及行政責任。惟自

2001年修法係採取除罪化之修訂原則，因此多數條文內原本所有之刑責規定，

皆回歸至刑法規範，不再以特別法之公司法另訂刑責。此外行政責任上，若有處

罰時，行政機關亦須依循對人民做成不利處分時，所需遵守之依法行政原則，法

條規範相對明確。惟較多爭議常出現於原告股東或投資人遭受損失時，而對被告

公司之董事請求損害賠償時之請求權基礎為何以及事實如何認定，因此本文擬以

台灣公司法制下董事民事責任作為主要研究範圍，後續所述董事責任皆係指董事

民事責任。 

此外，基於公司發展規模趨向於大者恆大，且股東人數增加之情況使得股東

與董事間信賴基礎薄弱。不同於此，有限公司之股東人數相對較少，對於董事信

任程度較高。因此，本文擬以股份有限公司內之董事責任體系作為研究範圍，先

予以敘明。 

各章擬討論之內容如下： 

第一章：主係定義本文之研究動機、研究方法與範圍。 

第二章：藉由公司法訂立及修正之歷史回顧，探索董事責任演變及經濟社會變遷

如何影響政策之選擇。台灣公司法制在英美法系及大陸法系雙重影響下，尚有本

                                                
8 在此須先釐清所謂責任與義務之差異，若依民法定義，責任是指，當債務人違反依債
之關係所負擔債務時，所發生的損害賠償責任，其內容包含了債務不履行的損害賠償責
任、侵權行為賠償責任、新興的危險責任等，學者黃茂榮曾經下了一個註腳，責任“實
為一定義務之違反後的效力或延伸的義務”。黃茂榮，債法總論第一冊，植根，2003
年 10 月，頁 118。 
所謂義務是指，債務之關係發生後，債之內容之實現，乃繫於債務人是否履行給付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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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之社會文化及商業需求，而使得引進外國法制後，尚須入境隨俗不斷地彈性因

應調整，而使得董事所承擔之責任稍異於主要經濟體。 

第三章：本章擬探討現有公司法制下之董事責任體系、受託人義務之內涵、不同

類型董事可能產生適用上的疑義及保護之主要對象，做相對完整之理解。 

第四章：針對董事受託人義務其定義及認知上的分歧，進一步剖析於司法實務判

決之實踐及內涵；實務案例時常出現的爭點，以及所帶來的啟示。 

第五章：擬就受託人義務的問題，逐一與美國法比較，分析主要差異以及解決問

題之主要路徑，並兼論及美國法董事責任衡平制度，以做為未來台灣公司法適用

及解釋上的依據。 

第六章：本章擬彙整分析台灣董事責任體系之困境，分類並探討相對應之問題；

董事責任合理界限之建構模式。同時，考量經濟政策上需要，兼論董事責任衡平

制度之欠缺問題。 

第七章：針對以上結構化的分析，做成最後結論及未來提升董事責任具體化的可

能性，同時董事責任的強化，亦可連結至公司治理的關鍵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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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經發展、政策選擇與法律移植下董事責任之界線 

第一節  回顧公司法之歷史 

第一項  追本溯源的必要性 

台灣在歷史上經歷了數次的不同國家殖民或治理時代，歷史上的割裂使得社

會文化內容豐富且充滿差異性，民間習慣法至今仍然廣泛留存，尤其表現在婚姻、

家庭、財產等法律規範。然而，就商事法及經貿法規而言，因為主係技術性的法

律規範，因此當移植國外商事制度時，相對較容易與社會價值觀融合9。就繼受

法之適用上來看，近代至現代紛紛設立之公司法人較容易遵行，且方便與國外經

貿往來。若要從台灣現代公司法制度理解董事責任的內涵，本文認為仍須追本溯

源，從移植國外公司法制度起點，剖析數個歷史轉折點下，社會文化及經濟發展，

以及政策的選擇，是如何影響董事責任的範圍及界線。 

第二項  百年基礎的公司法制變遷10 

截至 2018年底台灣公司登記家數為 705,234家，資本額合計為台幣 24.22

兆11，大多數公司皆為 1949年國府播遷來台後設立。而其所適用的公司法，則可

回溯至 1904年之欽定大清商律所涵蓋之「公司律」，亦即我國首部公司法。公

司律第一次從法律制度上，對中國境內公司制企業作出詳細規定，並在制度上透

露出，傳統權力機構從以往的重農轉向重商政策，而具有劃時代意義12。 

若要深入探討台灣董事責任之內涵及界限，則有必要先了解我國公司法制的

起源，並且深層次地理解當時立法政策上的選擇。其中甚為重要的是，國家經濟

政策是如何形塑公司法律制度移植到我國後的樣貌？本土根深蒂固的商業習慣

以及民間文化是否能全盤接受此國外法律制度？或者是水土不服而產生了抗拒？

                                                
9 王文杰，同註 7，頁 37。 
10 本項內容主要參考學者賴英照之著作，並奠基於其研究基礎而多有引述，在此先予敘

明。 
11 資料來源: 商工行政資料開放平台，
http://data.gcis.nat.gov.tw/od/datacategory，最後瀏覽日：2019 年 2 月 24日。 
12 鄧建鵬，清末股東權初探，月旦民商法雜誌，創刊號，2003年 9月，頁 151；張銘新、
王玉潔，略論清末《公司律》的產生及特點，法學評論，第 21卷第 3期，2003 年，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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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是步履蹣跚地邊學邊用，而在法教作用下，逐步發揮其功能
13
？對於法律制

度移植其成功或者失敗，以及能否成為法律發展重要的來源，法學論述上，有認

為法律是特定的社會文化下發展而成的，很難因為接受移植就因此影響當地之社

會精神以及風土民情。但是亦有認為西方國家之法律體系也多是繼受羅馬法或英

國之普通法而來，當然法律的移植可發揮其影響力，長期而言是可以融和並內化

於繼受國之社會價值體系內。折衷上的說法是法律是否能成功移植，視其內容及

性質而定，社會環境及生活習慣越相近的國家，法律移植相對容易14。 

在學者研究的基礎上，依據時代背景之不同，以及歷史延續上曾經出現的國

家政體改變，本文擬將我國公司法制度的變遷主要沿革區分為三個階段，並分述

各個階段其董事責任體系是如何演變，在公司治理上的意義為何。 

壹、 清末時期 

我國傳統社會不重商業，將商人列為士農工商四民之末。而至清朝末年時，

由於列強經濟侵略，民生經濟不振，情況大為改變，朝野有識之士也深深體認到

西洋各國之所以強盛，最主要是公司體制匯集了巨大資本，因此得以發展大規模

工商業。在此商業貿易體制下，必須由法律保障投資人資金上的安全，以及建構

公司合理的組織機關，使其得以擴大財貨生產、銷售，並累計大額利潤，同時透

過資本額積累，進而擴大企業規模。在此背景下，西方列強以其武力及經濟實力

向外擴張也得到了資源上穩固支撐。因此，滿清政府在 20世紀初期所面臨的半

封建半殖民的社會結構下，為發展民族經濟，緩和階級矛盾，參考了日本商法制

度經驗，並且學習了當時經濟及軍事上最為強盛之英國的公司法制度，於 1904

年時，正式制定了我國第一部公司法，亦即公司律15，當時本無所謂現代立法程

序，而僅是由政府行政體系所制定頒布。在內容上，公司律係融合英美法系及大

陸法系，又如清朝商部於光緒 29年奏請擬定商律時所述「目前要圖莫如籌辦各

項公司，力祛曩日渙散之弊，庶商務日有起色，不至坐失利權，則公司條例亟應

                                                
13 學者賴英照曾經引述王伯琦教授所稱之法教，謂：「我們早熟的立法，在其一時的效
力方面，或許要打些折扣，但在啟迪人民意識方面，都有極大的作用。我們不妨稱之為
『法教』。尤其在一個社會需要有重大的變革之時，此種立法上的手段，更為重要」。
相關討論詳賴英照所著，法制的移植——從公司律到獨立董事，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84期，2012 年 12月，頁 19。 
14 賴英照，同註 13，頁 16-17。 
15 張銘新、王玉潔，同註 12，頁 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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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為妥訂，俾商人有所遵循。」
16
，可見當時基於時間上救亡圖存之緊迫壓力，

在法律移植上的色彩甚為濃厚，因此並未對民間商業習慣及社會文化做充分的調

查研究，使得適用上大打折扣。有學者研究，當時工商業設立障礙仍多，註冊手

續成本偏高又繁雜，例如 1903年至 1910年，在商部註冊的新工業公司僅為 360

家
17。公司律合計有 131條，其中與董事有關之內容如下18（董事規定係在第 62

條至第 78條；董事會議規定在第 85條至第 97條）： 

一、董事資格及選任程序 

董事由股東會自股東中選任之，每一董事至少持有 10股以上，並由董事組

成董事局，即董事會。 

二、董事人數及任期 

董事人數為 3人至 13人，應為單數，任期以 1年為限，連選得連任。 

三、董事會之權責 

關於公司業務，董事會有決定權，而「公司尋常事件應由總辦或總司理人、

司事人等照章辦理，其重大事件應由總辦或總司理人請董事局會議議決後列冊施

行。」其第 67條特別規定「董事不必常川位公司內」。 

四、董事解任之事由 

倒帳、被控監禁、患瘋巔疾、董事局會議時並未商明其他董事接連三月不到；

此外，股東會亦得依決議予以開除。

五、董事會議

董事局會議每周至少集會一次，至少必須三人到場，採取多數決，可否同數

時取決於主席。董事局決議之事，「公司總辦及各種司事人等必須遵行。」 

觀察公司律有關董事權責之規範，若與現代公司法制度比較，顯得極為簡陋，

但從傳統中國社會商業經營型態來看，從獨資與合夥為主之商業模式，一下子跳

躍到公司組織型態，難免水土不服，可從以下幾點觀察： 

16 係參照光緒 29年清朝商部奏定律章，欽定大清商律，1904年版，頁 28(原文並無標
點符號，係本文作者閱讀其意自行加上，依當時所奏內容，欽定大清商律係包含兩部分，
第一為商人通例共 9條文，第二則為公司律共 131條文)。 
17 熊秋良，論民國初年的公司法規，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5卷第 1
期，1998年 1月，頁 116。 
18 賴英照，中國公司立法之回顧與前瞻，台大法學論叢，第 13卷第 2期，1984 年 6 月，
頁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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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董事資格方面，董事僅須具備股東身分（第 65條，董事必須用本

人姓名且至少持有 10 股以上）即可擔任董事。這亦說明了傳統商業模式，很難

隨著現代企業組織的引進而即做改變，就公司組織而言，所有與經營合一的模式

仍然廣泛存在。 

二、另有規範「董事不必常川位公司內」，學者認為此「顯示董事位高權重

但不必事事躬親，董事之職務往往係給予德高望重者之酬庸」
19，惟本文認為，

就當時傳統商業而言，經營者即為所有者，主要執行業務之董事必須親至公司管

理視察，而多數具有大股東身分之董事，尚不須經常出席董事會，這是情勢之必

然結果，也突顯當時公司治理，相較於現代較為不足。 

三、惟公司律另為制衡董事，避免其權限過大而損及公司利益，也有些基本

上要求，例如董事會應於股東常會 15日前，將公司年報及總結分送眾股東查核

（第 47條）之報告義務、董事辦事不妥或不孚眾望，股東可於會議決議時即行

開除（第 72條）、董事會決議，未出席之董事，於下次會議時經主席簽押，其

原未到場之董事，若無異言即為默許（第 94 條）。本文以為，此類條文立意甚

佳，但在當時社會環境仍處保守，新工業公司設立仍有限之情況下，尤其是經營

者即為所有者，恐難以拘束董事。 

四、有關董事與股東會機關權限之劃分，條文雖敘明，董事會有決定公司重

要業務之權利，例如公司重大事件應由總辦或總司理人，請董事會，議決後列冊

施行（第 78條），而董事必須遵行股東會議決之事（第 52條）。惟上述條文並

未明確劃分股東會與董事會的職權。涉及股東權益之重大事項，是否須經股東會

決議，尚未明列於條文內。 

五、而公司律在有關董事應盡之義務方面並無詳細規範，相關者為董事未經

股東會議允許，不得做與該公司相同之貿易（第 74條），亦即競業禁止條款。

此外董事局會議時所議之事，有與董事一人之私事牽涉者，該董事應自行迴避（第

88條），亦即董事利益迴避之條款。惟卻又規範股東會議時所議之事，有與股

東一人之私事牽涉者，該股東仍可到場，會議毋須迴避（第 104條），則在體系

上出現不連貫，再次說明了立法技術之不足。簡言之，當時清朝民律尚未制定，

                                                
19 賴英照，同註 18，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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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律亦未觸及有關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為何，因此董事受任人義務之規範極為

有限。 

六、在罰則部分，規範了若違背商律被人控告者、違反公司律所定某些行為

義務者、將公司股東或公司各項銀兩移作他用者，處以罰款之行政責任；若偷竊

虧空公司款項或冒騙他人財物者，處以監禁等刑事責任，而在民事責任規定上則

付之闕如。 

整體上，公司律對於公司治理的核心，亦即董事責任的規範是非常不足的，

審視當時第 131條規定，制定意旨為「此係初定之本，如於保護商人推廣商務各

事宜未能詳盡例，無專條者，仍當隨時酌增，續行請旨核准頒行。」，或可說明

了當時頒布此法的階段性任務。 

貳、 民國初建至抗戰勝利 

一、 1914 年公司條例 

1.概述 

此條例制定時，正值清朝傾覆而民間及商業百廢待舉，工商界及實務運作需

有個法令依歸，惟清末時期之公司律甚為簡陋，當時清政府曾經聘請日本學者志

田鉀太郎協助修訂公司律，因此民國成立後乃延續清末時之公司律草案，同時參

酌民間商務總會所提之商法調查案，加以修訂成為公司條例，並於 1914 年由臨

時政府大總統公布。此條例並未經立法程序制訂，因此不稱為法。由于公司條例

大都取材日本商法20，而呈現了濃厚大陸法系色彩。 

2.振興工商思維 

此時雖然面臨了國家政體改變，惟振興實業、保護工商業仍然是政策上迫切

的要務，當時民間工商會團體認為若沒有完備的經濟法規，「則工商必然日就衰

微，永無振興之日」21。公司條例合計有 251 條，有學者認為其立法體例科學化、

立法語言及公司制度規範更為全面，是中國近代公司法的奠基之作，也是我國公

司法制史上，第一次確立了公司的四種基本類型（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兩合公司，此公司型態組織一直延用至 1946年，才做了較大規模

的修改，加入了有限公司制度，以配合積極發展國營事業的需求）以及公司法人

                                                
20 胡霖，公司條例釋義，上海文匯圖書局，1914年 4月，頁 2。（胡霖係當時日本法學
士及律師） 
21 熊秋良，同註 17，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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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22。 

3.股東權益保障難題 

有研究顯示，在 1912年至 1921年期間，註冊新設立的企業家數為 794 家，

平均每年新增註冊 80 家，較辛亥革命前增加一倍23，以中國人口之多而幅員廣

闊，新增公司組織的家數並不算多，這顯示了法律移植的效果是需要時間上的潛

移默化，才能逐漸融入民間社會並催化傳統商業的變革。惟民初時期在保護商業

的政策思維下，新式工商業雖緩慢增加，資本額的積累卻是數十倍成長，使得企

業組織逐漸走向集團化發展24。從企業管理角度思考，公司內部職能分工以及權

責劃分是否應趨向細膩化設計？而從市場經濟面向衍伸的問題是，公司若經營不

善或董事有不正當決策，潛在造成公司的損失將更為巨大，對於股東權益的保

障，是否足夠且合理？本文認為，在距今一百年前市場經濟發展初萌芽的階段，

要藉由法律制度合理規範或移除上述兩個疑慮，是個困難的議題，甚至以現代公

司法制度來檢視，亦無法有效防免類似問題的發生，此可從資本市場企業弊案一

再發生得到驗證。 

4.董事權責 

回到民初公司條例，其雖然主要延續了清末時期的公司律草案，但是在股份

有限公司的制度上，著墨甚多，相關條文計有 133條，與董事權責相關的規範較

清末時期之公司律更為詳細，擇其要點如下（與董事相關之條文主要在於第 152

條至第 165條）： 

(1)機關權限 

股份有限公司的組織機構由股東會、董事會和監察人組成。股東會是公司最

高意思機關，以多數決議發現公司之團體意思，關於業務有最高之指揮權，對於

董事及監察人得為有拘束力之指示，但其權力亦有限制，即不得與強行法規及章

程牴觸25。此外，可聽取董事會年度報告，決定公司年度紅利的分配（第 149條），

但股東僅以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債務負有限責任。董事是公司之理事機關，依章

程規定或股東大會決議，而處理公司之一切行政事務26。監察人者係公司業務財

                                                
22 魏淑君，中國近代公司法體系的奠基之作－1914 年《公司條例》述評，理論學刊，總
第 154 期，2006年 12月，頁 92-93。 
23 同前註，頁 93。 
24 熊秋良，同註 17，頁 116-117。 
25 胡霖，同註 20，頁 92-96。 
26 胡霖，同註 20，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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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之監督機關，因股東會無法經常舉行，故特設此機關，主要功能在於監督董事

營業上行動是否符合法定章程及股東會決議、公司財產上狀況以及董事之業務執

行是否符合公司利益
27。 

(2)董事資格及選任程序 

董事由股東會就股東中選任之（第 152條），除此外並無其他資格限制。 

(3)董事人數及任期 

董事任期不得超過 3 年，但得以連任（第 155 條），惟並未對人數有何規定。 

(4)董事之權責 

「董事執行業務，除章程別有訂明外，以其過半數決之」（第 157 條），當

時學者係認為董事對於公司「實立於法定代理人之地位，其選任之性質，實為一

種之委任及委託契約，故對內為執行業務之機關，對外為代表公司之機關，其執

行業務之權能極大，惟董事如有多人，則其權應為集合體所有，應共同處理」
28，

公司條例並未規範董事會之合議體制，然而由實務上看法，依第 157 條內涵而

論，當時應係採董事會合議制。惟同條例卻又規定，「董事得各自代表公司」（第

158條），「代表公司之董事，凡關於公司營業事務，無論涉訟與否，均有辦理

之權限」（第 158條準用第 31條），則前後呈現了體例上矛盾。若依學者見解，

似可理解為董事之執行業務為對內部關係時，應採董事會合議制，但若董事以代

表公司之機關，對外辦理事務或為法律行為時，則董事得各自代表公司，那麼對

外為法律行為究竟應以何董事為準，似乎易有爭議，交易安全程度相對現代公司

法制亦較不足29。在董事責任方面，「代表公司之董事，因執行其業務，所加於

他人之損害，除由本人過失外，公司應任賠償之責」，（第 158條準用第 33條）

反面解釋即董事因執行業務時若具有過失，所加於他人之損害，此時應由董事對

他人負賠償之責； 「董事於公司業務應遵守章程，妥慎經理，如違背此義務，

至公司受損害時，對於公司應負賠償之責(第 1項)；董事如有違背法令或公司章

程之行為，雖係由股東決議而行者，對於第三者不得免損害賠償之責(第 2項)」

                                                
27 胡霖，同註 20，頁 90。 
28 胡霖，同註 20，頁 87。 
29 依現行民法第 27條第 2項「董事就法人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法人。董事有數人者，
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各董事均得代表法人。」，而現行公司法第 208 條第 3項前段則規
定「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公司。」，則董事長為
公司對外代表機關，此處與民法不同的是採取董事長一人單獨代表制，以適應商法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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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3條），前項應係董事之受任人義務，蓋當時已認為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

實為委任契約；後項則為董事對外部第三人之侵權行為賠償責任。 

(5)董事解任之事由 

「公司因正當理由，無論何時得以股東會決議開除董事」（第 156條）。 

(6)罰則 

主要規範於第 248 條及第 249條，公司執行業務之股東、發起人、董事、監

察人及清算人如違反公司條例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將依起情節輕重處以相應

的罰款。依內容來看，主係行政上處罰，國家管制的重點是在於公司組織的規範

運作，然而民事求償之機制尚未明確建立。 

5.小結 

整體而言，公司條例對於董事與公司間之關係已有較細膩之規範，亦加入了

對他人侵權行為以及對公司內部違反受任人義務之賠償責任，雖然對於何謂受任

人義務尚未有清晰之定義，惟至少對於董事執行業務之權限過大問題，已有了初

步的制衡機制；然而在董事競業禁止及利益迴避之義務，公司條例卻漏未規範，

僅就「董事得監察人之允許，得為自己或他人，與本公司商行為」（第 162 條），

係自我交易需取得事前同意之規定，而對於董事忠實義務稍有著墨。此外，相較

於清末時期公司律就董事競業禁止及利益迴避之義務已有條文納入，則稍微凸顯

了公司條例立法退步之處。 

二、1929 年公司法 

1.概述 

1914年公司條例頒布後，十幾年間據此所設立的公司，陸續實踐了新型態

公司制度，也著實為商業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而法律制度仍持續進行有機發展，

公司條例的基本原理原則持續沿用，並對後續的修訂提供了指引。 

2.節制資本，保障股東利益 

1929年時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完成了第一部經由立法程序制訂之公司法，全

文制定 233條，如學者所述：「本次立法之主要精神，在於節制資本之意義，相

對注重小股東利益之保護，並限制大股東之權利」30，此部法律也成為我國現行

公司法的基礎。 

                                                
30 賴英照，同註 18，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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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事權責 

相較於公司律及公司條例，在董事權責上的規定更為詳盡31，而公司董事至

少五人，由股東會就股東中選任之；董事任期，不得逾三年，但得連選連任。股

東會得隨時決議，將董事解任，但定有任期者，如無正當理由，而於董事任滿前

將其解任時，董事得向公司請求賠償因此所受之損害。分析相關條文內容，董事

主要的權利在於執行業務，但須依照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執行，而若章程未為規

範或股東會未為決議事項，董事應在公司營業範圍內有管理財產並執行業務權利，

而相對應盡的責任可歸類如下： 

(1)行政責任 

若違反公司法強行規定時，依據罰則，需擔負行政責任，例如，對於依本法

而為之調查，有妨礙之行為者；公司章程、股東會決議錄、股東名簿、公司債存

根簿、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損益計算書，及有關於分派股息、

紅利與提出公積金之議案，不備置於本店，或有不實之記載者。 

(2)刑事責任 

若違反公司法強行規定且影響資本充實原則或濫用公司資產時，依據罰則，

最重可處徒刑一年以下32。 

(3)民事責任 

對外部關係的責任，主要係侵權行為賠償責任，如準用第 33條規定結果，

董事因執行業務致他人受有損害時，應由行為人與公司連帶負賠償之責。惟本條

規定，使得公司對於外部第三人所受損害，亦負連帶賠償責任，但因董事故意或

過失所致損失，內部關係上如何由公司法人組織體轉向董事求償，並避免所有股

東同受損失？ 

                                                
31 例如第 144 條規定：「董事之執行業務，除章程另有訂定外，以其過半數之決議行之」。
第 145 條規定：「公司得依章程或股東會之決議，特定董事中之一人或數人代表公司」。
而第 148條規定：「董事之執行業務，應依照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董事違反前項規定，
致公司受損害時，對於公司負賠償之責。」。第 168 條規定：「董事應將其所造具之各項
表冊，提出於股東會，請求承認。經股東會承認後，董事應將資產負責表、損益計算書、
及公積金與股息、紅利分派之決議公告。」。第 169 條規定：「各項表冊，經股東會承認
後，視為公司已解除董事及監察人之責任。但董事或監察人有不正當行為者，不在此限。」 
32 第 233條規定有四種情況，可處以刑責「一、聲請為設立登記或增資登記時，關於股
份總數之認足，股款已繳之總數，有不實之陳述者。二、不論用何名義，為公司收買本
公司股份或收作抵押品者。三、違反本法之規定，分派股息或紅利者。四、在公司章程
所定之事業範圍外，動用公司財產為投機事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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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內部關係的責任，如第 148條規定，若董事違反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而執

行業務，致公司受損害時，對於公司負賠償之責。依據文義反面解釋，只要遵照

決議行事，即使公司受有損害，對於公司即不需擔負賠償責任，但若章程未為規

範或股東會未為決議事項，而董事執行業務並使公司受有損害時，則未明文規範

此時董事應盡之義務為何？違反義務時，是否應對於公司擔負賠償責任？ 

此外，準用第 28 條，對於董事有競業禁止之規定33，但解除競業禁止則需股

東全體之同意，又較現行法規僅需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為嚴格，且公司歸入權之

規範尚不明確，所謂「為自己或他人所為之行為，認為為公司所為。」有無涵蓋

該行為之所得？又第 162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本公司有交涉時，由監察

人為公司之代表。此條係自我交易條款，隱含了董事部分之忠實義務，惟具利益

衝突之董事是否該對董事會或股東會說明以及利益迴避之義務等配套措施則缺

乏。 

4.小結 

整體上來看，此時公司法對於董事民事責任體系規範是有限的，有關董事對

於公司應盡之義務也尚處於摸索階段，在忠實義務上，雖有初步定義，體系上似

乎寬嚴不一，文字未臻清晰。 

三、 1946 年公司法 

1.概述 

抗戰結束後，國家及民間經濟結構破壞殆盡，政策選擇乃以振興工商事業，

獎勵投資作為施政主軸，因此承接了 1929年公司法基礎，全文修正並擴增至 361

條，本次修正特別著重於鬆綁及鼓勵小型股份有限公司之成立。 

2.董事權責 

有關董事規定，舉其要者例如，公司設置董事由原來至少五人，降為三人，

董事仍然須具有股東身分； 董事在職權上須集體行動時，得組織董事會，其組

織及開會、決議方法，以章程定之； 公司得依章程由董事互推一人為董事長，

一人或數人為常務董事，代表公司；而相對應盡的責任可歸類如下： 

                                                
33 第 28 條規定：「股東非經其他股東全體之同意，不得為自己或他人為與公司同類營
業之行為，及為他公司之無限責任股東。股東違反前項規定時，其他股東得以過半數之
決議，將其為自己或他人所為之行為，認為為公司所為。但自行為後逾一年者，不在此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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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責任 

主要散布在相關條文內，以罰鍰為主，此類條文眾多。 

(2)刑事責任 

部分條文有刑責規定，主要為罰金及自由刑，例如第 15條「公司設立登記

後，如發現其設立登記或其他登記事項有違法或虛偽情事……公司負責人有前項

情事時得各科一千元以下之罰金，其情節重大者，得各科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二千元以下之罰金。」，或第 231條「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或前項規定分

派股利時，得各科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千元以下之罰金」。 

(3)民事責任 

對外部關係的責任，主係侵權行為賠償責任，第 30條規定「公司負責人對

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連帶負

賠償之責。」，負責人係包含董事，惟相同的問題，此條規定使得公司對於外部

第三人所受損害，亦負連帶賠償責任，但因董事故意或過失所致損失，內部關係

上如何由公司法人組織體轉向董事求償，並避免所有股東同受損失？ 

對內部關係的責任，例如公司不得經營其登記範圍以外之業務、除依其他法

律或公司章程規定，以保證為業務者外，不得為任何保證人，董事若違反規定時，

須賠償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害。 

又如第 196條規定，若董事違反法令、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而執行業務，致

公司受損害時，對於公司負賠償之責，但曾經表示異議之董事，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可證者，免其責任。本次修正條文相對豁免了表示異議之董事責任，惟問題依

舊存在，若章程未為規範或股東會未為決議事項，而董事執行業務並使公司受有

損害時，則未明文規範此時董事應盡之義務為何？違反義務時，是否應對於公司

擔負賠償責任？ 

準用第 48條，對於董事有競業禁止之規定34，但解除競業禁止則仍需股東全

體之同意，又較現行法規僅需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為嚴格，且公司歸入權之規範

尚不明確，所謂「為自己或他人所為之行為，認為為公司所為。」有無涵蓋該行

為之所得？ 

                                                
34 第 48 條規定：「股東非經其他股東全體之同意，不得為自己或他人為與公司同類營
業之行為及為他公司之無限責任股東或合夥事業之合夥人。股東違反前項規定時，其他
股東得以過半數之決議，將其為自己或他人所為之行為，認為為公司所為，但自行為後
逾一年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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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第 210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本公司有交涉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

代表。」此條係自我交易條款，隱含了董事部分之忠實義務，惟具利益衝突之董

事是否該對董事會或股東會說明以及利益迴避之義務等配套措施則缺乏。 

3.小結 

以上述分析，1946 年公司法對於董事民事責任體系規範主要仍承襲了 1929

年之基礎，惟董事違反法令、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而執行業務，致公司受損害時，

曾經表示異議之董事，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可證者，免其責任。整體上，董事民事

責任之界線仍處於模糊不清之狀態。 

參、 政府播遷來台至現今 

一、 概述 

1949年國民政府退居來台後，原本適用於全中國大陸之公司法，限縮於僅

在台灣使用，在這段期間，因應社會環境及工商發展之迅速變遷，公司法大大小

小修正了 25次，而全球經貿往來愈為密切，也加深了對於國外公司法制的移植

需求，但更多的是隨著本土企業的蓬勃發展、固有的商業習慣需求以及國家經濟

政策引導方向的一貫思維，使得台灣公司法制度在路徑的選擇上，雖然披著移植

法律的外衣，內涵上卻仍存在著許多本土化立法的特色。 

二、 重要修正 

近期比較大的修正，從學者觀點來看幾個重點包含了如 1997年關係企業專

章之制定，破除了每一公司都是獨立主體的假設、2001年之大幅修正，例如公

司設立籌資以及組織結構的重組，對於台灣企業經營型態及整體經濟發展帶來了

重大影響、2005年之修正，則落實了股東行動權並強化公司治理（包含董事候

選人提名制度）、2009 年時則為推升台灣國際上經商環境評比的排名，廢除有

限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最低資本額制度、2011 年再次修正，允許公開發行公司

可發行員工限制性股票、2012年引進國外影子董事規定並進一步強化公司治理、

2013年再引進英美法系之揭穿公司面紗原則35。 

除上述外，學界及實務領域殷殷期盼的公司法大幅改革，亦於 2018 年 7月

6日獲得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年 8月 1日經總統公布，此次修正條文達 148 條。

                                                
35 劉連煜，同註 3，頁 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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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經濟部所公告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36
，本次修正八大重點包含友善創

新創業環境、強化公司治理、增加企業經營彈性、保障股東權益、數位電子化及

無紙化、建立國際化之環境、增加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經營彈性及遵守國際洗錢

防制規範。而與本文所論述董事責任體系較相關之條文，第一、為新增第 1條第

2項企業社會責任條款，明定公司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第二、因應國際

洗錢防制評鑑，新增第 22條之 1，實質受益人條款，亦即新增董監事及股東等

資料的申報義務。第三、修正第 8條，以擴大實質董事之認定至非公開發行公司。

第四、新增第 193條之 1，明定公司得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

負之賠償責任投保責任保險。第五、新增第 206 條第 3項：「董事之配偶、二親

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前項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

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亦即擴大董事利益迴避之範圍，至其關

係人。 

三、 法律移植 

而在法系的引入方面，1929年及 1946年修正之公司法係承襲了濃厚的大陸

法系色彩，但是 1966 年修正則有了明顯轉變，如學者所述，此次修正除參考了

日本戰後修改公司法之原則，更為學習了英美公司法制，似乎又恢復到 1904年

公司律制訂時，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混合的特色37。 

四、 董事權責規範 

戰後的發展仍然主要受國家政策影響，從政府播遷來台時初期以農業發展為

主，接著鼓勵加工出口並且振興工商業，一連串經濟建設帶動下使得多數公司營

運規模逐漸擴張，公司設立家數也逐年大幅成長，尤其 1966年公司法修正時，

即在企業所有與經營分離之英美法系影響下，劃分了股東會與董事會的基本權限，

而且政府政策持續地引導企業從有限公司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或鼓勵企業走向

公開化，受到此趨勢牽動，經濟犯罪比例提升，連帶地催動了對於董事責任強化

及公司治理的要求，觀察政府來台後公司法的 24次修正(截至 2017年底為止)，

在董事權責的改善趨勢方面，有以下的進步及特色： 

1.1966 年修正 

                                                
36https://gcis.nat.gov.tw/mainNew/matterAction.do?method=browserFile&fileNo=

1070706_GD，最後瀏覽日：2018年 10月 8日。 
37 賴英照，同註 18，頁 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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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原來之董事中心主義，改為董事會中心主義，明確採取董事會合議制
38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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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得由董

事會決議行之。 

(3)競業禁止行為，董事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股

東會特別決議），股東會並得以決議行使歸入權；有關董事對於會議之事項，

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

東行使其表決權，即採取利益迴避制度。以上修正係為強化董事忠實義務。 

(4)明確規定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

定。 

(5)增加了董事消極及積極資格之規範，在積極資格方面，董事需要具行為能力。 

2.1983 年修正 

為加強董事執行業務之責任感，修法降低股東代表公司對董事起訴之門檻，

同時強化少數股東權之行使。 

3.2001 年修正 

(1)明確規範公司負責人之受託人義務，亦即現行法第 23條規定：「公司負責人

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

負損害賠償責任。」 

(2)配合企業所有與經營分離之世界潮流，進一步規範董事不須具有股東身分39。

但公開發行公司之董事全體持股須具有一定之成數。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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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為均應

由董事會決議行之，以明確劃分股東會與董事會之職權。此條文之修正，進

一步確立了董事會的權力，其內涵學者認為係現行公司法所明文規範之董事

會法定權限，原則上即不宜再任由章程或股東會的決議變更之40。 

                                                
38 第 193條：「董事會執行業務，應依照法令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董事會之決議，違
反前項規定，致公司受損害時，參與決議之董事，對於公司負賠償之責；但經表示異議
之董事，有記錄或書面聲明可證者，免其責任。」 
39 https://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00D1530416C300000000000000000140000
0000400FFFFFD00^04517090102500^00002001001，最後瀏覽日：2018 年 10 月 8日。公
司法第 192 條修正理由：「一、按現行規定以股東充任董事，並不能與企業所有與企業
經營分離之世界潮流相契合，且公司之獲利率與公司董事由股東選任無特殊關聯，故董
事不以具有股東身分為必要，修正第一項。二、為配合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對董
監持股須達一定成數之規定，增訂第二項。」 
40 廖大穎，公司法原論，增訂七版，三民書局，2016 年 2月，頁 239。惟有學者認為，
由於現行公司法未全面檢討，法體系架構上，似承認將公司權力集中於一、二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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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2 年修正 

(1)公司負責人違反忠實義務時，股東會得以決議行使歸入權41，將該行為之所得

視為公司之所得。 

(2)董事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時，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自身利害

關係之重要內容。若違反說明義務時，董事會決議因程序瑕疵而當然無效
42。 

五、 小結 

由政府播遷來台至目前已 70年，檢視台灣公司法制變遷之歷史軌跡，並觀

察透過董事責任機制的改善以實踐公司治理的途徑，可看得出立法政策的選擇，

是呼應了減少政府過度地對於公司經營上法令或行政干預，公司法制鬆綁的思維

仍然是基於經濟發展的需求，在我國已逾百年發展的公司法基礎並無不同，也因

此給予公司經營較大彈性時，另一方面即須透過法制設計適當制衡與控管公司經

營者權力過大可能帶來的弊端。因此戰後這段漫長的 70年間，隨著民間經濟力

量的積累，先是在 1966 年公司法全文修正時初步擴張了董事責任的界線，期能

在法制約束下，形式上遏制董事等企業經營者的貪瀆事件或減少不正當決策管理，

而後由於台灣企業的經濟實力逐漸邁向國際，集團化的企業模式成為大幅擴張的

策略與工具，在複雜的商業模式所引發的諸多企業舞弊案件，也動輒影響國家及

社會經濟穩定度，甚而減損投資人信心。直至 2001年時，更進一步強化了董事

會職權，如學者所言43：「董事會的運作是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的重要關鍵所在」，

但修正同時也明確規範董事受託人義務，以避免董事權利與義務之失衡。經濟部

                                                                                                                                       
例如法人董事制度，且實務上台灣公司多採家族企業等威權領導，故無法推得董事會為
公司權力中心之結論，但學者亦認同整體趨勢上，是朝向董事會中心並強化其運作，相
關論述詳方嘉麟，論股東會與董事會權限之劃分－對經營權爭奪之影響，財經法新課題
與新趨勢，2011年 5 月，頁 14-15。 
41https://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00D1530416C300000000000000000140000
00004FFFFFA00^04517100121400^00002001001，最後瀏覽日：2018年 10月 8日。公司
法第 23 條修正理由：「原公司法第二十三條「負責人忠實義務」之規定，係延續自英美
法及日本商法「公司與董事間之委任關係」而來。公司法第二百零九條第三項「股東歸
入權」以避免公司負責人動輒中飽私囊並逕為脫產。原公司法第二十三條顯有增訂該規
定之必要。」 
42 https://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00D1530416C300000000000000000140000
00004FFFFFA00^04517100121400^00002001001，最後瀏覽日：2018 年 10月 8 日。公司
法第 206條修正理由：「一、為健全公司治理，促使董事之行為更透明化，以保護投資
人權益，董事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時，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自身利害關
係之重要內容，爰增訂第二項。二、另董事會召集程序、決議內容違反法律者，應認為
當然無效（最高法院九十七年台上字第九二五號判決參照）。是以，董事違反修正條文
第二項所定之說明義務時，董事會決議因程序瑕疵而當然無效。又董事違反說明義務參
與表決者，依修正條文第三項準用第一百七十八條規定，董事會決議因決議方法違法而
無效。」 
43 廖大穎，同註 40，頁 240。 

file:///D:/Users/user/Desktop/公司法.htm%23a23
file:///D:/Users/user/Desktop/公司法.htm%23a209
file:///D:/Users/user/Desktop/公司法.htm%23a23
file:///D:/Users/user/Desktop/公司法.htm%23a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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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曾言：「公司法每一條法條，其代表一項政策的決定，而一項政策的抉擇，

乃是從中立的立場出發」，又言：「主要目的是希望減少法令對於公司強制性的

規範，排除公司經營上的障礙」44，說明了政策的選擇趨向經營上的鬆綁，但隱

含的是衡平法上的取捨，管制層面上即須強化董事受託人義務使其承擔較多責任。

惟此政策的選擇是否使得董事責任之界線由朦朧轉而變得清晰，是否規範得更完

備，真實情況為何？董事責任體系在實際司法案件中又是如何適用？本文將在接

下來章節做進一步的探討分析。 

第二節 民商合一立法模式下之董事責任 

第一項  民商立法模式之類型 

在深入探討台灣公司法制董事責任體系之前，有必要釐清董事責任及其對公

司或股東所應遵行之義務，於商法體系與民法規範間係處於何種關係？有關民商

法立法之方式，可分為民商分立與民商合一兩種立法模式，有學者將其再細分為

四種型態
45
： 

第一、完全的民商合一：亦即民法典完全涵蓋商法內容。 

第二、不完全的民商合一：在民商合一立法體系之下，將無法容納至民法典之中

的商法內容，分離出並作為單行法。 

第三、不完全的民商合一，並制訂商事通則：在民商合一立法體系之下，將各個

單行商法中共通性內容，制定商事通則。 

第四、完全的民商分立：亦即分別制定民法典與商法典。 

第二項  民商模式立法爭論 

壹、 清末時期 1904 年所制定之欽定大清商律 

從公司法制歷史脈絡下追溯，關於應採取何種民商立法模式曾有激烈爭論，

清末時期 1904年所制定之欽定大清商律，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部商法典，內

                                                
44 張書瑋，談公司法最新修正----專訪商業司副司長 李鎂，會計研究月刊，第 315 期，
2012年 2月。 
45 朱大明，從公司法的歷史沿革探索我國民商法立法模式的選擇，南京大學學報：哲學．
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第 3期，2017 年，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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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包含了商人通例及前述之公司律，那時候民法典尚未建立
46
，而為何清政府在

沒有民法典前提下急切地通過商法典，主要是為了彰顯商事立法的完善，因此中

國最初確立的民商分立模式，實際上是民法典與商法典分別制定，亦即完全的民

商分立
47。 

貳、 1914 年北京政府頒布的公司條例 

是中國公司法歷史上的第一部單行法，由於並未經過嚴謹的立法程序，又或

者是為了將來商法典制訂時，仍有被納入商法典之可能，因此倉促延續了清末時

的民商分立模式，但此偶然卻影響了後來採行公司法單獨立法之方式
48。 

參、 1929 年所制定的公司法 

形式上也是一部單行法，雖然以日本商法為藍本，但卻採取了民商合一之立

法模式，第一次將其定位於民法之特別法，亦即在民商合一立法體系之下，將無

法容納至民法典之中的商法內容，分離出來作為單行法49。有學者認為，這種民

商法立法模式不同於瑞士，也不同於傳統大陸法系代表國家德國及日本，可說是

獨創的立法模式
50
。此種不完全的民商合一模式的制定，對台灣公司法制影響深

遠，民法作為所有私法關係的一般法，無法隨時因應經濟環境的改變而彈性修訂，

以公司法作為單行法規，相對容易配合商業發展需求以及國家經濟政策的選擇，

做即時且適當的修訂。而在台灣公司法制的歷史脈絡中，承襲自 1929 年，當時

民法典與公司法分別制定時，即詳細研究了歷史關係、社會進步、世界交通、各

國立法趨勢、人民平等、編制標準、編制體例以及商事法及民法之關係，決定採

用瑞士立法例，採取民商合一制度51，因此公司法亦為民法之特別法，持續著有

機發展並於相同路徑上，與民法間交融適用。 

肆、 小結 

                                                
46 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欽定大清民律草案>，係完成於 1911 年，後來因清朝
滅亡而沒有成為法律。 
47 朱大明，同註 45，頁 54。 
48 朱大明，同註 45，頁 55。 
49 朱大明，同註 45，頁 55。 
50 苗延波，中國商法體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 年 10月，頁 149。 
51 王澤鑑，民法總則，增訂新版，三民書局，2014年 2月，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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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學者所述，「每一個法律均擴大了民法的範圍及功能，提醒台灣的社會變

遷及經濟發展」52，又如「民商兩法之關係，譬之冰河，在其下流之積雪雖漸次

消融，而與一般沈澱物混合，但其上游卻漸次形成新的積雪。」
53說明了民法與

商法之間相互交流滲透的關係。因此，要釐清公司法制下董事責任體系為何，則

公司法未規範之部分，即可依據民法尋求解答。例如現行公司法第 192 條第 4項

「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即說

明了公司與董事個人間係基於股東會決議之選任，並由當選董事承諾之意思表示，

而適用民法委任契約之基礎
54
，司法實務上亦常敘明兩者之委任關係

55
。惟有學者

認為，董事係負責公司法人團體之業務執行，與一般之委任仍有差異，因此基於

此特殊性，公司法就董事之報酬、解任、出席董事會及競業禁止即另設規範，而

不適用民法委任之規定
56。但是否公司法就董事與公司間委任關係另設規範時，

即可完全逸脫民法委任規範呢？以董事報酬為例，公司法第 196條第 1項：「董

事之報酬，未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東會議定，不得事後追認。」， 實務及多

數學說均認為，此項為董事必有報酬之法源依據。但有學者認為其應僅係程序性

規定，不應認做董事得請公司支付報酬之依據，因我國採民商合一，民法第 547

條所謂：「依習慣或依委任事務之性質，應給與報酬」，才是董事報酬的請求權

基礎57。本文亦表認同，畢竟我國係屬民商合一之體系，有爭議時仍應回歸民法

規定，而不能僅因公司法另設規範，即可完全脫離民法範疇。 

第三節  董事民事責任之界線：法律繼受能否獲得清晰之輪廓 

台灣公司法制下董事民事責任之規範，散落在公司法內許多條文，回溯其根

源，1904年公司律繼受外國法制起，從一開始難以融入至本土商業習慣，經過

時間上不斷吸收內化，企業逐漸能夠適應現代公司法制之特殊需求，即企業所有

與經營分離制度。此係公司法人組織之特質之一，亦即股東僅負責出資，且對公

                                                
52 同前註，頁 30。 
53 鄭玉波，民法總則，2007年，頁 34，係引自德國學者 Rieser及Ｇoldschmidt 的名言。 
54 柯芳枝，公司法論（下），修訂九版，三民書局，2013 年 3月，頁 12。 
55 如最高法院民國六十二年台上字第二六二號判決謂「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係因選任
行為及承諾表示而成立之委任關係」。 
56 柯芳枝，同註 54，頁 14-15；採相同見解者，王文宇，公司法論，元照，2016 年 7
月，頁 410。 
57

 戴銘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報酬請求權之研究，政大法學評論，第 138期，2014年 9

月，頁 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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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之義務以其出資額為限。其背景在於股份有限公司之迅速發展，使得股東人數

愈形增多，所有股東無法同時或以多數決方式管理企業並隨時執行業務，因此需

要透過董事管理公司。這種以董事取代股東（即企業所有人）管理公司權限之模

式，特別需要公司與董事間之信賴關係，因此需使董事擔負對公司之義務，並承

擔違反義務時之責任，突破了傳統中國以獨資及合夥事業為主之商業組織下，控

制股東出資兼管理之雙重角色。 

如前所述，1904 年公司律制訂時，係參考英國公司法制度及日本明治維新

後之商法典，而繼受為具有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混合的特色。但 1929 年及 1946

年修正之公司法很大程度學習了日本商法制度，係承襲了濃厚的大陸法系色彩。

而時序往前邁進，隨著美國在資本主義市場樹立典範，1966年修正則有了明顯

轉變。此次修正除參考了日本戰後修改公司法之原則，更為學習了英美公司法制，

則似又回到 1904年公司律制訂時，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混合的特色。這些法律

繼受的不同根源，形塑了台灣現行公司法制下董事責任的樣貌，但問題是百年基

礎下的法律繼受能否使得董事責任獲得清晰之輪廓？而從歷史發展及法律繼受

角度觀察，有關董事責任體系的未來演變會是如何，有兩點值得我們關注： 

第一、從我國公司法制的繼受，可發現當代具有權威的外國法制，例如美國

及日本的公司法，常成為移植的對象，過程也不論其經濟環境與商業文化是否與

我國相同，這種權威依賴的移植模式，較容易出現適用上的條文解釋問題，因難

以與舊有的其他條文配合運用。例如 2001年，公司法第 23條第 1項明確規範了

「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2012年增訂同條

第 3項時曾謂：「原公司法第二十三條『負責人忠實義務』之規定，係延續自英

美法及日本商法『公司與董事間之委任關係』而來。」惟從前述分析得知，台灣

民商法模式係採民商合一，且現行公司法第 192條第 4項：「公司與董事間之關

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據此，受託人義務之實質

內涵應參照民法委任之規範，舉例而言，民法第 542條「受任人為自己之利益，

使用應交付於委任人之金錢或使用應為委任人利益而使用之金錢者，應自使用之

日起，支付利息。如有損害，並應賠償。」，這即隱含了受任人應忠於委任人之

忠實義務，受任人不應使用委任人之金錢，若有使用，即應支付利息，且如有損

file:///D:/Users/user/Desktop/公司法.htm%23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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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即應賠償
58
。但若從法律繼受面向，將公司法第 23條第 1項之董事受託人義

務，視為延續自英美法及日本商法「公司與董事間之委任關係」而來，則英美法

系司法實務上所採納之董事受託人義務，其內涵與台灣司法實務上判斷所適用之

法律，則未必相同。此外，依據公司法第 192 條，董事係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

之人選任，或有人謂，若從法制上要求董事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則董事

積極資格亦應做合理適當之規範，使得選任之董事除須具行為能力外，尚應具備

一定程度以上之專業知識、技能或經驗；惟從契約自由角度觀察，董事擁有的學

歷或專業證照不必然保證企業經營獲利，而透過契約雙方自利因素、股東對董事

的信賴，以及適當的激勵制度，往往是企業成長的主要驅動力。 

第二、台灣未來公司法修法應該仍會參酌國外重要規範，甚而從公司治理思

潮盛行的現代公司法領域而言，國外新制度例如公司秘書（亦有稱公司治理人員）

或實質受益人制度之引進等嶄新治理觀念，會持續進行。2018年 7月 6日立法

院三讀通過之新修正公司法第 22條之 1，為配合洗錢防制政策，協助建置完善

洗錢防制體制，即某程度上地落實了實質受益人透明化制度59。惟制度與實務上

能否融合，牽涉到制度本身內化於商業環境所需要的時間。但有學者認為，外國

法制對我國公司法之修訂，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惟此種影響力似有逐漸降低之趨

勢，尤其在執行技術層面，常以實際執行所遭遇的問題，尋求適合國情需要的方

法予以解決，有逐漸落實於台灣實際經濟環境之趨勢60。因此，若欲以繼受移植

國外公司法制方式，釐清董事責任體系問題，實現難度甚高，但若能在執行面上，

深度思考國內習慣、問題根源及本土文化之需求，吸收國外法制精神並作適當融

合修正，則問題或能得到較佳解決。 

 

 

 

                                                
58 林誠二，債編各論新解---體系化解說（中），瑞興圖書，2015 年 6月，頁 256。 
59https://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004F3831C62300000000000000000140000
00004000000^04517107070600^0002C001001，最後瀏覽日：2018 年 10月 8日。第一項
立法理由：「為配合洗錢防制政策，協助建置完善洗錢防制體制，強化洗錢防制作為，
增加法人（公司）之透明度，明定公司應每年定期以電子方式申報相關資料至中央主管
機關建置或指定之資訊平臺。」 
60 賴英照，同註 18，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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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公司法制董事民事責任之體系 

第一節  董事民事責任體系 

第一項  概述 

台灣現行公司法制有關董事民事責任之規範，係分布在不同條文中，若從董

事責任體系論述方式探討，學者有依董事及負責人等責任主體之不同，以及對公

司內部及對外部第三人之責任而分類者61；有以執行董事為主體，以及是否依據

董事會決議等而分類者62；亦有主張採董事會共同責任制者，認為董事會合議制

下，各個董事會成員應負連帶責任，並認為公司法第 193條第 2項：「董事會之

決議，違反前項規定，致公司受損害時，參與決議之董事，對於公司負賠償之責；

但經表示異議之董事，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可證者，免其責任。」，係屬董事會內

部責任分攤之特別規定63。 

參酌以上學者論述，本文認為關於個別董事成員之責任，係規範在公司法第

23條，其執行職務時是否違反忠實義務、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或其他侵權不

法行為，若有致公司損失，則董事應擔負民事賠償責任。在董事會方面，由於董

事會係公司之決策及業務執行機關，原則上公司設置董事不得少於三人，但 2018

年7月新修正公司法第192條第2項，則例外規定公司得依章程規定不設董事會，

僅置董事一人或二人。惟就法規範體系而言，現行公司法對於董事會之民事責任

規範基礎，是在於公司法第 193條第 1項：「董事會執行業務，應依照法令章程

及股東會之決議。」。此外，公司法尚規定了許多法定之董事責任條文。因此，

為論述董事民事責任體系，本文擬基於上述思維脈絡，而區分層次探究。 

第二項  董事民事責任體系之具體化結構 

於分類上，本文擬以董事會及董事為責任主體，但仍區分對內及對外責任，

分述如下： 

                                                
61 林國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民事賠償責任之追究，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1期，2003
年 9月，頁 51-53。 
62 柯芳枝，同註 54，頁 33-37；學者楊君仁針對執行董事之責任有進一步論述，參詳其
著作，我國公司法董事責任法制之釐正，法令月刊第67卷第六期，2016年6月，頁38-43。 
63 楊君仁，同註 62，頁 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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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董事對公司內責任 

一、 董事會決議違反法令章程規定或股東會之決議 

1. 要件 

依據公司法第 193 條第 1項「董事會執行業務，應依照法令章程及股東會之

決議。」，同條第 2 項「董事會之決議，違反前項規定，致公司受損害時，參與

決議之董事，對於公司負賠償之責；但經表示異議之董事，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可

證者，免其責任。」 

(1)所謂執行業務，依據公司法第 202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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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係劃分股東會與董事

會權限範圍之概括規定，亦彰顯了企業所有與經營分離之現代公司法趨勢，但「執

行業務」與「業務之執行」文義上有何不同？司法實務有認為董事會決議之範圍

僅限於業務之執行，涉及股東權益之事項，非可由董事會決議行使
64，似乎限縮

了董事會職權範圍。有學者主張所謂執行兩字，係屬於業務經營活動內下位之概

念，僅指向經濟階層職員的職能而已，將會混淆董事會與經營階層角色分工，導

致權責不清，因此認為法條文字應該區分為業務決策與業務執行兩種概念65。有

學者認為「董事會之功能，實際上除了扮演公司法所賦予之經營職權外，實際運

作上也應扮演公司管理階層所擬定之經營決策以及業務執行之監督之責」66，言

下之意，即董事會權責包含了業務之執行、經營決策及監督經理人員執行事務之

工作。亦有學者從歷史文獻及比較法分析，認為不需拘泥於「執行業務」與「業

務之執行」文字上差異，兩者根本上是相同的，就董事會執行業務之範圍，亦包

含了經營決策功能，亦即執行業務包含了董事會主導公司經營、人事財務等重大

事項的權利67。本文依據企業所有與經營分離之原理，認為執行業務應包含了所

有與公司相關之事務，即使與股東權益相關，但董事會應須擔負執行面的工作，

                                                
64 最高法院 96年度台上字第 2000號民事判決，認為系爭股東會通過臨時動議決議，責
由董事會召開股東臨時會，改選董事及監察人，並無違背法令或公司章程可言。從而，
上訴人訴請確認系爭股東會之決議無效，非屬正當，不應准許。 
65 王文宇，論董事會、常務董事會與委員會之權責劃分，現在公司法制之新課題---賴
英照大法官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2005 年 8月，頁 356。 
66 林仁光，董事會功能性分工之法制課題—經營權功能之強化與內部監控機制之設計，
台大法學論叢，第三十五卷第一期，2005年，頁 162。 
67 楊君仁，同註 62，頁 16-20。學者有持類似見解者，認為公司絕大部分事項，皆與營
業直接或間接相關，若董事會任務是負責公司營運，在權限劃分上即須賦予董事達成此
任務之特定權限，而配套措施為與公司業務經營相關者應交由董事會決定，但與公司經
營權歸屬相關者，則得交由股東會決議，相關內容詳方嘉麟，同註 40，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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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提交股東會之議案內容，原則上亦先經董事會決議後，始提出於股東會討論決

議68。當然董事會不可能事必躬親，實際上公司經營事務常委由經理人管理，然

而「公司法之設計係選擇將經營權充分授權董事會，由董事會負責公司經營決策

之訂定與執行
69」，立法政策選擇的傾向，使得董事會成為現行公司法制內的經

營權核心，主管機關盼董事會負起決策責任，或監督決策之執行。 

(2)所謂法令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依據經濟部解釋，「法令」，係概括規定，

並無種類限制，所稱「章程」，係指公司依公司法所訂定之公司章程70。而股東

會之決議係指有效之股東會決議，不論其為股東常會或股東臨時會所為決議，亦

不論其為普通決議或特別決議。此外尚須留意 2001年公司法第 202 條修正後，

依據學者彙整分析71，公司法對於股東會及董事會間權限劃分的彈性，理論上可

區分為三類，第一、原則上可自由透過章程變更，第二、現行法無一定結論，但

公司得以章程挪移股東會及董事會間權限，故公司擁有某程度自主空間，第三、

現行法明定董事會決定者，即不得以章程歸由股東會議決。整體而言，股東會所

得決議事項應該限縮於公司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若否，董事會

並無遵行之必要
72
。 

2.爭議 

(1)此條第 2項所規範董事責任，有學者認為必先有董事會決議違反法令章程規

定或股東會之決議在先，再有後續之業務執行行為而致公司受損害時，才有董事

責任問題產生，若無實際執行行為，僅有形式上董事會決議，應無發生損失之可

能73。惟本文認為董事會決議本身即代表了董事會的集體決策行為，包含了積極

之作為與消極之不作為意思表示，皆有可能造成公司損失。若損失發生且董事會

決議之意思表示行為與損失間具有因果關係， 董事仍應擔負賠償責任，蓋損失

發生即隱含了行為之已產生或應作為而不作為，因此在探討董事責任體系時，以

董事會或董事為責任主體應有其意義，至於實際負責業務執行之董事，其本質上

                                                
68 林仁光，同註 66，頁 165。 
69 林仁光，同註 66，頁 166。 
70 經濟部民國 66年 2 月 2號商字第 02981號。 
71 方嘉麟，同註 40，頁 16-17。 
72 林國全，董事會違法決議棄權董事之責任，月旦法學教室，第 85期，2009 年 11月，
頁 24。 
73 柯芳枝，同註 54，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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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係兼任經理人，但不能因此脫離其董事受託人義務之拘束，本文不再深入探

究。 

(2)此外據本條第 2 項規定，原則上參與決議之董事，對於公司即應負賠償責任；

例外時，對於議案表示異議之董事，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可證者，免其責任。但若

董事有出席，卻對於特定議案棄權或正好離席，其效果為何？否定見解認為棄權

或離席而未參加表決，因就該議案未表示同意，表決權不計入，實質上即為表示

反對，因此非本項之責任主體。肯定見解則認為本項但書規定，對該問題議案明

確表示異議之董事，尚需要記錄或書面聲明可證明，始得免責，若董事對於特定

議案以棄權或離席之方式而迴避，將顯失均衡，因此董事只要出席董事會，即係

參與董事會
74。本文基於權責相符，避免董事對於特定議案之風險預期，而選擇

棄權或中途離席之方式，以逃避其責任，亦採肯定見解，使其成為責任主體。另

一個問題，對於未出席之董事，於此情況其責任又為何？或有人謂，應視未出席

董事，是否事先得知或可預期董事會所通過議案內容，違反法令章程規定或股東

會之決議，若是，則責任效果與參與決議之董事相同。學者亦有認為，若有正當

理由而未出席參與決議之董事，解釋上應可免責
75
。但本文以為，出席董事會應

係董事參與公司經營之義務之一，若董事動輒以無法出席董事會為藉口，而規避

其責任風險，則仍須於董事受託人義務之範圍內，檢視其是否有違反應盡義務之

可能。有關董事受託人義務之內涵，詳本章第二節分析。 

二、 董事會決議係依據法令章程規定或股東會之決議 

1. 原則 

既已依據法令章程規定或股東會決議而形成董事會決議之意思表示，因而導

致公司損失時，原則上應不需由參與決議之董事擔負賠償責任。經濟部對此有解

釋，董事會之決議如無違反法令章程規定或股東會之決議致公司受損害時，公司

法並無特別規定，但就其文義之反面觀之，尚難請求董事負責賠償76。 

2. 爭議 

但如同前述學者認為一般情形董事會決議後，議案之執行通常係由董事長、

副董事長、常務董事或執行董事負責業務之實際執行，若實際執行此決議案之董

                                                
74 林國全，同註 72，頁 25。 
75 劉連煜，現代公司法，增訂十二版，新學林，2016 年 9月，頁 490。 
76 經濟部民國 66年 2 月 2號商字第 0298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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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違反受託人義務，則仍受本條賠償責任之拘束，學者並認為本條所謂法令，即

包含了公司法第 23 條第 1項之董事受託人義務77。惟若作此認定將於董事責任體

系上產生適用上之困擾。因第 193條所述之董事責任係適用於董事會決策違反法

令章程規定或股東會之決議，其行為狀態係於董事會合議制之基礎上，論究董事

會之成員是否應擔負決策責任。而第 23條之受託人義務，其適用主體係指公司

負責人，依據公司法第 8條，董事係屬於公司負責人，就董事民事賠償責任而言，

第 23條第 1項之違反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應針對個別董事予以觀

察認定
78
，亦即不適用董事會合議制下所可能隱含之連帶責任

79
。且所謂忠實義務

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等責任要件為概括條款，司法解釋亦較屬於不確定法律

概念，而第 193條之責任要件則相對客觀明確，兩者在行為主體及責任要件上即

不相同，因此做為請求權基礎時應分開適用，亦即第 23條係特別規範董事之受

託人義務違反時之責任問題。 

三、 董事會決議係依據違法之股東會決議 

公司法第 191條：「股東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因此，

若董事會明知股東會決議違法而做決議行之，其行為本身即屬違法，構成第 193

條要件，亦即董事會之決議，若違反法令，且致公司受損害時，參與決議之董事，

對於公司負賠償之責；但經表示異議之董事，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可證者，免其責

任。 

四、 董事違反受託人義務之責任 

1. 法源 

法令章程規定或股東會之決議範圍之外，董事執行業務致公司受有損害者，

依據公司法第 23條第 1項規定「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2. 定義 

                                                
77 柯芳枝，同註 54，頁 34。 
78 林國全，同註 61，頁 53。 
79 依據民法第 272條，連帶責任之發生，除當事人之明示外，以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而公司法第 193條第 2項並無連帶兩字，如何使違反法令章程規定或股東會決議之董事
負連帶責任仍然存有爭議，學者柯芳枝以立法論說明，董事之權限經擴大後，為求其謹
慎行事，實有加重其民事責任之需求，因此應於本條項內明定董事負連帶責任以保護公
司股東之利益，參照柯芳枝，同註 54，頁 3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THE.NCCU.LLME.009.2019.F10

- 34 - 

公司負責人之定義按照第 8條規定，在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學者有認為公

司法上的董事，雖不能單獨具體執行公司業務或代表公司，但董事仍不失為公司

業務的執行者及決策者，亦即董事係屬於企業經營者地位的重要角色
80。本條係

屬董事責任之概括規定，實務上舉凡董事會之任何商業決定、個別董事之業務執

行程序及內容均受本條規範。本文將於下一節分析董事受託人義務，並進一步探

究公司法條文未明言之董事責任界線。 

3. 股東會之利益歸入權 

此外，第 23條第 3項尚規定：「公司負責人對於違反第一項之規定，為自

己或他人為該行為時，股東會得以決議，將該行為之所得視為公司之所得。但自

所得產生後逾一年者，不在此限。」此即股東會之利益歸入權，但其發動須透過

股東會決議，本項係董事違反受託人義務之效果，具體化呈現之一部分。 

五、 董事會決議或執行業務逾越其職權之責任 

依據民法第 544 條：「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

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因此，法令章程未規定或股東會未為

決議之事項，而董事會決議或執行業務逾越其權限時，亦即與公司業務無關且致

使公司遭受損失時，董事應對公司負賠償之責任。 

六、 其他公司法條文具體約束董事、負責人之條款 

係指公司法基於政策規範目的，對於董事特定之經營決策及業務執行所列舉

若違反時之民事賠償責任，部分條款仍係以董事會決議行之，例如學者即有分析

81，此部分條文包含第 9條（資本不實）、第 13條（違法轉投資）、第 15條（違

法貸放公司資金）、第 16條（違法保證）、第 167條（違反股份回籠規範）、

第 251條（主管機關撤銷發行公司債核准）、第 259條（違法變更公司債款用途）、

第 276條（逾期未完成發行新股程序），因這些列舉之公司董事應負責事項，法

律明確化程度相對較高，構成要件較清晰，因此本文不擬進一步探究。 

貳、 董事對第三人責任 

一、 董事侵權行為責任 

1.法源 

                                                
80 廖大穎，同註 40，頁 248。 
81 林國全，同註 61，頁 51-52；柯芳枝，同註 54，頁 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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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 23條第 2項規定：「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

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 

2.定義 

(1)此條文所述與公司法人負連帶責任之基礎何在？據學者意見，台灣現行法對

於法人之本質係採取法人實在說，從此觀點檢視，法人機關(包含董事、清算人

及重整人)為法人之代表人，代表人行為，不論係法律行為、事實行為或不法行

為，均為其所代表之法人所吸收，因此代表人執行職務時，如有侵權行為，該行

為即為法人之侵權行為
82
。實務及學說多數並認為，依據民法第 28條：「法人對

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

賠償之責任。」，此係公司法人具有侵權行為能力之規定
83。然而公司本身並無

法行使業務，仍須透過自然人，例如董事之執行對外行為，而董事係公司機關體，

其業務之執行因違法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則應由公司承擔賠償責任，惟為避免公

司負責人漫不經心之過失、管理濫權或不正當行為，且考量受損失之他人可得到

較充分之補償，本條文乃使董事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84。 

(2)公司法第 23條第 2項應如何於法律上適用？據學者研究
85
，學說上多數看法，

應係採特殊侵權行為責任說，亦即此項應優先於民法第 28條而適用，其構成要

件包含，第一、須公司負責人為公司業務之執行，第二、須有違反法令之情事、

第三、須致他人受有損害，此外，尚須依民法第 184條作補充，也就是說，公司

負責人尚須具有故意或過失之主觀責任要件。根據此說，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

適用民法第 197條第 1項之侵權行為短期消滅時效。但最高法院實務見解則係採

法定之特別責任說86，認為公司法第 23條第 2項之適用，並不須證明負責人具有

故意或過失，亦即屬於無過失責任，且適用民法第 125條長期消滅時效。上述兩

說長期對立，前者係為避免課與公司負責人過重經營責任，後者則認為本項係法

                                                
82 林大洋，公司侵權責任之法律適用-民法第 28條與公司法第 23條第 2項之交錯與應

用，台灣法學雜誌，第 175 期，2011 年 5月，頁 70-72。 
83 林大洋，同前註，頁 72-74。 
84 柯芳枝，同註 54，頁 42-43。 
85 劉連煜，同註 75，頁 113-115；柯芳枝，公司法論（上），修訂九版，三民書局，2013

年 3月，頁 26-28；林大洋，同註 82，頁 76-82。 
86 例如最高法院 96年度台上字第 2517號民事判決：「按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

連帶賠償之責。此所定連帶賠償責任，係基於法律之特別規定，並非侵權行為上之責任，

故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適用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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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為保護第三人所作之特別規定。本文係從特殊侵權行為責任說見解，因公司法

係民法之特別法，有爭議時，仍須回歸民法之基礎規範。 

(3)有關第 23條第 2 項董事之業務行為內容如何認定？民法第 28條所謂「因執

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並不僅指積極執行職務行為而生之損害為限，亦包

括董事負有義務而消極不作為所造成之他人損害在內
87。 

(4)此外，尚須注意者為，若董事並非執行業務，僅因個人違法行為而侵害他人

權利，則公司不須負連帶責任乃當然之理88。 

(5)而本條項所謂法令是否指純粹私權關係之適用？司法實務上係認定公權關係

應做排除
89。 

3.爭議 

有關於本條項董事之責任，實務上有認為如此之法律體系看似層次井然有序，

實則在具體個案，可能有將責任焦點過度集中董事身上，而形成個案不正義的問

題。尤其是當董事違反注意或忠實義務時，公司或其股東可能依公司法第 23條

第 1項之內部求償關係再向董事求償，然而就公司業務之決策及執行而言，係由

許多人員、單位團隊運作下之結果，若最終責任皆由特定董事承擔，或將使得有

能力及有聲譽之董事趨吉避凶或者導致劣幣逐良幣之不良效果90。本文對此基本

上贊同，惟基於權責相符原則，董事擔負較重責任應是無庸置疑的，但實際上或

可依具體個案認定所牽涉事件本質、範圍、相關人員執行業務之過失程度，綜合

研判責任歸屬後課予責任。 

二、 其他公司法條文具體約束董事對外責任之條款 

                                                
87 最高法院民事判例 64年台上字第 2236 號：民法第 28條所謂「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
人之損害」，並不以因積極執行職務行為而生之損害為限，如依法律規定，董事負執行
該職務之義務，而怠於執行時所加於他人的損害，亦包括在內。 
88 最高法院民事判例 48年台上字第 1501 號：民法第二十八條所加於法人之連帶賠償責
任，以該法人之董事或其職員，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者為限，若法人之董事及
職員因個人之犯罪行為而害及他人之權利者，即與該條規定之責任要件不符，該他人殊
無據以請求連帶賠償之餘地。 
89 最高法院民事判例 62年台上字第 2號：民法第二十八條所謂法人對於董事或職員，
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係專以保護私權為目的。
換言之，權利之為侵權行為之客體者，為一切之私權，政府向人民徵稅，乃本於行政權
之作用，屬於公權範圍，納稅義務人縱有違反稅法逃漏稅款，致政府受有損害，自亦不
成立民法上之侵權行為，無由本於侵權行為規定，對之有所請求。公司法第二十三條所
謂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損害，對他人應與公司連
帶負賠償責任云云，仍以違反法令致他人私權受有損害，為責任發生要件，若公權受有
損害，則不得以此為請求賠償之依據。 
90 紀天昌，從公司法修法看公司董事責任與公司法人責任，會計研究月刊，2017 年 7
月，頁 10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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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學者分析
91
，此部分條文包含第 251 條（發行公司債核准經主管機關撤

銷，本項規定含括對內及對外民事賠償責任）、第 369條之 4（未對從屬公司為

適當補償）、第 215 條（對於起訴之原告股東因訴訟所受之損害）。此外，第

233條(不當發放盈餘)亦屬此類條款。 

第二節  公司法第 23條第 1項董事受託人義務內涵 

第一項  英美法系之繼受 

台灣公司法制之來源，於繼受過程主受大陸法系影響且採取民商合一制度，

因此在董事民事賠償相關司法判決上常見原告同時引用民法侵權行為、委任契約

規範及公司法第 23 條第 1項做為董事侵權行為或違反受託人義務時之責任請求

權基礎
92。惟根據 2001 年公司法第 23條第 1 項增訂之立法理由93：「為明確規定

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應踐行之忠實義務及注意義務，並對公司負責人違反致公司

受有損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爰增訂第一項」，增訂時，並未敘述忠實義務為

何，亦未敘明此項受託人義務係新增之義務或現存於公司與董事間之委任關係而

重行申明之義務。 

而後續於 2011 年增訂同條第 3 項股東歸入權時，其立法理由則補充說明94

「原公司法第二十三條『負責人忠實義務』之規定，係延續自英美法及日本商法

『公司與董事間之委任關係』而來。」則 2011 年增訂股東歸入權時立法理由所

謂第二十三條「負責人忠實義務」之規定，其用語文字係單指第 23 條第 1項內

董事忠實義務或涵蓋了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單從立法理由無法判斷，學者曾經觀察「忠實義務」四字是以往國內學者在

論述英美法上所謂“fiduciary duty”時所用之翻譯，亦即學說上所說董事受託

人義務，並認為此次立法似欲引進英美法系之受託人義務，以強化我國公司法制

                                                
91 林國全，同註 61，頁 52-53。 
92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 98年度上字第 1307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0年
度金上字第 2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重上字第 139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406號民事判決。 
93 https://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
00075B80CEAA0000000000000000014000000004FFFFFA00^04517090102500^0010E001001 ，
立法院法律系統，最後瀏覽日：2018 年 5月 12日。 
94 https://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
00075B80CEAA0000000000000000014000000004FFFFFA00^04517100121400^0010E001001 ，
立法院法律系統，最後瀏覽日：2018 年 5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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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董事責任
95
。因此，若第 23條 1項係參考英美法之規定，增訂公司負責人之

忠實義務及注意義務，則其內涵與民法之受任人義務規定即有差異，前者之忠實

義務似乎主在釐清董事與公司間利益衝突問題，而後者之注意義務並非僅重述民

法之委任規定，立法者似欲藉此補充我國民法對於委任規定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不足之處。 

第二項  體系歧異與紛爭 

這立法體系上重大歧異，使得台灣公司法制下擔任董事職務之人，對於所服

務公司應盡何種義務，其責任界限何在即產生了認知上的混淆，也使得司法判決

實務上出現了論述的差異，例如與忠實義務有關之違反，是否除了董事競業義務

違反及與公司間自我交易外，就無其他類型？又例如，所謂董事之注意義務，是

否可採用美國法之經營判斷法則？而讓董事商業決定處於避風港，因而大幅降低

其舉證責任或被課責之風險，學說及實務上也引起了廣泛討論，至今仍爭議不

歇。 

除此之外，第 23 條第 1項之董事受託人義務與第 193條所述之董事責任，

其間關係究竟為何？學者有認為董事應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內涵，應及於對

董事會之決議是否違反法令章程及股東會決議予以檢視96，亦即基於董事與公司

間存在之委任關係，所謂董事受託人義務，原本即應涵蓋法令規章及股東會決議

之遵行義務，第 23條第 1項於 2001年增訂後，董事受託人義務雖已較舊法為明

確化，但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本身即是高度抽象化文字，相對於第

193條所述之董事違反法令章程規定或股東會之決議責任，第 23條第 1項係處

於上位概念，當適用第 193條而出現不明確或有爭議時，即得依第 23 條第 1項

再予以檢視董事執行業務行為之正當與否及合理性。而作為公司治理時代潮流之

關鍵核心地位，董事功能之強化，最重要的即須探究董事受託人義務之內涵為何？

而探究董事受託人義務之內涵，則需先行並分別透過民法及公司法委任之規定，

所延伸之民事責任結構做一完整檢視，本文擬於以下第三項分別說明。 

第三項  民法及公司法受任人義務規定之內涵 

                                                
95 曾宛如，第一章：董事忠實義務之內涵及適用疑義—評析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公司管理與資本市場法制專論(一)，2007年 10月，頁 5。 
96 林國全，同註 72，頁 25。 

http://www.angle.com.tw/book01.asp?b_code=1D119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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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民法有關受任人義務之規定 

一、 注意義務 

1.法源 

民法第 535條：「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

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 

2.定義 

本條前段包含了須依委任人之指示而行事之義務，後段則規範受任人注意義

務之程度，並根據委任契約係有償或無償而有所不同，若為無償委任，受任人處

理委任事務，須付出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力；若為有償委任，受任人處

理委任事務，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此時令其負抽象輕過失責任
97。學者

有認為公司法第 23 條第 1項所述之董事注意義務，與民法第 535條不同的是，

股東或公司無法所有事務巨細靡遺地指示董事進行業務，且為提高董事之注意義

務，因此不論有償或無償皆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98。本文亦表贊同，因為此係

商法體系因應經營環境的需求及多變，對於擔任董事職務的人須具較高度行為標

準的制度回應。 

(1)而何謂抽象輕過失呢？司法實務有明確說明99：「民法上所謂過失，以其欠缺

注意之程度為標準，可分為抽象的過失、具體的過失，及重大過失三種。應盡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而欠缺者，為抽象的過失，應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注意而欠缺

者，為具體的過失，顯然欠缺普通人之注意者，為重大過失。故過失之有無，抽

象的過失，則以是否欠缺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定之，具體的過失，則以是否欠

缺應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定之，重大過失，則以是否顯然欠缺普通人之

注意定之，苟非欠缺其注意，即不得謂之有過失。」 

(2)而所謂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又該如何理解？實務上曾有諸多解釋，例如「依交

易上一般觀念，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應盡之注意」、「行為人注意之

程度，依一般社會上之觀念，認為具有相當知識及經驗之人對於一定事件所能注

意者，客觀的決定其標準；至行為人有無盡此注意義務之知識或經驗，在所不問。」

                                                
97 林誠二，同註 58，頁 249。 
98 王文宇，同註 56，頁 134；柯芳枝，同註 85，頁 42；劉連煜，同註 75，頁 98。 
99 最高法院 42年台上字第 865號民事判例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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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依一般交易上之觀念，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所具有之注意，其

已盡此注意與否？應依抽象之標準定之，亦即以客觀之注意能力而非以主觀之注

意能力為斷。」
101、「指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忠於職守之受任人，依交易上一般

觀念所用之注意而言。」102。因此對於應如何評斷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實務上係

採取客觀認定標準
103，至於行為人本身之能力高低及知識水準差異，並未多做要

求。然而對處於高度複雜多元發展之商業環境，其經營者之主觀能力、知識經驗、

技術，原本即存在著重大差異而難以比較，不同產業或所處環境都可能影響企業

對於經營者能力之需求，又如何能尋求一般交易觀念之客觀標準，並用以衡量其

是否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力，未來如何在司法實務上適當納入受任人主觀能力

標準，將是能否趨向細膩裁量之關鍵因素。 

二、 親自處理義務 

1.法源 

民法第 537條規定「受任人應自己處理委任事務。但經委任人之同意或另有

習慣或有不得已之事由者，得使第三人代為處理。」因此原則上委任事務應由受

任人親自為之，不得再委任他人，但例外時，例如經委任人之同意則得以復委任。 

2.對經理人之授權 

套用於現行公司法上，雖規定董事會為公司業務執行機關，但董事不可能親

自執行各項日常事務，通常係依章程規定設置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係依

據董事會決議，授權其為所交付事項或執行董事會決議，此時章程規定即民法上

所謂經委任人之同意。 

3.董事親自出席義務 

公司法第 205條規定：「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但公司章程訂定

得由其他董事代理者，不在此限」，亦顯示了董事與公司間存在之信賴關係，原

則上應由董事親自出席，才能滿足公司或股東對於董事克盡職責及獨立判斷之期

待，亦即董事執行業務應不假他人之手，惟如同前述，若章程規定可由其他董事

代理時，則不在此限。 

4.爭議 

                                                
100 最高法院 79年度台上字第 1203號判決。 
101 最高法院 91年度台上字第 2139號判決 
102 最高法院 103年度台上字第 497號判決 
103 曾宛如，同註 95，頁 22；劉連煜，同註 75，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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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台灣特殊之法人董事制度，即公司法第 27條所規定：「政府或法人為股

東時，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第一項）政府

或法人為股東時，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代表人有數人時，得分

別當選，但不得同時當選或擔任董事及監察人。（第二項）第一項及第二項之代

表人，得依其職務關係，隨時改派補足原任期。（第三項）」。這第三項隨時改

派之規定，對於委任人，即公司或股東，卻是多麽沉重。未經股東會再為選舉不

僅忽視全體股東的選任程序，並且破壞了委任契約固有的信賴關係。而第二項法

人代表人董事之規範，當代表人有數人時，得分別當選，更是牴觸股東平等原則。

有關法人董事之缺陷，學說上批評甚多，本文留待後續章節再予以進一步討論。 

三、事務報告及計算之義務 

1.法源 

依民法第 540條規定：「受任人應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報告委任人，委

任關係終止時，應明確報告其顛末。」，因此受任人應依習慣及誠信原則於受任

期間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報告委任人；委任終止時，亦應報告事情處理始末。

此外民法第 541條規定：「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

應交付於委任人。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

以及第 542條規定：「受任人為自己之利益，使用應交付於委任人之金錢或使用

應為委任人利益而使用之金錢者，應自使用之日起，支付利息。如有損害，並應

賠償。」，此等董事基於委任關係而生之義務，即計算義務。 

2.董事會編造會計表冊之義務 

而公司法第 218 條則規定，董事應監察人之請求提出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之

表冊及第 228條規定董事會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編造會計表冊，於股東常會開

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皆為受任人事務報告義務之體現。 

四、 問題及公司法制之回應 

彙整以上民法有關受任人義務之規定，可知有關委任一節之規範著重在於受

任人之注意義務程度及具體行為義務，包含了親自處理義務、報告及計算義務。 

1.首先，實務上對於受任人注意義務之程度僅採客觀認定標準之模式下，是否足

以因應公司法制搭配政策選擇下的董事責任要求，如何能更細膩的評斷董事執行

業務時之個人能力、環境影響、事件類型、公司規模及複雜度，而異其責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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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次，在受任人忠實義務部分，則未見完整或具體條文規範，僅於第 542條規

定受任人使用委任人之金錢，應支付利息，如有損害則應賠償，此類似於董事若

基於個人目的而使用公司資產，則應為忠實義務違反之類型之一，民法委任一節

所規定，似不足以涵蓋商法體系諸多經營管理模式所形塑而成的受託人義務內

涵？ 

3.公司法制之初步回應 

台灣公司法制為完善董事受託人義務，而將其明文化於公司法第 23條第 1

項，則具體內涵又為何？若如學者所述係欲引進英美法系之受託人義務，以強化

公司法制下之董事責任，那實務上是如何實踐以及法條並未具體規範忠實義務之

類型下，董事應如何遵循概括式的條文規定？上述兩問題，亦即董事受託人義務

的實質內涵以及實務上是如何踐履及遵循，則是本文後續欲深入探討的重點，因

其影響了對於董事違反義務時之實質認定標準，以及對於其責任界線應畫在何處

等問題。 

貳、 公司法有關委任及受託人義務之規定 

一、法源 

依據公司法第 192 條第 4項：「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而回溯至 1966 年增訂本項之立法理由係為明定董

事與公司間之關係104，惟並未詳盡檢討商法體系及經營環境與傳統大陸法系私人

間權益關係究竟不同，是否能使民法之受任人義務完全套用於公司法制內之董事

則不無疑問。 

二、逾越民法所規範之委任關係 

學者曾認為：「就董事之企業經營職責以觀，這公司與董事間之委任關係，

似乎逾越民法上一般人所認知遵守委任人所指示之委任關係，而賦予相當的裁量

權，委由董事經營公司大權」105，正是顯明寫照。但本文認為，若就委任關係及

裁量權分開來看或可得到不同解讀，蓋從同次修法時之經濟部公司法修正草案總

說明觀察，其修正特色之一係為了劃分股東會與董事會職權，確定董事會集體執

行業務，並加強其權責，以適應企業所有與企業經營分離之趨勢，其目的在於解

                                                
104 第一屆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字第 618號，案由：行政院函請審議公司法修正草
案案，頁 262。 
105 廖大穎，同註 40，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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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當時董事會組織上界限不清，以及職權上與股東會混淆難分，因此明確定義了

董事會為公司執行業務之必要集體機構，以明確其責任，並加重董事會中行為董

事對公司及第三人之賠償責任，以防止其濫用職權損人利己
106。因此，1966年公

司法所做大幅修正雖係為了回應政府的施政重心，獎勵投資並加速經濟發展，採

用較大規模公司組織，亦即強化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以積累社會資金便利工商活

動，但政府同時考量為減少經營舞弊風險，配套措施即明定了董事與公司間關係

適用民法委任規定，使得董事經營權限增加同時，亦須承擔較多之受任人義務，

於公司法內明確適用民法委任規定，這不僅是法律制度衡平的表現，也是民商合

一制度於台灣公司法董事責任體系的自然呈現。 

三、 問題 

惟問題依舊存在，商法體系及經營環境與傳統民法大陸法系之私人間權益關

係究竟不同，民法之受任人義務是否能套用於公司法制內之董事？ 

隨著經濟高度發展，商業經營模式日趨複雜，經營舞弊事件屢見不鮮，董事

等經營階層掏空公司資產方法或不正當之經營決策，常使公司遭受重大損失，連

帶投資人血本無歸，而影響社會安定，這突顯了民法委任之規定相對不足以約束

現代公司法定義下之董事，也啟發了經濟政策發展對於董事受託人義務內涵之擴

充需求；因此 2001 年公司法修正增訂了第 23條第 1項：「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

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很大程度上也體現了經濟變遷而引導公司法制變遷的軌跡。 

四、 現行公司法制受託人義務之內涵 

1.忠實義務之規範 

首先在忠實義務方面，其概念依學者所述，係指：「董事不得利用其職務與

地位之便，以圖謀自己或為他人之利益而犧牲公司的行為，最典型的違反忠實義

務，即屬所謂利益衝突的問題」107，公司法原即有一些補充規定，通說認為108包

含了以下： 

(1)董事之報酬 

                                                
106 第一屆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字第 618號，案由：行政院函請審議公司法修正草
案案，頁 155。 
107 廖大穎，同註 40，頁 256。 
108 曾宛如，同註 95，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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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東會議定，不得事後追認(第 196條第 1項)。董事

報酬若由董事會自行決議，難免有瓜田李下之疑慮，因此由章程明定一定之比率

或金額，可減少董事自肥之可能性，若章程未定明時，則透過機關權限之分配，

由股東會決議認定董事薪酬，而相關董事若為股東則於股東會決議時應做利益迴

避；若違反此規定，而董事會支付超過章程或股東會決議之薪酬時，公司應可追

訴其忠實義務之違反，而請求損害賠償。惟董事是否一定有報酬？學者多數認為，

依第 196條第 1項推論，董事必有報酬
109。惟亦有學者持不同看法，從私法自治

角度出發，若當事人自願無償擔任董事，法律即不須干涉
110
。本文認為後述學者

論述合理，因現代公司經營實務，不乏董事放棄支領薪酬111，而其所看重者乃公

司獲利，透過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所帶來股價增值利益，或盈餘分配時獲配可觀股

利，而付出心力經營，儘管如此，其仍須善盡受託人義務，因此董事並不因有無

支領報酬而擔負不同程度之義務。 

(2)董事利益迴避及說明義務 

董事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時，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自身利害

關係之重要內容(第 206條第 1項)。董事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

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第 206

條第 2項準用第 178 條之結果)。此外，2018 年 7月 6 日新增第 206 條第 3 項：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前項會議

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亦即擴大董事利

益迴避之範圍，至其關係人。本條第 1項強調的是利害關係之說明義務，但利害

關係之定義為何？資訊揭露至何種程度？重要內容如何認定？實務上則可能出

現適用上困擾。另所謂「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應如何認定？

依經濟部解釋，應依據事實個案認定之，且應有具體、直接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

                                                
109 柯芳枝，同註 54，頁 15；廖大穎，同註 40，頁 255。 
110 戴銘昇，同註 57，頁 217。 
111 郭董今年起年領 1 元薪水；效法王永慶幫公司大賺卻不領錢，
https://tw.appledaily.com/finance/daily/20050615/21846073，最後瀏覽日：2018
年 5月 29日， 本文擷取以下段落供參考：「上市櫃高階經營團隊不支領薪水郭台銘並
非首例，像台塑（1301）集團董事長王永慶不領薪水已經 20多年，而聯電（2303）董
事長曹興誠已 4年不支薪；至於一再強調員工要幸福的奇美集團，早在奇美實業創辦人
許文龍年過 60歲後，就設下不支薪的家規，不但許文龍在任期內不領董事長薪水，就
連現任董事長廖錦祥，一樣謹守家規，照例不領薪水，每年只領股票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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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利益之虞，始構成本條之規定，倘有爭議，允屬司法機關認事用法範疇
112
。惟

行政體系將此不明確之規範，推延至司法機關個案認定，並無法一致有效地解決

問題。 

參考美國律師協會所編製之模範商業公司法§ 8.60113，其所定義之董事利益

衝突交易，係指公司(或公司所實際控制之個體)所進行或將進行之交易，符合以

下三種情況之一，第一、於當時，董事係交易之一方當事人；第二、或於當時，

董事已知曉且認為其對於相關交易具有重大的財務利益；第三、或於當時，董事

已知其關係人係當事人或具有重大的財務利益。 

上述第一項董事係交易之一方當事人者，指該交易存在於董事及公司之間。

而第二項則係指董事本身雖非交易之當事人，但已知曉其對相關交易具有重大財

務利益，在考量財務利益時，應以交易本身為對象，且須直接來自於相關交易之

流程，若僅是因果關係薄弱之利益，則不應成立董事利益衝突交易。因此，本文

認為董事之利害關係說明義務，應得由法律明定重大資訊揭露之種類、內容及方

式，避免董事會決議或交易行為留下瑕疵，而導致事後董事需負擔賠償責任，或

者衍生後續責任歸屬與法律效力未定之情況。 

(3)競業禁止 

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

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第 209條第 1項)。董事違反競業禁止之效果為，股東會

得以決議，將該行為之所得視為公司之所得(第 209條第 5項)。因此董事兼任其

他公司董事法律上並不禁止，倘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時雖

未取得股東會之許可，依照公司法第二百零九條第三項規定其行為並非無效114。 

此外，董事說明的時間點係於「事前」「個別」向股東會說明行為之重要內

容，並取得許可，並不包括由股東會「事後」「概括性」解除所有董事責任之情

形115。惟或有人謂，此規定並不符合企業經營之時效性，舉例而言，若董事競業

                                                
112 經濟部 99 年 10月 22日經商字第 09902145220號「按公司法第 206 條第 2項準用第
178條規定：「董事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
入表決…。」所詢應否依上開規定迴避一節，因涉及個案情形是否有公司法第 178 條「有
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之認定，應依據事實個案認定之。認定上，應有
具體、直接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始構成本條之規定。因涉及具體個案事實
之認定，倘有爭議，允屬司法機關認事用法範疇。」 
113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2016 Revision) § 8.60。 
114 經濟部 71 年 8月 27 日經商字第 31182號函。 
115 經濟部 86 年 8月 20 日經商字第 862169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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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應「事前」對股東會說明並取得其許可，則公司常有因應業務或策略發展投

資，而需即時指派其董事兼任被投資公司董事，並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進行企業外垂直或水平整合，則現行法似乎不符合實際運作，實務上也不乏於競

業行為事後請求股東會承認通過。但本文以為，董事既然擔負受託人義務，且考

量其所擁有之公司經營權力，自然須遵循較高之行為標準，若遇有競業之可能時，

仍須未雨綢繆地因應情勢變更，於事前對股東會說明其競業行為之重要內容，並

取得許可。 

至於所稱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或經營同類之業務，係指其所為之行為（業

務）屬於章程所載之公司所營事業中為公司實際上進行之事業，並包括公司業已

著手準備或只是暫時停止之事業在內
116，因此若公司尚未著手準備，或已完全廢

止之事業，應加以排除，考量其無競業之可能117。 

若董事擔任經營同類業務之他公司董事，是否構成競業行為？實務上有認為

「禁止競業之規定本旨在禁止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現實為競業行為，因此必

該董事有為違反競業禁止之行為方屬相當。」118，或謂「禁止競業之規定本旨在

禁止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現實為競業行為，因此董事若僅為他公司之董事，

甚至擔任他公司之董事長，並非問題所在，必該董事有為違反競業禁止之行為方

屬相當，自不得僅以其擔任他公司之董事，即認其有違反競業禁止之行為。」119。

惟有學者認為，董事參與其他公司董事會運作時，縱使未從事現實競業行為，但

其行為本身即有流出公司機密之高度危險，因此認為董事擔任經營同類業務之他

公司董事之行為本身，即應受本法規範120。本文亦從之。 

若董事兼任經營同類業務之他公司董事或經理人，而該二公司為百分之百母

子關係時，是否構成競業行為？此時法律上雖為二獨立法人格公司，但在經濟意

義上實為一體，二者之間並無利益衝突可言。故應認為於此情形下之董事或經理

人兼充，並不構成公司法第 32條、第 209條競業行為121。 

                                                
116 經濟部 95 年 10月 12日經商字第 09500626690號函。 
117 柯芳枝，同註 54，頁 30。 
118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2年度上易字第 204 號民事判決。 
119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89年度重訴字第 421號民事判決。 
120 林國全，董事競業禁止規範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第 159 期，2008 年 8月，頁

226-227。 
121 劉連煜，同註 75，頁 487；經濟部 101年 10 月 11日經商字第 1010243588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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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條董事競業禁止規定之規範目的，經濟部認為係為保障公司之營業機

密122，董事基於與公司間之信賴關係而知悉公司之營業機密，自不得為謀求私利

或他人利益，而損害公司利益。 

(4)自我交易行為 

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

之代表(第 223條)。所謂由監察人代表，經濟部係認為監察人代表公司與董事進

行交易，不僅只於形式上擔任代表，而應實質審查該法律行為，亦即實質上決定

公司是否應與董事進行交易之人
123
。最高法院民國 100年度第 3次民事庭會議亦

肯定經濟部見解，認為：「監察人代表公司與董事為法律行為時，無須經公司董

事會之決議核准」。然而，司法實務上仍有爭議存在，例如高等法院即曾論述
124，

不應將監督機關（監察人）與業務執行機關（董事）相混淆，倘未經董事會決議

之事項，監察人亦有權逕行代表公司處理，則監察人權利將無限上綱，並將取代

董事會職權，且逸脫公司治理之控制可能。學者亦有認為並非由監察人為該交易

承諾之機關，而僅只其代表交涉，是否同意該項法律行為仍須經董事會或股東會

決議通過，如此方符合公司內機關權限劃分之原意
125
。本文贊同高等法院及學者

見解，因公司法第223條應僅指對外代表權，而不應及於自我交易之內部決策權，

以避免賦予監察人不當之權限，而混淆了其監督機關的地位。 

                                                
122 經濟部 89 年 4月 24 日經商字第 89206938 號函。 
123 經濟部 91 年 7月 4 日經商字第 09102132160 號函。 
124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9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21號，認為仍應先經董事會決議後，
監察人使得代表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原則以董事長為代表人，惟於董事為自己或他人
與公司有交涉時，為防止公司內部人利益輸送，致公司與董事間「自己交易」行為產生
弊端，公司法第 223 條特別規定此種情況應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基此而論，監察人
具有代替董事長執行職務而對外代表公司之功能。是本諸公司治理精神，上揭自己交易
行為，仍須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監察人為實質審查同意後，始得謂監察人有合法
代表之權限。……，倘未經董事會決議之事項，監察人亦有權逕行代表公司處理，則監
察人權利將無限上綱，並將取代董事會職權，且逸脫公司治理之控制可能。……公司法
第 223 條之立法目的，非在於由監察人取代董事會地位，否則將與董事會權責相衝突。
若謂監察人不待董事會決議，即可自行代表公司與董事間從事交易行為，顯然悖於公司
法之規範意旨，且將監督機關（監察人）與業務執行機關（董事）相混淆。況且，為避
免公司與董事間「自己交易」行為產生弊端，須先經董事會議決，始得由監察人代表公
司與董事為自己交易行為，有雙重控制功能，更能發揮公司內部監督力量。」 
125 曾宛如，同註 95，頁 27；持相同見解者，如黃銘傑，監察人代表權之意涵、目的、
功能及行使方式－－最高法院一○○年度台上字第九六四號、第一○二六號判決評析，
2012年 9月，頁 2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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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若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均與本公司有交涉時，因法

律無明文規定以何人為公司代表人，為顧及公司利益，宜由股東會推選代表126。 

至於董事應否利益迴避，應依具體個案視其對於該表決事項有無自身利害關

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而定127，如有之，即不得加入表決，無者，似可行使表

決權
128。 

監察人若怠忽職務時又如何呢？學者曾批評129，公司法第 223條之規範目的，

因現行監察人制度功能不彰，而無法有效防制董事與公司間利害衝突，且容易隱

藏非常規交易，即點出了現行監察人代表制度無法有效發揮功效的問題。而依行

政機關解釋，應由司法機關認事用法，依個案情形評斷監察人損害賠償問題，若

如此則發生弊端時，僅能訴諸司法途徑做事後的責任追究，恐怕徒增訴訟成本而

徒勞無功。 

綜合上述，依相關經濟部解釋，監察人角色似乎融合了部分經營決策權，與

其公司法制度所賦予之監督權有某種程度上的衝突，這也將形成監察人權限行使

之困擾，以及若有違反受託人義務時，應如何歸責之問題。 

此外，尚存在的問題是條文本身僅規範由監察人為公司代表，卻未明文敘述

具利害關係董事之說明義務，是否可類推適用公司法第 206條第 2項董事應說明

其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蓋董事有自我交易情形時，原本即容易發生董事與

公司間利益糾葛，若不將其自我交易之重要內容於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時說明，

或提供必要之判斷資訊，似乎無法滿足本條文規範目的，亦即董事基於信賴關係

所生之忠實義務。因此，本文認為在無說明情況下即使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通過

                                                
126 經濟部 80 年 8月 28 日經商字第 080828220732號「按公司法第二二三條規定，董事
為自己或他人與本公司有交涉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其意旨在於避免利害衝突，
損及公司利益。故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均與本公司有交涉時，因法律
無明文規定以何人為公司代表人，為顧及公司利益，宜由股東會推選代表之。」 
127 經濟部 99 年 5月 5 日經商字第 09902408910 號「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
之虞之認定：一、母公司 100%投資子公司，子公司之董事均為母公司所指派，子公司召
開董事會時，董事對於母子公司雙方合作或締結買賣契約之議案上，應否依公司法第 206
條第 2項準用第 178條規定迴避一節，因涉及個案情形是否有公司法第 178條「有自身
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之認定，應依事實個案認定之，如有爭議，允屬司法
機關認事用法範疇。二、委任關係與判斷是否有公司法第 178 條「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
害於公司利益之虞」，係屬二事。本部 91年 12月 16日經商字第 09102287950 號函，
不再援用。」 
128 經濟部 80 年 3月 11 日台商（五）發字第 205526 號「按公司法第 178條規定：「股
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表決…。」董事監
察人因具有股東身分，於股東常會決議承認同法第 228 條所規定各項表冊時，得否加入
表決？依前揭第 178條規定意旨，應就具體個案視其對於該表決事項有無自身利害關係
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而定。如有之，即不得加入表決，無者，似可行使表決權。」 
129 廖大穎，同註 40，頁 26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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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自我交易，亦不應使董事得到免責效果。倘若依據經濟部及司法實務，實質上

係由監察人決定公司是否應與董事進行交易，而不須董事會決議，最低程度董事

亦應對監察人說明其自我交易之重要內容，以符合第 206條第 2項之立法精神。 

2.注意義務之規範 

其次在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方面，董事與公司間係處於委任關係，但不論

有無受有報酬，於執行業務時，均須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而致公

司受有損害時，由行為董事負損害賠償責任，以督促公司董事提升其注意義務，

保障公司權益。 

前已述及，公司法內董事之注意義務並非僅重述民法之委任規定，立法者似

欲藉此補充我國民法對於委任規定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不足之處，這立法體系

上重大歧異，使得董事應盡何種義務，其責任界限何在即產生了認知上的混淆，

因此衍生了董事之注意義務，是否可採用美國法之經營判斷法則，而大幅降低其

舉證責任或被課責之風險。 

這其中最大問題是我國民法係採大陸法系，而公司法亦是以大陸法系為主，

兼採英美法之原則導入，例如傳統民法損害填補(所受損失及所失利益)的概念即

不足以滿足商法體系對於董事責任的要求，因此對於違反受託人義務之董事，不

僅以其造成公司損害須負賠償責任，尚且董事亦有可能需以其個人獲利補償公司。

舉例而言，董事進行業務相關行為，可能並未造成公司損失，如董事利用公司之

機會或資訊而取得公司原本並無預期之利益，但公司未預期之利益，不表示公司

捨棄或不願意取得，因此將受益返還之義務規範於董事責任體系或有其必要性。

又比如說，董事若因競業行為而違反受託人義務時，並須以其競業所得彌補公司。

形諸於法律條文，即為公司法新增第 23條第 3項：「公司負責人對於違反第一

項之規定，為自己或他人為該行為時，股東會得以決議，將該行為之所得視為公

司之所得。」 

參、 小結 

首先，從以上公司法關於董事忠實義務之規範及經濟部之解釋，係著重於董

事競業行為及自我交易之預防及免除責任之要件，從制度本身觀察，並非絕對禁

止董事從事上述行為或交易，若董事盡到了充分資訊說明及揭露的義務，且獲得

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許可，基於私法契約自由，應使其得以豁免違反忠實義務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THE.NCCU.LLME.009.2019.F10

- 50 - 

責任。惟從上述分析，現行法關於董事忠實義務之規範，存在著下述問題是值得

近一步探究的。 

忠實義務類型化的問題：現行法雖已有上述董事利益迴避，競業禁止，自我

交易行為等規範散見於各條文，但現代公司所從事之交易行為愈趨複雜化，法規

範可能有所不足，如何防免董事忠實義務之違反，已是一大挑戰。學者有從規範

目的檢視現行法可能過於限縮之處，例如前述經濟部認為有關董事競業禁止規定

之規範目的係為保障公司之營業機密，其範圍過於限縮，從本條文字來看，似無

法涵蓋英美法所謂之攫取公司機會或利用公司資訊等違反忠實義務類型
130
。或有

人認為營業機密之範圍，與營業秘密法第二條所指之營業秘密定義有所重疊
131，

若如此，則其不僅涵蓋公司所擁有之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等機

密，尚且包含了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然而，基於法律明確化之要求，忠實

義務類型化並明文規範於公司法內，應是未來公司法有關董事如何遵循忠實義務

之重要課題132。 

其次，公司法制由於經歷不同法系之交互融合，也是得以持續發展並得以吸

取國外商法實踐經驗的路徑之一。但在法律移植的過程中，司法實務審判上，對

於此導源於英美法體系之抽象注意義務是如何的理解？美國法之經營判斷法則

是否適用於台灣現行公司法制度？受託人義務之具體內容在司法實踐上有何不

同？此類問題對於董事於執行業務領域應如何遵循受託人義務，有一定的指標作

用，也關係到董事民事責任之認定與範圍，本文將於第四章探索我國司法實務關

於受託人義務之案例是如何的理解與適用。 

第三節 適用主體：董事之類型化及範圍 

第一項  概述 

                                                
130 曾宛如，同註 95，頁 29。 
131 營業秘密法第二條：「本法所稱營業秘密，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
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而符合左列要件者：一、非一般涉及該類資
訊之人所知者。二、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三、所有人已採取合
理之保密措施者。」 
132 學者持相同看法者，係認為現行法所規範之忠實義務為不確定法律概念，適用上有待

法院進一步將之類型化，請參閱劉連煜，同註 75，頁 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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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台灣公司法制內，受任人義務與其應擔負之民事責任既然有初步認識，

那麼對於其適用主體，亦即台灣公司法制度下的董事，其類型為何？各個不同類

董事是否皆應受公司法第 23條拘束，且在履行義務程度上沒有差異？司法實務

上出現過哪些問題？即有必要釐清並尋求一合理之課責方式。 

學者有依據法源、選任方式、認定方式、所代表之利益取向不同，而將公司

法制度下的董事類型區分為自然人董事、政府或法人董事、政府或法人代表董事、

實質董事、外部董事或獨立董事、勞工董事及公益董事等七種董事133。本文為求

論理集中，將政府或法人董事以及政府或法人代表董事合併討論。至於勞工董事

134及公益董事135，由於其所適用公司組織，範圍局限於國營事業、公司制證券交

易所或期貨交易所，另有學者認為，此兩類型董事皆或由主管機關聘請或指派，

或由董事會遴選，並無股權支持且欠缺股東會之民意基礎136。但本質上，勞工董

事係由代表政府股份之國營事業主管機關，聘請工會推派，具有股權基礎，且與

公司間存在有委任關係，惟公益董事則係由主管機關指派非股東之有關專家擔任，

並不具備股東會支持基礎，兩者性質仍有不同。本文以為，問題的癥結應在於，

其委任關係不僅存在於董事與公司之間，就勞工董事及公益董事而言，尚且亦分

別對推派其擔任董事之工會，及指派其擔任董事之主管機關存有委任關係。與其

論究其是否應類推適用公司法第 23條之受託人義務，不如著重於其所代表工會

之員工利益或所代表之公益所追求之公正客觀之監督角色。因此，本文後續對於

勞工董事及公益董事不再深入探討。以下依序論述自然人董事、法人董事、實質

董事、外部董事或獨立董事。 

                                                
133 王文宇，同註 56，頁 204。 
134 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35條：「國營事業董事、監察人或理、監事，不得兼任其他國營
事業董事、監察人或理、監事。但為推動合併或成立控股公司而兼任者，僅得兼任一職，
且擔任董事或理事者不得兼任監察人或監事，反之亦然；並得被選任為董事長、副董事
長或相當之職位。（第 1項）前項董事或理事，其代表政府股份者，應至少有五分之一
席次，由國營事業主管機關聘請工會推派之代表擔任。（第 2項）前項工會推派之代表，
有不適任情形者，該國營事業工會得另行推派之。（第 3項）」。 
135 證券交易法第 126 條：「證券商之董事、監察人、股東或受僱人不得為公司制證券交
易所之經理人。（第 1項）公司制證券交易所之董事、監察人至少應有三分之一，由主
管機關指派非股東之有關專家任之；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百十六
條第一項之規定。（第 2項）前項之非股東董事、監察人之選任標準及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第 3項）」；期貨交易法第 36條：「公司制期貨交易所之董事、監察人至
少四分之一由非股東之相關專家擔任之，其中半數由主管機關指派，餘由董事會遴選，
經主管機關核定後擔任之；其遴選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
條第一項、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136 王文宇，同註 56，頁 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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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自然人董事 

此董事角色較為單純，本文所論述公司法制董事責任體系之重心即在於自然

人董事，前已述及公司法第 192條修正後，配合國際上企業所有與經營分離之趨

勢，董事不須再具有股東身份，而由董事會從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既然係以本

人名義當選，則無論權利或義務皆由本人承受，當然亦涵括董事受託人義務，因

此實務上爭議不若後述之法人董事制度繁雜。而自然人董事之任期相對較有保障，

除董事死亡、破產、喪失行為能力、辭職或其他解任事由外，無法由單一股東隨

時改派補足原任期。 

第三項  政府或法人董事、政府或法人代表董事 

即公司法第 27 條「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

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第 1項）。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

為董事或監察人。代表人有數人時，得分別當選，但不得同時當選或擔任董事及

監察人（第 2項）。第一項及第二項之代表人，得依其職務關係，隨時改派補足

原任期。（第 3項）」所規定之法人董事制度。 

壹、 學者批評 

關於法人董事制度，學者批評甚多，認為本條在理論上存在三個缺失137，本

文擷取其重點如下供參： 

一、第一項規定係疊床架屋 

公司為組織體，無法自為實體行為，因此須設董事或董事會為其業務執行機

關，本質上董事即應以自然人擔任。但本項先承認法人得當選為董事，復又須指

定自然人代為行使董事職務，功能上即屬重複。 

二、第二項規定違反股東平等原則 

本項使得法人股東，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並得有數個代表人，分別當

選董事，則形同允許分身當選多席，相較於一般自然人股東僅能以自己身分當選

一席，實已違反股東平等原則。 

三、第三項規定使單一股東得以變更全體股東意見 

                                                
137 林國全，法人代表人董監事，月旦法學雜誌，第 49期，1999年 6月，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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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賦予法人股東隨時改派代表人之權限，忽略了董事選任性質上應屬全體

股東之意思形成，並非妥適。 

此外，學者進一步論述本條在實務上可能之不當運用138，舉其要者如下： 

一、被利用為真正經營者逃避董監責任之手段 

隱身幕後之真正大股東，得以其所控制之一家法人股東，而由此法人股東利

用本條第 3項之隨時改派權，透過代表人實質掌控公司之經營，而規避公司法上

之董監事責任。 

二、被利用為逃避經營權移轉監督之手段 

若真正經營者將法人股東之經營權移轉予他人，則他人將得以透過改派代表

人之方式，造成公司經營權之移轉(當法人股東擁有多數董事席次時)，則公司原

股東將無從置喙。 

因此學者多認為本條實務上常遭不當使用，因而主張應刪除本條139。 

貳、 受託人義務衝突 

本文贊同以上學者意見，而除了上述理論缺失或實務不當運用外，尚值得論

究的是本條第一項法人董事所指定之自然人代表，及第二項之法人代表人董事，

其不僅與所派赴公司間存在委任關係，同時與指派其作為代表人之法人股東間亦

有委任關係140，則在現行法下當公司與該法人股東對於相關業務立場相對立或存

有利益衝突時，則兩頂帽子同時戴情況下，應以何者利益為重？ 

參、 司法實務 

此外法院也曾對法人董事制度之委任關係做出區分，例如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重上字第 151號民事判決所述「前者(亦即第 27條第 1項)係由法人股東自

己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後，再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該董事或監察人與公司

間權利義務關係即委任關係，存在於法人股東本身而非該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

與後者(亦即第 27條第 2項)乃係由法人股東之代表人以個人身分當選為董事或

                                                
138 林國全，同前註，頁 17。 
139 林國全，同前註，頁 17；廖大穎，同註 40，頁 270；廖大穎，關係企業擔任法人董
監的爭議──評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一○二年度上字第三二六號民事判決，月旦裁判
時報，第 37期，2015 年 7月，頁 21-22；柯芳枝，同註 85，頁 46；劉連煜，同註 75，
頁 142。 
140 柯芳枝，同註 85，頁 44；有學者從公司治理之觀點，認為現行法制下，在法人董事

(不論是本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與其所派往赴任之公司間，應承認具有受託人義務之存在，

請參閱劉連煜，同註 75，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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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該董事或監察人與公司間權利義務關係即委任關係，存在於該代表人個

人而非法人股東本身迥然不同」，但仍無法解決第 27條法人董事制度於適用受

託人義務規範時，所產生本質上之缺陷。亦即： 

一、第 1項法人董事所指定之自然人代表其實際上執行董事功能卻因其形式

上不具有董事身分，而無法以公司法董事責任體系拘束，形同遁逃了權利平衡機

制，可能將形成此等被指定之自然人代表，不當濫用權利之情形。 

二、法人股東幕後之真正經營者，將得以規避公司法上之董監事責任，即不

承擔任何受託人義務，甚而以人頭作為其代表人，而於濫用或掏空公司資產形成

弊端時，無法訴請其民事賠償責任。 

上述高等法院第 151號判決，原告公司雖主張被告法人股東係以法人董事身

分執行業務而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生原告公司重大損失，應負民事賠

償責任。審理爭點之一聚焦於究竟本案為法人董事或指派法人代表人董事以及各

自委任關係為何，最終判決結果則認為被告法人股東係指派其自然人代表擔任董

事，因而得以免責。然而就原告公司而言，若法人代表人董事資力不足或早已脫

產，而對於幕後之真正經營者又無法使其擔負賠償責任，則此司法實務上所採取

形式認定方式勢將難以實現公平正義。 

肆、 小結 

現階段主管機關或者基於種種原因以為不宜刪除此條，根據分析，企業界亦

肯定本條款之實用性，認為現行法的規定是一種方便的立法設計。主要表現在控

制公司，得透過公司法第 27條而隨時改派法人股東代表，有效支配從屬公司，

提供其實質合理的駕馭之術141。亦有學者做實證研究，在其所篩選 2008 年至 2012

年台灣上市公司樣本中，有法人董事之企業所佔比例為 83.51%142，亦可證明法人

董事制度已被台灣法人股東慣常地利用。惟德國法學權威 Rudolf von Jhering

曾言「一種制度老早就應廢止，而卒不能廢止者，並不是由於歷史的惰性，而是

由於擁護者的抵抗力。」143，此言甚是。本文以為既然此法人董事制度似乎短期

內無法廢除，而法人股東對此類董事(不論是第一項法人董事所指定之自然人代

                                                
141 廖大穎，同註 139，頁 19。 
142 魏妤珊、邱敬貿、黃淑惠，法人董事與企業避稅：臺灣股票市場之實證研究，證券市

場發展季刊，第 108期，2015年 12月，頁 1-42。 
143 王澤鑑，同註 51，頁 3(本文係原載於 Rudolf von Jhering，法律的鬥爭，薩孟武譯，
孟武自選文集，三民書局，頁 1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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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或是第二項之法人代表人董事)係存有控制力或實質影響力應是無庸置疑的，

本應有相同對待，司法實務將其委任關係做了區分，則是忽略了法人股東或幕後

之真正經營者所擁有的指揮管理權限，以及基於衡平法理亦應承擔的義務與責任。

從另一方面來看，就本條第 1項而言，法人股東自行擔任董事，其與公司間權利

義務關係即委任關係，實務上其對公司即須擔負受託人義務似無問題，但就本條

第 2項而言，制度本身若存有瑕疵，則司法實務上使本項之法人股東類推適用董

事受託人義務之規範，或為值得深思之方式。 

第四項  實質董事 

壹、 概述 

所謂實質董事係指 2018年 7月 6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之新修正公司法第 8條

第 3項前段：「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

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

罰之責任。」。檢視其 2012年實質董事立法過程，立法委員曾提案說明「鑒於

公司法就負責人認定係採形式主義，公司實際經營者往往退居幕後，名實不符情

況愈來愈嚴重。為使形式上行使董事職權，或對名義上董事下達指令者，均應負

公司負責人責任，使其權責相符藉以保障公司及投資人權益。」144，可得知當初

立法係為解決人頭董事問題，並與創造優質公司治理密切相關。 

貳、 原僅適用公開發行公司之爭議 

立法委員 2012 年新增本項時，原提案版本為將其置於第 1項但書，文字為

「但實質上執行董事職權，或直接或間接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

同為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最終經審查後，改為新增第 3項，並

且限縮為僅公開發行公司適用實質董事145，惟並未見為何如此限縮之詳細論述。 

學者就此曾提出觀察，於其他設置實質董事制度的國家，例如英國及日本，

相關案件多涉及私人公司，而台灣實務上常見之人頭文化，可能於非公開發行公

司更為普遍，因此質疑新法之妥適性146。但實務上則有認為，自政策推行之階段

                                                
144 參閱立法院公報處，立法院第 7屆第 7會期第 17次會議紀錄，立法院公報，100卷
49期，2011 年 6月，頁 400。 
145 參閱立法院公報處，同前註，頁 407。 
146 朱德芳，實質董事與公司法第 223 條－－兼評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再字第 31號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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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觀點而言，引進實質董事的立法目的應係保障投資人，而公開發行公司涉及之

投資人較多而較具政策上急迫性，似有其合理性147。行政體系為杜絕此爭議，2018

年本項修正時，其理由即為強化公司治理並保障股東權益，不再限公開發行股票

之公司始有實質董事規定之適用。 

本文認為此次修法放寬實質董事適用之範圍，或可減少企業主為取得較多經

營上彈性，而趨向不公開發行之動機。 

參、 實質董事類型 

所謂實質董事，依本項條文可區分如下： 

一、事實上董事 

係指「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學者認為所謂「執行董事業務」

係以董事會構成員之身分，參與董事會決議並且進行投票，形成集體決策，而董

事若個別執行職務的情況極為有限，因此實務上若真有非董事出席董事會並參與

投票，影響其他董事之決策行為，則實際控制人已取代董事會成為業務決策與執

行機關，定位上將難以與影子董事區分148。 

二、影子董事 

係指「非董事，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

業務者」，根據當初立法委員提案說明，其所欲規範者為公司實際經營者，因此

學者認為其應係慣常性指揮且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非一次

性或偶然控制公司之經營者，因此台灣有關影子董事的構成要件相較於英美法系

更為嚴格149。 

肆、 困境 

實質董事制度因法條明定係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因

此前已論及台灣公司法董事責任體系之董事受託人義務及侵權行為責任等，實質

董事亦應受其拘束；實務上有認為本法引進實質董事之規範，最重大的意義在於，

                                                                                                                                       
判決，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49期，2015年 9月，頁 129。 
147 黃帥升、陳文智，從公司法新修正看董事責任，會計研究月刊，第 315期，2012 年，
頁 70。 
148 朱德芳，同註 146，頁 141。 
149 朱德芳，同註 146，頁 141；唯有學者認為，法條文字並未以經常性或慣常性執行董
事業務或指揮董事執行業務作為構成要件，執法上恐面臨爭議，請參閱劉連煜，同註 75，
頁 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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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追究實質董事之民刑事及行政責任而言，提供了較為明確的法律依據
150
。惟實

際是否確能遏止實質董事之不正當或不法行為？舉公司法第 27條第 2項之法人

代表董事為例，法人代表董事雖以自己之自然人身分當選為董事，但因同條第 3

項法人股東得隨時改派之規定，依常理推斷，法人代表董事較無法自己判斷並獨

力執行董事職務，亦即慣常聽命於法人股東是常態；因此，本文認為現法規定之

影子董事雖立意良善，但因構成要件相對嚴格，而法人股東甚而隱身幕後之真正

經營者，外觀上並非慣常性指揮法人代表董事，使得構成要件上無法滿足，因而

將形成難以對其課責之困境。 

伍、 司法實務 

如前述，因本項新規定係自 2012年起適用，且影子董事之構成要件相對嚴

格，實務上案例目前仍不多見，惟學者嘗試歸納相關案件，並彙整重點如下151， 

一、法律不溯及既往 

公司法第 8條第 3項並無溯及既往之明文，因此法院認為本條項自應有法律

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 

二、實質董事是否有代表公司之權 

由相關判決得知，法院對於實質董事是否有權代表公司或代理公司有肯定及

否定之不同見解，而學者則認為實質董事制度之目的並非在於授予權利，而係課

予責任，倘未經正當程序選任之人，卻可成為有權代表公司之人，則公司治理制

度將被破壞。 

三、法人股東是否為實質董事 

法院係認為法人之代表人以其自然人身分當選董事，其委任關係是存在於該

董事與公司間，該董事對公司應盡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至於法人

股東不會僅因指派他人擔任董事而成為實質董事；學者係認為該案例並未深入探

究該法人股東是否有實質指揮董事之情形，甚為可惜。 

有關上述第三點司法實務之看法，本文以為法院固然堅守了法條本身的文義

解釋，惟如當初立法委員對於實質董事提案所揭示理由，亦即立法目的，係為使

退居幕後之公司實際經營者，基於權責相符，而擔負公司負責人責任，那麼如本

                                                
150 黃帥升、陳文智，同註 147，頁 73。 
151 朱德芳，同註 146，頁 15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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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所論述，司法實務將其委任關係做了區分，則是忽略了法人股東或幕後之真

正經營者所擁有的指揮管理權限，以及基於衡平法理亦應承擔的義務與責任。 

陸、 小結 

綜合上述，實質董事引進台灣尚僅數年，在規範上或許仍無法有效遏制實質

董事或控制股東之不當影響，惟實質董事須適用公司法上董事之受託人義務及相

關責任之追究
152，最低程度上應能使隱身幕後之真正經營者知所警惕，從而降低

其進行不當或違法行為之誘因。此外，本文認為，或可考量於未來修法以深化實

質董事之規範並充實其內涵，例如影子董事構成要件，應做適當修正放寬使其涵

括非經常性的指揮或控制行為，此與前述之法人董事制度應一併考量。一個新制

度的引進，原本即須長時間的觀察，制度不可能完美，但透過學說上進一步探討

以及司法實務上的實踐，以漸進累積經驗，最終適當的法規範修正仍然值得期

待。 

第五項  外部董事或獨立董事 

壹、 概述 

所謂外部董事(outside director)係指與該公司並無僱傭及經濟上關係，通

常亦稱為獨立董事（independent director）153。在美國大型公司實務上董事會

設有監督委員會，其成員通常由外部董事組成，負責公司之策略擬定及監督管理

之功能。而我國係於 2006 年為解決監察人監督效率不彰、弊案層出不窮的問題，

或謂與國際接軌154，乃於證券交易法引進獨立董事，適用於公開發行公司。依學

者看法，台灣獨立董事概念與外部董事稍有不同，其不僅須非公司一定持股比例

之大股東，亦未在公司內部任職，且非公司營運相關之關係人，而可對公司事務

                                                
152 學者亦有認為實質董事的義務違反判斷標準，應與一般依法定程序選任之董事相同，

請參閱劉連煜，同註 75，頁 135。 
153 參閱 DIRECTOR定義， Black's Law Dictionary (10th ed. 2014)，「outside director 
(1859) A nonemployee director with little or no direct interest in the 
corporation. — Also termed affiliated director； independent director.」 
154 劉連煜，新證券交易法實例研習，元照，2016年 9月，頁 58。美國於安隆案後，其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那斯達克要求掛牌上市之董事會，須由過半數之獨立董事組成，相關
討論可參見劉連煜，董事忠實義務與獨立性之司法審查，月旦法學雜誌，第 173期，2009
年 10 月，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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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獨立判斷與提供客觀意見之董事，但更強調的是其獨立性與專業性
155
，而有助

於監督公司的運作和保護股東之權益。例如在專業資格上，我國對獨立董事之要

求，至少應有五年以上工作經驗，且具有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

需工作經驗相關之專業
156。 

依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 4「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擇一設置審計委

員會或監察人。但主管機關得視公司規模、業務性質及其他必要情況，命令設置

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第 1項)。審計委員會應由全

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

會計或財務專長。(第 2項)」亦即若公司選擇設立審計委員會時，則由獨立董事

及其組成之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之功能。目前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

稱金管會)規定157，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金融控股公司、銀行、票券公司、保險

公司、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綜合證券商及上市(櫃)期貨商，及實收資本額新臺幣

二十億元以上之非屬金融業之上市（櫃）公司應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係

採取逐漸擴大範圍方式，強制設立審計委員會。而金管會所發布「新版公司治理

藍圖(2018~2020)」則揭示「我國引進獨立董事後，部分上市(櫃)公司係採用設

有獨立董事之董事會與監察人治理形式，惟監察人與獨立董事並存，造成監督權

責難以劃分，且由獨立董事組成之審計委員會，得提供董事會專業與客觀之意見，

並協助董事會作出對公司最有利之決策」，又「為持續強化公司之內部監督機制，

並順應國際發展趨勢，將逐步要求所有上市櫃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以替代監察人」

158，依其規劃上市櫃公司應自 2022年全面完成設置審計委員會。 

貳、 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型態 

依學者分類，目前我國公開發行公司的董事會可能之經營監督架構分為三種

型態，第一種為傳統的董事會，即不設獨立董事，僅設董事會及監察人(非公開

                                                
155 劉連煜，同前註，頁 62-66。但學者指出我國現行法令所架構之所謂董事獨立與否，
仍係以金錢上及經濟上關係作為判斷前提，惟董事可能出自於情誼或不可用金錢衡量之
偏袒，而違反其獨立性，因此未來似可由法院強化董事因私誼關係影響其獨立性之審查，
相關論述可參見劉連煜，同註 154，頁 132-133、頁 144。 
156 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2條第 1項：「公開發行公司之獨立
董事，應取得下列專業資格條件之一，並具備五年以上工作經驗：一、商務、法務、財
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相關科系之公私立大專院校講師以上。二、法官、檢察官、律
師、會計師或其他與公司業務所需之國家考試及格領有證書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三、
具有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 
157 2013年 12月 3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200531121號。 
158 新版公司治理藍圖(2018~2020)，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2018 年 3月 28日，頁 11-12。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1973&ModifyDate=106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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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公司亦屬此類)；第二種為董事會設獨立董事，且同時公司另設有監察人；

第三種則是有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但不設監察人159。 

就第二種而言，雖係採經營及監督之雙軌制，但獨立董事之監督功能則與監

察人重疊，如金管會「新版公司治理藍圖(2018~2020)」所述，監察人與獨立董

事並存，實已造成監督權責難以劃分；而第三種之審計委員會依政策目標，係為

提供董事會專業與客觀之意見且協助董事會作出對公司最有利之決策，同時強化

公司之內部監督機制，此兩目標本身亦造成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不僅須擔

負部分決策權限，卻又形成自我監督之窘境。 

參、 困境 

學者曾針對實務案例分析，認為我國目前獨立董事制度面成效不彰，原因包

含160： 

一、法制設計不友善，獨立董事影響力已被弱化，很可能無權有責。 

二、獨立董事無足夠資源，進行查核或監督。 

三、家族企業影響下，經營主管習於威權文化，獨立董事難以積極作為，並易受

人情壓力束縛。 

四、政策及法制上，獨立董事決策執行與監控角色混淆，易使管理階層卸責。 

然而上述僅突顯了獨立董事執行職務時之力不從心，權力有限但責任可能重

大，問題是獨立董事對公司應盡何種義務呢？ 

肆、 學者看法與司法實務 

對於上述困境所延伸出之獨立董事義務與責任問題，學者有認為獨立董事係

董事之一種，若法無明文排除，自然與一般董事對公司負相同之義務與責任，例

如公司法第 23條第 1項之受託人義務，同條第 2項之侵權行為賠償責任161。惟

司法實務判決卻出現歧異，以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0年度金上字第 2號民事

判決為例，法院認為「無論依據外國立法例、從公司治理的角度、國內學者的看

法，甚至國內實務上的判決，皆傾向將獨立董事與內部董事責任予以區分分別以

觀，甚至認為應採行獨立董事免責制度，且被上訴人尤金柱任金雨公司獨立董事

                                                
159 劉連煜，同註 154，頁 59-60；劉連煜，同註 3，頁 77。 
160 方嘉麟，從永豐金案看獨立董事，月旦法學雜誌，第 272 期，2018 年 1月，頁 6-8。 
161 劉連煜，同註 154，頁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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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領取報酬，自僅需負一般人注意義務」，法院又認為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

控制制度內部處理準則第 4條第 2項之目的162，「僅係賦予公司對於獨立董事應

予尊重，並應記載其意見而已，並非謂只要公司內部有不法或不當情事發生，即

推定董事有過失，而不問其是否已知情而怠於監督及有無歸責之事由。」就此案

內容檢視，法院對於未參與不法行為之獨立董事係採取相對寬鬆的責任態度，且

似乎認為獨立董事應僅擔負監督義務，並將其責任與一般內部董事責任畫了條線； 

然而司法實務判決也並非一致，在另一案例臺灣高等法院 105年度金上更(二)

字第 1號民事判決，法院即認為「所謂獨立董事，係指可對公司事務為獨立判斷

及提供客觀意見之董事，乃強調其獨立性及專業性，有助於監督公司之運作及保

護股東權益，……並依證交法第 14條之 3 規定，獨立董事對於董事會決議如有

反對或保留意見者，應於會議紀錄載明，更強調獨立董事監督公司運作之功能，

是依公司法等相關法令，並未特別限制獨立董事職權之行使範圍，自無蔡永祿所

述其為獨立董事不能參與決策致不能監督公司業務狀況之情形。蔡永祿既未舉證

證明其已盡相當注意，……難認其有正當理由確信系爭財務及營收報告為真正，

自應負推定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法院於此案則採行了嚴格審查方式，並認為

獨立董事不僅擔負公司事務之監督義務，在職權行使上仍須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

此外，此案使得被告獨立董事負推定過失責任，在須以反證推翻之情況下，獨立

董事之舉證責任將遠大於前案。 

伍、 小結 

在現階段基於證券交易法政策的選擇下，主管機關已表明欲以獨立董事（若

有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制度，但在「對公司事務為獨立判斷及提供客觀

意見」之過程，所謂提供客觀意見，於董事會決議過程，獨立董事亦可行使表決

權，無異使其具備了實質上決策功能，又如何與「監督公司運作之功能」同時並

存？試舉一例如下，若某家上市公司有 6位一般董事及 3位獨立董事，合計有 9

位董事，於董事會議對於某重大資產交易案（假設僅需經普通決議即可），一般

董事中有 4位董事贊成此議案，而另 2位則持反對意見，若 3位獨立董事此時皆

                                                
162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內部處理準則第 4條第 2項：「公開發行公司設置獨
立董事者，依前項規定將內部控制制度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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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反對意見，則資產交易案將無法獲得通過；此時獨立董事既然實質上已落入了

重大決策的關鍵地位，則形式上其監督功能亦將淪為裝飾品。 

綜合上述，現行獨立董事制度，一方面冀望其能撥亂反正，扭轉監察人制度

功能不彰問題，另一方面制度上似乎又使其擔負公司法上之受託人義務與責任，

與一般董事具備決策權限無異；雖有司法實務對於獨立董事責任的認定採取相對

寬鬆的態度，惟在其應盡之義務與責任不明確情況下，仍使得獨立董事陷入了經

營決策舞弊或重大瑕疵的民事求償風險，如何從制度規範上調適並進一步明確化

獨立董事之權限與義務或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第四節  保護對象：公司、股東及第三人 

從不同面向看公司法制董事責任體系，於董事若須擔負責任之情況，其民事

賠償對象也就是公司法制所欲保護之對象，則此受保護對象於何種情況可對董事

求償？又受保護對象之範圍是否應予以限縮，避免董事違反義務時，擔負超出其

責任之界線？ 

第一項  保護對象之類型 

從公司法制度分析，此保護對象可歸類如下： 

一、董事對公司內責任 

若董事會決議違反法令章程規定或股東會之決議，參與決議之董事，對於公

司負賠償之責（公司法第 193條）；或董事違反受託人義務之責任，而致公司受

有損害者，董事對公司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第 23條第 1項）；此時，受

保護對象即為受有損害之公司，又或者是隱身其後而持有公司股份之股東。 

二、董事對公司外第三人責任 

以責任屬性不同，董事對公司外第三人責任可再區分為侵權責任、契約責任

與涉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社會責任。 

1. 侵權責任 

公司法第 23條第 2項規定：「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

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前文已論及，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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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係規範董事對公司外第三人發生侵權行為時，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此時，

受保護對象即為被侵權之公司外部第三人，而不論其為股東或非股東身份。 

2. 契約責任 

主係董事對公司債權人之責任，公司法第 211條163：「公司虧損達實收資本

額二分之一時，董事會應即召集股東會報告（第 1項）。公司資產顯有不足抵償

其所負債務時，除得依第二百八十二條辦理者外，董事會應即聲請宣告破產（第

2項）。」依法條文義，僅揭示董事於公司虧損達一定程度或資產顯有不足抵償

其所負債務時，規範董事會有對股東會報告，或向法院宣告破產之義務，以使公

司惡化之財務狀況得以資訊對等揭露方式，讓所有債權人知悉，並確保其債權得

以按該公司之剩餘財產依序清償，保護債權人之利益。 

3. 社會責任 

公司係集合股東資金而成之社會組織體，傳統上董事自身為大股東，係為了

股東利益而努力，惟隨著公司組織漸形擴大，以及公司所有與經營分離的趨勢，

現代公司法制度轉為強調，董事應為公司最佳利益而盡其受託人義務。唯公司的

營運不僅涉及公司或股東的利益，產品製造過程所可能產生的環境汙染、員工進

出對社區關係影響，甚而產品本身品質所可能帶來的消費者糾紛或食安問題，其

累積的負面效果，常足以惡化公司的財務狀況，甚至危害社會公共利益。因此現

代公司法改革或提升公司治理的過程，常提出的問題是，董事究竟是為了誰經營？

本文將於本節第四項詳述。 

第二項  董事與股東間之關係 

董事與股東間之關係為何？股東是否為受保護對象？ 

在現行公司法制下，董事之受託人義務係以公司為其所負責之對象，此由公

司法第 192條第 5項得以窺見，董事與公司間係屬民法委任契約關係，而股東僅

能透過代位訴訟，對董事進行民事求償，且求償之結果歸於公司。學者曾建議，

或可考慮參照美國某些州法律，在我國公司法第 23條第 1項明文規定，公司負

                                                
163 2018年新修正公司法第 211條第 1項改為：「公司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時，董

事會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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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人除對公司負有受託人義務外，對公司之股東亦負有同樣的責任義務，因此股

東對違反義務之公司負責人將取得直接之訴權164。 

無論如何，董事係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股東會為公司之最高意

思機關，自無法聘任董事，而係以公司之法人名義聘任董事為公司之業務執行機

關，因此董事與公司間係具有委任關係，而公司與股東間並未具有委任關係，但

此並非意味董事執行義務時不需考量股東之利益，以 2015年企業併購法第 5條

第 1項修正前為例，舊條文為「公司依本法為併購決議時，董事會應為全體股東

之最大利益行之，並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併購事宜。」，修正後條文為

「公司進行併購時，董事會應為公司之最大利益行之，並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處理併購事宜。」，其修正理由謂「鑒於公司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董事係對「公

司」而非「全體股東」負有忠實義務與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按董事處理併購事

宜與為公司執行業務之注意義務並無二致，爰修正第一項文字，以求體例之一貫。」

165，因此可得知所謂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與公司之最大利益間仍有差異，惟差異

何在？ 

學者有認為，原則上公司之利益與股東之利益應該是一致的，但從立法論之

觀點分析，若董事只對全體股東負責，可能會造成企業社會責任論理架構上的困

難，並與當代公司社會責任的思潮相違背，而若董事盡其受託人義務之對象為公

司，似乎較能建立起公司社會責任之堅實法制架構，惟缺點為股東對董事將無直

接訴訟請求權（參閱公司法第 214條及第 215 條）166；本文贊同上述觀點，畢竟

股東投資公司之目的主係為獲取利益，這是現代公司資本得以匯集之基本前提，

然而股東對公司之責任卻僅以其出資額為限，其承擔風險有限，若所得利益可極

大化，將顯不相當且有違衡平法則，因此公司董事之經營決策及業務執行雖仍需

考量股東之利益，但不能狹隘偏頗。 

第三項  董事對公司債權人之責任 

壹、 司法實務 

                                                
164 劉連煜，同註 3，頁 108-109。 
165 立法院公報，第 104 卷，第 54期，院會紀錄，頁 175。 
166 劉連煜，企業併購時董事之受任人(受託)義務-農民銀行與合庫合併案最高法院九十
九年度台上字第 261號判決及其歷審判決評析，月旦法學雜誌，第 195 期，2011 年 8
月，頁 23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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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 211條並未說明若董事會違反此報告或宣告破產義務時，債權人不

及主張其債權而受有損失時，是否得向董事或公司求償？ 

依最高法院民事判例 23 年上字第 204 號「特別法無規定者應適用普通法，

公司法 (舊) 第一百四十七條第二項僅公司財產顯有不足抵償債務時，董事應即

聲請宣告破產，至不為此項聲請致公司之債權人受損害時，該董事對於債權人應

否負責，在公司法既無規定，自應適用民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之一般規定。」，

而民法第 35條規定「法人之財產不能清償債務時，董事應即向法院聲請破產（第

1項）。不為前項聲請，致法人之債權人受損害時，有過失之董事，應負賠償責

任，其有二人以上時，應連帶負責（第 2項）。」，此時可明確得知，公司之債

權人亦為受保護對象。 

惟民法第 35條所謂有過失之董事，其注意義務之程度為何？又董事與公司

間雖具有委任關係，但董事與債權人間關係公司法則無明文規定，是否可類推適

用公司法第 23條第 1項之受託人義務，以資明確？ 

以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上字第 1844號民事判決為例，本案原告債權人（被上

訴人）主張被告（上訴人）「為該公司之董事，未於該公司之財產不能清償債務

時，即時向法院聲請破產，致伊無法受償而受損害，依民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及

公司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等情」，被告則回應「法人之債

權人主張法人之財產不能清償債務，其董事未即聲請宣告法人破產，致其債權受

損害，而對董事請求賠償損害者，應就董事如即時為此聲請，其債權較有受償可

能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被上訴人就此未能舉證，自難請求賠償。」亦即被告認

為原告債權人應負舉證責任；法院則認為「民法第三十五條與公司法第二十三條

所定連帶賠償責任，係基於法律之特別規定，並非侵權行為之責任」，又言「按

民法第三十五條法人之董事賠償責任，須以董事知悉法人之財產不能清償債務，

倘董事即時如向法院聲請破產，則法人之債權人可得全部或部分之清償，因董事

之怠於聲請，致債權人全未受償或較少受償，而其損害與董事之不作為間具有相

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因此據上述案例，其實質內涵如下： 

一、從原告債權人角度來看，美國法上有認為當公司資不抵債時，董事受託

人義務保護之對象應由公司延伸至債權人，董事對債權人應善盡忠實義務167。 

                                                
167 王文宇，同註 56，頁 50。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4.aspx?lsid=FL001351&lno=35&ldate=20020626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4.aspx?lsid=FL011292&lno=23&ldate=200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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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告債權人對於被告董事違反受託人義務時之過失負有舉證責任；法院

亦對此進行了實質審查。 

三、從法院觀點審視，似乎亦認為董事於本案事實行為，對於債權人負有受

託人義務，且董事之消極不作為，亦即怠於向法院聲請破產之行為，與債權人全

未受償或較少受償之損失間，應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以對董事課予責任。 

貳、 董事對債權人之應盡義務 

依據上述，若公司資產不足以清償債務時，由於公司法第 211條並未明文規

範董事會對債權人應盡之義務為何，參照前述最高法院民事判例，應適用民法第

35條規定，法人之財產不能清償債務時，董事應即向法院聲請破產，不為此聲

請，致法人之債權人受損害時，有過失之董事，應負賠償責任。惟本文認為此並

非謂董事對公司之受託人義務，即應延伸至公司之債權人，因董事與債權人間並

無委任契約關係。但基於公司之財產係對於其債務之總擔保，因此在公司即將或

已步入破產清算階段的範圍內，董事或清算人首要任務即在於確保其債務清償之

秩序及合理性，其注意義務之程度亦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標準。 

第四項  對利害關係人之保護 

最後，對第三人之保護方面，在當前企業社會責任提升蔚為風潮情況下，對

於利害關係人之保障所做的努力，與日俱增。據學者研究，社會責任理論特別值

得注意的是股東優先理論及利害關係人理論，前者係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前提，

而將公司社會責任視為增加股東長期利益之措施，唯此態度稍嫌消極。後者則認

為公司不僅追求股東利益，尚應為利害關係人做出貢獻，唯此理論缺陷，在於容

易發生經營者擅權專斷，難以監督其是否過度耗損公司資源，而對利害關係人做

出貢獻。然而上述社會責任理論不同學說之間亦有其共通之處，即經營者除了優

先追求股東利益外，亦強調必須遵守法令與倫理規範168。 

實務上，亦有法院論述董事會關於企業併購之決議，應盡之忠實義務，例如，

「公司之經營運作，涉及各種不同利害關係人之利益衝突，例如：大股東與小股

東、股東與債權人、股東與員工、股東與經營者等，而負責經營決策者，其任務

即在合理調和此等利害衝突，使符合公司整體利益之最大化，此即公司法第 23

                                                
168 劉連煜，同註 3，頁 100；劉連煜，同註 75，頁 36-45；王文宇，同註 56，頁 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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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項忠實義務之規範意旨所在。」，法院又進一步言：「難認董事會於企業

併購之決策時，得無視於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而僅慮及股東之利益，應認董事

所負忠實義務之對象實係針對公司整體而言，董事於處理併購事項時，全體股東

之最大利益固為其考量之重要依據，仍須顧及並調和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衝突，

以追求公司整體利益之最大化。」
169，因此司法實務上亦肯認落實公司社會責任，

有助於公司及股東利益之最大化。 

就比較法而言，美國法律協會修訂之公司治理準則，針對經營者為誰而經營

的問題，所提建議認為，公司業務之經營除了增加公司及股東利益外，應做到
170
：

一、遵守法令之義務。 

二、考量倫理因素，採取一般被認為係適當負責任之商業行為。 

三、得為公共福祉、人道主義、教育及慈善之目的，捐贈合理數目之公司資源。 

此外，尚有學者認為：「公司所追求之經濟利益應是長期利益，而非短期利

益，因此社會因素所引發之經濟效益本應納入考量」
171；亦有學者以美國德拉瓦

州公司法實務運用為例，若董事能清楚說明在未來某個時點可達成「任何合理商

業目標」，並可放棄為股東追求短期利潤之目標，亦即實務上可間接依賴「經營

判斷法則」以架構公司社會責任法制基礎172。 

綜合上述，董事受託人義務之內涵應得以擴充並納入企業社會責任。亦即董

事做成經營決策及業務執行時，應得考量利害關係人（包含員工、債權人、供應

商、客戶及公司所在之社區）的利益。而台灣公司法制於 2018年 7 月所新修正

公司法第 1條第 2項：「公司經營業務，應遵守法令及商業倫理規範，得採行增

進公共利益之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即引進了公司善盡社會責任的理論

規範，觀其立法理由
173
，實與前述美國法律協會於公司治理準則所提建議，不謀

而合。 

                                                
169 臺灣高等法院 96 年度重上字第 145 號民事判決。 
170 引述自劉連煜，同註 3，頁 103。 
171 王文宇，同註 56，頁 33。 
172 劉連煜，同註 166，頁 237；前文係引述自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2010年「建構台灣企業
社會責任的內涵與實踐」，2010年 12月 3日，美國德拉瓦州大法官 Randy J. Holland
之發言要旨。 
173https://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002636E7713B00000000000000000140000

00004000000^04517107070600^000AA033001，立法院法律系統，最後瀏覽日：2018 年

10月 6日，擷取該項立法理由如下：「按公司在法律設計上被賦予法人格後，除了能成

為交易主體外，另一層面之意義在於公司能永續經營。誕生於十七世紀初之公司，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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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百年之發展，民眾樂於成立公司經營事業，迄今全世界之公司，不知凡幾，其經濟影

響力亦日漸深遠，已是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之商業經濟組織。尤其大型企業，可與國家

平起平坐，其決策之影響力，常及於消費者、員工、股東、甚至一般民眾。例如企業所

造成之環境污染、劣質黑心商品造成消費者身心受害等，不一而足。公司為社會之一分

子，除從事營利行為外，大多數國家，均認為公司應負社會責任。公司社會責任之內涵

包括：公司應遵守法令；應考量倫理因素，採取一般被認為係適當負責任之商業行為；

得為公共福祉、人道主義及慈善之目的，捐獻合理數目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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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受託人義務：司法實務判決之實踐 

第一節  概述 

鑒於台灣公司法制度有關董事受託人義務之明文化規範始於 2001 年，因此

本文透過觀察 2000 年以後董事民事責任案例174（相關案例彙整詳附表一），盼

能在司法實務判決中，探索政策選擇、立法規範目的與司法實踐上的關聯性。蓋

台灣公司法制發展歷史，政策一貫的思維是著重於經濟發展，跟隨者企業所有與

經營分離的時代潮流，而賦予董事等經營階層極大的業務執行權限。然而隨著企

業重大舞弊案件持續地出現，董事之經營責任也被放大檢視。基於董事權利與義

務平衡的需求並減少經濟舞弊案件，法規範也強化了董事受託人義務以及在制度

上提升公司治理措施。然而在此新趨勢發展過程中，司法實務判決是如何地實踐

上述政策選擇及立法規範目的？ 

第二節  司法實務對於受託人義務之實踐 

本文透過法源法律網之關鍵字搜尋，並彙整了如附表一內有關董事民事責任

案例。有關董事受託人義務之司法判斷及論述，從過程及案例中歸納分析，其有

幾點特色如下： 

壹、 整體上對董事民事求償案例不多 

這與公司法制度對董事的訴訟制度有關，現行法有兩類對董事得提起訴訟之

方式： 

一、 由公司對董事提起之訴訟 

亦即公司法第 212 條規定：「股東會決議對於董事提起訴訟時，公司應自決

議之日起三十日內提起之。」，此時依第 213 條規定，原則上由監察人代表公司，

但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惟此類訴訟，實務上不易出現，偶有案

例則係由現任董事對於卸任董事所提訴訟175，此時不需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實務

上程序較容易，由董事會決議即可176。 

                                                
174 搜尋法源法律網，以高等法院為主，關鍵字為董事民事責任、董事忠實義務、董事注
意義務、公司法第 23 條。 
175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 105年度金上字第 7號民事判決，原告為國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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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公司對董事提起之股東代表訴訟 

公司法第 214條原規定：「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

上之股東，得以書面請求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第一項）。監察人自有

前項之請求日起，三十日內不提起訴訟時，前項之股東，得為公司提起訴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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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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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由於

舊法所規範股東代表訴訟之門檻過高，且係為公司提起，縱使得到賠償，亦歸屬

於公司，因此學者曾謂
177
：「就股東代表訴訟的法制效益言之，雖在法理上，這

是公司治理的重要項次之一，但在我國實務上，股東代表訴訟似無案例可循的，

誠值得檢討現行立法制度的設計。」。惟本法於 2018年 7月 6日經立法院三讀

通過，修正本條第 1 項為：「繼續六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

上之股東，得以書面請求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其立法理由
178雖已

考量舊法提訴門檻過於嚴苛，但為避免股東濫訴，仍保留持股比例與持股期間之

限制。此外，為降低少數股東提起訴訟之障礙，參酌民事訴訟法第 77 條之 22，

並同時增訂第三項，明定股東提起訴訟，其裁判費超過新臺幣六十萬元部分暫免

徵收。 

本文以為，此次修法基於強化公司治理，雖已給予小股東訴訟程序上利益，

惟少數股東仍將評估其訴訟成本與所能獲得之效益。若誘因不足，或少數股東因

受限於自身資力或專業，無法因應通常曠日廢時之訴訟流程，則未來此新修法後，

少數股東對於董事提起訴訟之制度，恐怕也僅是聊備一格。因此實際效益如何，

仍待較多司法案例出現以後再做觀察。 

                                                                                                                                       
司出現財務問題，由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接手後，對前任董事提告；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重上字第 151 號民事判決，原告為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對其卸任之法人董事提
告。 
176 邵慶平，商業判斷原則的角色與適用聯電案的延伸思考，科技法學評論，第 8卷第 1
期，2011年，頁 119。 
177 廖大穎，同註 40，頁 276。 
178https://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003512A6DF7500000000000000000140000
00004000000^04517107070600^001B5001001，最後瀏覽日：2018年 10月 15日。修正公
司法第 214 條第 1項之立法理由為：「參酌各國公司法之規定，我國持股期間與持股比
例之規定較各國嚴格，不利少數股東提起代位訴訟。然為防止股東濫行起訴，仍應保留
持股比例與持股期間之限制，爰將持股期間調整為六個月以上，持股比例降低為已發行
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 

https://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003512A6DF750000000000000000014000000004000000%5e04517107070600%5e001B5001001，最後瀏覽日：2018
https://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003512A6DF750000000000000000014000000004000000%5e04517107070600%5e001B5001001，最後瀏覽日：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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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對董事民事求償，原告多由投保中心
179
啟動 

前已述及近年來對董事民事求償案例不多，且在有限的求償案例中，亦多由

投保中心作為原告。原因在於 2009年立法院增訂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

法第 10條之 1
180，即證券投資人保護機構版本的股東代表訴訟新制，學者有認為

係有別於公司法股東代表訴訟制度之規定
181。惟重點係在於該條項規範使得具公

益色彩之保護機構，得以督促公司管理階層善盡忠實義務。由於該機構具有專業

之法律人員以及較充裕之資金，因此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 10條之

1制定後，對於股權高度分散之上市櫃公司，其較不易由小股東提起代表訴訟之

缺陷得以緩和。惟對於非上市櫃公司，若要對現任董事提起訴訟，一來由股東會

決議對現任董事提起訴訟，因現任董事往往能掌控股東會多數表決權，使得對現

任董事提起訴訟之決議難以成立，二來由小股東提起訴訟之情形，由於起訴之程

序門檻過於嚴格
182，且起訴之小股東也無法得到直接訴訟利益。因此本文所分析

高等法院相關判決，在非上市櫃公司情形，並無以股東做為原告之案例。儘管

2018年 7月 6日修正本法第 214條第 1項，已進一步降低了少數股東提訴門檻

至 1%之持股比例，惟實際效益為何，仍待觀察是否有新案例出現。 

參、 法院判決時以侵權行為責任成立為多 

在董事民事求償案例中，其請求權基礎，通常伴隨著違反公司法第 23條第

1項受託人義務之賠償責任、同條第 2項董事侵權行為責任、民法第 184條侵權

行為賠償責任及民法第 535條委任契約之責任。惟法院判決時以侵權行為責任成

                                                
179 全名即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本文以下均簡稱為「投保中心」。 
180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 10條之 1 第一項：「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一項業
務，發現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
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一、請求公司之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
或請求公司之董事會為公司對監察人提起訴訟。監察人或董事會自保護機構請求之日起
三十日內不提起訴訟時，保護機構得為公司提起訴訟，不受公司法第二百十四條及第二
百二十七條準用第二百十四條之限制。保護機構之請求，應以書面為之。二、訴請法院
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受公司法第二百條及第二百二十七條準用第二百條之
限制。」其增訂立法理由之一為「參考日本商法第二百六十七條及美國法精神就股東代
位訴訟權並無持股比例之限制，我國股東訴請法院裁判解任董事、監察人之持股門檻及
程序要件較前揭外國法制規定嚴格。為發揮保護機構之股東代表訴訟功能及適時解任不
適任之董事或監察人，以保障投資人權益，爰增訂本條，就具公益色彩之保護機構辦理
第十條第一項業務，發現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不受
公司法相關規定限制，而有代表訴訟權及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俾得充分督促公司管理
階層善盡忠實義務，以達保護證券投資人權益之目的、發揮保護機構之職能。」 
181 廖大穎，同註 40，頁 277。 
182 林國全，同註 61，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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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為多，而對於董事違反注意義務而須負賠償責任之案例相對較少。在 2001年

新增公司法第 23條第 1項董事受託人義務前之訴訟事件，法院通常係以民法委

任一節之注意義務課責
183。而在 2001年後，法院判決董事因違反注意義務而須

負賠償責任之案例184，似乎傾向同時援引民法及公司法規定，且實質上構成侵權

行為違反之可能時，較容易成立注意義務之違反。這些案例顯示了法院對於董事

違反注意義務認定上之保守態度，若非明確事證存在且具侵權行為要件，則不輕

易課予董事民事上賠償責任。 

肆、 2010 年以後，違反本法第 23 條第 1項受託人義務之案件顯著增加 

本文認為此與 2009年立法院增訂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 10條之

1後，投保中心陸續為股東權益提出代位訴訟有直接關聯。其次，國際社會對於

公司治理的推動亦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自 1999

年發布公司治理原則後，已成為全球政策制定者、公司、投資人以及股東公認為

良好公司治理的國際標準185。其於 2004年修訂的公司治理原則中，所提出六項

原則，提供企業建立一個健全的公司治理之參考，其中一項即為強調董事會責任，

                                                
183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 99年度重訴字第 22號民事判決，本案原告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被告則為其前身交通銀行已卸任之董事，「交通銀行財產權遭受上開重大
損害之結果，乃由被告等違法放貸之行為所造成，二者間具備相當因果關係，是被告等
自應依民法第 184 條之規定，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按「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
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為之。」、「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
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 535條、第 544 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梁成
金、趙 X謙、莊國雄、劉 X文、劉來富等就其受委任事務，竟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促使並主導本件違法授信案之通過，因而造成原告之損失，其間具有因果關係，自應依
民法第 544 條規定對原告之損失負賠償之責。」 
184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 98年度上字第 1307 號民事判決，原告為聯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被告為其已卸任之董事長，係受委任處理公司事務之高級主管人員，而受有報酬。
明知關於公司業務之執行應依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規定，除由股東會決議事項外均應由董
事會決議行之，且為維持公司資產、節制公司財務開支，應遵守內控、內稽制度所規定
流程。惟被告竟未依法召開股東會或董事會，故意基於共同侵害被上訴人公司財產之不
法利益，判決認為「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分別為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第四項、第一百九十六條及民法第
五百三十五條定有明文。董事與公司間之關係既屬有償委任，則就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
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對公司發生損害，應適用民法第五百四十四條之規定，對公司負賠
償之責。又董事長為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第八條及第二十
三條第一項定有明文。且查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係於九十年修正增訂，立法理由載
明：『本次修法參考英美法之規定，增訂公司負責人之忠實義務及注意義務，明確規定
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應踐行忠實義務和注意義務，以及違反義務時之損害賠償責任，以
補充現行法之缺漏，具體規範公司負責人忠實義務及注意義務之要件和效果。』」 
185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04, page 3.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4.aspx?lsid=FL001351&lno=184&ldate=20100526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4.aspx?lsid=FL001351&lno=535&ldate=20100526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4.aspx?lsid=FL001351&lno=535&ldate=20100526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4.aspx?lsid=FL001351&lno=544&ldate=20100526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4.aspx?lsid=FL001351&lno=544&ldate=20100526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4.aspx?lsid=FL011292&lno=192&ldate=20090527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4.aspx?lsid=FL011292&lno=192&ldate=20090527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4.aspx?lsid=FL011292&lno=196&ldate=20090527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4.aspx?lsid=FL001351&lno=535&ldate=20100203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4.aspx?lsid=FL001351&lno=535&ldate=20100203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4.aspx?lsid=FL001351&lno=535&ldate=20100203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4.aspx?lsid=FL001351&lno=544&ldate=20100203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4.aspx?lsid=FL011292&lno=8&ldate=20090527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4.aspx?lsid=FL011292&lno=23&ldate=20090527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4.aspx?lsid=FL011292&lno=23&ldate=20090527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4.aspx?lsid=FL011292&lno=23&ldate=2009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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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台灣此制度實踐及推動主係仰賴政府、非政府組織及公司三方面共同合作

186。 

此外，2007及 2008年間所爆發國際金融危機，突顯了金融監理不足及企業

經營體質的脆弱。而本土的 2004年博達科技財務舞弊案、2004 年太電掏空案、

2006年力霸集團違法掏空及超貸案、2007年至 2014年間幸福人壽掏空資產案，

上述案件連續對社會經濟產生重大衝擊。使得對公司經營階層，尤其是董事民事

責任的追究，起了推波助瀾的效果。 

伍、 法院援用經營判斷法則之案例逐漸出現 

台灣司法實務上引用經營判斷法則之法院判決案例並不多，惟近年已有數案

對此觀念加以肯認並酌做論述187。例如高等法院 105年度重上字第 973 號民事判

決（本文簡稱為幸福人壽案），原告為幸福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因經營不善

由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清理小組接管，被告則為卸任董事長鄧文聰等人，原告

起訴事實為被告等「怠忽職責、違背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逕簽核通過系爭房地

投資案，致伊公司當年度進行會計查核時，遭會計師認定購買價格明顯高於正常

價格，無法反應系爭房地實際價值，因而提列交易損失 1,179萬 6,452 元；更遭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裁罰 180萬元。」，被告則主張其「主觀上並無損害上訴人

或圖謀自己利益之意圖，基於經營判斷法則，法院原則上不得事後審查經營者之

各項商業決策。」，而法院判決理由則說明「被上訴人簽擬提案、核定系爭房地

投資案時，已遵守相關法令規範及上訴人公司內控規範、並注意各交易原則與方

針及風險管理措施，在主管機關發布各項投資限制規定之內操作運用資金，本乎

                                                
186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網站，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
id=742&parentpath=0，648，最後瀏覽日：2018年 5月 20日。 
「公司治理之推動與落實，仰賴政府、非政府組織及公司三方面共同合作，我國上市(櫃)
公司之公司治理主政單位為本會，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則以自律規範方式擬定標準與監督執行，其他非政府機構如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等，亦
辦理活動研討會、評量、評鑑，或以股東身分實際參與股東會或監督公司經營等，利用
各種方式共同努力提升公司治理環境。」 
187 相關案例包含：臺灣高等法院 98年度上字第 1307 號民事判決（本文簡稱為聯上生物
科技案，本案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但法院對於美國法之經營判斷法則已嘗試做詳細論述，
雖結論認為被告無法適用經營判斷法則，而認定違反注意義務，須負賠償責任）；臺灣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4年度重上字第 1號民事判決（本文簡稱為勤美資產掏空案，本案
為原告敗訴之判決，法院對於美國法之經營判斷法做詳細論述，結論認為被告董事之決
策經營判斷符合勤美公司之最佳利益，合於商業經營判斷法則。原告主張被告透過齊林
公司墊高交易價格，使勤美公司受有增加取得成本之損害，構成不合營業常規交易及違
背職務造成勤美公司損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為無理由。）；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重上字第 973 號民事判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THE.NCCU.LLME.009.2019.F10

- 74 - 

善意相信上開決策經營判斷符合上訴人之最佳利益，合於商業經營判斷法則，應

認被上訴人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幸福人壽案係於 2017年 11月做成

判決，在董事受託人義務之內涵及民事責任之追究上，在以下三個方面具有重大

意義： 

一、 對於受託人義務內涵理解之深化 

其所引述臺灣高等法院 98年度上字第 1307 號民事判決（本文簡稱為聯上生

物科技案），聯上生物科技案對於受託人義務詳加解釋其定義以及其係源於英美

法系之法理，在忠實義務方面，有別於法律條文之不明確，其初步做了類型化說

明；在注意義務方面，則引述經營判斷法則，適用於案件判斷本身；因此幸福人

壽案援引聯上生物科技案，可謂再次深化了司法實務上對於英美法系受託人義務

內涵之理解。 

二、董事受經營判斷法則之保護 

幸福人壽案不同於聯上生物科技案，主要在於其認定了被告受經營判斷法則

之保護，而不需擔負民事賠償責任，對於董事責任的減輕取得了司法上一定程度

的實踐。 

三、法院對於被告董事仍進行實質審查 

幸福人壽案法官雖肯認經營判斷法則，但理論上若援引美國案例法，則應在

原告舉證責任上大幅加重，而對於被告事實行為僅作程序審查。惟本案在實質審

查方面依舊花了極大篇幅說明被告已盡其注意義務，似乎與無法適用經營判斷法

則之其他案例無異。 

本文針對以上台灣司法實務，所引用經營判斷法則之判斷及論述，將於後續

美國法比較章節深入探討其觀念及實質內涵，以及未來台灣公司法制度須有之因

應思維。 

陸、 監察人之監督義務少被追究 

依實務判決來看，就公司法受託人義務之違反案例，原告主要係對董事求償，

而甚少對公司之監察人主張監督義務之違反，則究竟原因為何？又監督義務是否

屬受託人義務內涵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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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第一個問題，監察人制度功能不彰，尤其是獨立性不足之問題，學者多

有批評及論述188。而在台灣家族企業色彩仍難以褪去之現況，中小企業尚且如此，

甚而上市公司內之金控銀行也難脫離大股東家族化之影響189。而家族化之大股東，

其影響力常及於股東會所選任之監察人，使得作為公司監察機關之監察人淪為花

瓶角色，這似乎使得資力相對較為充足之董事，相較於監察人而言，容易成為被

告之原因。 

對於第二個問題，監督義務是否屬受託人義務內涵一部分？以下依序釐清並

分析： 

一、 董事與監察人之職務劃分 

首先，需就董事與監察人間的職務劃分有清楚理解，現行公司法第 218條規

定：「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

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則監察人是為公司之監督機

關，並被賦予監督義務當無疑問。第 222條復規定：「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

經理人或其他職員。」，條文係列示監察人兼職禁止之規定190，因從監督角度觀

之，禁止由監察人兼任董事，方能避免監督者與被監督者混為一體，蓋監察人之

主要職責之一即在於監督董事之業務執行191。除此之外，對於公司整體之業務及

財務狀況，監察人亦有調查權限並擔負監督義務。 

二、 董事對於經理人之監督職能 

惟有問題者在於現行公司法雖規定董事會為公司業務執行機關，但董事不可

能親自執行各項日常事務，通常係透過委任經理人，授權其辦理所交付事項或執

行董事會決議。若經理人所託非人，例如經理人違反了受託人義務，則依據現行

法，是否僅能對經理人課責，而難以請求董事民事賠償責任？學者有認為
192
「董

事對於經理人之監督義務或權利，本於公司組織結構、董事會之選任決議與公司

法第 33條之規定，自屬當然之理」。唯有學者持不同意見，認為台灣現行公司

                                                
188 賴英照，同註 18，頁 227；劉連煜，同註 3，頁 97。 
189 http://www.cna.com.tw/news/afe/201712050403-1.aspx，金融業去家族化 顧立雄
鳴槍(金管會處理金融業家族化開出第一槍，今天對中信金重罰 1000 萬元。主委顧立雄
表示，落實公司治理不打折)，最後瀏覽日：2018年 5月 25日。 
190 林國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資格、選任與解任，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6卷，2002
年 7月，頁 97。（學者認為第 222條所謂監察人兼職禁止規範目的，在防止監督者與被
監督者混同之自我監督情形發生，但若其係一人兼任不同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原則上
並不致發生上述情形，參照其著作）。 
191 林國全，同前註，頁 96。 
192 楊君仁，同註 62，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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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定，董事會之角色與功能係具有經營決策與執行之權利，但並無關於董事獨

立性或專業性之要求，因此董事會並非監督公司經營之機關193。本文觀點則認為，

董事對於業務之執行除了應盡注意義務外，在管理上經常需要延伸至對於經理人

之管理與監督，因此認為董事之注意義務，當然應包含對於其所屬經理人之監督

職能。 

三、 監察人之監督義務 

又是否此時應認為監察人疏於監督義務，而需擔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第

224條所述：「監察人執行職務違反法令、章程或怠忽職務，致公司受有損害者，

對公司負賠償責任。」，因監察人為股份有限公司之監督機關，負責監督公司業

務之執行及公司會計表冊之審核，因此其疏忽職責，怠於制止或發現董事或經理

人之不當決策或業務行為時，則應於監督義務違反而具有過失時，擔負損害賠償

責任。公司法第 23 條第 1項之負責人係包含監察人，因此其亦受受託人義務之

拘束。 

四、 受託人義務係包含監督義務 

因此，於台灣公司法制下，監督義務應屬受託人義務內涵一部分。經濟部即

認為董事乃董事會之成員，且董事會就其權限言，對公司有內部監察權
194，但有

疑義者為董事與監察人之監督功能重覆，若發生民事求償案件，對於原告股東而

言，應以何者為被告，則將產生疑惑。依目前少數案例來看195，例如銳普資產掏

空案，本案法官係認為：「監察人之主要功能乃單獨行使監察權，負責公司業務

執行之監督及公司會計之審計，並應依公司法第 23條第 1項忠實執行業務並盡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此案被告之一曾抗辯：「其擔任監察人期間從未參

加銳普公司董事會，從未收受銳普公司之營收報告及季報，且其為獨立監察人，

無從知悉銳普公司財務異常」，或言：「其工作較忙，係由另外 2 位監察人核

閱銳普公司財務報表」，此卸責之詞明顯是為了脫罪，法官則回應其「係因自身

因素致未能核閱銳普公司財務報表，難認其已妥適行使監察人職權；況賴耀宗擔

任監察人本應忠實執行職務，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實無從以其從未收

受銳普公司之營收報告或季報、未參加董事會，據為其可合理相信系爭營收及財

                                                
193 林仁光，同註 66，頁 91。 
194 經濟部 76 年 4月 18日經商字第 17612號函。 
195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 105年度金上更(二)字第 1號民事判決（銳普資產掏空案）。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1292&lno=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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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報告內容係屬真正。」，此案法官表述了監察人之監督義務應積極主動，不能

僅以消極地不參加會議或未能審核財務報表，即得以脫免賠償責任。本文以為，

於目前監察人功能不彰之情形，銳普資產掏空案應可做為類似案例之借鏡。惟相

同之理能否套用於董事身上，亦即董事應採積極主動方式落實其監督義務？於目

前係採董事會合議制體系下，司法上如何適用，則有待更多案例出現及學說論述，

以積累實務經驗並充實董事受託人義務之法理。 

總的來說，董事與監察人之監督功能重覆之問題，在司法實務上仍少有討論。

此外，董事與監察人若同時怠忽職務且致公司受損時，董事則似乎較容易成為被

告。 

第三節  尊重董事商業決定之傾向 

整體而言，台灣自 2001年新增公司法第 23條第 1項，以強化董事受託人義

務後，雖有學者認為
196本項增訂：「並未實質地更動董事義務之內涵，而僅是參

考外國立法例，將義務內涵作更進一步的類型化處理，藉由法制的移植與法條的

明訂，對於董事的信賴義務做更明確的規範」。惟如本文前述，此規範是否明確

尚待釐清，但至少在司法實踐上，十餘年來，卻已逐漸顯現了法律移植後制度的

內化過程。法院於相關案例多有著墨並闡述受託人義務所涵蓋之內容，例如有以

經營判斷法則作為注意義務是否遵循之審查標準，以及嘗試對忠實義務做類型化

區分。 

此外，相關法院判決雖僅有數例論述或肯認經營判斷法則，但被告之訴訟代

理人卻經常主張其適用。再者，就訴訟結果來看，法院甚少單就董事違反注意義

務而判決其須負賠償責任，較常見者為董事侵權行為或違反忠實義務而被課予賠

償責任，因此就司法實踐而言，呈現了法院較傾向於尊重董事商業決定，而不願

意事後判斷其經營決策之良窳，並避免就結果論董事之責任。 

 

 

 

 

                                                
196 邵慶平，同註 176，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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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美國法上之董事責任體系 

第一節  美國法受託人義務之起源、內涵及移植困境 

第一項 概述 

本文前已述及董事受託人義務之重要性，而受託人義務之內涵究竟為何，則

關係到眾多公司的董事，是否得以正確履行其職責且不至於混淆不清，以至於無

所適從。尤有甚者，董事受託人義務之範圍若無法界定，則董事須擔負之責任，

恐怕將任由法院恣意決定，例如可能過度限縮董事責任，使得公平正義無法落實，

並犧牲股東權益；從另一方面檢視，法院亦有可能創造或擴張董事之責任範圍，

課予董事負擔遠超過其資力之賠償金額，或使得董事決策躊躇不前，擔心承擔過

於巨大責任。 

為避免混淆，本章美國法董事責任體系及其以下與本國法規範相關論述所稱

之善意，皆係由英文「Good Faith」翻譯而來，以與我國民法內通常所稱之善意

係指不知情，明確作個區隔。 

本章以做為自由經濟體制代表之美國，作為比較法研究基礎，而美國最讓投

資人信任，且對於商法領域最為專精的是德拉瓦州之公司法制度及司法裁判體系。

舉例而言，1996年至 2000年間於美國公開發行之公司，多數選擇德拉瓦州做為

註冊地197，而根據美國財富雜誌每年評選的全球五百大企業，有超過 60%的比例

亦以德拉瓦州做為其註冊所在198。因此本文擬探討該州有關董事受託人義務之內

涵、法規範及司法實務判決，以作為台灣董事責任制度之適用參考，及未來董事

受託人義務具體化之學習借鏡。 

第二項 受託人義務起源 

                                                
197 Between 1996 and 2000, 58% of U.S. public companies are incorporated in 
Delaware, 85% of the companies that choose to incorporate outside their home 
state incorporate in Delaware. Lucian Arye Bebchuk & Assaf Hamdani, Vigorous 
Race or Leisurely Walk: Reconsidering the Competition over Corporate Charters, 
112 Yale L.J. 553, 578 (2002).  
198 Why Businesses Choose Delaware, 
https://corplaw.delaware.gov/why-businesses-choose-delaware/, last visited on 
July 1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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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釐清德拉瓦州公司法有關受託人義務規範之前，需探究美國公司法制之源

頭，以及董事受託人義務之形成脈絡為何？依據學者研究，美國公司法係源自於

信託法及代理法，因此董事就如同受託人及代理人一般，長久地被認為其對於公

司須承擔注意義務
199。亦即在不同法律間移植的過程，信託法及代理法中有關受

託人義務之規範也隨同移入至公司法體系內
200。 

而在此法律制度間移植的過程，是否使得美國公司法制內董事與公司間權利

義務關係得以明確規範？董事受託人義務之適用有無出現水土不服情況？制度

移植之後，是否因應經濟發展或公司經營管理實務上需求而做適當修正？ 

本文認為這三個問題甚為重要，因其關係到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體系對於董

事受託人義務之內涵是如何界定，以及其體系內有無缺漏。尤有甚者，對於比較

法而言，既然台灣公司法有關董事受託人義務之修法係引自於英美法系，則作為

模範的德拉瓦州公司法，其立法或司法判決形成過程，亦值得身在台灣的立法者、

行政及司法機關參考，作為實務上適用之基礎依據。 

第三項 從信託及代理法檢視受託人義務之內涵 

壹、信託法有關受託人義務之定義 

根據美國法律重編關於信託規範之敘述，對於受託人義務之定義
201，其最重

要且根本之義務為忠實義務202，具體包含： 

                                                
199 Edward Rock & Michael Wachter, Dangerous Liaisons: Corporate Law, Trust Law, 
and Interdoctrinal Legal Transplants, 96 Nw. U. L. Rev. 651 (2002). 
200 When corporate law emerged out of trust and agency law, the fiduciary duties 
governing the obligations of trustees and principles were transplanted into 
corporate law. Id. at 651, 671. 
201 The core of trust fiduciary law is found in §§ 77 through 79—the fundamental 
standards of fiduciary conduct in trust administration. These three Sections 
deal, respectively, with the trustee's duties of prudence (so fundamental to 
the investment function and further developed in §§ 90- 92), loyalty (often 
called the “cardinal” principle of fiduciary relationships, but particularly 
strict in the law of trusts), and impartiality (balancing the diverse interests 
and competing claims—concurrently and over time—of the various beneficiaries 
or objectives of typical modern trusts). Restatement (Third) of Trusts 6 15 Intro. 
Note (2007). 
202 (1)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terms of the trust, a trustee has a 
duty to administer the trust solely in the interest of the beneficiaries, or 
solely in furtherance of its charitable purpose.(2) Except in discrete 
circumstances, the truste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from engaging in transactions 
that involve self-dealing or that otherwise involve or create a conflict between 
the trustee's fiduciary duties and personal interests.(3) Whether acting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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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設身處地且僅考量受益人之利益，管理信託財產。 

(2)嚴格禁止受託人自我交易或避免受託人與受益人間之利益衝突。 

(3)公允對待受益人；並將受託人所知曉或應知曉，與信託事務相關聯之重大事

項，向受益人告知。 

貳、代理法有關代理人義務之規定 

而於代理規範之敘述，對於代理人義務之定義
203，係指代理人於所有代理關

係相關事項，應忠實地為本人之利益，而進行其代理行為。其具體之忠實義務包

含了不能於代理行為時，攫取個人利益204、不能於代理關係中進行自我交易或雙

方代理
205、禁止競業行為206、禁止濫用本人之資產或不當使用本人機密資訊207。

然而，若本人同意代理人上述概括義務及四種具體忠實義務之違反行為態樣，則

代理人最終將不構成忠實義務之違反，但前提須符合以下要件208： 

                                                                                                                                       
fiduciary or personal capacity, a trustee has a duty in dealing with a beneficiary 
to deal fairly and to communicate to the beneficiary all material facts the 
trustee knows or should know in connection with the matter. Restatement (Third) 
of Trusts § 78 (2007). 
203
 An agent has a fiduciary duty to act loyally for the principal's benefit in 

all matters connected with the agency relationship. Restatement (Third) Of 
Agency § 8.01 (2006). 
204
 An agent has a duty not to acquire a material benefit from a third party in 

connection with transactions conducted or other actions taken on behalf of the 
principal or otherwise through the agent's use of the agent's position. 
Restatement (Third) Of Agency § 8.02 (2006). 
205 An agent has a duty not to deal with the principal as or on behalf of an adverse 
party in a transaction connected with the agency relationship. Restatement 
(Third) Of Agency § 8.03 (2006). 
206 Throughout the duration of an agency relationship, an agent has a duty to 
refrain from competing with the principal and from taking action on behalf of 
or otherwise assisting the principal's competitors. Restatement (Third) Of 
Agency § 8.04 (2006). 
207 An agent has a duty (1) not to use property of the principal for the agent's 
own purposes or those of a third party; and (2) not to use or communicat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the principal for the agent's own purposes or those 
of a third party. Restatement (Third) Of Agency § 8.05 (2006). 
208 (1) Conduct by an agent that would otherwise constitute a breach of duty as 
stated in §§ 8.01, 8.02, 8.03, 8.04, and 8.05 does not constitute a breach of 
duty if the principal consents to the conduct, provided that 
(a) in obtaining the principal's consent, the agent 
(i) acts in good faith, 
(ii) discloses all material facts that the agent knows, has reason to know, or 
should know would reasonably affect the principal's judgment unless the 
principal has manifested that such facts are already known by the principal or 
that the principal does not wish to know them, and 
(iii) otherwise deals fairly with the princip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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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得到本人同意時，代理人需出自於善意；揭露所有代理人所知曉或應知曉且

會合理影響本人判斷之重大事實資訊；公平地對待本人。 

(2)本人所同意事項需與在代理關係存續期間內，可被合理期待發生之特定行為

或交易、或特定類型之行為或交易有關。 

此外，於兩頂帽子同時戴的情況，亦即就同一交易，雙方或多方代理時，代

理人之義務為何？ 

法律重編規範其義務如下
209： 

(1)善意地對待每一個本人。 

(2)將代理人多方代理之情形揭露於每一個本人。揭露所有代理人所知曉或應知

曉且會合理影響本人判斷之重大事實資訊。 

(3)公平地對待每一個本人。 

參、注意義務係受託人義務之延伸 

由上述檢視，與信託法有關之受託人忠實義務，須極盡考量受益人之利益，

而非以較低標準之受益人最佳利益衡量。此外，信託法嚴格禁止自我交易或避免

利益衝突之內涵，相較於代理法，不僅更為嚴謹且使得受託人必須循規蹈矩，而

似乎呈現司法上無法妥協的僵固性。代理法所述之受託人義務則較為寬鬆，且接

近公司法領域所繼受的受託人義務內涵。 

而事實上，代理法所述之受託人義務其主要內涵僅為忠實義務相關之概括或

具體行為。本質上，於代理法脈絡內，注意義務並非受託人義務，而係延伸出去

後，具體執行其代理行為時應具有之注意程度、技能、勤勉，亦即工作上表現要

                                                                                                                                       
(b) the principal's consent concerns either a specific act or transaction, or 
acts or transactions of a specified type that could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occur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he agency relationship. 
Restatement (Third) Of Agency § 8.06 (2006). 
209 (2) An agent who acts for more than one principal in a transaction between 
or among them has a duty 
(a) to deal in good faith with each principal, 
(b) to disclose to each principal 
(i) the fact that the agent acts for the other principal or principals, and 
(ii) all other facts that the agent knows, has reason to know, or should know 
would reasonably affect the principal's judgment unless the principal has 
manifested that such facts are already known by the principal or that the 
principal does not wish to know them, and 
(c) otherwise to deal fairly with each principal. 
Restatement (Third) Of Agency § 8.06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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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代理人於類似情況從事其他業務時，所具有之一般合理水準
210
。而代理人是

否克盡其注意及勤勉義務，亦須同時考量其所擁有之特殊技能或知識。若代理人

對外宣稱其擁有此特殊技能或知識時，那代理人即須履行如同其所宣稱之技術或

專業上應有之注意、能力及勤勉。 

然而美國司法實務及相關成文法，似乎未詳細區分，多將注意義務劃歸為受

託人義務之一環211，而根本上混淆了忠實義務及注意義務是奠基於不同的法理。 

本文不擬深究其差異何在，惟基於比較法目的，對於受託人義務之規範是否

清晰明確，以及具體應如何適用於公司董事，釐清其根本差異仍有重要性。簡而

言之，據學者意見，受託人違反忠實義務時，係主觀上具有故意，而違反注意義

務則係過失行為212，而過失行為依其過失標準及可罰性，並不當然意味者董事須

對股東擔負賠償責任，具體如何判斷仍須視個案情況而定。 

肆、公司法制下受託人義務之本質 

如前文所述，由於美國有關受託人義務之規範，係自信託及代理法中移植至

公司法體系內，因此本文先以較大篇幅回溯信託及代理法中受託人義務之規範。

主要目的在於透過歷史脈絡分析，正確理解美國公司法制內董事對於公司應擔負

之義務內涵。 

                                                
210 Subject to any agreement with the principal, an agent has a duty to the 
principal to act with the care, competence, and diligence normally exercised 
by agents in similar circumstances. Special skills or knowledge possessed by 
an agent are circumstance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agent acted with due care and diligence. If an agent claims to possess special 
skills or knowledge, the agent has a duty to the principal to act with the care, 
competence, and diligence normally exercised by agents with such skills or 
knowledge. Restatement (Third) Of Agency § 8.08 (2006). 
211 The courts have expanded the duties of an agent over the years by describing 
a duty to disclose and a duty of candor.“The principal is entitled to the 
single-minded loyalty of his agent.”The duty of care is a negligence concept 
quite unlike the duty of loyalty. Equating the duty of care with the duty of 
loyalty is bad law and worse semantics. Using legal terms with fixed meanings 
that have developed over centuries in different ways leads only to confusion 
and chaos. William A. Gregory, The Fiduciary Duty of Care: A Perversion of Words, 
38 Akron L. Rev. 181, 183 (2005). 
212 The conflation of negligence (duty of care) and intent (duty of loyalty) began 
by the Delaware Supreme Court should be condemned, because it destroys clear 
legal concepts and substitutes vague terminology. The Mothew decision should 
be seen as a lodestar that leads toward clarity and precision. The muddled state 
of the law of fiduciary breach can be improved if the courts realize that 
negligence and intent are quite different concepts. Id. at 181,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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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到受託人義務之本質，學者認為在公司法領域尚須有兩個提問
213
：第一、

在何種情況下，行為人應擔負受託人義務？ 第二、受託人義務要求行為人做那

些事？ 

對於第一個問題，須釐清董事與公司間係處於何種關係，在美國學界過去一

直是個爭議問題，但目前普遍地認為董事係由股東會所選任，且可隨時由股東會

解任，因此即使其並非公司代理人，但卻為公司及股東的受託人214。因此董事對

於公司或股東仍應盡受託人義務。 

而回應第二個問題，若一個人與他人間有特別關係，並因此產生受託人義務

時，受託人除了克盡公允及誠實行為外，必須忠實於他人(受益人)、以其最佳利

益為依歸、必須避免利益衝突、必須坦率真誠地表現其最大的善意215。 

第四項 受託人義務移植至公司法體系之成功與困境 

壹、概述 

有學者認為，由於適用環境不同，就不同法律體系間或從相異學說教義間，

移植法律制度或觀念本身，就是難以處理的問題，並且經常無法順利融入新的法

律機制內216。從信託及代理法將受託人義務，移植至公司法組織內之董事身上，

是否有類似問題呢？ 

                                                
213 In general terms, the law governing fiduciary obligation addresses two 
questions: First, in what circumstances does fiduciary obligation apply? Second, 
what does the obligation require a person to do? Deborah A. DeMott, Beyond 
Metaphor: An Analysis of Fiduciary Obligation, 1988 Duke L.J. 879, 882 (1988). 
214“Contemporary debates over corporate governance ills and reforms have, in a 
rather puzzling way, forgotten some basic distinctions between two critical 
participant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directors and officers. First, directors, 
unlike officers, are elected and can be removed by stockholders.” , “Second, 
neither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s a body, nor individual directors, are agents of 
either the stockholders or of the corporation.”, “Third, directors 
are fiduciaries for the corporation and its stockholders notwithstanding the 
fact that they are not agents.” Lyman P.Q. Johnson & David Millon, Recalling 
Why Corporate Officers Are Fiduciaries, 46 Wm. & Mary L. Rev. 1597, 1605–07 
(2005). 
215 If a person in a particular relationship with another is subject to 
a fiduciary obligation, that person (the fiduciary) must be loyal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other person (the beneficiary). The fiduciary's duties go 
beyond mere fairness and honesty; they oblige him to act to further the 
beneficiary's best interests. The fiduciary must avoid acts that put his 
interests in conflict with the beneficiary's. ……the fiduciary must be candid 
and must evince utmost good faith. See DeMott, supra note 213, at 879, 882. 
216 See Rock & Wachter, supra note 199, at 651,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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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即論述美國法上將信託法之受託人義務移植至公司法，本身即存有制度

及觀念上瑕疵。其最大的差異即在於，信託及代理法所規範之受託人義務，是以

過失基礎為標準，因為當事人間關係，根本上是以市場及契約為規範，此時係習

慣地且有效地適用法律規範及法院的約束能力；但董事與股東（或公司間）關係

並非以市場為基礎，而是公司內部體系關聯的一部分，亦即在公司內部應適用不

具法律強制力之規則或標準。實際上若從法律語言觀察，市場與公司間之界限，

就是法律規範與公司治理間，司法管轄權的疆界217。 

貳、成功與困境 

有關上述學者對於受託人義務移植至公司法領域可能出現的問題，本文將所

移入之受託人義務區分成忠實義務及注意義務，並舉其重要內涵摘述如下： 

一、忠實義務 

首先在忠實義務方面，或許其移植的結果較為成功，但有較佳結果的真實因

素有兩個： 

(1)在公司組織內，公司法領域所規範受託人忠實義務，某種程度上，即須透過

法律上強制力，以約束或抑制內部人之竊盜或極不正當行為。由於公司內部

力量過於薄弱，而無法控制惡意之董事自我交易行為，此時透過法院實施的

司法監督得以發揮功能，也並非不正確地跨越司法管轄權的疆界。 

(2)相較於信託及代理法所嚴格規範的受託人忠實義務，亦即其忠實義務適用之

範圍較狹隘，但在公司環境內所適用的受託人忠實義務則因機構組織的特性，

而較前者出現了細微差別。很大程度上，法院將忠實義務履行之督促面向，

移轉至公司本身及其激勵機制上。法院所採用的方法就是透過不具利益之董

事，作為防禦利害關係董事不正當自我交易之前線，這對於典範的信託及代

理法是不太可能出現的，因公司組織具有獨特的董事會功能，使此成真。 

二、注意義務 

其次，從注意義務之移植觀察，信託及代理法傳統上係涵括了司法上所採用

的過失責任標準，在美國公司法融入注意義務之觀念後，公司法體系極其緩慢地

且並非深思熟慮地，開始以過失責任的法律語言，描繪董事注意義務之內涵。很

明顯地，從案例法面向來看，注意義務之移植所發生的問題，有以下歷程： 

                                                
217 See Rock & Wachter, supra note 199, at 651, 6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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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 1960年代後，德拉瓦州法院才開始以過失責任措辭，清晰表達公司法內之

董事注意義務。 

(2)從 1985年案例 Smith v. Van Gorkom218發生，德拉瓦州法院首次針對董事違

反注意義務，裁罰董事應對於受害人負擔金錢損害賠償責任。 

(3)1986年，由於前述案例課予董事違反注意義務之金錢賠償責任，引致了市場

的不安。以德拉瓦州為例，其州議會即於其公司法第 102(b)(7)條
219制定了免

除或限制董事違反受託人義務賠償責任之規範。 

因此，為何從信託及代理法移植注意義務至公司法，最終以失敗收場呢？ 學

者認為原因係，此移植過程跨越了市場與公司間之司法管轄權疆界。傳統上，美

國司法實務於公司及董事間，發展出商業判斷法則，以保護此司法管轄權疆界。

亦即當法院判決被告董事適用商業判斷法則時，注意義務之違反並不必然產生董

事損害賠償之風險，此時法律移植本身是無害的。然而一旦重大過失標準被採納，

而使得商業判斷法則無法適用時，此固有不良的體系環境問題即突然爆發出來。 

參、小結 

從美國董事受託人義務移植及司法實務演變之經驗，本文以為以下三點實值

得台灣立法者參考： 

一、忠實義務類型化及法規面的強化 

首先，對於董事自我交易或攫取個人利益情形，公司組織本身的約束力量，

確實不足以防禦此等利益衝突缺陷。因此，透過法律上的強制執行功能，得以平

衡公司內部董事與股東間可能出現之立場相對局面。此外，為了適應複雜多變的

經營環境，而衍生出較細膩之忠實義務類型，以因應各式各樣的交易模式可能出

現的弊端，這或許也是法律繼受時所難以想像的變異。也因此前述美國學者，所

                                                
218 本案例為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於 1985 年作成，詳細內容可參考 Smith v. Van Gorkom, 
488 A.2d 858 (Del. 1985)。 
219 Del. Code Ann. tit. 8, § 102(b)(7), “A provision eliminating or limiting the 
personal liability of a director to the corporation or its stockholders for 
monetary damages for breach of fiduciary duty as a director, provided that such 
provision shall not eliminate or limit the liability of a director: (i) For any 
breach of the director's duty of loyalty to the corporation or its stockholders; 
(ii) for acts or omissions not in good faith or which involve intentional 
misconduct or a knowing violation of law; (iii) under § 174 of this title; or 
(iv) for any transaction from which the director derived an improper personal 
benefit. No such provision shall eliminate or limit the liability of a director 
for any act or omission occurring prior to the date when such provision becomes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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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司法管轄權的疆界，一般來說並不能隨意跨越。惟當董事有違反忠實義務之

疑慮時，不僅需受到公司內部治理機制的約束，例如以董事會決議同意董事自我

交易，或由股東會行使利益歸入權，以平衡董事與股東間利益對立。必要時，此

類事件將由法院介入，而蜿蜒經過此管轄權疆界。 

二、董事責任衡平制度之建立 

其次，在董事注意義務違反方面，公司董事擔心承擔過於巨大的賠償責任，

而畏於進行積極果敢的商業決策，或甚而不願再擔任高風險職務，而離開董事會，

轉而尋求其他安全的工作機會，尤其是獨立董事的離職率高於一般董事
220
。另一

方面我們亦理解到美國於 1985年至 1986年時所發生的董事責任保險危機
221，係

由於保險公司擔心董事違反注意義務之賠償金額過於巨大，而大幅增加董事責任

保險費用，或甚至不願承保222。相同情況若發生於台灣公司，對於不適任董事自

然淘汰，從經濟政策及股東角度檢視，應可合理期待，但我們是否能夠容許專業

程度高且稱職的董事因此離開崗位，或留下來但擔負其無法承受的賠償風險，而

逐漸傾向低風險又保守的商業決策？ 

美國法的演變對此作了回應，在 1985年 Smith v. Van Gorkom 案例，董事

個人對其決策過程所導致之重大過失，對原告股東需負擔金錢賠償責任，德拉瓦

州議會在利益團體的遊說下也很快地於 1986 年通過了德拉瓦州公司法第

102(b)(7)條223。其目的即在於允許公司透過章程制定，原則上可免除或限制董

事違反注意義務時之賠償責任。各州立法者隨後也多採此方式，開放公司可透過

章程豁免董事責任。大多數德拉瓦州公司紛紛於其章程訂立了董事免責條款，由

                                                
220 Many qualified directors, fearing potentially devastating person loss in 
exchange for ‘modest’ directorship fees, have fled corporate boardrooms in 
search of greener and safer pastures. Especially quick to flee have been outside 
directors who do not have as much at stake in the company as do inside directors. 
Thomas C. Lee, Limiting Corporate Directors' Liability: Delaware's Section 
102(b)(7) and the Erosion of the Directors' Duty of Care, 136 U. Pa. L. Rev. 
239, 241 (1987). 
221 Randy J. Holland， An Introduction to Delaware Corporation Law Directors' 
Fiduciary Duties（德拉瓦州公司法董事受託人義務簡介），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19
期，2008年 3月，頁 103(劉怡婷翻譯，王文宇審定)。 
222 The talk of crisis has been sparked by recent well-publicized cases finding 
directors in breach of their duty of care, and by a concurrent violent swing 
in the insurance markets making directors'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 
(‘D&O insurance’) painfully expensive or simply unavailable. See Lee, supra 
note 220, at 239, 240–41. 
223 Randy J. Holland，同註 221，頁 103(劉怡婷翻譯，王文宇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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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章程須經股東會通過，因此其本質上即顯示了股東對於公司董事的信賴與信

心。 

惟實際上美國立法者所制定之免責機制，是否真能創造合理的經營環境以及

健全的公司治理？有關此問題，本文將於本章第三節對德拉瓦州公司法第

102(b)(7)條做進一步探究，以及台灣董事責任衡平制度是否未來亦有改良空

間。 

三、受託人義務之違反，應有不同層次的法律介入空間 

再者，美國公司法體系內之受託人義務，繼受於信託及代理法，尚且發生了

適用上的困境，則台灣公司法於 2001年修正第 23條時，所引進英美法系之董事

受託人義務，從法律移植角度觀察，是否更易出現水土不服情況？ 

我們須留意以下兩點，第一，公司環境與信託及代理法所規範之私人間契約

關係截然不同。第二，公司治理結構有其特殊性，董事與公司間關係並無法完全

以法律強制力約束。但這並不表示，董事若違反受託人義務時，法律強制力就毫

無干預空間，本文認為應釐清的是，受託人義務違反之內容為何？針對不同程度

之違反，是否有足夠的防免方法、事後求償機制或免責空間？ 

第二節  德拉瓦州董事受託人義務 

第一項 概述 

美國自安隆（Enron）、世界通訊(Worldcom)及泰科(Tyco)等一連串公司弊

案及醜聞後，立法者及行政機關耗費了極大努力及注意力，於董事會以及附屬功

能性委員會上。盼其擔負起防止公司不正當行為之職責，並由國會制定了沙賓法

案224，強化對於公司行為的監管能力，例如審計委員會成員須為獨立董事

（section 301(m)(3)）、禁止公開發行公司貸款予公司董事及主管（section 402）

等條款。 

同期間，美國國會、證管會、紐約證券交易所及 Nasdaq等公私機構則陸續

規範了對於公司董事會及其附屬委員會應具備之新功能，目標即是在改善公開發

行公司之公司治理，尤其是董事及經理人之層級應具備之義務及責任225。 

                                                
224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 Pub. L. No. 107-204, 116 Stat. 745 (2002). 
225 See Johnson & Millon, supra note 214, at 1597, 1600. 

https://1-next-westlaw-com.autorpa.lib.nccu.edu.tw/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l&pubNum=1077005&cite=UUID(I2BC0890B4D-9948AEBC90F-ACD2FCA8F3F)&originatingDoc=I2abae4f0598711dbbd2dfa5ce1d08a25&refType=SL&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sc.Doc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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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前節所述，美國公司法領域之受託人義務係自信託及代理法繼受而來，

而司法實務案例發展的結果，董事受託人義務之體系相較於信託及財產法，是如

何呈現不同之輪廓？當公司舞弊或重大決策失當案例層出不窮時，董事受託人義

務內涵有無適當修正或與時俱進？本節以德拉瓦州公司法作為分析重點，盼能逐

一釐清上述兩問題。 

第二項 德拉瓦州董事受託人義務之理論依據 

學者認為，公司組織形式是孕育受託人原則及其應用發展之最佳土壤，而公

司董事雖然並未以受託人名義擁有公司資產法律上所有權，但如同信託規範，公

司董事係被賦予權限以管理並運用公司資產，由於透過法律或章程授權，董事擁

有經營並監督公司營運之裁量權限，因此董事對公司需擔負起受託人義務
226。 

而從司法實務觀點，德拉瓦州公司法第 141(a)條規範227，除本章或公司章程

另有規定，應由董事會負責管理或指示公司之經營及商業事項。亦即董事擁有公

司之經營權，此為該州公司經營與所有分離之重要基礎。因此德拉瓦州最高法院

法官Holland曾引述著名司法案例所言：「董事於行使本款所賦予之法律權限時，

其對於公司與股東之基本受託人義務亦相應而生」228，又言：「衡平法則便是為

了保護於此種情形下無直接管理公司權限的股票持有人的權利」229，則係從經營

與所有分離之角度，檢視董事受託人義務之理論依據。 

                                                
226 The corporate form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proved to be fertile ground for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iduciary principles. A corporation's directors 
occupy a trustee-like position: unlike trustees, directors do not themselves 
have legal ownership interests in transferable property beneficially owned by 
others, but, like trustees,  directors are entrusted with powers to use in the 
interest of others. Invested by corporation statutes with discretionary 
authority to manage or supervise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rporation's business, 
directors are bound by fiduciary principles. See DeMott, supra note 213, at 879, 
880–81. 
227 (a) The business and affairs of every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is chapter 
shall be managed by or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 board of directors, except as 
may be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is chapter or in its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Del. Code Ann. tit. 8, § 141 
228 Randy J. Holland，同註 221，頁 96(劉怡婷翻譯，王文宇審定)。該段文字係引用自
案例 Aronson v. Lewis,473.A.2d 805,811 (Del.1984)。 
229 Randy J. Holland，同註 221，頁 96(劉怡婷翻譯，王文宇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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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關董事擔負受託人義務之對象除了公司外，學者
230
及司法實務

231
亦

特別強調董事應對股東負有受託人義務。 

第三項 德拉瓦州董事受託人義務之發展輪廓 

壹、自由經濟制度與衡平法下之兩難 

前一節曾論及，德拉瓦州法院係自 1960 年代後，才開始以過失責任措辭，

明確課予公司法領域董事應盡之注意義務，因此於公司法制下，董事擁有公司經

營權限，也同時須盡其注意義務，乍看似乎符合公平正義。惟由於經濟規模擴增，

大型公司愈形增長，此時公司決策稍有不慎，動輒產生巨大損失，但公司因董事

等經營階層不當決策而導致的重大損失，是否應由董事承擔？ 

董事僅領取有限或適當的酬勞，卻需擔負不成比例的損失，可以想見，其經

濟效果即為規避風險，經營決策保守退卻，而最終可能阻礙整體社會經濟成長。

德拉瓦州法院因此發展出商業判斷法則，經由司法實務持續的援引應用，使得董

事未有重大過失且未具惡意時，對於公司巨大損失是不須承擔賠償責任的，亦即

董事所做成的商業決定很大程度上受到保護。 

唯有學者認為232，在公司受託人義務原則發展變遷的過程，由於商業判斷法

則過於廣泛地適用，使得董事忠實義務，經常被限縮為僅牽涉到董事個人利益時，

才需考量有無違反的疑慮。在董事受託人義務整體範圍不變時，忠實義務限縮時，

股東或原告僅能尋求其他不正當行為之違反類型，而請求董事賠償損失，注意義

務內涵即隨之擴張，因此德拉瓦州法院於董事忠實義務及注意義務之理論界線劃

分，似乎顯得漫不經心或毫不在乎。 

                                                
230 The corporation's directors surely owe a fiduciary obligation to the 
corporation,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often assumed to owe such an 
obligation directly to the corporation's shareholders as well. See DeMott, supra 
note 213, at 879, 920. 
231 Malone v. Brincat, 722 A.2d 5, 10 (Del. 1998) (“The directors of 
Delaware corporations stand in a fiduciary relationship not only to the 
stockholders but also to the corporation upon whose boards they 
serve.”); Unocal Corp. v. Mesa Petroleum Co., 493 A.2d 946, 955 (Del. 
1985) (“Corporate directors have a fiduciary duty to act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orporation's stockholders.”). 
232 Delaware case law regarding director misconduct has been conceptually 
cavalier regarding the theoretical boundaries separating care and loyalty, with 
the latter too often narrowly defined by the presence of director personal 
benefit. Carter G. Bishop, A Good Faith Revival of Duty of Care Liability in 
Business Organization Law, 41 Tulsa L. Rev. 477, 481 (2006). 

https://1-next-westlaw-com.autorpa.lib.nccu.edu.tw/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Y&serNum=1999028865&pubNum=162&originatingDoc=I2abae4f0598711dbbd2dfa5ce1d08a25&refType=RP&fi=co_pp_sp_162_10&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sc.DocLink)#co_pp_sp_162_10
https://1-next-westlaw-com.autorpa.lib.nccu.edu.tw/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Y&serNum=1985129647&pubNum=162&originatingDoc=I2abae4f0598711dbbd2dfa5ce1d08a25&refType=RP&fi=co_pp_sp_162_955&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sc.DocLink)#co_pp_sp_162_955
https://1-next-westlaw-com.autorpa.lib.nccu.edu.tw/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Y&serNum=1985129647&pubNum=162&originatingDoc=I2abae4f0598711dbbd2dfa5ce1d08a25&refType=RP&fi=co_pp_sp_162_955&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sc.DocLink)#co_pp_sp_162_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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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於董事商業決定的過度保護 

在董事注意義務擴張後，其象徵案例為 1985年之 Smith v. Van Gorkom。本

案認為董事除了決策時重大不當需負責外，若是決策前行為過程有重大過失亦須

負責。擴大董事注意義務的結果即是引起了董事責任保險危機，並使得州議會制

定了法定免責條款，最終使得德拉瓦州公司董事可以徹底免除或限縮其注意義務

違反之賠償責任
233。 

由於法定免責條款之制定，德拉瓦州公司可由股東會同意修改章程，透過章

程規範，董事在不具有四種例外情況下，即例如不具忠實義務之違反或惡意行為

時，可以免除或限縮董事違反注意義務之賠償責任。這使得利益相對立之兩方(董

事與公司或股東間)各自尋求對其有利之認定。當經營決策不當造成公司損失時，

被告董事將想盡辦法說服法院其係不經意地疏失，而造成不當行為，但原告公司

或股東則努力尋求董事行為係違反忠實義務而牽涉到個人利益，或具有惡意等證

明。 

從上述商業判斷法則以及法定免責條款之適用觀察，董事之善意或惡意扮演

是否需擔負損失賠償責任之關鍵。董事之行為具惡意時，將無法適用商業判斷法

則以及法定免責條款，反面來看董事對公司似乎應具有善意之義務，且因公司董

事受託人義務傳統上係源自於信託及代理法，這使得一些司法實務判決認為受託

人義務係包含了注意、忠實及善意義務234。 

惟善意本身畢竟是行為人主觀上的意念，係用來檢視適用商業判斷法則以及

法定免責條款之審查標準，並不適合作為董事受託人義務之行為標準，此部份留

待本節第四項論述。 

叁、對於董事受託人義務之反思與課責 

由於司法實務及立法機構對於董事保護的過度傾斜，增加了股東對於董事不

正當行為追究賠償責任的困難，相對地，司法對於董事責任認定的寬鬆態度也備

                                                
233 The result was a finding of massive director liability in 1985 in Smith v. 
Van Gorkom.31 Statutory exculpation statutes immediately followed attempting to 
rein-in care liability. Id. at 477, 481. 
234 Corporate director fiduciary duties are therefore derived from common law 
fiduciary principles applicable to trustees and agents and commonly referred 
to in Delaware as a fiduciary “triad” of care, loyalty, and good faith. 
See Bishop, supra note 232, at 477, 480；Randy J. Holland，同註 221，頁 96(劉
怡婷翻譯，王文宇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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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質疑。於美國安隆案及一連串弊案後，更顯得此董事受託人義務之體系難以應

對愈趨複雜的交易型態，也難以滿足股東對於其投資交易安全之期待，遑論公司

經營者常出現的道德危險所引致的重大公司損害。 

此外，由於安隆案後獨立董事或不具利益之董事占董事會成員的比例大幅上

升，股東尋求董事違反忠實義務之機會更加減少，因許多案例將其限縮於具個人

利益之不當行為。因此若欲繞過法定免責條款對於董事之保護，股東似乎僅能主

張董事主觀或客觀上具有惡意行為、動機及情狀。 

此於 2006年 In re Walt Disney Co. Derivative Litig.一案，凸顯了董事具

有惡意作為追溯基礎之重要性。本案例原告股東，認為 Walt Disney 董事會先以

高薪雇用總經理 Ovitz，於一年後再以極高額之資遣金，解雇 Ovitz，係違反了

董事注意義務且行為具有重大過失或惡意
235。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則肯定衡平法院

之判決，認為 Walt Disney 董事會之聘用及解雇等人事決定，雖顯然違反注意義

務之一般過失，但並非重大過失，而得以受到商業判斷法則之保護，且其決策行

為並未違反忠實義務236，亦即該公司董事會係基於善意而做出聘用及解僱等人事

決策。在此，法院雖認定該公司董事無需承擔賠償責任，但於判決中揭示了董事

之注意義務與善意是截然可分的，開啟了對於董事具惡意之不當行為，課予賠償

責任的更多可能性。 

肆、過與不及間，尋求董事權利與義務之平衡 

從上述德拉瓦州公司董事受託人義務歷史發展的輪廓檢視，其司法實務對於

董事責任界線的認定並非一成不變。在成文法給予董事寬容的決策空間，並保障

其錯誤決策不受追償時，法院則嘗試在過與不及間，尋求董事權利與義務的平衡。

試圖在傳統注意與忠實義務之框架中，建立董事行為亦須遵循善意義務之標準。 

有關此三分法下之受託人義務內容，將於後述。從歷史角度分析，沒有一種

董事受託人義務法律是完美的，德拉瓦州雖有進步的公司法制度，以及經驗豐富

                                                
235 The appellants argued in the Court of Chancery that the business judgment 
presumptions do not protect that conclusion, because by permitting Ovitz to be 
terminated without cause, Litvack and Eisner acted in bad faith and without 
exercising due care. In re Walt Disney Co. Derivative Litig., 906 A.2d 27, 70 
(Del. 2006). 
236 The Court of Chancery correctly determined that the decisions of the Disney 
defendants to approve the OEA, to hire Ovitz as President, and then to terminate 
him on an NFT basis, were protected business judgments, made without any 
violations of fiduciary duty. Id. at 27,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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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具高度專業知識的法院，但對於董事責任之界定仍游移於寬鬆與緊縮之間。甚

且美國的公司文化不同於台灣，於繼受其董事受託人義務時，尤應深思制度根源

之不同，例如董事注意義務之責任標準相異，或經營判斷法則是否得以採用之疑

慮，所可能導致之適用上困擾。 

第四項 受託人義務之具體內涵 

有關德拉瓦州公司董事之受託人義務內容，本文於前項曾提及加入善意元素

之三分法下定義。於著名的 Cede & Co. v. Technicolor， Inc.一案，法院曾

論述董事行為不具善意時，可推翻商業判斷法則，因此本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係

將董事受託人義務區分成三個要素237，依序說明如下： 

壹、 注意義務 

一、案例法之發展 

有關注意義務之概念，由來已久。於 1891 年 Briggs v. Spaulding 案例，

法院即已詮釋董事應如同一般謹慎而勤勉之人，於相類似之情況下履行其注意義

務。但具體履行職務時，仍應考量法令或章程上的要求，以及每一公司相異的營

運情況而定，並非一概而論238。至於董事勤勉程度為何呢？該案法院認為需視企

業所處營運情況及性質判斷，其內涵即如同合理謹慎之人亦會做到的，應盡其所

能監督並保護股東或公司所託付利益239。 

至 1963年時，此董事注意義務之概念於 Graham v. Allis-Chalmers Mfg. Co

案例發展得更為成熟，且趨於明確化240。此案原告股東 Graham等人發起代位訴

                                                
237 To rebut the rule, a shareholder plaintiff assumes the burden of providing 
evidence that directors, in reaching their challenged decision, breached any 
one of the triads of their fiduciary duty—good faith, loyalty or due care. 
Cede & Co. v. Technicolor, Inc., 634 A.2d 345, 361 (Del. 1993). 
238 In any view the degree of care to which these defendants were bound is that 
which ordinarily prudent and diligent men would exercise under similar 
circumstances, and in determining that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statute and the 
usages of busines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Briggs v. Spaulding, 141 U.S. 
132, 152, 11 S. Ct. 924, 931, 35 L. Ed. 662 (1891) 
239 It is such diligence and supervision as the situation and the nature of the 
business require. Their duty is to watch over and guard the interests committed 
to them. In fidelity to their oaths and to the obligations they assume, they 
must do all that reasonably prudent and careful men ought to do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others intrusted to their charge. Briggs v. 
Spaulding, 141 U.S. 132, 170, 11 S. Ct. 924, 937, 35 L. Ed. 662 (1891). 
240 From the Briggs case,………it appears that directors of a corporation in 
managing the corporate affairs are bound to use that amount of care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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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其引述 1891年 Briggs案例，並主張被告董事未盡到一般謹慎之人應盡之注

意義務。本案事實係有關 Allis-Chalmers公司內，數個公司職員在產品訂價上

違背了反托拉斯法，並造成公司損失，原告認為被告董事即使不知曉公司職員之

不法行為，但仍應設立有效之監督系統，以及時發現或偵測到此不當行為。 

惟法院則否定原告之主張，且同樣地引述 1891年 Briggs案例，認為被告董

事執行業務時無法事必躬親，常須仰賴其部屬之誠實及正直，並授權工作。因此

董事並無法知道所有職員之工作情況及細節，然而一旦董事對於職員之不正當工

作內容起疑慮而不處理或防止時，則董事對於公司損失將擔負賠償責任
241
。而董

事是否有必要在公司內設立一個天羅地網般的監視系統呢？本案法院係認為，除

非有理由或懷疑職員正進行或即將進行不當行為時，才有必要依個案設立監督系

統。 

二、成文法之規範 

美國各州公司法有相當高比例係以模範公司法作為修正範本，而模範公司法

所規範董事注意義務之內涵應具備三個要件
242，第一、須為善意，第二、董事合

理地相信其所作為係為了公司的最佳利益，第三、當董事具充分資訊而履行義務

時（包含與決策或監督功能相關），應具備與一般處於相同職務之人，於類似情

況時合理地相信其行為係為適當，所應有之相同注意力。類似的要件敘述亦可於

美國法律協會所制定之公司治理原則中發現243。 

                                                                                                                                       
ordinarily careful and prudent men would use in similar circumstances. Graham 
v. Allis-Chalmers Mfg. Co., 41 Del. Ch. 78, 84, 188 A.2d 125, 130 (1963). 
241 It appears that directors are entitled to rely on the honesty and integrity 
of their subordinates until something occurs to put them on suspicion that 
something is wrong. If such occurs and goes unheeded, then liability of the 
directors might well follow. Id. At 78, 85. 
242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2016 Revision) § 8.30 Standards of Conduct 
for Directors (a)  Each 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hen discharging the 
duties of a director, shall act: (i) in good faith, and (ii) in a manner the 
director reasonably believes to be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 
(b)  The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a board committee, when becoming 
inform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decision-making function or devoting attention 
to their oversight function, shall discharge their duties with the care that 
a person in a like position would reasonably believe appropriate under similar 
circumstances. 
243 (a) A director or officer has a duty to the corporation to perform the 
director's or officer's functions in good faith, in a manner that he or she 
reasonably believes to be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 and with 
the care that an ordinarily prudent person would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exercise in a like position and under similar circumstances. Principles of Corp. 
Governance § 4.01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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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業判斷法則 

前文曾提及，為避免公司規模持續擴張趨勢下，董事卻需擔負不成比例的損

失，因此德拉瓦州法院發展出商業判斷法則，經由司法實務持續的援引應用，相

關討論已是汗牛充棟，學術上亦常出現其是否為董事責任避風港之爭議。在商業

判斷法則之應用，其主要爭論如下： 

1. 法院不介入主義 

學者有認為商業判斷法則係指司法不須審查之政策244。亦有學者從不同案例

中抽絲剝繭，認為應遵循古老案例法初衷，將商業判斷法則視為法院不介入公司

經營判斷之準則
245，或另一種說辭，法院放棄其司法審查權，即主張除非有明確

的前提要件滿足，法院實際上並不審查董事會決議之內容或品質。學者所例舉兩

個典型案例說明了法院在審查董事違反注意義務之求償案例中，所可能展現截然

不同之態度
246。 

第一個 Shlensky v. Wrigley 案例247，法院認為應尊重董事之商業經營能力

及其所作判斷，而法院並非商業專家，因此得出結論，除非公司董事有舞弊、不

法或利益衝突等情事，否則法院不應介入公司董事所作之商業決定
248
。商業判斷

法則在此係指對於董事求償案件中，原告股東有沉重的舉證負擔，須能舉證推翻

                                                
244
 Properly understood,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is simply a policy of judicial 

non-review. Lyman Johnson, The Modest Business Judgment Rule, 55 Bus. Law. 625, 
631 (2000) 
245 I argue that the rule is better understood as a doctrine of abstention pursuant 
to which courts in fact refrain from reviewing board decisions unless exacting 
preconditions for review are satisfied. Stephen M. Bainbridge,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As Abstention Doctrine, 57 Vand. L. Rev. 83, 87 (2004). 
246 「Shlensky v. Wrigley remains a classic expression of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as a doctrine of judicial abstention」、「In contrast, 
Cede & Co. v. Technicolor, Inc. illustrates the modern trend towards treating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as a substantive doctrine」 Id. at 83, 87. 
247 Directors are elected for their business capabilities and judgment and the 
courts cannot require them to forego their judgment because of the decisions 
of directors of other companies. Courts may not decide these questions in the 
absence of a clear showing of dereliction of duty on the part of the specific 
directors and mere failure to ‘follow the crowd’ is not such a dereliction. 
Shlensky v. Wrigley, 95 Ill. App. 2d 173, 183, 237 N.E.2d 776, 781 (Ill. App. 
Ct. 1968). 
248 Wrigley and the other defendant directors moved to dismiss Shlensky's 
complaint for failure to state a claim. In doing so, they asserted a strong 
version of the abstention conception of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arguing 
“that the courts will not step in and interfere with honest business judgment 
of the directors unless there is a showing of fraud, illegality or conflict of 
interest.” See Bainbridge, supra note 245, at 83,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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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並未違反注意義務之推定保護，若無法證明，則法院將放棄對於董事商業決

定之實質審查。 

第二個 Cede & Co. v. Technicolor， Inc. 案例249，係目前德拉瓦州法院

主流意見。其所採觀點為，若原告股東能初步證明董事違反受託人義務之一：包

含善意、注意、忠實義務，則商業判斷法則將無適用之餘地。此時須轉由董事證

明其決策內容及行為係符合完全公平標準，亦即交易及價格對公司或股東皆是公

平的
250。 

對於第二個案例，學者提出批評，本案法官所論述係相當退步之觀點，若照

法院所述之商業判斷法則，形同將拖車置放於馬匹前方，亦即原告股東若能證明

董事違反受託人義務之一時，則董事將無法獲得商業判斷法則之保護，此時舉證

責任倒置，被告董事將須證明受質疑之決策係符合完全公允標準。此案例最終使

得法院擁有實質審查的空間，而與法院不應介入公司經營管理決策之精神相違背

251。 

本文認同學者所提批評，因 Cede & Co. v. Technicolor， Inc.案例，法

院所提出之完全公允標準，將呈現兩個理論上缺陷： 

第一、商業判斷法則係推定董事未違反注意義務，但本案法院加了新的層次，

形同原則上係推定董事違反了受託人義務，而須由董事證明其決策符合完全公允

標準後，方有此法則之適用，這是本末倒置。 

第二、董事若僅具一般過失而違反注意義務時，亦無法適用商業判斷法則，

這使得法院得以實質審查董事決策內容及品質。此不僅與法院不介入主義相違背，

更進一步脫離了董事具重大過失及惡意時，方不適用商業判斷法則之內涵。 

無論如何，上述兩案例如同天平之兩端，法院在此兩個截然不同的看法間，

常須面臨困難的決策，惟須謹慎，其任何的選擇，不論是在兩個端點上或其間，

都將對訴訟當事人產生不同的結果。 

                                                
249 Cede & Co. v. Technicolor, Inc., 634 A.2d 345, 361 (Del. 1993) 
250 Randy J. Holland，同註 221，頁 97-100(劉怡婷翻譯，王文宇審定)。 
251 Notice how the court puts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Directors who violate 
their duty of care do not get the protections of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indeed, the rule is rebutted by a showing that the directors violated their 
fiduciary duty of due care. This is exactly backwards. As we shall see, the 
abstention doctrine approach to the rule prevents plaintiff from litigating that 
very issue. Put another way, the whole point of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is 
to prevent courts from even asking the question: did the board breach its duty 
of care? See Bainbridge, supra note 245, at 83,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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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司法審查標準 

前述法院不介入主義之原則，係基於董事會優位主義，董事會擁有法律所賦

予之經營權，認為法院不應介入公司之經營管理決策。因此除非在少數極端不尋

常的情況，即使董事行為有過失，司法亦不應干涉。 

與此不同的是，目前學術上普遍流行的看法係將商業判斷法則視為司法審查

標準252。法院進行司法審查時，應採用此標準以測試董事有無違反注意義務，亦

即是否採用相對寬鬆或較嚴謹之審查標準，並據以決定課予或免除其賠償責任。 

與此標準相異地，注意義務則係董事之行為標準
253
，係指行為人應如何進行

所被賦予之職責或扮演其被託付之角色。因此商業判斷法則並非公司董事之受託

人義務，其所具兩個效果： 

第一、在程序法上，推定董事並無違反注意義務，而不受司法審查之效果，

除非原告以反證推翻。 

第二、在實體法上，其效果為使得董事得以受保護而免除賠償責任254。 

那麼所謂「司法審查標準」具體如何區分呢？本質上可分為三類： 

(1)第一類係嚴格的審查標準 

例如董事決策行為牽涉到惡意或利益衝突的指責時，司法即以嚴格的方式，

對決策內容及品質進行實質審查。 

(2)第二類係寬鬆的審查標準 

                                                
252 The standards of review are admittedly more complex, but essentially they fall 
into one of three levels--a very demanding level of review, a very relaxed level 
of review, and a level of review that is intermediate between those two extremes.  
Melvin Aron Eisenberg, The Divergence of Standards of Conduct and Standards of 
Review in Corporate Law, 62 Fordham L. Rev. 437, 467 (1993). 
253 This divergence reflects a distinction that legal scholars have made between 
a “standard of review” and a “standard of conduct”--terms that Professor 
Melvin Eisenberg has used in his insightful article on corporate law standards 
of review. “A standard of conduct states how an actor should conduct a given 
activity or play a given role. A standard of review states the test a court should 
apply when it reviews an actor's conduct to determine whether to impose liability 
or grant injunctive relief.” Standards of conduct are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conduct rules” that are addressed to corporate directors and officers, 
whereas standards of review are “decision rules” that are addressed to judges. 
William T. Allen et. al., Realigning the Standard of Review of Director Due Care 
with Delaware Public Policy: A Critique of Van Gorkom and Its Progeny As A 
Standard of Review Problem, 96 Nw. U. L. Rev. 449, 451 (2002). 
254 All formulations of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have two operative effects--a 
procedural presumption that shields director decisions from judicial review and 
a substantive aspect that shields directors from personal liability. See Bishop, 
supra note 232, at 477,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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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符合一定要件時，得適用商業判斷法則。或者涉及董事進行不理性的決

策或交易行為，儘管其外觀上顯示董事係經過合理的判斷評估過程，但仍須於某

種程度上接受較寬鬆的司法審查，由法院介入以維持股東權益之保護。 

在此須釐清的是，所謂「不理性」與「不合理」在德拉瓦州案例法係如何區

別？ 

本文認為此兩者於英文涵義上，應該還是有程度上差異。舉例而言，我們一

般人日常生活常須做許多決定，偶爾亦會出現錯誤的判斷，但沒人會說我們不理

性。而公司董事會若評估一筆金額重大的投資案，且未來明顯不會有利潤，此時

公司董事會若執意進行投資，則以一般人認知即為不理性。儘管董事會事前做了

充分的資訊蒐集及評估作業等可能被視作合理之決策過程行為。 

(3)第三類則係介於第一類及第二類之間的審查標準 

此類案件適用之情形相對廣泛，實務上依個案而定。例如董事進行有利益衝

突之交易，但經不具利益董事決議通過之情形。或者董事會阻撓股東代位訴訟，

而可能須較嚴謹之司法審查程序。又或者涉及違反注意義務卻掉落商業判斷法則

範圍外之案例。實際上採用此中間標準之司法案例有增加之趨勢。 

3. 商業判斷法則之內涵 

如同前述，商業判斷法則具有程序上，推定董事並無違反注意義務之效果，

實體法上，並使得董事得以受保護而免除賠償責任。此外。董事注意義務之違反

係採取過失基礎，那所謂推定之內容為何？又是否不論董事過失程度為何，均受

保護呢？ 

在著名的 Aronson v. Lewis 案例中255，法院再一次地詮釋，當代德拉瓦州

之公司董事在管理上擁有法律所賦予之經營特權，董事做的任何商業決定，係推

定其係獲得充分資訊、善意地進行並且誠摯地相信其所採取的行動係符合公司最

佳的利益。若董事無裁量之濫用，則法院應尊重董事所作之商業決定，而質疑此

                                                
255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is an acknowledgment of the managerial 
prerogatives of Delaware directors under Section 141(a).” It is a presumption 
that in making a business decision the directors of a corporation acted on an 
informed basis, in good faith and in the honest belief that the action taken 
was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Absent an abuse of discretion, 
that judgment will be respected by the courts. The burden is on the party 
challenging the decision to establish facts rebutting the presumption.”  
Aronson v. Lewis, 473 A.2d 805, 812 (Del.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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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之他方當事人負有舉證責任，以推翻或反駁此推定。本案法官特別強調適用

此法則時，須謹慎留意以下三點： 

(1)僅不具利益之董事得以適用，亦即若董事與公司間有利益衝突疑慮，或董事

於自我交易中攫取個人利益，則無法得到保護
256。 

(2)董事做商業決定前，須盡注意義務以合理地獲取重要資訊，而此處之董事責

任標準為重大過失257。亦即董事儘管違反注意義務，但若未達重大過失標準

時，則仍受商業判斷法則之保護，此時法院不需對商業決定做實質審查。 

(3)董事必須實際上做決策才能適用，例如實際進行商業決定，又或者是有意識

地防止某項作為發生的決策。但若董事怠忽職守，或無意識地應作為而不作

為，則排除其適用258。 

除上述外，學者尚有認為，在某些情況下，董事執行業務是不受商業判斷法

則保護的
259。其列舉行為包含董事之監督義務、詢問或調查義務以及做決策前的

過程行為，此時董事須確保其行為合理，法院並須遵循一般過失責任標準之審查

原則。 

而美國法律協會，做為許多州公司法制度指引之半官方機構，其所頒佈之公

司治理原則，亦對商業判斷法則作出類似的解釋260。亦即董事須具善意、與其所

                                                
256
 Its protections can only be claimed by disinterested directors whose conduct 

otherwise meets the tests of business judgmen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interest, 
this means that directors can neither appear on both sides of a transaction nor 
expect to derive any personal financial benefit from it in the sense of 
self-dealing, as opposed to a benefit which devolves upon the corporation or 
all stockholders generally. Id. at 805, 812. 
257 To invoke the rule's protection directors have a duty to inform themselves, 
prior to making a business decision, of all material information reasonably 
available to them. Having become so informed, they must then act with requisite 
care in the discharge of their duties. While the Delaware cases use a variety 
of terms to describe the applicable standard of care, our analysis satisfies 
us that under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director liability is predicated upon 
concepts of gross negligence. Supra note 255, at 805, 812. 
258 Howe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operates only in 
the context of director action. Technically speaking, it has no role where 
directors have either abdicated their functions, or absent a conscious decision, 
failed to act.But it also follows that under applicable principles, a conscious 
decision to refrain from acting may nonetheless be a valid exercise of business 
judgment and enjoy the protections of the rule. Supra note 255, at 805, 813. 
259 Accordingly, the duty to monitor, the duty of inquiry, and the duty to employ 
a reasonabl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re normally not protected by 
the business-judgment rule. See Eisenberg, supra note 252, at 437, 448. 
260 A director or officer who makes a business judgment in good faith fulfills 
the duty under this Section if the director or officer: 

(1) is not interested in the subject of the business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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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商業決定不具利害關係、合理地相信其已獲得充分且適當的資訊，以及理性地

相信其所作決定係為了公司的最佳利益。 

貳、 忠實義務 

德拉瓦州公司法領域最廣泛且明確定義之董事忠實義務，可在 1939 年之

Guth v. Loft， Inc.案例中發現261。依其內涵262，忠實義務可概分消極與積極面

向如下： 

(1)從消極面向觀察，董事不能利用其被公司賦予信任之地位，攫取個人利益；

不容許從事任何造成公司損害之事；不能與公司間存在利益衝突。 

(2)積極面向來看，董事必須謹慎正直地遵循受託人義務，以及堅決斷然地基於

其職責，以保障公司利益。 

從上述較早案例可得知，董事受託人義務最初實與忠實義務密不可分，然而

在案例法發展脈絡中，注意義務亦逐漸形成獨立且具體之董事行為標準，惟兩者

是否有必要明確辨認或區分呢？ 董事行為又應如何歸屬於忠實或注意義務？ 

首先，前文已述及董事注意義務之核心內涵，即董事應具善意且克盡一般勤

勉謹慎之人應有之注意力。而由於1986年德拉瓦州議會所制定之法定免責條款，

使得該州公司，得透過章程規範，董事在不具有四種例外情況下，例如不具忠實

義務之違反或惡意行為時，可以免除或限縮董事違反注意義務之賠償責任。因此

後續案例法呈現出新的樣貌，原告股東若欲主張被告董事承擔公司受損害之賠償

                                                                                                                                       
(2) is informed with respect to the subject of the business judgment to the 
extent the director or officer reasonably believes to be appropriat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and 
(3) rationally believes that the business judgment is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 

Principles of Corp. Governance § 4.01 (1994) 
261 劉連煜，同註 154，頁 132-133、頁 134。 
262 Corporate officers and directors are not permitted to use their position of 
trust and confidence to further their private interests. While technically not 
trustees, they stand in a fiduciary relation to the corporation and its 
stockholders. A public policy, existing through the years, and derived from a 
profound knowledge of human characteristics and motives, has established a rule 
that demands of a corporate officer or director, peremptorily and inexorably, 
the most scrupulous observance of his duty, not only affirmatively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 committed to his charge, but also to refrain 
from doing anything that would work injury to the corporation, or to deprive 
it of profit or advantage which his skill and ability might properly bring to 
it, or to enable it to make in the reasonable and lawful exercise of its powers. 
Guth v. Loft, Inc., 23 Del. Ch. 255, 270, 5 A.2d 503, 510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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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須能舉證董事有忠實義務之違反或惡意行為，因此忠實義務及注意義務之

明確區分愈顯其重要性。 

其次，欲尋求兩者間一致之標準或許不容易，學者曾分析不同案例，並舉例

說明其辨認之困難263，爭議包含： 

(1)爭奪公司經營權，此時董事行為並不能明確地歸類為忠實或注意義務。 

(2)違反忠實義務之跡象，可能為董事具有舞弊、廢弛職務或出售其投票權之動

機。 

(3)儘管董事行為係善意或不具主觀意圖，亦有可能違反忠實義務。 

(4)當董事嘗試阻撓股東之法律行動時(例如代位公司而對董事訴訟)，可能違反

忠實義務。 

(5)不論董事動機為何，若其有意識地忽略其義務或職責時，該董事亦可能具有

不忠實行為。 

學者再舉一個例子，當董事基於事實上或推論，具有意圖及動機，而違反其

監督或揭露重大事項等義務時，係注意義務或忠實義務之違反？ 

關於上述提問，有法院認為董事違反監督責任，係構成了注意義務或忠實義

務之違反，亦即兩者皆可能。亦有法院認為若董事故意或粗魯地違反監督義務，

將被理解為不具善意，而無法適用法定免責條款。尚有法院認為董事須遵守適當

之揭露，而此係基於董事注意、忠實及善意等受託人義務之綜合需求。 

上述法院之觀點歧異，不僅突顯了欲區分董事特定行為或交易事件，係屬注

意義務或忠實義務之不易，亦呈現出德拉瓦州案例法本身之不確定性或充滿彈性

之特色。 

由於頻繁地出現忠實義務認定上之案例爭議，許多法院轉而傾向引用狹隘的

定義，將董事忠實義務限縮於個人利益及利益衝突之防免，以此區別與注意義務

之不同。因此，於某些案例董事並不被認定違反忠實義務，該等情狀包含以下264：

                                                
263 However, there remains reasonable disagreement over whether there are 
adequate measures to properly distinguish breach of loyalty from breach of care 
claims. These are often contextual but nonetheless illustrate the difficulty 
in easily categorizing a claim as purely care or purely loyalty. See Bishop, 
supra note 232, at 477, 488-491. 
264 Illustrations include an allegation that directors with “no improper 
personal reason” favored one group of shareholders does not state a claim for 
breach of loyalty;the essence of a loyalty claim asserts that a director misused 
power over corporate property to derive personal benefit;alleged disclosure 
violations do not implicate loyalty absent a showing the directors receive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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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董事未有適當之原因，而進行有利於某部分股東之交易；董事濫用權限而使用

公司資產；董事違反揭露義務，但若無事證或跡象該董事有得到個人利益。如此，

使得更多董事不當行為將受到商業判斷法則之檢視及保護。而此時董事行為是否

具有善意，將成為賠償責任認定之重要關鍵。 

參、 善意標準 

在德拉瓦州公司法領域，董事行為須具善意早已於歷史上占據一席之地265。

惟近年其重要性再次提升，原因何在？ 

前文曾述及，由於許多案例探究董事忠實義務時，均限縮於僅董事獲取個人

利益，或與公司間具利益衝突時，方構成忠實義務之違反。但公司董事多係不具

利益董事或所謂外部董事，而甚難落入忠實義務違反之範疇，因此原告股東若欲

主張董事違反受託人義務，多僅能透過注意義務之違反。然而蓬勃發展之商業判

斷法則，則於原則上確保了，除非董事具惡意或有重大過失，否則免受違反注意

義務時之民事追償，甚且董事經營決策之重大過失，於 1986年德拉瓦州議會所

通過之法定免責條款保障下，除非董事具惡意或違反忠實義務，亦得以免除或限

縮其其賠償責任。因此，董事行為是否符合善意標準，則無庸置疑地成為了商業

判斷法則及法定免責條款適用的關鍵支柱。 

善意究竟是董事的行為標準或僅為司法上審查標準呢？善意標準有無清晰

的定義？而善意與忠實義務之關係又為何呢？ 

第一個問題，如前文曾述及在 Cede & Co. v. Technicolor， Inc.案例中，

德拉瓦州最高法院係將董事受託人義務區分成三個要素。學者有肯定此受託人義

務三分法者266，認為善意係獨立於注意及忠實義務外之董事行為標準267。但亦有

                                                                                                                                       
personal benefit;and, because care and loyalty are distinct, liability depends 
on a breach of the duty of care and not loyalty or good faith unless director 
motivations are present. See Bishop, supra note 232, at 477, 488. 
265 The good faith of directors has long been a part of Delaware law. It has now 
become a critical issue in the ongoing Disney litigation. E. Norman Veasey & 
Christine T. Di Guglielmo, What Happened in Delaware Corporate Law and Governance 
from 1992-2004? A Retrospective on Some Key Developments, 153 U. Pa. L. Rev. 
1399, 1439 (2005). 
266 The Delaware Supreme Court has referred to the duties of a fiduciary as 
composed of three elements: care, loyalty, and good faith. Hillary A. Sale, 
Delaware's Good Faith, 89 Cornell L. Rev. 456, 463 (2004). 
267 From these facts, then, we can glean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duty 
of good faith differs from the duties of care and loyalty. Fiduciaries a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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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持否定看法
268
，認為善意並非可獨立執行之行為標準，僅不過是一種取消董

事特權，使其無法豁免於民事責任之狀態。 

有關善意是否為董事受託人義務一部分，相關論述甚多，且至今於德拉瓦州

案例法體系尚無定論。本文基於篇幅受限，僅列舉部分學者意見做為參考。 

第二個問題，究竟善意的定義為何？有學者精確地描述269： 

(1)善意標準扮演了注意及忠實義務間之橋梁，因注意義務之違反係奠基於董事

存善意但有過失之基礎上，若董事行為存在惡意時，則焦點將移轉至忠實義

務，儘管董事行為不正當事實與金錢權益無涉，亦有可能構成忠實義務之違

反。 

(2)事實上，董事之受託人義務根本為注意及忠實義務，而善意標準則係其最重

要元素。 

(3)董事作為或不作為，是否存在惡意或未盡忠實義務之疑慮，一般可依據該行

為之重要性以及前後不正當行為過程之本質判斷，亦即得藉此證明董事動機

是否良善。 

第三個問題，善意與忠實義務之關係為何呢？簡而言之，董事行為可能是忠

實的，但可能並非出於善意，例如董事經營決策為的是追求公司最大利益，但被

認為違反社會善良風俗。而董事違反忠實義務時，卻有可能被認為係善意的，例

如董事未適當揭露而進行自我交易，但其主觀上係認爲交易公平合理，並可為公

                                                                                                                                       
in good faith abide by the norm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mply with legal 
standards while performing their jobs.  Id. at 456, 485. 
268 Arguably, a more plausible role for good faith is not to make it an actionable 
independent standard but to relegate it to a status that simply defeats the 
privilege of asserting various statutory and judicial referents that work in 
various ways to shield behavior from liability. See Bishop, supra note 232, at 
477, 495. 
269 The “good faith” standard, especially in the abdication context (as set 
forth more fully below), acts almost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due 
care and loyalty, transforming what might otherwise be deemed certain violations 
of the former into violations of the latter, even in the absence of an adverse 
pecuniary interest. Indeed, as noted by the authors of one treatise, the duty 
of good faith is an “overarching element” of a director's baseline duties of 
due care and loyalty. Whether a given due care violation presents a question 
of bad faith and, in some cases, loyalty, appears to depend on the magnitude 
and/or ongoing nature of the violation. It is the magnitude or ongoing nature 
of the action(s) or inaction(s) that provides the indicia of what ultimately 
needs to be proven-i.e., the director's good faith or bad faith motivation 
(“state of mind”). John L. Reed and Matt Neiderman, "Good Faith" and the Ability 
of Directors to Assert S 102(b)(7) of the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As 
A Defense to Claims Alleging Abdication, Lack of Oversight, and Similar Breaches 
of Fiduciary Duty, 29 Del. J. Corp. L. 111, 123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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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帶來更多商業機會。因此判斷董事是否為善意或惡意時，並不能以其獲取個人

利益或有利益衝突為指標，而應著重在董事處理交易實質時，是否態度冷淡且漠

不關心，或出現極端惡劣的行為情狀來判斷
270，也就是說董事是否善意，需探究

其主觀上內心想法及動機。 

然而，亦有學者持不同看法，認為善意包含了主觀及客觀上要素，若僅是期

待董事誠實地、真心真意地相信其以公司最大利益為考量，是不足夠的，仍必須

有客觀的基礎，以支撐其善意表現。或有認為，善意觀念係德拉瓦州法院詮釋後

的一種指標，作為拘束董事行為之準繩；不論善意係主觀、客觀標準，或作為董

事行為指標之功能，它係要求董事避免不理性地、不負責任地、不真誠地作為或

不作為，或儘管董事基於理性，但其不盡合理地決策或行為，甚至其他公道的董

事亦無法接受
271。 

本文以為，上述學者觀點有以行為人主觀認識或動機，而論及其行為良善與

否，亦有認為需兼採客觀標準做為補充之判斷方式。惟不論如何，董事作為或不

作為，是否具善意，最終需透過其整體決策或前後行為過程觀察（例如董事有無

系統化或持續性地忽略監督管理或怠忽職守），同時以一般具善意之人應有之道

德標準看待。但若欲單純以道德語調，論斷董事行為主觀上善意或惡意，恐怕是

緣木求魚，因實務上應不會有董事承認其為惡意，且道德標準並非每個人相同。 

董事善意標準在德拉瓦州案例法體系已行之有年，並非近年突然冒出之觀念，

其所以重新獲得重視，實肇因於法定免責條款，使得原告公司或股東尋求董事違

反善意之跡象或情狀，以追償董事民事責任。惟從行政及立法體系之角度來看，

董事是否能充分理解此跨時代可能演變的嶄新定義，並從公司治理角度將善意觀

念納入其行為準繩，將是德拉瓦州公司法領域持續發展的重要議題。 

                                                
270 Importantly, one can also act in bad faith without being disloyal, at least 
as traditionally viewed. That is, rather than relying on allegations of the 
fiduciaries' status or conflict, bad faith focuses on the indifference or 
egregiousness with which fiduciaries approached the substance of the transaction. 
See Sale, supra note 266, at 456, 484. 
271 Whether good faith is an objective standard, a subjective standard, or a 
placeholder, it means that directors must not act irrationally, irresponsibly, 
disingenuously, or so unreasonably that no reasonable director would accept the 
decision or conduct. It demands an honesty of purpose and does not tolerate the 
disingenuous conduct of a director who appears or claims to act for the corporate 
good, but who truly does not care for the constituents to whom she owes a fiduciary 
duty. See Veasey & Di Guglielmo, supra note 265, at 1399, 14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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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董事責任衡平制度 

德拉瓦州傳統公司治理體系上，係認為外部董事扮演了客觀公正且誠實無私

的角色，對於提升公司領導統御有其必要性，且基於拯救脆弱的公司治理，外部

董事應被賦予決策上足夠的高度。此外，由於外部董事通常對公司較無違反忠實

義務之疑慮，公司應給予外部董事合理待遇以及足夠的保護
272。在上述思維脈絡

下，加諸於德拉瓦州議會於 1986年因應董事責任保險危機，以及該州眾多公司

董事，擔心承擔過大賠償責任而紛紛辭職，因此立法制定了對於董事責任之衡平

制度。其內容包含了：董事免責(或責任減輕)制度、公司對董事補償制度以及董

事責任保險機制273(即所謂董事責任三隻腳的保護支撐)： 

壹、 董事免責(或責任減輕)制度 

即法定免責條款274，如同該州最高法院於 Emerald Partners v. Berlin 一

案中解釋275，此免責條款目的係公司可由信賴董事之股東會同意修改章程，透過

章程規範，董事在不具有下列四種例外情況時，得以免除或限制董事因違反注意

義務，而須負擔之金錢上損害賠償責任： 

(1) 對公司或股東違反忠實義務。 

(2) 董事作為或不作為係惡意，或故意不正當，或有意識地違反法律。 

(3) 董事非法發放股利，或非法購買、贖回公司自家股票。 

(4) 董事透過與公司之任何交易，獲取不適當之個人利益。 

                                                
272 E. Norman Veasey & Jesse A. C., Delaware Supports Directors with A 
Three-Legged Stool of Limited Liability, Indemnification, and Insurance, 42 Bus. 
Law. 399, 401 (1987) 
273 The legislature has thereby attempted to put together the best practical 
solution, within the existing jurisprudential and legislative framework, to what 
has been characterized as the ‘D & O Crisis' and its attendant problem of 
director resignation. What has emerged is a three-legged stool of director 
support: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egislation limiting director liability, 
broad indemnification rights (within allowable limits), and a comprehensive plan 
of insurance (if available). Id. at 399, 401. 
274 Del. Code Ann. tit. 8, § 102(b)(7) 
275 The purpose of Section 102(b)(7) was to permit shareholders—who are entitled 
to rely upon directors to discharge their fiduciary duties at all times—to adopt 
a provision in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to exculpate directors from any 
personal liability for the payment of monetary damages for breaches of their 
duty of care, but not for duty of loyalty violations, good faith violations and 
certain other conduct. Emerald Partners v. Berlin, 787 A.2d 85, 90 (De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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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當董事不具忠實義務之違反或惡意行為時，可以免除或限制董事

違反注意義務之賠償責任。這使得利益相對立之兩方(董事與公司或股東間)各自

尋求對其有利之認定。 

德拉瓦州之法定免責條款，有以下幾點特色，在適用上值得留意： 

(1)章程選擇立法模式 

據學者分析，美國各州公司法幾乎皆訂有董事責任免除或限制條款，大致上

可分為「章程選擇立法模式」及「自動生效立法模式」。德拉瓦州係最早採用章

程選擇的立法模式，此法也是美國各州目前最普遍採用的方式，主要係指由法律

授權公司股東會得以章程等方式，免除或限制董事責任。而後者則是州議會所制

定之法律，直接明文規定免除或限制董事責任，係強制生效的，亦即董事可直接

受到法律保護276。 

(2)僅限於金錢上之損害賠償 

對於董事責任之限制或免除，僅限於金錢上之損害賠償，亦即非金錢上之追

訴，公司董事仍受注意義務之拘束。例如適用於董事選任、代理及解任等相關之

法院強制令、撤銷訴訟等。此外，該州公司法第 102(b)(7) 之條文，給予各公

司極大彈性，得以因地制宜，依據各公司不同營運情況及需求，適當地制定對於

董事賠償金額的上限或完全免除責任277。 

(3)僅適用於董事 

由於該州公司法第 102(b)(7) 之條文內，僅敘明對於董事責任得以免除或

限制，因此實務上大多數法院均認為對於經理人而言即無適用之餘地278。因此，

儘管董事身兼經理人職務，並以經理人身分執行業務，亦將無法受到保護279。 

                                                
276 郭大維，論英美公司法制下董事責任限制與免除之規範對我國之啟示，東吳法律學報，
第 26 卷第 4期，2015年 4月，頁 182-185。 
277 See Jesse A. C., supra note 272, at 399, 402–03. 
278 The section 102(b)(7) provision operates to exculpate only directors, not 
officers. McPadden v. Sidhu, 964 A.2d 1262, 1273 (Del. Ch. 2008);What is 
surprising, however, is that only seven states have elected to make similar 
protection available to corporate officers. Dennis R. Honabach, Smith v. Van 
Gorkom: Managerial Liability and Exculpatory Clauses-A Proposal to Fill the Gap 
of the Missing Officer Protection, 45 Washburn L.J. 307 (2006). 
279 郭大維，同註 276，頁 183; Section 102(b)(7) authorizes limitation or 
elimination of monetary liability only for directors' actions as directors. It 
does not limit the liability of a director for actions taken in a capacity other 
than a director, such as that of an officer or a majority stockholder. Nor does 
it apply to officers, employees, or agents. See Jesse A. C., supra note 272, 
at 399,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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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序上保護 

在 Malpiede v. Townson280一案中，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若股東僅主張

董事違反注意義務，且所涉及之公司章程已適用該州公司法第 102(b)(7) 之規

定，則股東之指控將被駁回。其重大影響在於，當董事違反受託人義務時，如該

公司章程訂有公司法第 102(b)(7) 之免責等規定，則原告股東須合理證明董事

具有忠實義務之違反或不具善意等事實，若否，則法院將不對案件進行實質審查

281。 

(5)賠償責任之免除或限制僅限於對公司或其股東 

因法定免責條款係授權公司得透過股東會修改章程，以免除或限制董事對公

司或其股東之金錢上賠償責任，其論理係根基於董事行為所引起之風險，藉由董

事與股東或公司間之意思表示，而形成內部之風險分配，自然與不知情之外部第

三人無關，以保障第三人權益
282。 

此外，由美國法律協會所頒佈之公司治理原則，亦有值得參考之處，其建議

在董事違反注意義務時，以和緩方式紓解董事賠償責任，但並非全額免除。董事

仍須承擔不低於其所支領年度薪酬之損賠責任，亦即建立最低責任標準
283
，但若

所造成公司損失，低於董事所支領薪酬時，當然則不受此最低責任標準之限制。 

貳、 公司對董事補償制度 

德拉瓦州公司法第 145條(a)-(f)項，為該州公司得對董事提供補償制度之

法源依據，其主要內容如下284： 

                                                
280 Malpiede v. Townson, 780 A.2d 1075, 1100 (Del. 2001) 
281 Randy J. Holland，同註 221，頁 103-104(劉怡婷翻譯，王文宇審定)。 
282 郭大維，同註 276，頁 185。 
283 “the director or officer, or an associate, did not receive a benefit that 
was improper under Part V (Duty of Fair Dealing), then a provision in a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that limits damages against an officer or a director 
for such failure to an amount not less than such person's annual compensation 
from the corporation should be given effect, if the provision is adopted by a 
vote of disinterested shareholders after disclosure concerning the provision, 
may be repealed by the shareholders at any annual meeting without prior action 
by the board, and does not reduce liability with respect to pending actions or 
losses incurred prior to its adoption.” Principles of Corp.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 7.19 (1994);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ALI’) 
has deliberated on this matter and has proposed a novel solution: limiting the 
liability of directors to ‘an amount that is not disproportionate to the 
economic benefits to the defendant for serving the corporation. See Lee, supra 
note 220, at 239, 241–43. 
284 Del. Code Ann. tit. 8, § 145 (a)-(f)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THE.NCCU.LLME.009.2019.F10

- 108 - 

(1) 受補償對象 

事實上不僅董事，即使為經理人、員工或公司代理人亦有其適用。上述得受

補償對象若為公司已離職人員亦得適用。若受公司指派擔任其他公司、合夥、合

資、信託等事業機關組織，亦得受補償。 

(2) 案件類型 

包含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或偵查中案件。 

(3) 得受補償內容 

應負擔之賠償費用，以及董事因訴訟所需支付之費用，包含律師費、裁判費、

罰款及實際上因相關案件而合理發生的和解費用。實務上，董事於案件中不論為

原告或被告，其所發生之合理費用應皆有受補償之機會
285。 

(4) 公司得補償之前提要件 

受補償之人必須為善意，合理相信其行為是為了或不違反公司最佳利益，以

及有合理因素認為，在與刑事訴訟有關之案件，當事人行為皆為合法。 

(5) 補償之程序 

原則上每補償個案，皆需分別經過公司不具利害關係之董事多數決同意(儘

管未達法定開會人數)，但若係法院強制命令公司補償則除外。若欠缺此類不具

利害關係之董事，其他替代方式尚包含由客觀獨立的司法委員會或股東會決議通

過補償董事內容。此外，重要的是，此類替代方式決議之通過前提，仍須是相關

受補償對象，符合前述得受補償之前提要件。 

(6) 預先支付 

若受補償對象或其他第三人提供公司保證金，公司得預先支付受補償對象於

訴訟程序中相關費用，但程序終結若不適用補償條款時，則相關預先支付費用須

由受補償之人償還公司。 

(7) 若公司內部規則、協議、股東決議另有規範補償內容時，不受本條款拘束 

有論者以為，此條項給予公司過大自由裁量空間，若董事違反受託人義務，

卻由公司內部細則規範，補償董事經濟上損失，此將使得公共政策受到破壞。但

                                                
285 It applies to any person involved (as a plaintiff or defendant) in actual or 
threatened litigation or an investigation by reason of the status of such person 
as an officer, director, employee, or agent of the corporation or of another 
corporation, trust, partnership, joint venture, or other enterprise he serv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indemnifying corporation. See Jesse A. C., supra note 272, 
at 399,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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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認為德拉瓦州法院將不會允許此類違背公共政策或法律所禁止的補償
286
。無

論如何，此條項給予公司得自由訂定內部細則或透過契約或股東決議等方式，擴

大了公司得補償董事損失的裁量權，惟此類內部規範給予董事之補償保護，最終

仍不得逾越法律、司法裁判或公共政策的界線
287。 

公司對董事補償制度之目的，從消極面而言係使得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員工

等，得以抵抗不公正的追訴，並確保公司得補償其所支付之合理費用，在積極面

向則係鼓勵符合資格之人才願意擔任公司董事職務
288。 

綜合以上，公司對董事補償制度係公司依據法令、章程、內部規範、協議契

約或由股東會決議，當董事因執行業務而遭受相對方當事人追償時，其所受經濟

上損失在董事作為或不作為符合一定前提要件下，公司得以其財產補償董事應支

付之相關賠償金額或訴訟費用289。 

惟本條款衍生的問題是，對相對方當事人身分及補償範圍有無任何限制呢？ 

一、相對方當事人身分 

檢視條文內容，則不論相對方當事人為公司或股東代位訴訟，甚或公司外部

第三人之情形，公司皆得對董事所遭受經濟上損失進行補償。 

二、補償範圍 

在補償範圍限制部分，可區分兩種情形： 

(1)若係董事對公司外部第三人賠償時，基於鼓勵董事勇於任事，避免董事動輒

遭受不當追訴而干擾其經營管理，應得由公司給予法規範圍內或不逾越公共

政策界限之合理補償。 

(2)若係董事對公司賠償情況，學者有認為將形成董事先行賠償公司一筆費用，

而後由公司對董事進行補償的循環支付現象，最後可能董事毫無損失，但公

                                                
286 See Jesse A. C., supra note 272, at 399, 414. 
287 Nevertheless, section 145(f) does provide support for wide-ranging agreements 
or by-laws that broaden indemnification rights granted in the other subsections 
of section 145, although provisions in such by-laws or agreements that are 
contrary to the limitations or prohibitions set forth in the other section 145 
subsections, other statutes, court decisions, or public policy may be 
unenforceable. See Jesse A. C., supra note 272, at 399, 415. 
288 The two-fold policy of section 145 is: (i) to encourage corporate officials 
to resist what they consider unjustified suits and claims ‘secure in the 
knowledge that their reasonable expenses will be borne by the corporation they 
have served if they are vindicated,’ and (ii) to encourage capable persons to 
serve as corporate directors. See Jesse A. C., supra note 272, at 399, 404. 
289 郭大維，同註 276，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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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卻平白無故地支付訴訟相關費用，導致無效率訴訟或資源浪費
290
。因此若

為公司或股東代位訴訟，董事獲得之補償一般以律師費用為限291。本文對此

亦表贊同，惟理由係在於董事違反受託人義務而致公司受有損害時，原本即

得適用董事免責(或責任減輕)制度，接受檢驗，視其是否滿足免除或限制賠

償責任之條件。即使董事所支付之律師費用，實務上亦得被董事責任保險所

涵括。 

另一個問題是，本條款適用之前提要件亦須董事出自於善意，而本章前一節

曾論及判斷董事是否善意，學者觀點有以行為人主觀認識或動機，而論及其行為

良善與否，亦有認為需兼採客觀標準做為補充之判斷方式。 

本文係認為，董事作為或不作為，是否具善意，最終需透過其整體決策或前

後行為過程觀察。藉由客觀行為情狀之觀察，以判斷行為人出自於善意或惡意，

應該是司法審判上較可行方式，畢竟董事主觀上是否基於良善或正當之意念，也

只有本人知道，甚或錯誤認知其行為係善意的，但實際上無法通過客觀條件之檢

驗。當董事行為具有善意且符合其他前提要件下，不論董事係勝訴或敗訴，公司

皆應得補償其損失。 

參、 董事責任保險機制 

德拉瓦州降低董事責任之最後一隻腳，為董事責任保險。該州公司法第 145

條(g)項係公司為董事提供責任保險之法源依據292，其主要內容係公司有權為董

                                                
290 Consequently, any resulting money judgment against, or settlement funds 
provided by, the defendant is paid to the corporation in order to make it whole. 
The corporation would not receive that benefit if it were to reimburse a defendant 
for the amount of the judgment or settlement funds that the defendant is required 
to pay the corporation. See Jesse A. C., supra note 272, at 399, 406;郭大維，
同註 276，頁 190。 
291 Section 145(b) pertains to actions brought by or in the right of the 
corporation. Most frequently, of course, it applies to derivative suits. This 
subsection permits indemnification only for attorneys' fees and other expenses. 
It does not permit indemnification of judgments or amounts paid in settlement. 
See Jesse A. C., supra note 272, at 399, 405. 
292 (g) A corporation shall have power to purchase and maintain insurance on behalf 
of any person who is or was a director, officer, employee or agent of the 
corporation, or is or was serving at the request of the corporation as a director, 
officer, employee or agent of another corporation, partnership, joint venture, 
trust or other enterprise against any liability asserted against such person 
and incurred by such person in any such capacity, or arising out of such person's 
status as such, whether or not the corporation would have the power to indemnify 
such person against such liability under this section. Del. Code Ann. tit. 8, 
§ 145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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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經理人、員工、代理人等購買責任保險，無論上述人等為現任或已離職皆得

適用，且不論公司是否已規範得對董事補償之制度。因此，不論係公司、股東或

外部第三人訴訟情況，與公司對董事補償制度不同的是，即使董事被宣判需擔負

賠償責任，仍得透過公司購買責任保險，並涵蓋裁判費或和解費用。 

此責任保險機制最大目的，係填補董事經濟上損失，在法律上無法適用補償

制度之缺口，其次則是基於風險分攤，若董事遭受責任追償時，不論相對方當事

人係公司、股東或外部第三人，得緩和公司因對董事補償制度所面臨之鉅額賠償

損失或訴訟費用。 

但公司為董事購買責任保險，須面臨為何保險費用由公司支付的質疑？依據

德拉瓦州經驗，此保險費用最初係由董事間接由其所支領報酬自行支付，但後續

轉變為由公司直接負擔保費
293。其驅動因素在於，除了傳統契約及侵權法之外，

政府致力於證券法令及反托拉斯法等變革，加上股東代位訴訟及集體訴訟，帶來

了董事責任與日俱增的壓力，公司為吸引或留住優秀人才擔任董事職位，則大多

傾向免除或減緩董事責任294。 

儘管此條項未註明何種情況下，保險公司不得承保，惟一般廣泛接受的保險

政策係排除董事故意、違法行為或從公司攫取個人金錢利益之事件295。因此，董

事責任保險合約得以涵蓋的事件，大多數皆得適用公司對董事補償制度，在德拉

瓦州，從董事保護面向觀察，這使得實務上責任保險機制發揮的功能也大幅降低

296。惟從公司角度來看，或許董事責任保險最大意義在於風險分攤，降低外部第

三人對董事求償，而轉嫁至公司之風險。或公司因董事違反受託人義務而發生損

                                                
293 Thus, section 145(g) was designed to allow the corporation to do directly what 
it had been doing indirectly for years: reimbursing directors for premiums they 
paid personally to maintain such insurance. See Jesse A. C., supra note 272, 
at 399, 419. 
294 In an effort to attract and retain competent directors and officers despite 
this added exposure, most corporations attempt to protect those in authority 
from personal liability.  Bennett L. Ross, Protecting Corporate Directors and 
Officers: Insurance and Other Alternatives, 40 Vand. L. Rev. 775, 776 (1987) 
295 See Jesse A. C., supra note 272, at 399, 418. 
296 As a practical matter, then,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insurance policies 
provide coverage beyond that allowed under the indemnification statutes are 
relatively few. See Jesse A. C., supra note 272, at 399, 418;學者對此曾分析
「英美企業大多有關於公司對董事補償之規定，所以當董事在執行職務過程中，因其不
當行為而遭受第三人賠償請求時，通常會先循公司內部的補償管道進行求償。由公司依
據法令、公司章程、內部細則或補償契約之規定，補償董事因執行職務遭受求償之損失」，
參照郭大維，同註 276，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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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時，得以透過保險機制解決循環支付現象，或消弭董事資力不足而無法賠付公

司之困境。 

 

綜合上述德拉瓦州董事責任衡平之三種制度，其最主要不同在於： 

(1)董事免責(或責任減輕)制度係事前的，亦即於董事責任成立前或被追訴前，

移轉董事的責任風險，且僅限於免除或限制董事對公司或股東之賠償責任，

而不包括對外部第三人之賠償責任。 

(2)公司對董事補償制度及董事責任保險機制則為事後的，提供董事責任成立後

(包含被追訴)的風險移轉方式。 

整體而言，德拉瓦州所建立之董事責任衡平制度，其目標並非單純地移除董

事因經營業務所面臨無法承擔的責任風險，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對認真執行業務，

且行為係出自於善意之公司董事，能夠緩和其決策或行為事後被檢驗之責任賠償

風險，進而激勵其盡心盡力，追求公司及股東最佳利益。而根本上，由公司降低

董事不對稱或過於巨大責任，並給予董事保護之典範制度，應係基於股東之授權，

畢竟公司之資金來自於股東，由公司豁免董事責任或負擔被第三人追償費用或支

付董事責任保險費用，必須正當且合理。因此，董事責任衡平制度之建立，並不

能僅獲得不具利益董事之決議而取得正當性，應思考透過股東會決議基礎，並佐

以充分資訊揭露方式，取得股東之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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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董事責任界線之合理化建構模式 

第一節  受託人義務明確化與最佳實務指引 

第一項 善意之判斷標準 

壹、 德拉瓦州之善意標準 

由前章所分析德拉瓦州之董事注意義務概念，觀察其發展過程，可知該州司

法實務最早係採客觀標準認定董事注意義務，亦即一般勤勉謹慎之人應有之注意

力，而形塑後之成文法則加入了董事應具善意之主觀標準。 

惟美國法所謂善意為何呢？其是否僅為主觀上之意念，或者可藉由某些客觀

狀態來推論？ 

這善意之判斷標準，經常是不明確的，在實務上認定有其困難。學者曾認為

即使少數成文法有對善意之定義提出解釋，例如美國統一商法典定義之善意，係

指「於相關交易或行為，事實上誠實地進行」297。但此處所謂「事實上」可能係

指某種事實狀態或行為特徵，而兼有客觀的表現。所衍生出「誠實」的定義，亦

是相當不清晰，例如其不僅可能係主觀上的意念，甚至若一個董事進行與個人利

益有關之交易，樂此不疲且相信其係為了公司最大利益，從客觀角度檢視，亦有

可能被認為係誠實地，而誤入了善意範疇內。 

因此，德拉瓦州公司法領域所謂善意之標準，並非一概而準。惟原則上，若

董事執行業務不具善意時，則可能被認為係違反受託人義務。此外，董事須合理

地善盡一般勤勉之人應有之注意力，則反面而言，不合理通常意味著董事過失，

而須承擔違反注意義務之責任。 

貳、 台灣現行法對於善意之規範不足 

台灣於2001年引進英美法系之受託人義務時，即本法所增訂第23條第1項，

關於董事受託人義務雖已較舊法為明確化，但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本身即是高

度抽象化文字，且對於善意之定義與適用之範疇，並未詳述。惟善意之標準於司

法實務個案判斷董事責任時，是否有其適用之可能？尤其是董事決策過程雖已進

                                                
297 “Good faith” means honesty in fact in the transaction or conduct concerned. 
N.Y. U.C.C. Law § 1-201. See Eisenberg, supra note 252, at 437, 4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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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關評估，並依據充分資訊做出商業決定，但若不具善意時，能否僅以形式上

外觀，具備注意義務之滿足要件，即得判斷公司因此所受損失與董事無涉？ 

參、 善意作為判斷標準之重要性 

儘管學術上對於德拉瓦州所謂善意之定義，究竟為主觀上之意念，期待董事

誠實地、真心真意地相信其以公司最大利益為考量，或者可藉由某些客觀狀態來

推論，仍有爭議。但於判斷董事是否遵行受託人義務時，不論係將善意認做行為

標準或司法上審查標準，其重要性均不可忽略。 

而台灣公司法制度論及董事之注意義務時，並未對善意有所引述。若回溯至

民法第 535條之委任規範，稍有提及的是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

示，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惟所謂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台

灣司法實務上係採取客觀認定標準，即行為人注意之程度，應依一般社會上之觀

念，認為具有相當知識及經驗之人對於一定事件所能注意者，客觀的決定其標準。

至於行為人本身之能力高低及知識水準差異，並未多做要求。甚而董事行為主觀

上良善與否並非關鍵所在，因此與德拉瓦州之善意概念截然不同。此外，司法實

務判決對於董事決策行為之善意與否，亦甚少探究，而較傾向保護董事之商業決

定。學者亦曾建議商業決定多無絕對之對與錯，在董事責任追究上，其是否係基

於公司利益而為決議，應可思考進一步發展善意觀念，並落實於公司法制上298。 

本文認為，對處於高度複雜多元發展之商業環境，其經營者之主觀能力、知

識經驗、技術，原本即存在著重大差異而難以比較，不同產業或所處環境都可能

影響企業對於經營者能力之需求，又如何能尋求一般交易觀念之客觀標準，並用

以衡量其是否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力。因此，未來應思考如何在立法政策及司

法實務上適當納入受任人主觀能力及善意標準，將是能否趨向細膩裁量之關鍵因

素。 

不論如何，董事作為或不作為，是否主觀上具有善意，最終需透過其整體決

策或前後行為過程，進行客觀上檢視（例如董事有無系統化或持續性地忽略監督

管理或怠忽職守），同時以一般具善意之人應有之道德標準看待。 

第二項 商業判斷法則之適用應求謹慎 

                                                
298 曾宛如，多數股東權行使之界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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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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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德拉瓦州之規範 

如前章所述，德拉瓦州商業判斷法則之內涵，在程序上，係推定董事並無違

反注意義務，實體法上，並使得董事得以受保護而豁免賠償責任。而學術上則普

遍將商業判斷法則視為司法審查標準，並非行為標準。當法院進行司法審查時，

應採用此標準以測試董事有無違反注意義務，亦即是否採用相對寬鬆或較嚴謹之

審查標準，並據以決定課予或免除董事之賠償責任。 

貳、 商業判斷法則之適用前提及限制 

董事適用商業判斷法則之前提，則在於董事須具善意、與其所做商業決定不

具利害關係、合理地相信其已獲得充分且適當的資訊，以及理性地相信其所作決

定係為了公司的最佳利益。 

此外，如本文第五章所述，德拉瓦州司法實務判決特別強調，商業判斷法則

在適用上應有其限制。例如，僅不具利益之董事得以適用、董事做商業決定前，

須盡注意義務以合理地獲取重要資訊、須實際上做決策才能適用(因此若董事怠

忽職守、缺乏有意識的決定或不作為，則排除其適用) 。學者亦有認為，在某些

情況下，董事執行業務是不受商業判斷法則保護的299。其列舉行為包含董事之監

督義務、詢問或調查義務以及做決策前的過程行為。 

參、 台灣與德拉瓦州董事責任標準之不同 

當董事所作決策係基於理性的判斷，儘管他方當事人經常根據後見之明認定

其判斷錯誤，而被認為有不合理之外觀，仍將受商業判斷法則保護。但反面檢視，

當董事所作決策係基於不理性的判斷，雖具有合理之外觀，亦即可能獲得充分資

訊且經過審慎評估，但或許仍將違反注意義務，而須受司法較高強度的審查。 

從比較法觀點而言，德拉瓦州的司法實務係認為，董事做商業決定前，應盡

注意義務以合理地獲取重要資訊，而其應有之責任標準為重大過失。因此，當商

業判斷法則有其適用時，董事儘管違反注意義務，但若未達重大過失標準，則仍

受此法則之保護，此時法院不需對商業決定做實質審查300。若排除商業判斷法則

之適用，而董事違反注意義務時，應如何追償董事責任呢？根據美國公司治理原

                                                
299
 See Eisenberg, supra note 252, at 437, 448. 

300 相關內容參考本文第五章第二節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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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所提出指引
301
，此時他方當事人應證明董事具違反注意義務之行為、公司已發

生損害，以及董事違反注意義務之行為與公司損害間，具有因果關係，此即一般

過失責任之審查標準。 

在實體法上，德拉瓦州由於案例的持續擴充發展，使得商業判斷法則融合了

注意義務之內涵，某種程度上被視為董事之責任標準，因此如同前述，董事若不

具違反注意義務之重大過失時，得以受保護而豁免賠償責任。惟商業判斷法則本

質上並非法則，僅係法院程序上判斷之標準。就案例法初衷而言
302，除非公司董

事有舞弊、惡意、或攫取個人利益等情事，否則法院不應介入公司董事所作之商

業決定，以符合公司或股東最大利益，實值得深思。 

而本文曾於第三章第二節論及台灣公司法第 23條第 1項係採抽象輕過失，

亦即規範董事作為受任人應盡注意義務之程度。因此，本法對於商業判斷法則未

有明文規定下，當董事決策行為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時，係抽象的過失，對於

公司所受損害，若行為與損害間具有因果關係，董事應對公司擔負賠償責任。也

就是說，從法規範體系檢視，台灣公司董事所須承擔的責任標準係高過於德拉瓦

州的董事，不僅重大過失，即使為抽象輕過失，亦須承擔法律上可能的賠償風險 。

這或許使得董事支領有限報酬，卻須面對巨額潛在的損失賠償責任時，易出現商

業決策行為猶豫不前，甚而錯失公司發展契機，反而無助於公司整體利益之提升。

若能適當地權衡利弊得失，在董事商業決定符合前提要件，且善意地為了公司最

佳利益時，降低其責任風險，應是立法政策及司法實務得以考量的經濟面向。 

肆、 從訴訟經濟角度看商業判斷法則 

一個董事若不公允地進行與公司有利益衝突之交易，則其行為初步將被認為

不正當。即使如此，若該交易決策係由其他非利益攸關董事決議通過，該董事或

                                                
301 A person challenging the conduct of a director or officer under this Section 
has the burden of proving a breach of the duty of care, including the 
inapplicability of the provisions as to the fulfillment of duty under Subsection 
(b) or (c), and, in a damage action,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at the breach was 
the legal cause of damage suffered by the corporation.* Principles of Corp. 
Governance § 4.01 (1994) 
302 The presumption initially attaches to a director-approved transaction within 
a board's conferred or apparent authority in the absence of any evidence of 
“fraud, bad faith, or self-dealing in the usual sense of personal profit or 
betterment.” Grobow v. Perot, Del.Supr., 539 A.2d 180, 187 (1988). See Allaun 
v. Consolidated Oil Co., Del.Ch., [16 Del.Ch. 318] 147 A. 257, 261 (1929). 
Cede & Co. v. Technicolor, Inc., 634 A.2d 345, 360 (Del. 1993), decision modified 
on reargument, 636 A.2d 956 (Del.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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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將受司法審查標準保護而不須賠償公司損失。而一個董事若做了不合理的商業

決策，但可能係基於理性的考量，或許依然可受商業判斷法則的保護。 

為何上述兩個情況，皆使得董事可適用較寬鬆的司法審查標準，而豁免其損

失賠償責任呢？ 

答案或許並非司法上判斷董事已適當地執行業務，而係司法上若對於董事的

商業決定，皆實質上審查其內容及品質時，所牽涉到的成本將極為巨大，相對地，

若採區分層次的司法審查標準，使得一些董事即使做了錯誤的決策，司法亦不實

質介入僅採形式判斷，則訴訟成本將遠低於前者。學者亦有認為，從立法及司法

解釋上，商業判斷法則引進的必要性，係作為原告股東或公司與被告董事間，在

舉證責任與舉證活動方向上重要指引，以節省訴訟上資源浪費，並減緩訴訟不確

定的法律風險
303。 

本文亦贊同以上學者看法，因商業判斷法則之適用有其嚴格限制，原告及被

告若能有清晰的指標得以遵循，基於法規範明確性及訴訟經濟的考量，雙方當事

人將得以預見其行為可能之法律效果，並避免法院不必要的介入及事後審查。 

伍、 台灣引用商業判斷法則之合理路徑 

台灣公司法制度是否應修法引進商業判斷法則呢？目前司法實務對於商業

判斷法則之討論及適用，根據學者研究，相關的判決其實不多，但近年似乎有增

加的趨勢304。而據本文第四章所研析，相關判決案例亦不多見，惟近年已有數案

對此觀念加以肯認並酌做論述。而我國學者多數認為應引進此法則305，惟亦有學

者從社經法制背景及董事會文化分析。認為現階段不宜導入此原則306。 

此外，學者並觀察分析，台灣司法實務運用商業判斷法則時，並未能完全釐

清美國法上所謂商業判斷法則之內涵，常可見急就章地為被告辯護，或張冠李戴

地錯誤援用至刑事訴訟上，同時對於承審法官亦無法明察秋毫表示憂慮307。或有

學者認為，商業判斷法則在我國刑事實務上已多次由被告援引且法官亦肯認之，

                                                
303 邵慶平，同註 176，頁 117。 
304 廖大穎、林志潔，「商業判斷原則」與董事刑事責任之阻卻─台北地院九十六年度重
訴字第一一五號刑事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183期，2010年 8月，頁 233。 
305 劉連煜，同註 75，頁 128-129；方嘉麟，論經營判斷法則於我國法下適用之可能—

以明基併購西門子手機部門一案為例，政大法學評論，第 128 期，2015 年 12月，頁 300。 
306 方嘉麟，同前註，頁 330-334。 
307 廖大穎、林志潔，同註 304，頁 23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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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舉證責任與舉證活動方向上重要指引之功能，此法則在刑事訴訟程序上有一

定之價值308。本文以為，在刑事訴訟上援引商業判斷法則，應僅是被告董事之訴

訟上主張，做為法官心證的強化或有其意義。但作為司法上審查標準，商業判斷

法則原應僅適用於民事程序，最終回歸至其內涵，若董事行為不法、不具善意、

違反忠實義務或因重大過失而違反注意義務時，從實體法上效果來看，董事將無

法適用此法則，並須承擔對於公司之損失賠償責任。 

此外，商業判斷法則在程序上，係推定董事並無違反注意義務，因此原告股

東需擔負舉證責任，就此點而言，並不具任何特殊效果。因為即使是採一般過失

標準，原本即須由原告股東擔負初步之訴訟上舉證責任
309。就台灣而言，學者亦

認為我國實體法雖未有決策者已善盡注意義務之推定，但法院通常要求原告對於

決策者不當行為負舉證責任，且其舉證需達一定強度，因此實質上與美國法推定

之效果接近
310。 

無論如何，據本文於第四章之分析觀察，由於司法實務上對於英美法系受託

人義務內涵之理解，逐漸深化。因此，數案例之被告董事得受經營判斷法則之保

護，而不需擔負民事賠償責任，對於董事責任的減輕取得了司法上一定程度的實

踐。惟司法實務依舊在實質審查方面花了極大時間精力，論述被告董事已盡其注

意義務，似乎與不採經營判斷法則之其他案例無異，因此程序上似無訴訟成本精

簡之效益。此外，亦有學者從公司法與時俱進的角度分析，認為若能在條文容許

的空間內賦予其豐富的生命內涵，則不必然須經由法律修正，以達實踐現代公司

治理之旨311。 

基於上述分析，本文以為經營判斷法則，應得以適用於台灣公司法制度，惟

須有之因應思維，在於理解其真正內涵及限縮得以適用之條件。並且於司法實務

上謹慎地探討董事之所以得受保護並免於責任追償，須董事在擁有充分所需資訊

                                                
308 邵慶平，同註 176，頁 109、120。 
309 另有學者認為從民事訴訟程序而言，舉證責任即在原告身上，惟商業判斷法則的援用

係額外加重了原告的舉證責任，相關論述詳邵慶平，同註 176，頁 113-116；持相同看

法者，學者有認為：「這個法則……，事實上大幅降低了董事的注意義務(或者更精確的

說，提高了原告舉證的困難程度，從而降低董事違反義務的風險)」，相關論述詳方嘉麟，

同註 305，頁 296；唯有學者從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分析，認為於委任關係之債務不履行

案件，原則上應由被告董事(受任人)證明已依委任之本旨履行債務，請參閱劉連煜，同

註 75，頁 128。 
310
 方嘉麟，同註 305，頁 283 及 301。 

311 曾宛如，同註 298，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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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善意地、合理地相信其決策或商業決定係為了公司最佳利益。此外，當董事

得以適用經營判斷法則時，訴訟程序上應如何簡化，降低訴訟成本，亦是未來司

法實務上考量的重點。 

第三項 忠實義務類型化需求 

壹、 德拉瓦州董事忠實義務之內涵 

於德拉瓦州，忠實義務從消極面向觀察，係指董事不能利用其被公司賦予信

任之地位，攫取個人利益；不容許從事任何造成公司損害之事；不能與公司間存

在利益衝突。從積極面向來看，則係董事必須謹慎正直地遵循受託人義務，以及

堅決斷然地基於其職責，以保障公司利益。 

惟德拉瓦州案例法本身，在區分董事特定行為或交易事件，判斷係屬注意義

務或忠實義務上，卻顯得力不從心，呈現出德拉瓦州案例法本身之不確定性或充

滿彈性之特色。 

由於原告股東欲主張被告董事承擔公司受損害之賠償責任，以增加其勝訴之

可能，忠實義務與注意義務之區分有其必要。此外，司法實務上頻繁地出現忠實

義務認定上之案例爭議，德拉瓦州法院轉而傾向引用狹隘的定義，將董事忠實義

務限縮於個人利益及利益衝突之防免，以此區別與注意義務之不同。 

貳、 台灣公司法制度及司法實務對於董事忠實義務之定義 

前文第三章論及，忠實義務概念依學者所述，係指董事不得利用其職務與地

位之便，以圖謀自己或為他人之利益而犧牲公司的行為，最典型的違反忠實義務，

即屬所謂利益衝突的問題。本法有關董事之報酬(第 196條第 1項)、董事利益迴

避及說明義務(第 206 條第 1項)、競業禁止(第 209條第 1項)、自我交易行為(第

223條)等規範，亦係屬於董事忠實義務之補充規定。因此，台灣公司法制對於

忠實義務之定義似與德拉瓦州案例法相符，且適用範圍上亦有其侷限。 

在司法實務上，本文第四章分析了相關判決，整體上於 2010年以後，對於

董事求償案件雖有顯著增加，但觀察其主張理由大多引述違反本法第 23條第 1

項受託人義務，而對於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之區別，並未詳細闡述。惟於聯上生

物科技案，法院嘗試對於受託人義務詳加解釋其定義，以及其係源於英美法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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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尤其在忠實義務方面，有別於法律條文之不明確，其初步做了類型化說明

312，實值得肯定。 

參、 董事忠實義務類型化之必要 

台灣於2001年引進英美法系之受託人義務，以強化公司法制下之董事責任，

但實務上對於忠實義務應如何實踐以及法條(本法第 23條第 1項)有關忠實義務

之定義或類型，缺乏清晰的輪廓，或使得董事難以遵循概括式的條文規範。 

由於現代公司所從事之交易行為愈趨複雜化，法規範已有所不足，致使防免

董事忠實義務之違反，成為一大挑戰。並且現行法可能有過於限縮之處，似無法

涵蓋英美法所謂之攫取公司機會或利用公司資訊等違反忠實義務類型。 

本文基於法律明確化之要求，以及衡平法上抑制董事攫取個人利益之可能，

認為忠實義務應類型化以及擴張其適用範圍。並且明文規範於公司法內，應是未

來公司法有關董事如何遵循忠實義務之重要課題。 

第四項 董事行為最佳實務指引 

壹、 德拉瓦州案例法之發展與突破 

在德拉瓦州案例法發展過程，所形塑而成的商業判斷法則，對董事違反注意

義務之商業決定形成了有利屏障，因此隔絕了部分可能的民事求償。尤有甚者，

1986年州議會所通過的法定免責條款，更使得後續追償董事注意義務違反之責

任幾乎成為不可能或近乎絕跡。這塑造了原告股東或公司對董事求償的困境，案

例法是如何突破呢？ 

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是，原告股東或公司僅能從兩方面著手進行追訴，第一、

主張董事不具善意，因此除了無法適用商業判斷法則，並且因符合法定免責條款

                                                
312 臺灣高等法院 98年度上字第 1307號民事判決，摘其重點如下：「所謂忠實義務，即

公司負責人因受公司股東信賴而委以特殊優越之地位，故於執行業務時，自應本於善意

之目的，著重公司之利益，依公司規定之程序做出適當之經營判斷，避免自身利益與公

司利益相衝突。忠實義務大致可歸納為二種類型，一為禁止利益衝突之規範理念，一為

禁止奪取公司利益之理念。而關於注意義務，美國法院於經營者注意義務違反的審查上，

採用所謂「經營判斷法則」，可供參考。依美國法律協會所編寫的「公司治理原則」規

定，當董事之行為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而基於善意作出經營判斷時，即認其已滿足應負

之注意義務：「(一)與該當經營判斷事項無利害關係。(二)在該當情況下，董事等有合

理理由相信渠等已於適當程度上，取得該當經營判斷事項所需之相關資訊。(三)董事等

合理地相信其之經營判斷符合公司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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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例外情況，而使得董事進一步須受注意義務之拘束，無法遁逃賠償責任，形同

董事注意義務再復甦而起了作用。第二、主張董事違反忠實義務，惟其在案例法

脈絡下，通常係狹隘地意指董事獲取個人利益或與公司間存在利益衝突情事，但

此畢竟屬於少數情況，而難以在股東權益之保障上，實現公平正義。 

從董事受託人義務概念初形成時，原本在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之分界並不清

晰，且相對不重要。但於原告股東或公司陷入損害求償困境後，董事違反受託人

義務之情況，究竟歸屬於注意或忠實義務，在德拉瓦州案例法體系開始存在特殊

意義，並成為原告股東或公司能否確保權益，並追償董事賠償責任之重要關鍵。 

綜合以上兩方面之追償主張(或程序法上所稱之訴因)，論者多認為應擴張忠

實義務之內涵及範圍。此外，當忠實義務現實上若如此狹隘地定義，董事經營決

策行為是否存在善意，也因此成為突破追溯董事責任困境的良方。 

貳、 受託人義務新輪廓及其動態變遷 

以 In re Walt Disney Co. Derivative Litig.一案為例，本案雖呈現出原

告股東對於董事應承擔何種受託人義務之混淆，也因此在訴訟程序上步調混亂。

訴訟主張不獲法院認可而敗訴。但法院對於善意或惡意與否之爭論與詮釋，則指

引了未來董事受託人義務之新輪廓。 

此外，德拉瓦州案例法之動態發展，使得法院觀點常出現歧異，其本身之不

確定性或充滿彈性之特色，常備受批評。惟該州退休大法官，曾敘述與董事受託

人義務相關之案例法，本身雖經常不清晰且無法預測，而呈現了不確定的樣貌，

但重要的是，由於案例法中存在著不確定的受託人義務內涵，其所獲得的利益，

尚大於不確定性存在的司法成本。而該等利益為何呢？實包含了彈性、對公司實

務上的即時回應、隔絕政治上的不當干擾以及透明度較高等，因此值得肯定313。

                                                
313 Because Delaware fiduciary duty law is judge-made, it is “far from clear and 
predictable” and therefore “demonstrates a degree of indeterminancy,” in 
Professor Fisch's words.But importantly, any indeterminacy found in the 
fiduciary law does not outweigh the benefits produced by judicial lawmaking. 
Professor Fisch observes that “Delaware lawmaking offers Delaware corporations 
a variety of benefits, including flexibility, responsiveness, insulation from 
undue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transparency.” I agree both that it is 
indeterminate and that this indeterminacy is good. See Veasey & Di Guglielmo, 
supra note 265, at 1399, 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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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更進一步認為
314
，董事會本身所面臨決策或經營環境，並非黑或白，反而經常

處於灰色的地帶，因此德拉瓦州案例法所具有的彈性及不確定，相對可承受公司

經營實務上需求，因時制宜，而優於成文法上的僵固及不切實際。 

參、 形塑而成的董事最佳實務指引 

本文以為，台灣為彌補民法體系董事受任人概念之不足，而自英美法系移植

董事注意及忠實義務，作為董事遵循之行為標準，或另一方面得以成為原告公司

或股東，追溯董事責任之成文法依據。 

惟追本溯源，若以具代表性的德拉瓦州為例，該州董事受託人義務係孕育於

案例法脈絡，而能彈性因應具體個案之不同。並深受社會文化、政治經濟、歷史

及法官認知因素影響，形塑出時間序列上不同的樣貌。 

台灣係以成文法體系作為規範，並移植引進案例法體系之受託人義務，是否

能毫無窒礙地適用於台灣公司企業等組織，仍有待檢驗。然而，以歷史趨勢來看，

台灣行政體系所制定之經濟政策，傾向以企業經營的角度看待，偏好從法規面鬆

綁以給予企業經營彈性，或限縮董事責任的界線，以追求經濟成長及社會最大利

益。而司法體系似乎亦呈現出對於董事民事責任追究的寬容。則如何釐清並充實

受託人義務之概念及內涵，使得立法及經濟政策制定者、司法從業人員及擔任董

事職務者，皆能充分理解董事經營者角色所應擔負之注意及忠實義務，最終積極

地成為公司董事行為的最佳實務指引。並且在公司經營管理上，董事受託人義務

將成為公司治理的重要基礎。 

第二節  董事責任衡平制度之設立 

第一項 董事責任保險適用上之可能缺陷 

                                                
314 In fact, criticism of Delaware fiduciary duty law because it is indeterminate 
is misplaced or disingenuous. A flexible or indeterminate regime, such as we 
have had in Delaware, is distinct from a rigid codification system that prevails 
in many systems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That is part of the genius of our 
law. Life in the boardroom is not black and white; directors and officers make 
decisions in shades of gray all the time. A “clear” law, in the sense of one 
that is codified, is simply not realistic, in my view. See Veasey & Di Guglielmo, 
supra note 265, at 1399, 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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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於前章第三節曾論及德拉瓦州董事責任衡平制度，係規範於該州公司法

內，其內容分別為法定免責條款(第 102(b)(7)) 、公司對董事補償制度(第 145

條(a)-(f)項)及董事責任保險機制(第 145條(g)項)。 

此董事責任衡平制度，其目標並非消極地移除董事因經營上所面臨巨額的責

任風險，從積極面來看，其最大意義在於對認真執行業務，且行為係出自於善意

之公司董事，能夠緩和其決策或行為事後被檢驗之責任賠償風險，進而激勵其盡

心盡力，追求公司及股東最佳利益。 

惟在董事責任保險機制方面，德拉瓦州實務上應用此制度的過程，有學者批

評其缺陷包含：公司經常必須支付高額的保費，但所獲得的理賠卻是受有限制或

相對偏低、自負額逐漸上升、保險涵蓋期間漸趨縮短，以利保險公司之取消條款、

新增加的排它不承保事項等
315。 

除上述缺陷外，亦有不少理賠案例呈現保險公司與被保險人間之訴訟衝突與

爭議316。 

第二項 台灣董事責任保險之推行仍須多面向評估 

台灣於董事責任保險制度之推行上，行政體系(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亦有積

極作為，強制所有上市(櫃)公司須於 2019年起投保董監責任險317。惟此強制「董

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D&O）」機制是否真能提升公司治理，抑或帶來的僅

是保險公司業務之成長？ 

有鑑於前述此制度之可能缺陷，本文認為台灣於強制導入董監責任險之際，

應多面向評估是否有強制採行的必要，抑或留給公司自行評估及裁量的空間，最

                                                
315 Even for those corporations that can purchase D&O insurance or renew existing 
coverage, most must pay significantly higher premiums,while accepting lower 
limits of liability coverage and increased deductibles. At the same time, the 
policies themselves usually are shorter in duration and include a host of new 
exclusions. See Ross, supra note 294, at 775, 776–77. 
316 In addition to potentially prohibitive rates and the difficulty in obtaining 
coverage, the D&O market also has featured increased litiga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carriers and their insureds. See Ross, supra note 294, at 775, 778. 
317 http://ec.ltn.com.tw/article/paper/1232293，金管會表示，為強化我國公司治理、
發揮董事職能，除了今年起 IPO（首次公開發行）上市上櫃公司均強制投保「董監事及
重要職員責任保險（D&O）」，明年(係指 2019年)更將擴大適用所有上市櫃公司，每家都
必須強制投保「董監責任險」、「金管會官員指出，自從兆豐案及樂陞案發生後，董事或
獨董被賦予更大的責任，外界也高度監督；因此，上市櫃公司若投保「董監責任險」，
就可紓解董監事的壓力，這不僅是一種保障，也有助於強化公司治理。」，最後瀏覽日：
2018年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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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的是在於獲得股東會決議之基礎，依據公司經營管理上需求，決定是否購買

董監責任險。此外，董監責任險實際上不盡然可發揮公司治理提升作用，這或許

僅是政策推行上美好想像，未來台灣需要更多的實證研究，以理解此制度真實的

內涵。 

第三項 台灣董事責任衡平制度之現況與建議 

台灣公司法制度，與董事責任衡平有關之條文，包含： 

(1)第 193條第 2項董事會決議若致公司受損害時，表示異議之董事免責之規定。 

(2)本法於 2018年 7 月 6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新增第 193條之 1：「公司得於

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投保責任保險(第 1項)。

公司為董事投保責任保險或續保後，應將其責任保險之投保金額、承保範圍

及保險費率等重要內容，提最近一次董事會報告(第 2項)。」，依據其立法

理由318，係為降低並分散董事因錯誤或疏失行為而造成公司及股東重大損害

之風險，參考外國立法例，增訂第一項，明定公司得為董事投保責任保險。

此外，為透明公開，增訂第二項。 

(3)第 209條有關董事競業行為，若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

可，則不致於構成忠實義務之違反。 

(4)第 231條公司會計表冊經股東會承認後，視為解除董事責任。 

因此，在 2018 年 7月修法前，台灣公司法於董事責任衡平制度著墨甚少。

有關董事免除責任之規定，相較德拉瓦州之董事責任衡平制度顯得距離遙遠。學

者亦有認為，我國近年雖持續強化董事責任以及相關對董事提起訴訟之公司法制

度，但相對應地缺乏完整的董事責任衡平制度，使得董事在經營過程所面臨的責

任追訴過重而失去均衡，風險無法適度緩和減輕319。 

那麼，在現行台灣公司法制下，得否透過修改章程或股東會決議，以限縮或

免除董事賠償責任呢？學者有認為，由於公司法第 23條第 1項所規範之董事受

託人義務，係具有強行法性質，除非是立法明文規定，否則不得以章程、股東會

決議或委任契約免除或作有利於董事會成員之責任減輕或免除，違反者，該章程

                                                
318https://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004F3831C62300000000000000000140000
00004000000^04517107070600^0002C001001，最後瀏覽日：2018 年 10月 8日。 
319 郭大維，同註 276，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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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或股東會決議無效
320
。亦有學者從歷史沿革及路徑依賴觀點認為，我國公司

法受昔日強行規範色彩之影響，除非修法明文取消管制或授權公司得以章程排除，

一般實務運作與理論架構係充斥強行管制色彩
321。因此本法第 23條第 1項所規

範之負責人注意及忠實義務，係屬公司法基本原理，恐無法透過章程設計以撼動

或修改
322。本文對上述學者等看法亦表認同。 

惟台灣公司法制是否應修法以導入董事責任衡平制度？ 

於此應思考的是，董事基於現代公司法經營與所有分離趨勢，而擁有對公司

莫大之經營權限，若權利遭濫用，帶給公司的損失經常是巨大且不可回復的，因

此董事受託人義務因運而生，在衡平的視野上，權利與義務似乎得以相稱。然而

在現代公司經營實務上，因董事經營決策或行為事後被檢驗，而可能需擔負的損

害賠償，卻可能遠大於董事所領之有限薪酬，而可能被認為有違比例原則。因此，

董事責任衡平制度此時所扮演角色，即在合理範圍內緩和了董事賠償責任，使其

不因噎廢食，並且避免董事趨吉避凶地採取保守經營方式，反而減損整體社會經

濟利益及動能。 

以上思維模式，是論者經常引用的理論框架，藉以建構董事責任衡平制度，

以適當免除或緩和董事責任風險。有學者亦認為商業判斷事實上是集體力量促成，

其隱含風險可能甚為巨大，以至於非任何個人得以合理期待或負擔，因此或可從

立法上參考比例原則、返還部分所領薪酬或透過章程訂定責任上限等規定，仍得

以對管理決策者產生警惕作用323。本文基於上述分析，認為董事責任衡平制度應

得適當導入於台灣公司實務324，以帶來整體正面的經濟效益，但於建構過程須思

考以下三個層面： 

(1)預防道德危機 

若公司於事前或事後給予董事過大的責任免除或損失補償，則易產生道德上

危險，亦即對於董事決策或行為之損失賠償責任採取寬鬆認定方式，形成了董事

                                                
320 陳彥良，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責任可否用章程或股東會決議加以限縮，月旦法學教室，
第 109 期，2011年 11月，頁 25-26。 
321 方嘉麟、朱德芳，公司章程自治之界限—以章程置入反併購條款之可行性為核心，政
大法學評論，第 143期，2015年 12月，頁 246。 
322 方嘉麟、朱德芳，同前註，頁 262。 
323
 方嘉麟，同註 305，頁 336-337。 

324 學者亦有持相同看法者，認為董事可能因責任過重而怯於就職，公司法制上容有實施

責任救濟制度之必要，請參閱劉連煜，同註 75，頁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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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嚴謹態度經營業務或進行高風險商業決定。此外，因一般獎酬制度經常被設

計成與公司利潤連動，此種以小博大的純粹個人利潤導向思維，反而對公司整體

及股東不利，因此賦予董事責任衡平制度應有其限度或須設立合理之道德危險預

防機制。 

例如，董事一般係透過多數股東權的選任，而得以與公司成立委任關係，並

擁有經營權限，同時承擔受託人義務。然而一旦多數股東權透過股東會決議或章

程修改，限縮或免除公司對於董事的責任追償，則有道德危險之疑慮。學者曾引

述英國法之規定，認為此種情境，須將董事及其相關人之表決權排除，以避免董

事恣意妄為，而使得公司法制課予董事之義務規範失其作用
325。 

(2)公平原則 

德拉瓦州公司法，在董事免責(或責任減輕)制度方面，僅適用於董事，但於

公司對董事補償制度及董事責任保險機制則不僅董事，即使經理人、員工或公司

代理人亦有其適用。政策的選擇上，開放公司得透過章程自由選擇，而免除或限

制董事責任，因係根基於股東之授權，有其正當性。但應進一步思考，董事通常

居高位，經營事務的執行一般係落在經理人或員工身上，實際上其曝險亦高，且

同樣地易受民事責任的追償。因此未來設計董事責任衡平制度時，公司法制應公

平地考量適用之人員範圍，避免以偏概全。 

(3)適用董事責任衡平制度之行為標準 

德拉瓦州公司法，在董事免責(或責任減輕)制度及公司對董事補償制度方面，

各自有適用上行為標準，其基本共通點在於董事經營決策行為須是善意的，且符

合法律規範。若是惡意的，或具行為不法，則應排除適用。重要的是，本國導入

此類制度亦須理解善意為何，畢竟文化及國情相異可能衍生出對於善意不同的定

義，或者善意的概念放諸四海皆準？ 

本文係認為單憑董事主觀上的認知，並不足以認定董事是否為善意，尚須佐

以行為當下及前後之客觀上行為情狀、資訊蒐集及評估討論過程以資判斷。此外

行政體系對於善意的定義應尚有具體化可能，而司法審判所累積的實務經驗，將

可提供行為標準以及最佳實務指引的建構。 

第三節  董事責任追究之理想輪廓及對台灣公司法制之啟示 

                                                
325 曾宛如，同註 298，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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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瓦州公司董事之受託人義務法制，歷經長久發展，概括呈現了受託人義

務於不同時代的觀念轉折。案例法仍舊依循動態變遷的軌跡，保持著彈性機制，

以應對公司經營環境及新型態產業的不可測因素。從德拉瓦州法院視角看待，其

案例法大致揭示了，儘管原告有根據地主張董事係惡意，並且排除了商業判斷法

則及法定免責條款對於董事的保護，董事此時應接受完全公允標準的考驗，亦即

舉證責任倒置，須由董事證明決策有關之交易及價格對公司是公允的，若無法證

明時，董事應擔負賠償責任；惟其理論框架仍存在以下缺陷： 

首先，該州法院傾向忠實義務之狹隘定義，使得董事善意與否成為責任追究

的關鍵，但善意本身即難以認定，原告必須有堅強的理由得以證明董事不具善意，

若否，其適用結果，通常使得董事得以全身而退，並將使得追溯董事責任不易。 

其次，若原告初步證明了董事不具善意，其應僅係推翻商業判斷法則之要件，

此時應回歸至一般過失標準，原告應仍負舉證責任，而非由被告董事證明。另一

種情況，若原告初步證明董事違反注意義務，若一概不分其過失程度，皆使得董

事失去商業判斷法則之保護，並藉由舉證責任倒置，在司法審查標準上，轉由董

事證明決策有關之交易及價格對公司是公允的，如此亦有本末倒置之疑慮。 

按照本文前三章歷史探討及文獻分析，本文認為德拉瓦州受託人義務之內涵

及體制架構，對於台灣公司法制度引進此等概念時，應有值得參考之處，惟移植

過程須留意部分觀念，尚有如下修正可能： 

(1)善意與否之認定：除了主觀認知外，應透過個案行為之本質、交易條件及價

格、前後行為等客觀因素綜合考量。 

(2)善意應係司法審查標準，而非行為標準：若原告得以初步證明董事為惡意時，

僅係使得董事不受商業判斷法則及法定免責條款之保護，惟此時董事是否違

反注意義務，原告仍負舉證責任，並應回歸一般過失責任標準來檢驗。 

(3)忠實義務之類型化：董事忠實義務與善意標準無涉，應從董事獲取個人利益

或具有利益衝突等狹隘的定義，增加擴充其其適用範圍，使得原告股東得以

有適當制衡公司董事之力量。若能增加董事違反忠實義務之類型，其優點包

含：第一、增加董事預測其經營決策行為是否落於違反受託人義務之危險領

域，避免踏至紅線，以減少實際發生時之公司損害，並得以降低爭訟成本。

第二、得以在董事責任領域，劃出一道相對清晰的界線，做為董事最佳行為

實務指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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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觀念若能釐清並建立，則從德拉瓦州原告股東或公司視角，當其欲追償

董事違反受託人義務之責任時，得以依據董事違反受託人義務之強弱層次，或可

建構其責任追究之理想輪廓如下： 

(1)董事故意之不當行為或違反法律：例如侵占或濫用公司資產，本身即具有惡

意內涵，惟其不法意識較惡意更為強烈，因此對於原告股東或公司所受損害，

董事須擔負賠償責任。進一步檢視，董事故意之不當行為或違反法律係可被

認定違反受託人義務，並由於其主觀上動機及客觀行為，相對具體，因此於

責任追訴上，構成要件之認定較為明確。 

(2)董事違反忠實義務：若原告股東初步證明董事違反忠實義務時，則董事應按

完全公允標準，證明交易及價格是公允的。此時，法院應進行較高的實質審

查。 

(3)董事具惡意，且違反注意義務時：惟董事之惡意，未達故意不當行為之程度。

此時，董事應不受商業判斷法則之保護，須回歸至由原告公司或股東證明，

董事違反注意義務之行為，與公司所受損害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若得以

證明時，董事須負擔賠償責任。此外，董事違反注意義務之責任標準為一般

過失原則。 

(4)董事為善意，但違反注意義務時：關注之重點應在於有無商業判斷法則之適

用，惟由於董事責任衡平制度之框架存在於德拉瓦州成文法體系，實質上幾

乎已使得董事不須承擔任何單純違反注意義務之賠償責任。因此，董事之商

業決定儘管存有重大過失，而造成公司或股東的巨大損失，依據德拉瓦州現

有體系，在認定董事為善意且未違反忠實義務時，仍不須課責。惟從公司治

理角度而言，應使董事於合理範圍內承擔比例責任。 

誠如美國最高法院判決經典的問句326，當任何人一旦成為受託人時，我們應

詢問的是，其受託於何人？作為受託人，應承擔什麼義務？什麼情況下將導致該

受託人義務之不履行？違反受託人義務的結果會是什麼？ 

                                                
326 Sec. & Exch. Comm'n v. Chenery Corp., 318 U.S. 80, 85–86, 63 S. Ct. 454, 458, 
87 L. Ed. 626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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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係從德拉瓦州司法實務及成文法角度，嘗試對董事受託人義務及責任追

究之理想輪廓做個探討，並據此概念，或可做為台灣未來公司法制修法時，董事

責任界線合理化建構模式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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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本文第二及三章首先從歷史發展脈絡，按時間序列觀察台灣公司董事責任體

系的起源，其係於社會、文化、經濟政策、商業變遷，及公司法制繼受及內化過

程中如何演變。並於豐沛的學術文獻及學者所深植之理論基礎上，探求台灣公司

法制內，董事做為最主要的經營決策者，透過公司法制的移植與本土商業環境體

系圍繞，其應盡之義務為何，以及哪些決策行為情境下，應擔負起損失賠償責任。

同時，本文也分析了台灣現行公司法制，董事受託人義務之內涵與責任之界線及

其基本架構。 

其次，董事受託人義務之規範，在台灣司法上是如何實踐呢？如本文第四章

所分析，司法實務十餘年來已逐漸顯現了法律移植後制度的內化過程。法院於相

關案例多有著墨並闡述受託人義務所涵蓋之內容，例如有以經營判斷法則作為注

意義務是否遵循之審查標準，以及嘗試對忠實義務做類型化區分。由於立法政策

上鬆綁，給予經營者愈來愈多彈性，且現代公司愈趨複雜化，資源匯集同時，董

事權力甚大，因此弊案叢生情況下，司法實務對於董事受託人義務內涵之認知，

或有提升之必要，社會大眾及投資人亦期待公平正義得藉由司法裁判實現。而法

院判決是否仍維持其尊重董事商業決定之傾向，仍值得持續觀察未來司法實務相

關案件的演變。 

再者，本文第五章參酌經濟強盛的美國，其在商法領域最專精的係德拉瓦州

公司法規範及司法實務。惟檢視德拉瓦州公司董事受託人義務歷史發展的輪廓，

其司法實務對於董事責任界線的認定並非一成不變。然而，其內涵或得以作為台

灣公司法制下董事受託人義務及責任界線之學習典範。尤其重要的是，自比較法

的視野，突顯了我國民法委任章節之規定，相對不足以約束現代公司法定義下之

董事，也啟發了經濟政策發展對於董事受託人義務內涵之擴充需求。 

當然，法律繼受不必然得以適用於我們生活的這片土壤，欲以繼受國外公司

法制方式，釐清董事責任體系問題，也因此實現難度甚高，但若能在執行面上，

深刻思考國內習慣、問題根源及本土文化之需求，吸收國外法制精神並作適當融

合修正，則問題或能得到較佳解決。現代公司跨國界經營模式，於公司規模擴張

過程實難避免。在國際公司治理需求提升的趨勢下，商法制度宜與國外經商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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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一致且適切之框架，應是提升台灣公司國際競爭力，以至於國家總體財富的

必要途徑。 

隨著社會經濟變遷腳步愈顯快速，主要經濟體修正公司法頻率也增強，以彈

性因應新技術及科技應用的發展，所帶來複雜的公司型態。尤其是經營決策者，

於法令遵循或智慧技術專利等保護，刻意忽略或稍有不慎，即可能觸動國家高權

管制的警示燈，並因而被判巨額罰款，或甚至遭致產品市場損失的無法回復風險。

台灣公司法制是否確能彈性因應，以建構一套合理的董事受託人義務規範，並劃

出一道得以預期的責任界線？立法及經濟政策的選擇是否使得董事責任之界線

由朦朧轉而變得清晰？ 

從歷史軌跡檢視公司法與時俱進的修正，經常是彈性地因應商業需求，及符

合國家經濟政策上的制定框架。 

本文第六章嘗試從董事責任體系的整體輪廓，分析現行法制可能的不清晰之

處，並探索董事責任界限之合理化建構模式。良好遊戲規則的建立，有賴法制度

規範者與被管制對象間的持續對話，以建構出董事在所受合理報酬下，願意真誠

無畏地經營公司，同時追求公司與股東的最佳利益，又不至於遭受不合理地責任

追償。 

首先，本文認為在公司法制動態有機的變革及適應新形態商業發展契機下，

不可缺少的是清晰明確的董事受託人義務規範，有關董事應盡之義務，基於法律

明確性，應該有更清晰且具體化的框架。透過商法體系的重行建構，使得公司董

事得以清楚辨識其責任界線，並做好損害控管及適當風險評估。例如，忠實義務

類型化並明文規範於公司法內，應是未來公司法有關董事如何遵循忠實義務之重

要課題。最終目標則是透過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董事權責相符，及與其薪酬間求

取合理的平衡點。 

其次，對於不同類型董事之受任人義務及責任，不應做區隔。司法實務上，

雖有少數案例對於獨立董事責任的認定採取相對寬鬆的態度，而使其責任得以緩

和。惟現行制度下，獨立董事仍面臨了與一般董事相同的經營決策舞弊或重大瑕

疵的民事求償風險。基於留才目的，未來如何從制度上調適或適用責任減輕制度，

並進一步探求獨立董事之權限與義務應如何具體規範，仍將是公司法領域持續思

考且待釐清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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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基於私法自治，公司本得自由選擇是否免除或限縮董事責任，建立一

套完整的責任衡平體系應有其必要。應容許不同型態公司得依據其自身需求，在

不違反法律或章程之前提下，免除或限縮董事民事賠償責任，使其得以安心無後

顧之憂地專注於經營決策或事務。而根本上，由公司降低董事不對稱或過於巨大

責任，並給予董事保護之典範制度，應係基於股東之授權，畢竟公司之資金來自

於股東，由公司豁免董事責任、負擔被第三人追償費用或支付董事責任保險費用，

必須正當且合理。因此，董事責任衡平制度之建立，並不能僅獲得不具利益董事

之決議而取得正當性，應思考透過股東會決議基礎，並佐以充分資訊揭露方式，

取得股東之信賴。 

如本文所做歷史回顧，台灣公司法制變遷之歷史軌跡，董事責任體系動態且

持續地改良，以作為公司治理實踐的途徑。時間縮影上亦可察覺出，商法領域之

所以不同於傳統民法體系，是在於立法及經濟政策的選擇，常須回應工商業發展，

以減少政府過度地干預公司經營。因此，公司法制雖自始具有強行法的色彩，但

基於經濟發展的需求，鬆綁的思維仍一路延伸於我國已逾百年發展的公司法軌道

上。 

然而政策的選擇雖趨向經營上的鬆綁，但隱含的是衡平法上的取捨，在給予

公司經營較大彈性時，另一方面即須透過法制設計，適當制衡公司經營者權力過

大可能帶來的弊端。管制層面上即須強化董事受託人義務使其承擔較多責任。

2018年 7月公司法制的大幅修正，亦是如此，雖然在公司經營彈性上再給予鬆

綁並擴大與國際接軌，但相對地，滿溢了對於股東權益保障及公司治理強化的立

法政策選擇。由於現代公司規模龐大，董事等經營決策者可運用的公司資源與日

俱增，公司法制變革的核心思維，即須同時強化對於董事經營權限的制約，亦即

提升了董事受託人義務的內涵。從百年基礎的公司法制變遷史得知，台灣在公司

法制的路徑選擇，一方面持續移植先進國家法律的思維，惟兼容並蓄的是本土立

法的特色。 

巨輪的推動，有賴於眾人持之不懈地努力，惟初始是緩慢難以察覺的。公司

法制持續地變革，其影響內化的過程，短期內或不顯著，但長期而言終究看得出

軌跡。本文亦樂觀看待，隨著經濟發展變遷，將引領公司法制維持有機之動態發

展，而在台灣公司法制變遷史上，董事權責維持平衡的篇章將繼續書寫著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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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判決文號 原告 被告 判決結論摘
要 

判決依據法
條 

經營判斷法
則適用與否 

臺灣高等法
院 98年度上
字第 1307號
民事判決 

聯上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被上訴
人） 

甲○○（被
上訴人，已
卸任董事） 

被告違反公
司法受任人
義務 

公司法第 23
條第 1項 

法官不採
用，但附帶
提及若採
用，仍因違
反忠實義務
而無法獲得
BJR 保護 
（被告主張
經營判斷法
則之適用） 

臺灣高等法
院 99年度重
訴字第 22號
民事判決 

兆豐國際商
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梁成金等人
（已卸任董
事、經理人
及職員） 

被告違反民
法受任人義
務 

民法第 535
條、544條
（法院認為
公司法第 23
條第 1項規
定為 90年 11
月 12日所增
訂，依法律
不溯及既往
原則，自無
適用於本件
被告於 87年
間之不法行
為） 

法官不採用
且不特別論
述 
（被告主張
經營判斷法
則之適用） 

臺灣高等法
院 105 年度 
重上字第
399號民事
判決 

幸福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
公司（上訴
人，財團法
人保險安定
基金） 

鄧文聰等人
（被上訴
人，已卸任
董事、經理
人及職員） 

原告敗訴
（法院對被
告經營決策
做實質審
查，並認為
原告無法證
明被告違背
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及
忠實義務） 

上訴人依公
司法第 23條
第 1項、第
34條及民法
第 544 條、
第 227條第 1
項之請求，
無理由，應
予駁回 

法官不採用
且不特別論
述 
（被告主張
經營判斷法
則之適用） 

臺灣高等法
院 105 年度
金上字第 7
號民事判決 

國華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
公司（上訴
人，財團法
人保險安定
基金） 

翁世佳等人
（已卸任董
事之繼承
人） 

原告一部有
理由（被告
違反民法受
任人義
務）、一部
無理由 

民法第 535
條、544條 

法官不採
用，但附帶
提及若採
用，仍因違
反忠實義務
而無法獲得
BJR 保護 
（被告主張
經營判斷法
則之適用） 

臺灣高等法
院 105 年度
金上字第 19
號民事判決 

幸福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
公司（上訴
人，財團法
人保險安定
基金） 

鄧文聰等人
（被上訴
人，已卸任
董事、經理
人及職員） 

原告敗訴
（法院對被
告經營決策
做實質審
查，並認為
原告無法證
明被告違背
善良管理人

上訴人依公
司法第 23
條、及民法
第 544 條之
請求，無理
由，應予駁
回 

法官不採用
且不特別論
述 
（被告主張
經營判斷法
則之適用）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01351&lno=544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01351&lno=544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01351&lno=544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01351&lno=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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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義務及
忠實義務） 

臺灣高等法
院 105 年度
重上字第
613號民事
判決 

幸福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
公司（上訴
人，財團法
人保險安定
基金） 

鄧文聰等人
（被上訴
人，已卸任
董事、經理
人及職員） 

原告敗訴
（法院對被
告經營決策
做實質審
查，並認為
原告無法證
明被告違背
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及
忠實義務） 

上訴人依公
司法第 23條
第 1項、第
34條及民法
第 544 條、
第 227條第 1
項、第 184
條第 1項前
段及第 2
項、第 185
條第 1項前
段規定之請
求，無理
由，應予駁
回 

法官不採用
且不特別論
述 
（被告主張
經營判斷法
則之適用） 

臺灣高等法
院 105 年度
重上字第
973號民事
判決 

幸福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
公司（上訴
人，財團法
人保險安定
基金） 

鄧文聰等人
（被上訴
人，已卸任
董事、經理
人） 

原告敗訴
（法院對被
告經營決策
做實質審
查，並認為
原告無法證
明被告違背
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及
忠實義務） 

上訴人依公
司法第 23
條、第 34條
及民法第
544條、第
227條第 1
項、第 184
條第 1項前
段及第 2
項、第 185
條第 1項前
段規定之請
求，無理
由，應予駁
回 

法院主動採
用並論述經
營判斷法則
之適用 
（被告主張
經營判斷法
則之適用） 

臺灣高等法
院 103 年度
重上字第
139號民事
判決 

太平洋崇光
百貨股份有
限公司（上
訴人） 

章民強、章
啟明及章啟
正等人（被
上訴人，已
卸任董事） 

原告敗訴
（法院對被
告經營決策
做實質審
查，並認為
原告無法證
明被告違背
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及
忠實義務） 

原告依民法
第 184條第 1
項前段、第
185條第 1 
項、公司法
第 23條第 1
項、民法第
535條、第
544條規
定，及依民
法第 28條、
公司法第 23
條規定， 民
法第 179條
規定，均無
理由，應予
駁回（法院
認為公司法
第 23條第 1
項規定為 90
年 11月 12
日所增訂，
依法律不溯
及既往原
則，自無適

法院略帶論
述經營判斷
法則之適用 
（被告未主
張經營判斷
法則之適
用）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01351&lno=544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01351&lno=544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01351&lno=544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01351&lno=544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4.aspx?lsid=FL001351&lno=28&ldate=20150114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4.aspx?lsid=FL001351&lno=28&ldate=2015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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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本件被
告於 87年間
之不法行
為） 

臺灣高等法
院臺中分院
100年度金
上字第 2號
民事判決 

財團法人證
券投資人及
期貨交易人
保護中心
（上訴人，
受有損害之
投資人張○
英等 52人授
與訴訟實施
權） 

尤金柱等人
（被上訴
人，金雨企
業股份有限
公司已卸任
董事、會計
師等人） 

投保中心之
上訴一部有
理由，一部
無理由 

原告勝訴部
分係依民法
第 184 條、
第 185 條、
第 28條、公
司法第 23
條、95年 1
月 11日修正
前證券交易
法第 20條
95.1.11修
正後證券交
易法第 20條
之 1之規定 

不適用 

臺灣高等法
院臺南分院
104年度重
上字第 1號
民事判決 

財團法人證
券投資人及
期貨交易人
保護中心
（代位勤美
股份有限公
司訴訟 
） 

何明憲（被
上訴人，已
卸任董事） 

原告敗訴
（法院對被
告經營決策
做實質審
查，並認為
原告無法證
明被告違背
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及
忠實義務） 

依證券交易
法第 171條
第 1項第 2、
3款、公司法
第 23條第 1
項、民法第
544條及第
184條之請
求，為無理
由，應駁回
之 

法院主動採
用並論述經
營判斷法則
之適用 
（被告未主
張經營判斷
法則之適
用） 

臺灣高等法
院 102 年度
金上字第 11
號民事判決 

財團法人證
券投資人及
期貨交易人
保護中心
（上訴人，
東森媒體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東韓
嘉千等 51人
授與上訴人
財團法人證
券投資人及
期貨交易人
保護中心訴
訟實施權） 

東森得易購
股份有限公
司、百夯股
份有限公司 

投保中心之
上訴一部有
理由，一部
無理由 

原告勝訴部
分係依本於
證券交易法
第 20條第 1
項、第 3項
及民法第 28
條之規定 

不適用 

臺灣高等法
院 105 年度
金上更(二)
字第 1號民
事判決 

財團法人證
券投資人及
期貨交易人
保護中心
（上訴人，
銳普電子股
份有限公司
之投資人袁
中桂等 217 
人授與訴訟
實施權） 

陸金正等人
（被上訴
人，已卸任
董事及監察
人） 

原告勝訴 原告勝訴係
依本於依民
法第 184 條
第 2 項、第
185 條第 1 
項、公司法
第 23條第 2 
項、修正前
證交法第 20
條第 2 項、
第 3 項規定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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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
院 106 年度
金上字第 5
號民事判決 

財團法人證
券投資人及
期貨交易人
保護中心
（上訴人，
代位吉祥全
球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訴
訟） 

謝漢金（被
上訴人，已
卸任董事
長） 

原告敗訴
（法院對被
告經營決策
做實質審
查，並認為
原告無法證
明被告違背
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及
忠實義務） 

原告依公司
法第 23條第
1 項、民法
第 544 條、
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
後段規定請
求均無理
由，應予駁
回 

法官不採用
且不特別論
述 
（被告主張
經營判斷法
則之適用） 

臺灣高等法
院 105 年度
重訴更(二)
字第 2號民
事判決 

財團法人證
券投資人及
期貨交易人
保護中心
（代位元大
證券股份有
限公司訴
訟） 

杜麗莊、林
明義（已卸
任董事） 

原告敗訴
（法院對被
告經營決策
做實質審
查，並認為
原告無法證
明被告違背
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及
忠實義務） 

原告依依公
司法第 23條
第 1 項、民
法第 184、
185、544
條，以及投
保法第 10條
之 1第 1項
第 1款規
定，均無理
由，應予駁
回 

不適用 

臺灣高等法
院 104 年度
重上字第
151號民事
判決 

遠東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
（上訴人） 

中華開發工
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國巨股份有
限公司（被
上訴人，法
人股東） 

原告敗訴
（法院認為
被上訴人並
非法人董
事，胡定吾
等人係依公
司法第 27條
第 2 項規定
當選為董
事、監察
人，與上訴
人存有委任
契約關係者
為渠等，而
非被上訴人
等公司） 

原告民法第
535 條、第
544 條之規
定為無理
由，應予駁
回 

不適用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1292&lno=27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1292&lno=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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