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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我國企業併購法自 2002 年訂定後歷經兩次修正，按 2015 年 7 月 8 日修正後

現行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規定，不同意公司進行併購之股東得請求公司按當時公

平價格收買其持股，此權利救濟機會學說稱為「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而

公司與股東間若未能就股份收買價格達成協議，則公司應為聲請人，以未達成協

議股東為相對人向法院聲請裁定股份價格，並由公司支付聲請程序及鑑定人費用。

相較修法前規定，修法後減輕異議股東程序及費用負擔，預料將提升股份收買請

求權之運用而增加裁定實務數量。 

於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解釋文認為立法者對於被現金逐出公司之異議

股東，就股份對價公平性之確保應設立有效權利救濟機制，方能符合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除被現金逐出之股東，其餘符合法定要件之異議股東

亦有行使請求公司收買股份之權利，惟現行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並未就股份公平

價格認定方式有明確規範，以致我國股份收買請求權裁定實務見解紛亂不齊。法

院裁定機制若欲發揮該號解釋所謂有效權利救濟機制之功能效用，關鍵應在認定

股份公平價格方式須於企業併購法立法目的之「利於企業進行併購」，與股份收

買請求權功能目的之「保障異議股東權益」間取得平衡，不得厚此薄彼，更不應

缺乏論證即逕以股票市場價格或併購案收購價格作為股份公平價格。 

從而，本文擬搜尋及整理我國股份收買請求權公開裁定，分析實務認定股份

公平價格作法，於此，美國德拉瓦州已累積豐富實務見解，且其為因應 2011 年

左右興起之收買套利風潮產生的實務見解改變及相關法律修正，可作為我國現行

法及實務之借鏡。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於近期 Dell 案及 DFC 案建立以併購過程

妥適性為中心的認定股份公平價格方式，於我國應如何適用方能使實務裁定價格

更接近公正、公允與公平，即本文探討之核心。於本文第五章，將逐列我國實務

認定股份公平價格諸多疑義進行檢討，並提出本文見解，期能為股份收買請求權

制度之完善盡一己之力，以達成該制度設計之功能目的。 

關鍵字：企業併購、股份收買請求權、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公平價格、併

購過程、收買套利、收購價格、市場價格、獨立專家、受託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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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Busines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ct (“the Act”) has amended twice 

since it was promulgated. According to Article 12 of the Act amended in 2015, the 

shareholder who has expressed objection to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s (“M&A”) by a 

company may have appraisal right to request the company to buy back the shares at the 

then fair price. The company shall apply to the court for a ruling on the fair price against 

all the dissenting shareholders, in case no agreement about the price of buying back is 

reached. The company shall also bear the expenses of the application procedure and the 

compensation for the inspector. With the amendment to the Act, it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incentives to assert appraisal right and rise appraisal litigation. 

Article 15 of the Constitution guarantees people’s property rights. According to 

J.Y. Interpretation No.770, the Legislature shall provide all frozen-out shareholders a 

timely and effective remedy to get fair value of their shares, or it may violate the people’

s property right protected by the Constitution. Appraisal right shall be available to the 

dissenting shareholder applicable in the situation where the prerequisites are satisfied. 

However, there is no clear and specific prescription of determining fair value in 

appraisal litigation under Article 12 of the Act. The price ruling mechanism must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purpose of enacting the Act to “facilitate M&A by a business” 

and the function of appraisal right to “protect dissenting shareholders”. If the court 

concludes stock market price or deal price as fair value without scrutinizing of the sale 

process, it may fail to achieve the essence of J.Y. Interpretation No.770. 

This thesis focus on how the court determines the fair value of shares by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the opinion of Taiwan appraisal cases. The evolution of Delaware 

appraisal litigation and the amendment of Section 262 of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could be a foundation to follow. In Dell and DFC, the Delaware Supreme Court 

relied on deal price to measure fair value when the sale process was reasonable. The 

main issue is how to apply Delaware statute and case law to establish fair value in an 

appraisal proceeding and design appraisal right under Taiwan law. The thesis will 

analyze the appraisal litigation issues of determining fair value of shares at Chapter 5, 

and expect to propose suggestions to make the Court ruling and the Act more reasonable. 

Keywords: M&A, Appraisal Right, J.Y. Interpretation No.770, Fair Value, Process, 

Appraisal Arbitrage, Deal Price, Market Price, Independent Expert, Fiduciary D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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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企業併購（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乃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面向涵

蓋法律、會計及企業管理等，牽涉不僅自身企業財務、非財務狀況，更需瞭解對

手之來歷，而此處所指對手，對企業而言可能為親人、朋友，亦可能是敵人。如

何在不同狀況下妥適策略規劃、談判協商、評估價值、租稅安排、履約整合，以

及解決境內或跨國之法律問題或併購完成後可能遇到之爭訟情形等；又如何在瞬

息萬變的政治、經濟環境1完成併購，皆是使併購案複雜難解之因素。 

依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普華國際財務顧問公司和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

會聯合發表之《2019 台灣併購白皮書》2，2018 年的全球併購交易統計達美金 3.5

兆元，較 2017 年成長近 4%3；我國 2018 年的併購交易金額則達美金 107.4 億元，

較 2017 年成長近 75%，顯示出我國併購之交易市場仍然熱絡。而企業進行併購

之動機可分為外在動機與內在動機，前者如企業順應產業結構改變、景氣波動或

政治經濟情勢變動等；後者如與同類型產業水平整合、與上下游垂直整合、多角

化經營、取得互補性技術等因素，進而產生併購之需求4。 

完成併購後，作為併購標的之目標公司可能會隨之消滅、成為併購公司之子

公司，或分割營運之一部分予併購公司等，無論如何，只要涉及公司一部或全部

之重大變更，即無法排除有投資人非表贊同之可能。然而，僅持有少數股權的小

股東表示反對意見，對於股東會決議之形成影響不大；相對而言，掌握多數股權

的大股東，即可能運用其控制權優勢令併購案強行於股東會通過5。此種情況下，

1 例如 2018 年至今的中美貿易戰，中國與美國互相就部分進口商品加徵關稅，即可能對併購案

埋下不確定因素。 
2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普華國際財務顧問公司與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2019 台灣併購

白皮書，頁 4，https://www.pwc.tw/zh/publications/topic-invest/2019-taiwan-mna.html（最後瀏覽

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3 因 2018 下半年度受中美貿易爭端、全球保護主義等影響，企業間併購轉為保守觀望態度，交

易金額較上半年度大幅減少，使得 2018 年交易金額較 2017 年僅成長近 4%。參閱 2019 台灣併

購白皮書，同註 2，頁 5。 
4 游明德、吳德豐、李宜樺、周建宏、林瓊瀛、翁麗俐、黃小芬、楊敬先、劉國佑、謝淑美，企

業併購策略與最佳實務，頁 27-28，2016 年 3 月，3 版。 
5 2018 年我國 19 家的下市下櫃公司中即有 15 家係來自併購交易，公司風光下市下櫃的背後可

能是來自大股東對於公司前景看好，而決定逐出小股東以獨享利益，小股東對於早已計算好的收

https://www.pwc.tw/zh/publications/topic-invest/2019-taiwan-mn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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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否保障小股東之權益，又應使用何種方式保障，不無疑義，該等問題於 2018

年 11 月 30 日公布之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即曾受討論。 

 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係大法官罕見針對涉及私經濟事件的企業併購法

所作成的一號解釋6。該案中，聲請人原持有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原台固公司」）股份，原台固公司與台信國際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

信公司」）合併，合併完成後原台固公司為消滅公司，台信公司則為存續公司，

而台信公司更名為「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台固公司」）」7。聲

請人持有原台固公司之股份，於公司合併時遭轉換為現金，其訴請新台固公司返

還股票，然遭最高法院駁回上訴確定。本案爭點係企業併購法第 4 條第 3 款8允

許現金逐出合併，以及 2002 年 2 月 6 日制定公布之同法第 18 條第 5 項（現為第

18 條第 6 項）9排除公司法有關利益迴避規定之適用，是否違反憲法第 15 條保障

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首先，理由書肯認人民持有之公司股份，為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保障範圍10。

再者，理由書指出企業併購法允許現金逐出合併及排除公司法有關利益迴避規定

之適用是否合於憲法第 15 條規定，關鍵在於相關規定是否對於未贊同股東之權

益提供充分保護，而非具利害關係之股東是否迴避11。 

關於企業併購法規，我國相關規定原散落於各法典之中，後於 2002 年訂定

「企業併購法」，以利企業進行組織調整、發揮經營效率、提升公司經營體質及

強化公司競爭力12，而如何在「利於企業進行併購」與「保障未贊同股東之權益」

                                                
購價格無可置喙，仍住在「套房」的小股東僅能黯然退場。參閱涂憶君、潘羿菁，大老闆的金錢

遊戲》大股東強行股票換鈔票  小股民只有被坑殺的份！，財訊，2019 年 7 月 24 日，

https://www.wealth.com.tw/home/articles/21565（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6 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黃虹霞大法官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頁 1，http://cons.judici

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770（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7 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第 1 段，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

show?expno=770（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8 企業併購法第 4 條第 3 款：「合併：指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參與之公司全部消滅，由新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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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並以存續或新設公司之股份、或其他公司之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

為對價之行為。」 
9 2002 年 2 月 6 日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5 項（現為第 18 條第 6 項，2015 年 7 月 8 日僅作項次

更動，內容未修正）：「公司持有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股份，或該公司或其指派代表人當選為其他

參加合併公司之董事者，就其他參與合併公司之合併事項為決議時，得行使表決權。」 
10 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同註 7，第 2 段。 
11 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同註 7，第 6 段。 
12 參閱企業併購法第 1 條，及該條之立法理由。 

https://www.wealth.com.tw/home/articles/21565
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770
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770
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770
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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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取得平衡，即顯重要。對此，理由書指出未贊同股東之權益保護應分為兩個面

向探討，一為其是否能充分獲悉利害關係資訊；二為股份公平價格之確保是否設

有效權利救濟機制13。 

所謂充分獲悉利害關係資訊，係指應使股東及時獲取併購案對公司利弊影響

之重要內容、具利害關係股東及董事之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以及其贊成或

反對併購決議理由之資訊14；所謂公平價格確保之有效權利救濟機制，係指未贊

同併購股東之股權受剝奪時，應有救濟規範確保其取回對價之公平性，避免控制

股東或董事以多數決方式恣意片面訂定價格15。 

對此，我國現行 2015 年 7 月 8 日修正公布之企業併購法，針對「充分獲悉

資訊」與「公平價格確保之有效權利救濟機制」部分已有基本規範16。惟理由書

指出現行法規範仍有疏漏不足之處17，前者不足處在於現行企業併購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並無要求有利害關係之股東或董事於開會前一定合理期間使股東及時

獲悉資訊，且其提供資訊不足時亦缺乏有效救濟機制18；後者不足處則在於現行

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規定僅適用於股東請求收買股票之情形，而不適用於未贊同

合併之股東不願被逐出，然卻因現金逐出合併而遭剝奪股權之情形。 

                                                
13 有論者認為「充分獲悉利害關係資訊」及「對價公平性之有效權利救濟機制」為擇一關係，只

要具備其一則系爭規定即不會違憲，參閱黃朝琮，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之若干公司治理法制

議題，國會季刊，47:3 期，頁 82，2019 年 9 月。惟羅昌發大法官於協同意見書中闡明若無同時

滿足此二條件，則系爭規定應屬違憲，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羅昌發大法官提出之協同

意見書，頁 1，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770（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14 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同註 7，第 7 段。 
15 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同註 7，第 8 段。 
16 充分獲悉資訊部分，規範於現行企業併購法第 5 條第 3 項：「公司進行併購時，公司董事就併

購交易有自身利害關係時，應向董事會及股東會說明其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及贊成或反對

併購決議之理由」；公平價格確保之有效權利救濟機制部分，規範於現行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8

項至第 12 項，第 8 項：「法院為價格之裁定前，應使聲請人與相對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相

對人有二人以上時，準用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至第四十四條及第四百零一條第二項規定」、第

9 項：「對於前項裁定提起抗告，抗告法院於裁定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第 10 項：

「價格之裁定確定時，公司應自裁定確定之日起三十日內，支付裁定價格扣除已支付價款之差額

及自決議日起九十日翌日起算之法定利息」、第 11 項：「非訟事件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百八

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於本條裁定事件準用之」、第 12 項：「聲請程序費用及檢

查人之報酬，由公司負擔。」 
17 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同註 7，第 11 段。 
18 惟有論者認為，重點應在於如何定義董事會提供之利害資訊是否「足夠」，以及除提供利害資

訊外，應再提供併購對公司影響之重要內容，方能使股東於開會前整合資訊以作出適切符合利益

之決定，否則現行企業併購法第 5 條第 3 項將形同具文。參閱程春益、陳穎蒨，從大法官釋字第

770 號解釋重新思考現金逐出合併制度，萬國法律，224 期，頁 41，2019 年 4 月。 

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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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行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提供不贊同併購之股東得請求公司按當時公平

價格，收買其持股之權利，學說稱為「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該條規定下，

異議股東於部分併購類型若已踐行法定程序而與公司就股份收購價格未能達成

共識，公司即應向法院聲請為股份價格裁定19。該條規定除理由書所指問題，重

點係股份公平價格應如何認定，方能於有利企業進行併購與保障異議股東權益間

取得平衡，此點於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各大法官提出之意見書可略見一斑20。 

有鑑於我國法規對於公平價格之認定尚無明確規範，亦無見我國實務有適當

認定股份公平價格之作法21，故本篇論文擬以企業併購股份收買請求權之公平價

格認定為題，除介紹我國現行法及實務運作，同時點出我國實務於公平價格認定

之問題。而本文將以併購過程妥適性為中心進行論述，再以美國德拉瓦州之法規

範及實務見解演變作為他山之石，最後提出本文見解與建議，作為我國制度及實

務檢討改進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第一項 研究範圍 

探討股份收買請求權之公平價格認定前，必須先大致介紹各種併購類型，始

能瞭解股份收買請求權非適用所有併購類型之原因。而我國企業併購法規較完整

之規範為企業併購法，企業併購法自 2002 年 2 月 6 日制定公布後歷經兩次修正，

現行最後修正日期為 2015 年 7 月 8 日，本文後續企業併購法部分若無特別指明，

則將以現行 2015 年修正條文作為有效條文。 

惟企業併購法並無包含所有併購類型，例如公開收購、部分股權交換的股份

交換及金融機構之併購等，皆另訂有法律規範。礙因篇幅所限，本文以下章節所

19  股份收買請求權適用之併購類型請參閱本文第三章第一節第一項第一款與第二款之內容；股

份收買請求權之請求程序請參閱本文第三章第一節第二項之內容。 
20 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黃虹霞大法官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同註 6，頁 6-7；司法

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黃瑞明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頁 4-5，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

h-tw/jep03/show?expno=770（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蔡

明誠大法官提出之部分協同意見書，頁 8，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

=770（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21 我國實務之作法，請參閱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四項之內容。

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770
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770
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770
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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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之併購類型，僅包含企業併購法所指之併購類型、公開收購，以及部分股權交

換的股份交換，不包含金融機構間併購，合先敘明。 

就我國實務案例研究，本文搜集範圍係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得公開閱覽

之裁判書，僅包含股份收買請求權民事裁定，不包含行政或刑事判決。公司類型

屬股份有限公司22，而依「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與「非上市、上櫃或興櫃公

司」為區分23；案例併購類型則不再做細緻區分，惟部分不適用股份收買請求權

制度之併購類型，例如簡易合併、非對稱式股份轉換等無須召集股東會決議者，

則非屬本文案例研究範圍。 

此外，不限於股份收買請求權制度法律層面之探討，會計評價方法亦將於本

文提及，囿於能力所限及避免焦點模糊，股份價格計算之會計部分，本文僅將概

略介紹，而非深入細談24。主要重點仍將放在德拉瓦州法規範及案例法之比較，

因其於 2011 年左右曾興起收買套利（appraisal arbitrage）之風潮，並於 2016 年

就其普通公司法（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作出相對應之修正，於此

部分對我國制度之增補有一定參考價值。 

第二項 研究方法 

有鑑於我國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制度係引進自美國25，本篇論文將結合

文獻分析法及比較分析法等，作為研究方法。 

文獻分析法部分，本文將搜集國內外學說研究，包含專書、期刊論文、碩博

士學位論文、相關法規、主管機關函釋見解及網路資訊等；比較分析法部分，本

文則選擇以法規範相對成熟並累積豐富實務見解的德拉瓦州，作為我國實務借鏡

22 按企業併購法第 4 條第 1 款規定，企業併購法所指之公司，指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23 按證券交易法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對於未依本法發行之股票，擬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

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者，應先向主管機關申請補辦本法規定之有關發行審核程序」，故上市、

上櫃或興櫃公司必定是公開發行公司，公開發行公司未必為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而所謂公開

發行係指相對於私募，將股票拿出來給非特定人、大眾認購。又因我國係採自願公開發行（參照

公司法第 156-2 條第 1 項），而公開發行公司須定時公開財務、業務資訊，故除欲上市、上櫃或

興櫃公司之公司外，幾乎皆不願成為公開發行公司。參閱劉連煜，現代公司法，頁 318、321，

2019 年 9 月，14 版。 
24 請參閱本文第三章第二節之內容。 
25 參閱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 2002 年 2 月 6 日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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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對象26。透過縱橫交錯的學說、主管機關及法院等見解，本文將梳理我國與德

拉瓦州實務認定股份收買請求權股份公平價格之脈絡，釐清我國現行作法有疑義

之處，冀望透過近期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實務見解，為我國實務公平價格認定之方

式提供參考，並建立我國合理之認定公平價格方式，朝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

所述強化股東權益保障之方向邁進。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篇論文共分為六章，各章主要內容分述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包含本文之研究動機、目的、範圍、方法及架構之說明。 

 第二章為我國企業併購制度之介紹，主要分為兩部分，即企業併購之類型與

企業併購之商業流程。前者按企業併購法分為三種併購類型，包含合併、分割及

收購，而本文將就各種併購類型之「定義」、「相關學說及實務見解」、「股份

收買請求權之適用與否」及「委請獨立專家對併購價格表示意見之適用與否」四

部分為主簡要介紹；後者本文則將就公司於併購前後進行之實務流程，包含策略

規劃、評估、協商及履約整合等階段，進行概略檢視。 

 第三章為我國股份收買請求權於現行企業併購法之制度及實務探討，主要分

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股份收買請求權制度於現行法規範、學說及司法院釋字

第 770 號解釋下適用之併購類型，以及股份收買請求權之法定聲請與裁定程序；

第二部分為企業財務評價方法，本文將就評價準則公報所列示常用之評價方法進

行概略介紹，包含市場法、收益法及資產法；第三部分將從學說、現行法、主管

機關與實務見解為各角度，探討股份公平價格之認定方式；第四部分則先以我國

私有化併購實務與法規範設計問題為出發點，點出我國法院認定公平價格面臨之

問題及其重要性，並作為第五章重新檢視問題之探討背景。 

第四章為美國德拉瓦州股份收買請求權之制度及實務探討，主要分為兩個部

分。第一部分為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規定之股份收買請求權適用併購類型，與股

                                                
26 美國德拉瓦州衡平法院成立於 1792 年，為美國最早的商業法院，由專業職業法官組成商業法

庭，其表現亮眼處在於得使用衡平原則不斷改變經濟環境與法律關係，故經常為美國各州仿效之

模範。參閱王志誠，德拉瓦州商業法院之設立及啟發，月旦法學雜誌，250 期，頁 6-7，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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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請求及法院裁定之程序；第二部分為實務認定公平價格之趨勢變化，從早期以

德拉瓦州塊狀法計算、現金流量折現法大量運用，至晚近作成大量以收購價格為

公平價格之判決，德拉瓦州法院建立認定股份公平價格之方式為本章之探討核心。 

 第五章為我國實務認定股份公平價格問題之再檢視，本章係承接第三章第四

節第二項所提出之我國實務認定問題。於此，本文將連結德拉瓦州之學說與實務

見解，作為我國實務認定問題之借鏡，除探求我國現行法制於德拉瓦州認定公平

價格方式之適用，並於末節提出本文見解，嘗試重新建構實務認定股份公平價格

之方式，以權衡企業併購法鼓勵企業進行併購之立法目的，與股份收買請求權制

度保障異議股東權益之精神。 

 第六章為結論與未來研究建議，包含結論及未來研究方向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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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企業併購制度介紹 

企業併購於美國發展已有百年歷史，全球化（Globalization）趨勢及科技日

新月異進步成為企業併購主要驅動因素（key drivers），係因企業須藉由整合拓

展業務範圍，否則僅能被淹沒於這股浪潮27。依論者統計數據，全球併購市場交

易金額於 2015 年約美金 4.2 兆元，為自 2007 年金融海嘯以來新的高峰值，而其

中屬大型併購案（mega-deals）者，超過美金 100 億元有 69 件，超過美金 500 億

元則有 10 件，大型併購案交易額約佔 2015 年全年交易額 45%28。 

而企業併購的型態，也從單純國內企業間的併與購，演變出現跨國併購、敵

意併購、現金逐出合併及管理階層併購等各式併購態樣，近年由私募基金介入主

導併購之情形更是熱絡。完善的法規範是企業能靈活運用併購進行組織再造的基

本要求，我國企業併購法自 2002 年 2 月制定公布迄今，僅經歷兩次修正，現行

有效條文為 2015 年 7 月版，相較於美國併購相關法規範，我國確有其不足之處。 

以下本文將區分為兩大部分，進行簡要之說明，即企業併購類型與企業併購

商業流程。就前者而言，因涉及法律競合問題，故釐清企業併購法律適用之順序

後，本文將以併購之方式、股東是否得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及是否應委請獨立

專家就併購價格出具合理性意見為主要重點，介紹企業併購法所含括之類型；就

後者而言，本文則將著重於併購前至併購後公司概略實行之流程，包含策略規劃、

出價前評估、全面評估、協商及履約整合等程序。 

第一節 企業併購相關法律 

我國分別於 1990 年 12 月制定「金融機構合併法」、2001 年 7 月制定「金融

控股公司法」，規範金融機構間之合併程序，而一般公司合併相關規定卻散落於

各法典間，無法如同金融機構之併購受到合理的法律規範及鼓勵，形成極不對稱

之現象29。為消彌各法令對於企業併購不必要之限制，進而鼓勵企業藉由合併、

                                                
27 Arthur Fleischer, Jr., Alexander R. Sussman & Gail Weinstein, TAKEOVER DEFENS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 1.01 (2018). 
28 Id. 
29 李禮仲，企業併購法之探討，全國律師，6:5 期，頁 6，2002 年 5 月。 



DOI:10.6814/NCCU2019012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niv

ers
i t

y

9 
 

收購或分割等方式進行產業整合，增加經營效率及提升國際競爭力30，我國於

2002 年選擇以專案立法，而非修改各部法典之方式制定公布「企業併購法」。但

若企業併購法以專法之角色取代證券交易法及公平交易法，部分功能仍尚嫌不足，

故當時以證券交易法及公平交易法配合修法作為折衷31，前者納入私募制度，並

將公開收購制度由核准制改為申報制等；後者則放寬事業結合管制之規定，由事

前申請許可制改為事前申報異議制等，形成所謂「企業併購三法」。 

惟企業併購法並非包含所有併購類型，例如公開收購、股份交換兩種制度即

無規定於該法中，而是分別規定於證券交易法與公司法32。關於企業併購時相關

法律之適用順序，按企業併購法第 2 條規定，股份有限公司33之併購依企業併購

法之規定；企業併購法未規定者，則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公平交易法、勞動

基準法、外國人投資條例及其他法律之規定（企業併購法第 2 條第 1 項）。而若

涉及金融機構之併購，則依金融機構合併法及金融控股公司法之規定；該二法未

規定者，則依企業併購法之規定辦理（企業併購法第 2 條第 2 項）。 

由上述適用順序即可略知，企業併購牽涉範圍多且廣，除上述法律外，稅務

法規亦是重要課題之一。有關於租稅減免、虧損扣抵、商譽或費用攤銷等租稅措

施，現行企業併購法主要規定於第三章（企業併購法第 39 條至第 48 條）。倘若

租稅同時涉及企業併購法、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已於 2010 年 5 月 12 日廢止）、

公司法或金融機構合併法，除金融機構優先適用金融機構合併法外，一般公司遇

租稅優惠相同項目時應優先適用企業併購法之規定，倘企業併購法未規定方才分

別依公司法、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之規定適用34。 

第二節 企業併購類型 

                                                
30 參閱企業併購法立法紀錄，立法院公報處，院會紀錄，立法院公報，91 卷 10 期 3206 號上冊，

頁 273，2002 年 1 月；企業併購法第 1 條。 
31 李禮仲，同註 29，頁 3。 
32 游明德等，同註 4，頁 62。 
33 依企業併購法第 4 條第 1 款，公司係指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34 財政部 2002 年 8 月 28 日臺財稅字第 0910454829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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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併購一詞源於實務運作，而非自法律嚴謹用語而生35，一般指透過個人

或法人取得公司控制性股權36的過程37。併購二字就文義上而言，可拆分為「併」

（Mergers）及「購」（Acquisitions），我國企業併購法第 4 條第 2 款將併購定義

為股份有限公司之合併、收購及分割，而依主管機關見解，企業併購法僅適用於

股份有限之間合併，或股份有限公司與有限公司合併後存續公司為股份有限公司

者，不適用於有限公司間合併而新設公司為股份有限公司之樣態38。以下本文將

就企業併購法所規定企業併購類型分述介紹之。 

第一項 合併 

第一款 一般合併 

按企業併購法第 4 條第 3 款規定，合併係指依企業併購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參

與之公司全部消滅，由新成立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或參與之

其中一間公司存續，由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全部權利義務，並以存續或新

設公司股份、或其他公司之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的行為。該條款前段

即所謂新設（創設）合併；後段則為吸收合併。換言之，新設立或存續之公司，

出具合併對價來取得對消滅公司淨資產之控制39，該合併對價可能是現金、新設

或存續公司之股票、其他公司之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或以部分股份、部分現

金、部分財產之混合方式作為對價，且股份無須按股東持股比例發放40。 

新設或吸收合併之新設立或存續公司，必須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

務（企業併購法第 24 條前段；公司法第 319 條準用同法第 75 條），而權利義務

                                                
35 楊岳平，公司治理與公司社會責任：企業併購下股東、債權人、員工、投資人之保護，頁 107，

2011 年 9 月。 
36 參閱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第 10 號：合併財務報表（2020 年金管會認可適用版），第 A8

頁第 5 至 9 段關於控制之定義，http://163.29.17.154/ifrs/ifrs_2019_approved/IFRS10_2019.pdf?15

66032（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37 游明德等，同註 4，頁 24。 
38 參閱企業併購法第 20 條規定及經濟部 2002 年 4 月 8 日經商字第 09100099560 號函。 
39 參閱經濟部 2003 年 7 月 10 日經商字第 09202139520 號函，此處淨資產係指受讓公司之資產

價值減除承擔債務價值後之價值。 
40 經濟部 2003 年 7 月 2 日經商字第 09202134060 號函、經濟部 2015 年 11 月 18 日經商字第

10402432830 號函。 

http://163.29.17.154/ifrs/ifrs_2019_approved/IFRS10_2019.pdf?1566032
http://163.29.17.154/ifrs/ifrs_2019_approved/IFRS10_2019.pdf?1566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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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之移轉，自公司董事會決議所訂定之合併基準日起生效41（企業併購法第 25

條第 1 項本文）。消滅公司繼續中之訴訟、非訟、仲裁及其他程序，則由新設公

司或存續公司承受消滅公司之當事人地位（企業併購法第 24 條後段），以免前述

程序因合併而中斷42。而實務上曾有肯認因企業併購法第 24 條前段與公司法第

75 條規定相同，故司法院釋字第 427 號解釋在此亦有所適用43，換言之，合併後

存續公司不能援引企業併購法第 24 條主張消滅公司於合併前之虧損扣除權利，

而應以合併基準日後開始計算合併後公司之盈虧。 

    而公司合併契約應以書面記載新設公司或存續公司就合併對於消滅公司股

東配發該公司或其他公司股份之總數、種類及數量或換發現金或其他財產與配發

之方法、比例及其他相關事項（企業併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3 款），參閱該款

2015 年 7 月修正理由44，足見立法者鼓勵企業以多元的對價支付方式進行合併。 

此外，我國企業併購法是否允許三角合併之合併型態，早期曾有學說上之討

論。所謂三角合併，因合併時牽涉母公司、子公司及目標公司三方，故得此名。

詳言之，三角合併係指母公司先成立一間百分之百控股子公司，再由子公司與目

標公司進行合併。倘以子公司為存續公司，目標公司為消滅公司，則稱為「正三

角合併（Forward triangular merger）」，最終母公司仍保有對子公司之控制；反之，

以子公司為消滅公司，目標公司為存續公司，則稱為「逆（反）三角合併（Reverse 

triangular merger）」，完成合併後，母公司與目標公司仍立於控制與從屬之關係，

而目標公司所獲得之合併對價，則來自子公司所持有母公司之股份45。 

有論者認為，過去雖已建構三角合併基礎，卻受限於當時企業併購法第 8 條

排除適用公司法第 267 條第 1 至 3 項既有股東或公司員工之新股優先認購權、證

券交易法第 28-1 條公司應提撥一定比率新股向外公開發行之各例示規定中，未

包含三角合併之情形46。換言之，若按此二規定，母公司若以發行新股方式作為

                                                
41 參閱經濟部 1994 年 6 月 11 日商字第 210495 號函，公司合併基準日應以公司董事會決議所訂

之合併基準日為準。 
42 參閱企業併購法第 24 條 2002 年 2 月 6 日立法理由。 
43 參閱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714 號判決。 
44 為使公司進行合併時，能安排更具彈性及多元性之對價方案，爰修正第三款，明定公司進行合

併時，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得採取不同種類或不同比例之合併對價。例如對不同股東配發之對價

種類不同或組成不同時，並應說明其價值相等之計算依據。 
45 楊岳平，同註 35，頁 108。 
46 參閱劉連煜，三角合併的規劃，台灣法學雜誌，69 期，頁 167-168，2005 年 4 月；劉紹樑，

強化企業併購法則，月旦法學雜誌，128 期，頁 11，200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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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目標公司之對價，仍須適用公司法第 267 條第 1 至 3 項規定，即須保留一定

比率新發行股份供既有股東或公司員工優先認購，而不符合三角合併之精神47，

當時主管機關見解亦同48。所幸，上述爭議已於 2015 年 7 月修正企業併購法第 8

條時解決，修法後該條第 1 項增列一款「存續公司為合併而發行新股，或母公司

為子公司與他公司之合併而發行新股」，明確將三角合併類型列入排除範圍49，此

後，公司得按企業併購法第 4、8、22 條進行三角合併，應無疑義50。 

按企業併購法第 6 條規定，若參與合併之公司為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非公

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無此義務），則於召開董事會決議併購事項前，應設置特別委

員會，就本次併購計畫與交易之公平性、合理性進行審議，並將審議結果提報董

事會及股東會（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本文），若公司設有審議委員會，則由

審議委員會代特別委員會行使職權（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2 項）。而其進行審議

時，應委請獨立專家協助就換股比例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提供

意見（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3 項），所謂獨立專家依主管機關見解51以及企業併

購法第 6 條第 4 項授權訂定之辦法規定，包含會計師、律師及證券承銷商，其不

得與併購雙方當事人為關係人，或具利害關係而足以影響獨立性（公開發行公司

併購特別委員會設置及相關事項第 6 條第 2 項），惟實務上併購之價格合理性意

見通常由會計師所出具，律師和證券承銷商僅扮演輔助角色52。 

於新設或吸收之合併類型下，存續公司與消滅公司之少數股東若不同意合併

案，皆得於股東會決議合併前以書面表示異議或口頭表示異議經紀錄，請求公司

按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持有之全部股份（企業併購法第 12條第 1項第 2款本文）

53，此為學理上所謂「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是一種股東退出機制，使其得

                                                
47 曾更瑩，修正後企業併購法與三角合併，月旦裁判時報，52 期，頁 67，2016 年 10 月。 
48 經濟部 2005 年 3 月 22 日經商字第 09402030210 號函：「按企業併購法第二十二條之立法理

由，係有三角合併之機制，尚無疑義。惟同法第八條，未符合規定合併時可排除公司法第二六七

條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八條員工、原股東之認股權或提撥公開發行等規定。是以，應遵循修正企業

併購法第八條增列一款『因合併而發行新股』辦理，爰此，因涉及員工及原股東權益之保護，尚

難擴張解釋之。」（該函現已停止適用。） 
49 經濟部 2015 年 11 月 18 日經商字第 10402432830 號函。 
50 曾更瑩，同註 47，頁 67-68。 
51 經濟部 2004 年 5 月 25 日經商字第 09300553741 號函。 
52 王志誠，獨立專家在併購交易應有之功能及法律地位，世新法學，5:1 期，頁 56，2011 年 12

月。 
53 經濟部 2003 年 11 月 4 日經商字第 0920222299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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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最後救濟手段收回投資54。雖企業併購法於 2015 年 7 月修法時，已針對各

併購類型下，異議股東與公司間公平價格之協議、協議之期間、法院為價格裁定

之方式等已有較詳盡之規範，惟此法院裁定方式，依現行法規定僅適用於股東主

動向公司請求收買股票，不適用於未贊同合併之股東不願被逐出，卻因現金逐出

合併而股權遭剝奪之情形，於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的大法官會議中即曾被認

為現行規定有所不足處，應由立法者檢討改進55。 

而於三角合併，母公司股東能否行使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學說有不同

見解，採否定說論者認為三角合併之決定屬經營者專業判斷，不宜給予異議股東

股份收買請求權56；採原則否定，例外肯定說論者則認為，原則上股東無須干預

經營者專業判斷，惟若公司採三角合併之風險與一般合併時的風險無異，此時仍

應賦予母公司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如此方得完善保障其權利57。亦有論者

從規避法規角度出發，認為現行法無法阻止母公司設立 100%持股子公司作為空

殼公司，再利用子公司與目標公司進行三角合併，母公司股東原有機會可行使股

份收買請求權，卻因制度設計而失去異議機會，應於立法政策上再為考量58。 

第二款 簡易合併 

按企業併購法第 19 條規定，簡易合併係指公司合併其持有 90%以上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或公司分別持有 90%以上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

子公司（企業併購法第 19 條第 1 項前段、第 4 項）。前者為立法之初即有的母、

子公司簡易合併；後者則為 2015 年 6 月修法新增之兄、弟公司間簡易合併，所

稱兄、弟公司即同一控制公司（母公司）底下之各子公司，且控制公司持股皆達

90%以上而言。 

                                                
54 王志誠，優質企業併購法之建構：效率與公平之間，台灣法學雜誌， 60 期，頁 93，2004 年 7

月。 
55 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同註 7，第 11 段。 
56 劉連煜，公司合併態樣與不同意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載：公司法理論與判決研究（四），頁

214，2006 年 4 月。 
57 王文宇，我國公司法購併法制之檢討與建議－兼論金融機構合併法，月旦法學雜誌，68 期，

頁 32，2001 年 1 月。 
58 游啟璋，股份收買請求權的股東退場與監控機制，月旦法學雜誌，128 期，頁 61，200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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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時，得作成合併契約，經母、子公司或各子公司間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

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特別決議行之（企業併購法第19條第 1項後段）。

因存續公司與消滅公司間具高度控制與從屬關係，二者合併對於存續公司或消滅

公司之股東皆不生利益保護問題，故僅須各該董事會特別決議，無須經股東會決

議即可合併59。此外，僅子公司股東得行使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母公司股

東則無此權利（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3 款）。至於子公司召開之董事會，

母公司應否適用公司法第 178 條60股東利害迴避之規定？由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

第 6 項61立法意旨觀之，有鑑於合併係站在提升公司營運效率、促進組織再造之

角度，即便母公司持有子公司股份應不致發生有害公司利益之情形，故排除公司

法第 178 條及第 206 條之適用，母公司仍可參與子公司董事會決議。 

按企業併購法第 4 條第 7 款規定，母公司係指直接或間接持有子公司已發行

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公司。而依主管機關見解，簡易合併

於母、子、孫公司間亦有其適用62，換言之，母公司於合併持有或分別持有 90%

以上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時，亦得一同合併子公司持有或分別持有

90%以上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即孫公司）。惟簡易合併僅適用於合

併後存續公司為母公司之情形，倘若合併後以母公司為消滅公司、子公司為存續

公司，即應按一般合併方式處理63。從而有論者認為以母公司或子公司為存續公

司，僅是公司自行考量之問題，對股東及債權人經濟意義並無二致，故宜增訂母

公司併入子公司之簡易合併樣態，增加企業合併彈性64。 

就簡易合併之子公司是否須設置特別委員會之問題，有論者從立法理由及簡

易合併制度精神之角度，認為雖由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修法時並無明文排除

子公司之適用觀之，答案應為肯定，惟從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引進獨立委員

                                                
59 楊岳平，同註 29，頁 109。 
60 公司法第 178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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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加

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61 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6 項：「公司持有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股份，或該公司或其指派代表人

當選為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董事者，就其他參與合併公司之合併事項為決議時，得行使表決權。」

本項於 2015 年 7 月修正前原為第 18 條第 5 項，修正後僅將條文移至第 6 項，內容無增刪。 
62 經濟部 2002 年 11 月 28 日經商字第 09102272360 號函。 
63 經濟部 2009 年 1 月 16 日經商字第 09802001100 號函、經濟部 2010 年 1 月 12 日經商字第

09902400420 號函。倘若母、子公司簡易合併，消滅公司為母公司、存續公司為子公司，則依企

業併購法第 18 條處理。 
64 江朝聖，關於簡易合併的幾個問題－由美國法檢視企業併購法及其修正草案，全國律師，18:2

期，頁 23，201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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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並非參考美國德拉瓦州簡易合併之案例，且特別委員會係由公司管理階層組成，

又公司由母公司所控制，故如此要求僅會徒增成本亦不具實益，將使立法者特意

設計簡易合併得迅速進行之精神大打折扣65。 

至於簡易合併，被合併之子公司若為公開發行公司，其特別委員會或審計委

員會仍否須依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3 項委請獨立專家？主管機關曾認為簡易合

併之精神為同一集團組織重整，若為母公司合併其 100%投資子公司，則相較於

一般合併採權益法或購買法（收購法）66會計處理，簡易合併僅涉及存續公司（母

公司）帳上長期投資科目及其他資產負債科目之調整67，無涉換股比例等行為，

故子公司無委請獨立專家對換股比例合理性表示意見之實益68，存續公司亦無須

組成特別委員會或審議委員會69。倘非存續公司合併其 100%投資子公司之情形，

則法理上仍須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由特別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委請獨立專家，協

助就換股比例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提供意見（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至 3 項）70，並將審議結果提報董事會。由於簡易合併不須經股東會決議

即可行之，故特別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無須將審議結果提報股東會（企業併購法

第 6 條第 1 項但書），惟仍須將審議結果及獨立專家意見發送於股東（企業併購

法第 19 條第 2 項後段）。不過，委請獨立專家往往所費不貲，程序上亦耗費時

日，是否有要求所有併購案件公司委請獨立專家之必要，不無有探求之餘地71。 

第三款 非對稱式合併 

                                                
65 江朝聖，同註 64，頁 25-26。 
66 參閱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第七號：

企業合併及具控制之投資、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第 3 號：企業合併（2020 年金管會認可適

用版），當投資關聯企業、合資及控制子公司時，應採權益法處理；合併時則應採收購法處理，

http://163.29.17.154/ifrs/index.cfm?act=ifrs_2019_approved（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67 參閱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第 3 號：企業合併（2020 年金管會認可適用版）第 A5 頁第 2

段(c)，本準則採收購法範圍不包含共同控制下個體或業務合併，簡易合併相關指引可參閱第 B1

至 B4 頁，http://163.29.17.154/ifrs/ifrs_2019_approved/IFRS3_2019.pdf?1566032（最後瀏覽日：2

019 年 10 月 16 日）。 
68 金管會證期局 2004 年 8 月 16 日證期一字第 0930130304 號函。惟按經濟部之函釋，又認為所

有簡易合併類型皆未排除委請獨立專家之規定適用，與金管會見解似有所衝突，參閱經濟部 2004

年 5 月 27 日經商字第 09302070570 號函。 
69 金管會證期局 2015 年 11 月 17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40046153 號函。 
70 金管會證期局 2007 年 3 月 7 日證期一字第 0960001777 號函：公司依企業併購法第 19 條規定

簡易合併持有 99%之子公司時，排除金管會證期局 2004 年 8 月 16 日證期一字第 0930130304 號

函之適用。 
71 郭大維，論企業併購下獨立專家法制之建構－我國法與英國法之比較，全國律師，18:2 期，頁

38-39，2014 年 2 月。 

http://163.29.17.154/ifrs/index.cfm?act=ifrs_2019_approved
http://163.29.17.154/ifrs/ifrs_2019_approved/IFRS3_2019.pdf?1566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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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對稱式合併為一種以大吃小之合併型態，因存續公司與消滅公司規模差異

懸殊，故降低存續公司合併消滅公司之門檻。依企業併購法規定，所謂非對稱式

合併係指存續公司為合併所發行之新股未超過存續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

數之 20%、交付消滅公司股東之現金或財產價值總額未超過存續公司淨值之 2%，

且與存續公司合併後消滅之公司，其資產無不足抵償負債之虞或存續公司無變更

章程之必要者（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7 項本文及但書）。非對稱式之合併類型

下，得作成合併契約，經存續公司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

半數之特別決議即可行之（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7 項本文），此係因存續公司所

支付合併對價相對於其本身價值較少，合併對其影響不大，應無存續公司股東保

護之顧慮，故無須再經存續公司股東會決議72。此外，因非對稱式合併要件有別，

於檢視合併對價是否符合要件時，應將擬發行之新股，與擬交付之現金或其他財

產價值總額，個別分開計算之73。 

於非對稱之合併類型下，僅消滅公司異議股東得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存續

公司股東則無（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款但書），此與簡易合併規定一致

（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3 款）。有論者從比較法觀點，認為存續公司於簡

易合併及非對稱之合併類型已無須召開股東會，僅經董事會特別決議即可行之，

此時存續公司之股東理應得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否則一方面降低意思決議機關

之決議門檻，另一方面又剝奪反對股東之權利，似有失均衡74。 

又公開發行公司進行非對稱式合併時，能否排除企業併購法第 6 條之適用？

有論者認為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但書僅表示「本法規定無須召開股東會決議

併購事項者，得不提報股東會」，並未規定何種併購類型得排除適用，固然不得

省略其法定程序，且為保護消滅公司股東之權益而應比照一般合併之作法，組成

特別委員會，並委請獨立專家針對併購價格合理性表示意見並出具審議意見75，

惟因無須召開股東會，故特別委員會或審議委員會就審議結果得不提報於股東會

（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但書）。 

                                                
72 楊岳平，同註 35，頁 109。 
73 經濟部 2002 年 3 月 13 日經商字第 09102038320 號函。 
74 王志誠，企業組織再造法制之適用與檢討－金融法與企業法之交錯與接軌，月旦法學雜誌，68

期，頁 127，2001 年 1 月。 
75 王志誠，同註 52，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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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收購 

按企業併購法第 4 條第 4 款規定，收購係指公司依企業併購法、公司法、證

券交易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金融控股公司法規定取得他公司股份、營業或財產，

並以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收購者目的是為符合公司本身特定

營業需求，而取得特定公司經營主導權或特定事業之經營資源76。依企業併購法，

可依收購標的將收購區分為「股權收購」、「營業收購」及「財產收購」；倘依企

業併購法第二章第二節（第 27 條至第 34 條），則可將收購行為區分為「營業讓

與、營業受讓」與「概括承受、概括讓與」。而「公開收購」雖未於企業併購法

規定，惟仍屬證券交易法之重要收購方法，故本文於此列入收購類型，合先敘明。 

第一款 營業讓與、營業受讓 

第一目 營業讓與 

企業併購法第 4 條第 4 款之收購相當廣義，就條文觀之，似一切對於股份、

營業或財產收購行為均包含在內；相對而言，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之收購乃狹義

收購行為，僅包含概括承受、概括讓與及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 項第 2、3 款77規

定之營業、財產之讓與、受讓行為78。營業讓與係指讓與人將其營業或財產之經

營權或所有權轉讓給受讓人79，而讓與、受讓於法律上屬相對概念。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範之「營業讓與」共分為六種型態：(1)讓與全部營業及財產；

(2)讓與全部營業；(3)讓與全部財產；(4)讓與主要部分營業及財產；(5)讓與主要

部分營業；(6)讓與主要部分財產80。當公司符合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

營業受讓行為時，依企業併購法第 2 條第 1 項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精神，應優先

                                                
76 黃偉峯，企業併購法，頁 45，2016 年 8 月，2 版。 
77 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 項：「公司為下列行為，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

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一、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契約。 

二、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三、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 
78 黃偉峯，同註 76，頁 45。 
79 王志誠，營業讓與之法制構造，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19 期，頁 148，2005 年 11 月。 
80 王志誠、李書孝、彭惠筠、黃文昭、李宗哲、許苑，企業併購法實戰守則，頁 225，201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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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企業併購法規定，公司應經股東會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

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同意後方得為之（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第 1 項）。 

問題在於，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謂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

業或財產，主要部分係屬不確定法律概念，主管機關曾認為應視個案性質不同而

無法作概括性解釋81，惟學者則各持不同見解。有認為應以「質與量分析之認定」

作為主要部分之判斷基準，詳言之，當交易會使得公司營業無法繼續或將令營業

大幅縮減，此時「質」具重大性；若營業讓與之數量非屬一般，且在實質上會影

響公司之存在與設立目的，此時「量」具重大性，當質或量具重大性時，該營業

讓與的決定就不能僅透過董事會決議，而應經股東會決議方能行之，以保護公司

及股東之利益82。而實務上有單採「質」的判斷說、「量」的判斷說，或「質」與

「量」並重的認定標準說83。惟有論者認為，採質的判斷說，雖標準可隨司法體

系解釋以達規範目的，卻易將營業讓與之認定標準及法定解散事由混為一談；而

採量的判斷說，優點雖清楚明確，卻易陷入量的迷思，例如 50%標準説下，讓與

49.9%之營業或財產將被認為不具重大性，而可能有董事會刻意迴避之疑慮；兼

採質與量並重說，雖具備兩方法之優點，但能否解釋得當，關鍵仍在於有權解釋

機關能否掌握立法目的而作出合理價值判斷84。 

第二目 營業受讓 

所謂營業受讓，係指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 項第 3 款「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

產，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而言，當公司營業受讓符合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 項

第 3 款定義時，按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第 1 項之規定，公司應經股東會代表已發

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特別決議後方

得為之。而無論是營業讓與或營業受讓，按企業併購法第 4 條第 4 款規定，受讓

公司皆係以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受讓股份、營業或財產之對價。問題在於，

何謂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主管機關對於營業受讓是否會對公司營運造成

重大影響，曾認為難以概括解釋，須視各公司營業性質而定，至於有關是否對公

                                                
81 經濟部 1980 年 2 月 23 日商字第 05705 號函。 
82 劉連煜，讓與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之判斷基準，台灣法學雜誌，29 期，頁 120-121，2001 年

12 月。 
83 王志誠，同註 79，頁 159-164。 
84 王志誠，同註 79，頁 16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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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營運有重大影響之疑義，因涉及私權問題，如有爭議應交由法院裁判85。而有

論者認為，應刪除本款的「全部」字眼，因即便未全部受讓他公司營業或財產，

仍可能對公司營運造成影響86。 

此外，營業讓與及營業受讓，公開發行公司是否須依企業併購法第 6 條設置

特別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並由其委請獨立專家就收購價格合理性表示意見？於

企業併購法 2015 年 7 月修正前，舊法第 6 條第 2 項（現為第 6 條第 3 項）僅針

對分割之併購類型，明定須委請獨立專家表示意見，惟企業併購法修正後已不再

限於分割類型，而是擴大至所有併購類型87，就此而言，營業讓與及營業受讓於

企業併購法第 6 條即有其適用餘地。又有論者認為，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3 項文

義僅限於「換股比例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於營業讓與之類型，由於

受讓公司是將對價支付給讓與公司而非支付給其股東，故似不包含在企業併購法

第 6 條第 3 項之射程範圍內，對於此法律漏洞，應類推適用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3 項規定88。故於營業讓與及營業受讓之類型，公開發行公司仍應由特別委員會

或審計委員會委請獨立專家出具營業受讓價格合理性專家意見書。 

第二款 概括承受、概括讓與 

概括承受、概括讓與為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第 1 項所明定之收購類型之一89，

既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第 1 項將概括承受、概括讓與及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 項第

2、3 款之營業讓與、營業受讓分別列示，代表兩者效力應屬不同。相較於概括讓

與，營業讓與未必會發生由受讓公司概括承受其資產及負債之情形，讓與公司亦

未必會辦理解散及進行清算程序90。企業併購法上的概括承受、概括讓與係援引

                                                
85 經濟部 1991 年 6 月 20 日商字第 215681 號函。 
86 林仁光，企業併購與組織再造規範制度之重新檢視，月旦民商法雜誌，1 期，頁 178，2003 年

9 月。 
87 參閱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3 項 2015 年 7 月 8 日立法理由：「按本次修正擴大了併購對價之彈

性及增加多種併購類型，從而特別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就關於換股比例或配發股東之相關資產

交換之合理性評估資訊，自不應限於分割交易及其資產交換內容，爰修正原條文第二項，並移列

為第三項。」 
88 王志誠，同註 52，頁 54。 
89 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第 1 項：「公司經股東會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之出席，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概括承受或概括讓與，或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二

款或第三款讓與或受讓營業或財產者，其債權讓與之通知，得以公告方式代之，承擔債務時，免

經債權人之承認，不適用民法第二百九十七條及第三百零一條規定。」 
90 王志誠，同註 79，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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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法，依企業併購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其定義與範圍應回歸民法解釋91，惟

公司有概括承受、概括讓與之收購行為時，基於企業併購法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

原則，其所應踐行的法律程序仍應回歸企業併購法之規定（如同營業讓與與營業

受讓）92。而概括承受、概括讓與屬於相對概念，後者係指讓與公司將其全部營

業或財產讓與受讓公司，由受讓公司概括承受其資產及負債93。 

如同營業讓與及營業受讓之法理，公開發行公司有概括承受、概括讓與行為

時，依企業併購法第 6 條規定，公開發行公司之特別委員會或審議委員會應委請

獨立專家就收購價格合理性表示意見。而當公司有概括承受、概括讓與、營業讓

與或營業受讓行為時，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第 1 項僅規定公司應經股東會特別決

議方能為之。有疑義處在於，董事會應採普通決議或特別決議？在企業併購法無

明定下，按企業併購法第 2 條第 1 項之法理，應參照公司法規定，而公司法第

185 條第 4 項規定營業讓與之提案，應由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之董事會，以

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提出之，故營業讓與應採董事會特別決議提出之。更進一

步而言，有論者認為既公司法第 185 條第 4 項針對同條第 1 項第 2 款營業讓與

之收購類型，規定公司董事會應採特別決議行之，而概括讓與對公司營運所造成

的影響遠大於營業讓與，基於舉輕而明重之法理，概括讓與亦應採董事會特別決

議；同理，公司法第 185 條第 4 項針對同條第 1 項第 3 款營業受讓亦規定應採董

事會特別決議，故概括承受亦應採董事會特別決議方為合理94。 

此外，按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第 7 項準用同法第 18 條第 6 項規定，於公司有

概括承受、概括讓與、營業讓與或營業受讓行為時，若概括承受或營業受讓之公

司持有概括讓與或營業讓與公司之股份，或該概括承受或營業受讓公司或其指派

代表人當選為概括讓與或營業讓與之董事者，於概括讓與或營業讓與之公司就收

購事項召開股東會時，為避免阻礙交易進行95，概括承受或營業受讓公司仍得行

使表決權，不受公司法第 178 條及第 206 條，股東或董事利害迴避規定之拘束。 

第三款 股份轉換 

                                                
91 經濟部 1993 年 1 月 30 日經商字第 09202012570 號函。 
92 王志誠，同註 79，頁 155。 
93 王志誠，企業組織再造法制，頁 206，2005 年 11 月。 
94 王志誠、李書孝，同註 80，頁 263-264。 
95 參閱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第 7 項 2015 年 7 月 8 日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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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一般股份轉換 

按企業併購法第 4 條第 5 款之規定，股份轉換係指公司讓與全部已發行股份

給他公司，而他公司以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支付公司股東對價之行為。換

言之，公司透過 100%股份交換或股份移轉方式進行企業組織再造，進而達成轉

換為控股公司或關係企業之整合行為96。依主管機關解釋，公司得選擇不發行股

份，僅以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股份轉換之對價，惟於新設股份轉換之情形，倘新

設公司不發行任何股份予轉換公司股東，則新設公司股東究為何人將存疑慮，故

新設公司無法僅以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股份轉換之對價97。而公司運用股份轉換

進行收購時，公司僅須增資發行新股，用以和目標公司股東所持用之股份交換，

相較於營業讓與、營業受讓、概括承受或概括讓與等方式，成本並不高昂98。 

股份轉換與股份交換略有不同，股份交換依公司法第 156-3 條規定，係指公

司設立後發行新股作為受讓他公司股份對價之行為，而所謂他公司股份，係指他

公司已發行股份、他公司新發行股份，以及他公司持有之長期投資99。以公司法

第 156-3 條文義觀之，廣義而言包含公司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之所有行為，即股

份轉換亦屬之，惟依主管機關解釋，公司法第 156-3 條不包含受讓他公司 100%

股份（股份轉換）之行為100，性質上僅屬部分股權交換101。是以，部分股權交換

的股份交換適用公司法規定，而讓與 100%股份的股份轉換行為則依企業併購法

第 2 條第 1 項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法理，優先適用企業併購法規定。 

藉由股份轉換方式，公司可將一家既存公司轉換為二家具控制從屬關係之控

股公司，或將二家無控制從屬關係之既存公司轉換為控股公司，由其中一家公司

成為控股公司，其他公司則負責實際經營事業部門102。而股份轉換須由讓與及受

讓公司董事會作成股份轉換契約（企業併購法第 31 條第 1 項本文），如參與公司

為公開發行公司，則應由特別委員會或審議委員會就股份轉換公平性、合理性進

                                                
96 王志誠，同註 93，頁 151。 
97 經濟部 2016 年 1 月 4 日經商字第 10402439110 號函。 
98 劉連煜，股份轉換、股份交換與股份收購，台灣法學雜誌，82 期，頁 274，2006 年 5 月。 
99 經濟部 1995 年 3 月 23 日經商字第 09402405770 號函。 
100 經濟部 1992 年 5 月 1 日經商字第 09102077120 號函、經濟部 2018 年 12 月 19 日經商字第

10702426510 號函。 
101 王志誠，同註 93，頁 155。 
102 王志誠，同註 93，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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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審議，並委請獨立專家就收購價格合理性表示意見（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

至第 3 項），經受讓公司（發行新股以受讓他公司已發行股份之公司）董事會特

別決議方能行之103。至於讓與公司（讓與全部已發行股份予他公司之公司）董事

會依學者見解，雖企業併購法無特別規定，亦應與受讓公司作相同處理，須經董

事會特別決議，方為允當而能展現其重要程度104。再者，股份轉換將造成企業巨

大組織變動，嚴重影響股東處分股份權利，故企業併購法除規定須經雙方股東會

特別決議（企業併購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項、第 3 項、第 4 項），雙方

公司股東皆得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5 款本文）。 

此外，若受讓公司持有目標公司股份，目標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受讓公司是

否有公司法第 178 條股東利害迴避之適用？誠如前述本文提及簡易合併母子公

司間表決權行使之問題105，按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6 項規定，持有他公司股份

之公司，於他公司召開合併股東會決議時仍得行使表決權，排除公司法第 178 條

之適用，惟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6 項文義，似僅於「合併」之併購類型時才有

適用空間，其他併購類型能否適用則有疑義106，但隨著 2015 年 7 月企業併購法

修正時該爭議已被解決，按增訂之企業併購法第 29 條第 7 項規定，企業併購法

第 18 條第 6 項於企業併購法第 29 條股份轉換時準用之。此後，即便公司持有他

公司股份，仍得針對他公司因應股份轉換所召開之股東會決議行使表決權，不受

公司法第 178 條股東利害迴避之限制。 

第二目 其他股份轉換類型（簡易股份轉換、非對稱式股份轉換、脫殼

法股份轉換） 

一、 簡易股份轉換 

簡易股份轉換，係企業併購法 2015 年 7 月新增訂的收購類型之一。所謂簡

易股份轉換，按企業併購法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當母公司以股份轉換方式收購

                                                
103 同註 100。雖企業併購法無特別規定受讓公司董事會應採何種決議，惟主管機關認為應和公

司法第 156 條第 6 項（現為第 156-3 條）股份交換作相同處理，需經董事會特別決議方能行之。 
104 劉連煜，同註 98，頁 277-278；王志誠，同註 93，頁 170。 
105 參閱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二款之內容。 
106 張炳坤，企業併購法修正草案評析—加速企業組織再造與提升競爭力，全國律師，18:2 期，

頁 2-3，201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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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持股 90%以上之子公司時，得作成轉換契約，經各該公司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特別決議，而無須再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即能進行簡

易股份轉換。參閱本條項立法理由107，以母公司角度而言，其僅是將持股 90%以

上之子公司股份轉換為 100%持股之子公司，對股東權益稀釋作用甚小；以子公

司的角度而言，若要求其召開股東會決議，因母公司持有 90%之股份，並無太大

實益，基於提升併購效率與促進企業組織再造之角度，雙方均無須再經股東會決

議，僅經各該董事會特別決議即能進行股份轉換程序。 

此外，與簡易合併法理相同，僅子公司異議股東得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母

公司股東則無此權利（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6 款），學者亦贊同若要引進

簡易股份轉換，則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之制度設計上應與簡易合併作相同處

理108。子公司若為公開發行公司，即便無須就股份轉換事項召開股東會經其決議，

其特別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仍應委請獨立專家就換股比例合理性表示意見，並將

審議結果及獨立專家意見發送於股東（企業併購法第 30 條第 2 項），以利股東獲

得充分資訊，惟無須提報股東會（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但書）。 

二、 非對稱式股份轉換 

非對稱式股份轉換亦為企業併購法 2015 年 7 月新增訂之收購類型之一，其

立法係參考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7 項非對稱式合併109。按企業併購法第 29 條第

6 項規定，於股份轉換之併購類型下，當受讓股份之既存公司支付對價而發行新

股總數，未超過該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20%、支付之現金或其他財產價

值總額未超過該公司淨值 2%，且轉換股份之公司無資產不足抵償負債之虞或受

讓股份之既存公司無變更章程之必要者，此時受讓公司可排除同條第 1、2 項須

經股東會特別決議之適用，即由受讓股份之既存公司作成轉換契約，並經其董事

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特別決議行之。換言之，基於提

升併購效率與促進企業組織再造，若符合前述三要件，受讓股份之既存公司無須

                                                
107 企業併購法第 30 條第 1 項 2015 年 7 月 8 日立法理由：「考量公司以股份轉換方式收購其已

持有百分之九十股份之子公司，由於母公司對子公司之控制關係，若仍要求子公司另就收購案為

股東會之召開，並無實益，徒增併購成本；另由母公司之角度觀之，持股由百分九十以上成為百

分之百，造成股東權稀釋作用甚小，對於母公司股東權益之影響有限。為促進企業組織再造，提

升企業併購效率，爰訂定第一項。」 
108 王志誠，同註 93，頁 187-188。 
109 參閱企業併購法第 29 條第 6 項 2015 年 7 月 8 日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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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僅須董事會特別決議即可進行股份轉換程序。此外，與非對

稱式合併法理相同，僅有轉換股份公司之異議股東得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受讓

股份之既存公司股東則無此權利（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5 款但書）。 

又非對稱式股份轉換之收購類型，公開發行公司能否排除企業併購法第 6 條

第 3 項委請獨立專家之適用？本文認為如前述學者所提及，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但書僅明文規定「無須召開股東會決議併購事項者，得不提報股東會」，而得

不提報股東會並不等同於無須委請獨立專家針對併購價格或股份轉換合理性等

表示意見110。故於非對稱式股份轉換之收購類型下，除法未明文排除外，又依企

業併購法第 29 條第 6 項之立法理由本併購類型係參考非對稱式合併而訂定，比

照非對稱式合併之法理綜言之，公開發行公司之特別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仍應委

請獨立專家就換股比例合理性表示意見，惟因無須召開股東會，故特別委員會或

審議委員會就審議結果得不提報於股東會（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但書）。 

第四款 公開收購 

我國公開收購制度最早在 1988 年 1 月增訂於證券交易法第 43-1 條111，依當

時該條第 2 項規定，公開收購係採核准制，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方得為之。但該規

定僅限制收購者至核准前不得於公開市場中購進股票，卻未限制被收購者須停止

買進股票112，於此作法下，若主管機關審核期間股票市價波動，易使收購者無法

掌握收購對價而導致公開收購失敗113。七年後，證券管理委員會（現為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於 1995 年 9 月按證券交易法第 43-1 條第 3 項之授權，

頒布「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以下簡稱「公開收購管理辦

法」），及「公開收購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要點」（現已廢止，由「公開收購說明

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取代），自此後公開收購制度始有較完整之規範。 

                                                
110 參閱註 68，於簡易合併類型下，主管機關即曾認為只有母公司合併 100%持股之子公司之情

況下（母、子公司均不必召開股東會），無須再委請獨立專家。 
111 參閱證券交易法第 43-1 條 1988 年 1 月 12 日立法理由，當時立法係參考美國證券交易法第

13 條第 4 項之規定，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取得某一證券超過發行股數 5%者，應於取得後 10

日內向證券交易所、發行公司、證管會等提出說明書，說明其資金、取得證券之目的、取得人之

背景等資料，用使主管機關及投資人能了解公司股權大量變動之來由及其趨向，亦是「完全公開」

原則之發揮。 
112 李開遠，證券交易法理論與實務，頁 252，2016 年 9 月，3 版。 
113 陳幼宜，論公司併購之方式以公開收購法律規範之檢討為中心，萬國法律，152 期，頁 3，

200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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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收購制度雖於 1988 年建立，卻因採行核准制，及限制公開收購之預定

收購數量未達被收購有價證券之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及一億

股以上者，主管機關有權得不核准其公開收購之申請114等種種對收購者之不利因

素，使得公開收購案件遲至 1996 年才有成功之首例115。有鑑於此，證券管理委

員會於 2002 年 2 月修正證券交易法第 43-1 條，增訂第 43-2 至 43-5 條，並廢止

「公開收購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要點」，改以「公開收購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

則（以下簡稱「公開收購說明書準則」）」取代。將公開收購制度由核准制改為申

報制，亦加入強制公開收購制度，我國公開收購制度遂與國際接軌，符合美國、

日本立法趨勢。然而，申報制與核准制一體兩面，採行申報制縱然可使公開收購

對價容易預測，亦較核准制簡便迅速，卻也意謂投資人在尚未明瞭收購是否能經

主管機關核准前即被要求承諾出售其持有股份，對投資人之法益保護難謂周延116。 

公開收購制度自 2002 年核准制改為申報制，截至 2019 年 10 月 16 日止，公

開收購案件累計共 145 件，完成者共 135 件、未完成者共 10 件117。其中，未完

成公開收購原因大多為未達預定收購數量118或主管機關（如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

會119、公平交易委員會120等）未核准，使公開收購條件無法成就。僅有一件公開

收購案未完成原因係收購方於公開收購條件成就後，卻無法支付對價，因未履行

支付對價收購義務而導致公開收購破局，此即 2016 年 5 月 31 日由百尺竿頭數位

娛樂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百尺竿頭公司」）公開收購上櫃公司樂陞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樂陞公司」）普通股案（以下簡稱「樂陞案」），這亦是我國

公開收購條件成就後卻惡意不支付對價之首例。 

                                                
114 2001 年 1 月 9 日之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7 條。 
115 寶成工業公開收購倍利產業公司（公開收購日：1996 年 8 月 9 日）。 
116 陳幼宜，同註 113，頁 3。 
117 許秀惠，公開收購相關法規修正簡介，證券暨期貨月刊，35:2 期，頁 5，2017 年 2 月。該文

章統計至 2016 年 11 月底止，公開收購案件共計 109 件，完成者 100 件、未完成者 9 件，因統

計資料來源屬金管會證期局內部未公開數據，故本文僅得就該資料再從公開資訊觀測站上取得

之資料，統計至 2019 年 10 月 16 日止。 
118 例如：台新銀行公開收購大安銀行案（公開收購日：2001 年 12 月 7 日）、建興電公開收購美

隆工業案（公開收購日：2006 年 1 月 23 日）、光惠生技公開收購台欣生技案（公開收購日：2010

年 12 月 17 日）、國票金控公開收購三新商銀案（公開收購日：2015 年 6 月 29 日）、凱美電機公

開收購大毅科技案（公開收購日：2017 年 1 月 20 日）。 
119 例如：遨睿投資公開收購國巨案（公開收購日：2010 年 4 月 6 日）。 
120 例如：統一公開收購德記洋行案（公開收購日：2007 年 7 月 23 日）、浩暉公開收購大新店有

線電視案（公開收購日：2008 年 4 月 16 日）、日月光半導體公開收購矽品案（公開收購日：2015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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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陞案發生後，因樂陞無法完成股票交割，其股價因而大幅下跌121，造成投

資人鉅額損失，亦引起外界一片撻伐，後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金管會」）隨即展開公開收購制度之修正檢討。當時修法方向涵蓋如何防範公

開收購違約不交割情況再次發生、公開收購支付對價時間能否變更、公開收購人

資金來源查證、強化公開收購資訊揭露等議題122。2016 年 11 月 18 日，金管會

修正公布證券交易法第 43-1 條第 2 項、公開收購管理辦法及公開收購說明書準

則，下述詳言此次修法內容。 

一、 證券交易法第 43-1 條修正 

按修正後第 43-1 條第 2 項：「不經由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對非特定人為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之有價證券者，除下列情形外，應提出

具有履行支付收購對價能力之證明，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特定事項後，始得為

之……」，相較原條文第 2 項，修正後條文要求公開收購人須提出履行支付收購

對價能力之證明，而所稱履行支付收購對價能力證明內容則明定於修正後公開收

購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4 項，內容詳後述。 

二、 公開收購管理辦法之修正 

（一） 公開收購支付收購對價時間、方法或地點原則不可變更（第 7-1 條第 2 項） 

按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7-1 條規定，為避免影響應賣人權利，公開收購人原

則上不得變更公開收購說明書所記載之支付收購對價時間、方法或地點（公開收

購管理辦法第 7-1 條第 2 項本文），公開收購人應依公開收購說明書所載之預定

日期支付收購對價。而實務上公開收購人之收購對價支付日常訂於公開收購條件

成就後，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後五個左右營業日內將款項匯入公開收購專戶。

若發生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情事，則公開收購可例外變更公開收購說明書所記載

之支付收購對價時間、方法或地點（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7-1 條第 2 項但書）。 

                                                
121 樂陞案於 2016 年 8 月 30 日宣告破局時，每股股價為 78 元，爾後一路下跌，2016 年 11 月 11

日每股股價為 10.95 元來到歷史最低點，相較於 2016 年 5 月 31 日宣告收購時之每股股價 105

元，下跌幅度達 89.6%。股價資料來源為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122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2016 年 9 月 9 日「關於公開收購人未履行交割

義務所衍生法制面問題之探討」座談會新聞稿，https://www.sfipc.org.tw/mainweb/Article.aspx?L=

1&SNO=URp3QJZUcQUnAFVt/VsUBw==（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https://www.sfipc.org.tw/mainweb/Article.aspx?L=1&SNO=URp3QJZUcQUnAFVt/VsUBw==
https://www.sfipc.org.tw/mainweb/Article.aspx?L=1&SNO=URp3QJZUcQUnAFVt/VsU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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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開收購申報書件須經律師審核（第 9 條第 2 項） 

按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公開收購之申報文件須經律師審

核並出具律師法律意見書，以取信於大眾。公開收購如須經金管會或其他主管機

關核准或申報生效者，應併同出具法律意見。相較於修正前之規定123，修正後應

經律師審核之公開收購書件範圍擴大，不再限於須經金管會或其他主管機關核准

或申報生效之類型，而是所有公開收購之申報文件皆須經律師審核，並出具律師

法律意見書，藉以強化律師於公開收購案中之查核義務及責任124。 

（三） 公開收購人應提出履行支付收購對價能力證明（第 9 條第 3 項至第 5 項） 

為因應修正後證券交易法第 43-1 條第 2 項所增訂之公開收購人應提出「履

行支付收購對價能力之證明」，故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9 條配合增訂公開收購人

應提出具有履行支付收購對價能力證明之規定（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3

項）。若以現金為支付對價，則前述所稱之證明包含由金融機構出具，指定受委

任機構為受益人，且授權受委任機構為支付本次收購對價得逕行請求行使並指示

撥款之履約保證（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4 項第 1 款），或是由具證券承銷

商資格之財務顧問或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業務之會計師，經充分

知悉公開收購人，並採行合理程序評估資金來源後，所出具公開收購人履行支付

收購對價能力之確認書（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4 項第 2 款）。 

而出具履行支付收購對價能力證明之財務顧問或會計師需具備獨立性，不得

與公開收購人或被收購人具足以影響獨立性之利害關係（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5 項）。換言之，財務顧問與公開收購人或被收購有價證券之公開發行公司

間，不得有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26 條第 1 項各款125規定之情事；擔任公開收購人

                                                
123 2016 年 11 月 18 日修正前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2 項（適用日期：2012 年 7 月 5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8 日）：「公開收購如須經本會或其他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者，申報書件須經

律師審核並出具具有合法性之法律意見。」 
124 許秀惠，同註 117，頁 8。 
125 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26 條第 1 項：「證券承銷商與發行公司間，有下列情事之一，不得為該公

司發行有價證券之主辦承銷商：一、任何一方與其母公司、母公司之全部子公司，合計持有對方

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以上者；二、任何一方與其子公司派任於對方之董事，超過對方董事總席次半

數者；三、任何一方董事長或總經理與對方之董事長或總經理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二親等以

內親屬關係者；四、任何一方股份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之股份為相同之股東持有者；五、任何一

方董事或監察人與對方之董事或監察人半數以上相同者。其計算方式係包括該等人員之配偶、子

女及具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者在內；六、任何一方與其關係人總計持有他方已發行股份總額百

分之五十以上者。但證券承銷商為金融機構或金融控股公司之證券子公司時，如其母公司、母公

司之全部子公司總計持有發行公司股份未逾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且擔任發行公



DOI:10.6814/NCCU2019012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8 
 

或被收購有價證券之公開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師不得接受委任出具前揭確認書；

且會計師承接公開收購人委任出具確認書案件時，應確實遵循會計師法、中華民

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第 1 號與第 10 號公報等規範126。而履行支付收購對價能

力之證明屬於公開收購說明書之特別記載事項，除須載明於公開收購說明書外，

機構或專家亦應就其所負責之部分簽名或蓋章（公開收購說明書準則第 4 條第

10 款、第 13-1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13-1 條第 2 項）。 

查自樂陞案後之公開收購案至今（2019 年 10 月 16 日），僅有 3 起公開收購

案係採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4 項第 2 款方式，由會計師出具公開收購人

履行支付收購對價能力之確認書127，其餘皆採第 9 條第 4 項第 1 款方式由金融

機構出具履約保證函。而履行支付收購對價能力之證明係主管機關為避免收購條

件成就後無法履約支付對價情形再次發生，參考英國及香港立法例所增訂之法律

要求文件128。參閱英國公開收購規則（The City Code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

規則 24.8 之規定129，當公開收購要約係以現金（或包含現金）為對價，此時即

要求出具由適格第三方（appropriate third party，如銀行、財務顧問等）所出具之

確認書（confirmation），確認公開收購人具備足夠資金以支付收購對價。又參閱

香港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購回守則（The Codes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 and 

Share Buy-backs）規則 3.5 及規則 3.5 註釋之規定130，其作法大致與英國相同，

                                                
司董事或監察人席次分別未逾三分之一者，不在此限；七、雙方依相關法令規定，應申請結合者

或申報後未經公平交易委員會禁止結合者；八、其他法令規定或事實證明任何一方直接或間接控

制他方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 
126 金管會 2016 年 11 月 21 日金管證交字第 10500450202 號函。 
127 翠緻投資等四人公開收購寶徠案（公開收購日：2017 年 9 月 20 日）、新日光公開收購永旺案

（公開收購日：2017 年 10 月 17 日）及加陳國際公開收購安成藥業案（公開收購日：2019 年 3

月 22 日）。 
128 參閱 2016 年 11 月 18 日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9 條修法理由。 
129 See Rule 24.8 of the Takeover Code (12 September 2016, UK)：When the offer is for cash or includes 

an element of cash, the offer document must include confirmation by an appropriate third party (eg the 
offeror’s bank or financial adviser) that resources are available to the offeror sufficient to satisfy full 
acceptance of the offer. (The party confirming that resources are available will not be expected to 
produce the cash itself if, in giving the confirmation, it acted responsibly and took all reasonable steps 
to assure itself that the cash was available.). 
130 香港 2018 年 7 月 13 日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購回守則規則 3.5 第 4 項：「有關要約的公布應

該包括由財務顧問或另一適當第三者所發出的確認，證實要約人具備應付要約全部獲接納時所

需的充足資源。」所謂確認確認具備足夠資源，依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購回守則規則 3.5 之註

釋 3：「對於有關要約人具備資源以履行有關要約的責任的聲明，執行人員可能會要求有關方面

提供支持該項聲明的證據。執行人員亦可能要求要約人提供證據，證明其有足夠的資源以完成引

發有關要約責任的股份購買交易。財務顧問在根據本規則 3.5 履行有關確認財政資源的職務時，

應遵守最高的謹慎準則，包括進行審慎查證，以令其信納要約人的資源是充裕的。凡財務顧問確

認要約人在該項確認作出時和其後將繼續具備資源，如果該顧問在給予該項確認的過程中，以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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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確認範圍從以現金或包含現金為對價，擴張至除要約人擬發行的新證券外，由

任何其他資產所組成或包括此等資產為公開收購對價者，皆要求其須由適格的第

三方出具確認書。 

（四） 強化被收購公司董事會及審議委員會成員對公開收購重要資訊之查證責

任（第 14 條、第 14-1 條） 

按公開收購管理辦法規定，董事會及審議委員會應就本次公開收購之重要資

訊對公司股東提供建議，包含公開收購人身分（如自然人姓名或法人名稱、住居

所或地址、法人之董事、監察人及大股東等）、財務狀況（如信用、資產等狀況）、

收購條件公平性（如價格、換股比例等），及收購資金來源合理性之查證情形等。

董事會或審議委員會所進行的查證，須完整揭露已採行之查證措施及相關程序，

若其委託專家出具意見書亦應併同公告（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14 條第 3 項、第 14-1 條第 2 項）。審議委員會之審議結果應經全體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將查證情形、審議委員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其所持理

由提報董事會，而董事會亦應公告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所持之理由（公開

收購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14-1 條第 5 項）。而為強化審議委員會

之運作，審議委員會之議事應作議事錄，審議過程公司亦應全程錄音或錄影存證

（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14-1 條第 6 項）。從而，修正前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14

條及第 14-1 條僅要求公告持反對意見之董事或審議委員之姓名及其所持理由，

如董事或審議委員無表示反對則無須公告其意見及理由，相較之下，修正後公開

收購管理辦法強化被收購公司董事會及審議委員會之查證義務與責任。 

此外，為使董事會及審議委員會善盡其查證義務而向股東說明立場，故修法

將回應時間由 10 日延長為 15 日（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4-1 條

第 1 項）。有論者認為，修法後雖課予董事會及審議委員會收購資金來源合理性

查證義務，惟其該如何查證不無疑義，且於敵意併購情形，若目標公司董事會或

審議委員會不希望公司被收購，將可能積極阻礙股東應募，進而出具否定意見。

雖依公司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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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違反而致公司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公開收購案之破局結果難以

                                                
責任的方式行事，並且已採取所有合理步驟以確保要約人備有該筆現金，則該財務顧問將無須出

示該筆現金。這項確認除了在當代價是以現金形式支付或包括現金成分時須作出外，只要有關代

價是由任何其他資產所組成或包括此等資產（要約人擬發行的新證券除外），亦須作出這項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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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公司是否因此受有損害，董事會或審議委員會亦難謂違反忠實義務131。此外，

董事會或審議委員會僅能就收購公司提供之資料進行審查，該資料應限縮於一般

可及來源與目標公司可取得之範圍，對於其資料蒐集義務應不宜過度要求132。 

（五） 受委任機構應設立專戶，以及增訂受委任機構之消極資格（第 15 條） 

按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15 條之規定，公開收購人應委任依法得受託辦理股

務業務之機構（以下簡稱「受委任機構」），接受應賣人有價證券之交存、公開收

購說明書之交付及公開收購款券之收付等事宜（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15 條第 1

項）。受委任機構應設立專戶辦理公開收購款券之收付且專款專用，並以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忠實履行其職責（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15 條第 2 項）。所謂受委任

機構，於公開收購管理辦法修正前係指綜合證券商、銀行及信託業或其他經金管

會核准之機構；修正後則採與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相同之資格要件，

係指綜合證券商，以及依法得受託辦理股務業務之銀行與信託業（公開收購管理

辦法第 15 條第 3 項本文、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3 條第 1 項）。 

此外，修法亦新增受委任機構之消極資格要件，受委任機構若因公開收購業

務受金管會依證券交易法或信託業法等，經糾正以上之處分之情事，則一年內不

得再接受公開收購人之委託辦理公開收購股務事務（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15 條

第 3 項本文）。惟違規情事已具體改善，並經金管會認可者，仍得受委託辦理公

開收購股務事務（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15 條第 3 項但書）。 

至於何謂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於公開收購管理辦法上並無再多著墨，本

文以為可參照民法與公司法之規定。以民法體系解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係指

其為社會上一般勤勉、誠實及有相當經驗之人，所應具備之注意義務，不因無償

或有償而有注意義務程度上之差別133，採抽象輕過失為民事責任判斷基準134，倘

公司負責人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致公司受有損害，則需負損害賠償之責

（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實務上則認為所謂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乃指有一般

                                                
131 王文宇、謝孟珊，從樂陞案檢討我國公開收購制度，月旦法學雜誌，267 期，頁 93，2017 年

8 月。 
132 洪秀芬，德國公開收購制度之探討－以台德法制對目標證券持有人權益之保障為主，財金法

學研究，1 卷 2 期，頁 249-250，2018 年 9 月。 
133 王文宇，公司法論，頁 134，2016 年 7 月，5 版。 
134 廖大穎，公司負責人之注意義務與商業判斷原則的適用台北地院九十三年度重訴第一四四號

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1 期，頁 114，201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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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人，在相同情況下能否預見並避免或防止損害結

果之發生為準，若行為人不為謹慎理性之人在相同情況下，所應為之行為，即構

成注意義務之違反而有過失，其注意之程度應視行為人之職業性質、社會交易習

慣及法令規定等情形而定135。 

（六） 延長收購期間（第 18 條） 

公開收購之期間原則上不得少於 20 日或多於 50 日（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18 條第 1 項）。惟當公司辦理公開收購須向主管機關（如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公平交易委員會等）申報者，考量主管機關對於複雜案件審議期間可能較長，且

主管機關核准與否攸關公開收購案能否繼續進行，原規定若遇須經主管機關申報

或具正當理由之情形者，能於原公開收購期間屆滿之日前五個營業日申請延長公

開收購期間 30 日，但依修正後公開收購管理辦法，至多能再申請延長公開收購

期間 50 日（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18 條第 2 項）。換言之，公開收購期間合計最

長可達 100 日。 

（七） 公開收購資訊即時揭露（第 19 條第 2 項） 

按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19 條之規定，為強化公開收購資訊即時性，並消弭

資訊未公開所衍生之疑慮，修正後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2 項增訂三款於

事實發生日起兩日內，須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告，並通知受委任機構之事項，分別

為：(1)公開收購人取得其他主管機關（如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

會等）准駁之文件；(2)公開收購對價已匯入受委任機構名下之公開收購專戶；(3)

如非 100%公開收購之案件，公開收購條件成就後應賣有價證券數量達預定收購

之最高數量（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2 項第 1、3、4 款）。至於公開收購條

件成就，於修正前公開收購管理辦法就已屬須於事實發生日起 2 日內，向金管會

申報並公告之事項（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2 項第 2 款）。換言之，共有 4

款應於事實發生日起兩日內須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告之事由。 

（八） 公開收購人未依公開收購說明書所載時間支付收購對價，應賣人之撤回

權（第 19 條第 4 項） 

                                                
135 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328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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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開收購管理辦法規定，於公開條件成就後應賣人原則上不得撤銷應賣，

除有競爭公開收購（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2 項）、延長公開收購期間（公

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18 條第 2 項）或其他法律規定之情事，才能例外撤銷其應賣

（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6 項，修正前為同條第 4 項）。於 2016 年 11 月

公開收購管理辦法修正後又新增一款情事，若公開收購人未於公開收購說明書所

記載之支付收購對價時間完成支付，即便公開收購條件已成就，應賣人仍得不經

催告，逕行解約136（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4 項本文）。而應賣人以書面申

請撤銷應賣後，受委任機構應於原訂支付收購對價時間之次一營業日將應賣人所

交存之有價證券退還原應賣人（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4 項本文、第 5 項），

倘公開收購說明書載明資金匯入時間較支付收購對價時間提早者，則按公開收購

說明書所載時間之資金匯入時間次一營業日退還原應賣人（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4 項但書）。 

查應賣人撤銷應賣之規定，我國於 2002 年 8 月 12 日修法時，賦予應賣人於

公開收購期間內，得隨時撤銷其應賣之權利。又於 2005 年 6 月 22 日修法時，為

消弭交易容易限於不確定狀態之問題，將應賣人撤銷應賣之規定改為公開收購人

公告並申報條件成就後，除法律另有訂定外，不得再撤銷其應賣。惟此規定過於

嚴苛，故於 2009 年 12 月 29 日修法時，新增兩款條件成就後得例外撤銷應賣之

除外情形，分別為出現競爭公開收購者，以及公開收購人延長公開收購期間，最

後一次修正則為現行條文，不再贅述。有論者以英國137與美國138制度出發，以比

較法角度認為我國應回歸 2002 年 8 月 12 日舊法規定，賦予應賣人於公開收購

期間內全面撤回應賣之權利，因現制下公開收購期間少則 20 日，最長可延至 100

                                                
136 修正前若發生公開收購人未於公開收購說明書所記載之支付收購對價時間完成支付，應賣人

僅得依民法第 254 條規定，逐一定期催告履約後始得解約。 
137 See Rule 34.1 of the Takeover Code (2016) (“An accepting shareholder must be entitled to withdraw 
his acceptance from the date which is 21 days after the first closing date of the initial offer, if the offer 
has not by such date become or been declared unconditional as to acceptances. This entitlement to 
withdraw must be exercisable until the earlier of: (a) the time that the offer becomes or is declared 
unconditional as to acceptances; and (b) the final time for lodgement of acceptances which can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accordance with Rule 31.6.”). 
138 See 17 C.F.R. § 240.14d–7 (“(a) Rights. (1) In addition to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14(d)(5) of the 
Act, any person who has deposited securities pursuant to a tender offer has the right to withdraw any 
such securities during the period such offer request or invitation remains open. 
(2) Exemption during subsequent offering period. Notwithstanding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14(d)(5) 
of the Act (15 U.S.C. 78n(d)(5)) and paragraph (a) of this section, the bidder need not offer withdrawal 
rights during a subsequent offering period. (b) Notice of withdraw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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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18 條），於此期間公開收購人公司營運可能已產生重大

變化，如此便較可保障應賣人，避免如樂陞案之類似事件發生後損害再為擴大139。 

（九） 增訂停止一年內公開收購之豁免理由（第 24 條） 

按證券交易法第 43-5 條第 3 項之規定，公開收購人若未於規定公開收購期

間內140完成預定收購數量，或經主管機關核准停止公開收購之進行者，為避免公

開收購人藉公開收購之名影響公司股價，故規定一年內不得就同一被收購公司進

行公開收購，惟有正當理由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而所謂正當理由，

依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24 條之規定，係指有(1)具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2

項競爭公開收購情事；(2)經被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決議同意且具證明

文件，而全體董事須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關於董事對公司持股總額之成數限

制；(3)公開收購人前次未完成公開收購係因國內其他主管機關（如經濟部投資審

議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等）尚未作成審議結果，惟事後取得其同意之決定；

(4)其他正當理由。其中，第三款事由係因主管機關於公開收購期間結束後才做成

審議結果，非屬可歸責於公開收購人之情形，故於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24 條增

訂該情形為豁免理由，以資公平。 

三、 公開收購說明書準則之修正 

（一） 增加公開收購說明書應記載事項，並強化揭露外部機構資訊（第 4 條、

第 5 條、第 13-1 條） 

為使公開收購說明書更加明確，依修正後公開收購說明書準則規定，應於其

上列明特別記載事項（公開收購說明書準則第 4 條第 10 款），而特別記載事項包

含律師之法律意見書、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3 項公開收購人履行支付收購

對價能力之證明，以及外部專家出具之意見書或評估報告（公開收購說明書準則

第 13-1 條第 1 項）。出具上述證明、意見書或評估報告之外部專家，應於公開收

購說明書上，就其所負責之部分簽名或蓋章（公開收購說明書準則第 13-1 條第

2 項）。而為強化資訊揭露，公開收購說明書上亦應載明受委任機構141、律師、會

                                                
139 王文宇、謝孟珊，同註 131，頁 97-98。 
140 依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18 條規定，公開收購期間最短為 20 日，最長可延為 100 日。 
141 依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 15 條第 3 項本文、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3 條第 1 項規

定，包含綜合證券商，以依法得受託辦理股務業務之銀行與信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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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師、財務顧問、金融機構及其他受委任專家之姓名、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公

開收購說明書準則第 5 條第 3 款至第 8 款）。 

（二） 強化資金來源資訊揭露（第 7 條） 

由於多層次投資架構之收購形態（如收購人透過從屬公司名義取得被收購公

司股份、各收購方共同出資成立合資公司，再以合資公司名義取得被收購公司股

份等142）漸增，按修正後公開收購說明書準則第 7 條第 1 項第 1 目之規定，若公

司以自有資金作為現金收購對價，則應詳細說明投資架構、各層次投資人背景（包

含：股東及董事資料）、資金之具體來源及明細，包含資金最終提供者之身分、

相關資金安排計畫及各層公司資本合理性143。 

此外，為強化資金來源資訊揭露，若公開收購人為公司且以公司帳上流動資

產所產生之資金（如現金、銀行存款、應收帳款、應收票據等）支付收購對價者，

亦應以本次公開收購公告前最近二年度之財務報告，按償債能力、現金流量及獲

利能力等分析說明本次收購資金來源之合理性（公開收購說明書準則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1 目）。最後，公開收購人以現金為收購對價者，應出具負履行支付

收購對價義務之承諾書，連同資金安排所有協議（如框架協議書、股份認購協議

書、融資合約等）或約定文件，併同公開收購說明書公告，以期強化公開收購人

履行收購對價義務而保障投資人權益（公開收購說明書準則第 7 條第 2 項）。 

（三） 強化風險告知（第 8 條） 

為配合公開收購管理辦法修正，及強化告知以提醒投資人公開收購案之風險，

按修正後公開收購說明書準則第 8 條第 4 款及第 6 款之規定，公開收購說明書應

將參與應賣之風險以顯著文字記載於其上，包含發生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情事變

更支付收購對價時間、方法或地點之風險，與延長收購期間，應賣人將面臨延後

取得收購對價之風險等。 

                                                
142 許秀惠，同註 117，頁 13。 
143 自公開收購說明書準則規定修正後，統計至 2019 年 10 月 16 日止，適用多層次投資揭露規

定之公開收購案可參閱：德利普達公開收購新力美案（公開收購日：2017 年 3 月 6 日）、台橋投

資公開收購台翰案（公開收購日：2017 年 4 月 17 日）、遠安投資等四人公開收購皇普建設案（公

開收購日：2017 年 7 月 14 日）、毛毛蟲公開收購大慶證券案（公開收購日：2018 年 8 月 22 日）、

日立電梯公開收購永大機電案（公開收購日：2019 年 1 月 17 日）、優沛國際公開收購福盈科案

（公開收購日：2019 年 3 月 25 日）、駿日公開收購安馳科技案（公開收購日：2019 年 5 月 8 日）、

加陳國際公開收購安成藥業案（公開收購日：2019 年 3 月 22 日）、錦新國際公開收購豐華案（公

開收購日：2019 年 6 月 17 日），共計九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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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分割 

第一款 一般分割 

所謂公司分割，按企業併購法第 4 條第 6 款規定，係指公司依企業併購法或

其他法律規定，將其得獨立營運之一部或全部營業，讓與既存或新設之他公司，

而由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以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支付予該公司或其股東作為對

價之行為。換言之，公司分割是公司將經濟上為一整體的營業部門之一部或全部

使他公司概括承受，以進行組織再造、調整公司業務的一種程序144。企業併購法

之公司分割，限於股份有限公司之分割，且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為股份有限公司

者（企業併購法第 35 條第 11 項），有限公司之分割尚無企業併購法之適用145。 

依類型不同，公司分割可分為新設分割或吸收分割，前者係指公司另設立新

公司，以承受被分割公司所分割出的一部或全部之營業或財產；後者則指被分割

公司所分割出的一部或全部之營業或財產，被一家或數家既存公司所承受。換言

之，新設分割之承受公司為新設立公司，而吸收分割之承受公司則為既存公司。

再者，公司分割亦可區分為物的分割及人的分割，前者係指公司將其營業或財產

之一部或全部，使既存公司承受之行為，被分割公司同時取得承受公司所發行之

新股作為分割對價；後者則指將公司分成兩個以上具獨立法人格之公司，承受公

司將其所發行的股份，按被分割公司股東原持股比例，分配給被分割公司之股東。

換言之，承受營業或財產之既存公司或新設立公司所發行之新股，倘若由被分割

公司取得，則為物的分割；倘若由被分割公司股東按原持股比例取得，則為人的

分割146。此外，企業併購法並無禁止既存或新設公司所發行之新股或股份，同時

由被分割公司或其股東所取得，倘若公司間相互持股而進行公司分割，為避免既

存公司因分割發行新股時可能出現取得自己股份之情形，故既存公司無須就自己

持有被分割公司之股份再另發行新股147。 

若以被分割公司是否消滅其法人格來作區分，則可分為存續公司及消滅公司，

前者指被分割公司僅分割一部分經濟上成為一整體之營業或財產使受讓公司承

                                                
144 劉連煜，公司分割與營業讓與，台灣法學雜誌，54 期，頁 133，2004 年 1 月。 
145 經濟部 2008 年 4 月 7 日經商字第 09702034490 號函。 
146 王志誠，同註 93，頁 98-99；劉連煜，同註 144，頁 134。 
147 經濟部 2015 年 3 月 11 日經商字第 1040240479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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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分割完成後，被分割公司法人格仍繼續存在；後者則指被分割公司將其經濟

上成為一整體之全部營業或財產使受讓公司承受後，不經清算程序而解散消滅

（企業併購法第 35 條第 9 項準用公司法第 24 條），被分割公司法人格隨之消滅

148。最後，公司分割亦可區分為單獨分割及共同分割，前者指被分割公司僅有一

家；後者則指被分割公司為複數家公司149。 

進行公司分割時，董事會應以書面就分割有關事項，作成分割計畫（企業併

購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38 條），由董事會決議提出，並經股東會特別決議行之

（企業併購法第 35 條第 2 項至 5 項）。若公司持有他公司股份或該公司或其指派

代表人當選為其他參加分割公司之董事者，就其他參與分割公司為決議時，仍得

行使表決權，排除公司法第 206 條第 4 項準用第 178 條利害迴避之適用（企業併

購法第 35 條第 13 項準用同法第 18 條第 6 項）。再者，若被分割公司或受讓公司

之股東不同意分割計畫，則可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 項

第 7 款）。如參與公司為公開發行公司，則應由特別委員會或審議委員會委請獨

立專家就收購價格合理性表示意見（企業併購法第 38 條第 2 項後段、第 6 條）。 

至於董事會應以普通或特別決議作成分割決議以提出分割計畫予股東會？

查企業併購法第 35 條第 1 項或公司法第 317 條第 1 項，皆僅提及董事會應就分

割有關事項作成分割計畫，提出於股東會，未特別規定須依何種決議方式提出，

故按企業併購法第 2 條第 1 項之精神，應回歸公司法第 206 條第 1 項規定，董事

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由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普通

決議行之。惟於公司分割之併購型態，是否可能該當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 項第 2

款讓與得獨立營運之一部或全部之營業之營業讓與情形，而董事會須依公司法第

185 條第 4 項採特別決議作成分割決議？學者認為既然立法者於併購制度設計之

初，採雙軌併行而同時設有讓與、分割兩種不同之併購類型，則二者法律位階相

等150，當被分割公司讓與得獨立營運之一部或全部之營業，亦構成全部或主要部

分之營業或財產時，則公司理當可自由選擇採「營業讓與」或「公司分割」之型

                                                
148 王志誠，同註 93，頁 99-100；劉連煜，同註 144，頁 134。 
149 劉連煜，同註 144，頁 134；經濟部 2005 年 7 月 27 日經商字第 09402099170 號函，主管機

關亦肯認共同分割之併購類型。 
150 武憶舟，公司分割與營業讓與二制之分析比較，法令月刊，54:1 期，頁 12，200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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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進行組織再造151，故若公司採後者方式，董事會自應無須再依公司法第 185 條

第 4 項採特別決議，而經普通決議即得進行之152。 

第二款 其他分割類型（簡易分割、非對稱式分割） 

第一目 簡易分割 

簡易分割及非對稱分割係企業併購法於 2015 年 7 月所新增訂之分割類型。

簡易分割係指母、子公司進行分割時，因對於母、子公司股東影響權利不大，故

可簡化分割程序，僅須依董事會特別決議即可行之。詳言之，按企業併購法規定，

母公司與其持股 90%以上之子公司進行公司分割，以子公司為被分割公司，母公

司為既存公司而受讓子公司所分割一部或全部之營業或財產，此時可簡化分割流

程以符合經濟效率153，分割計畫僅須母、子公司之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特別決議通過，無須再經股東會決議即可執行（企業併購

法第 37 條第 1 項）。若子公司股東不同意分割計畫，則可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

母公司股東則無此權利（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8 款）。 

倘參與分割之子公司為公開發行公司，公司須於召開董事會前，設置特別委

員會或由審議委員會就分割之公平性、合理性進行審議，並委請獨立專家就分割

對價合理性表示意見（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再將審議結果及獨

立專家意見發送於股東（企業併購法第 37 條第 3 項），使其有充分資訊能判斷分

割計畫，進而表達不同意見，惟因無須召開股東會，故特別委員會或審議委員會

就審議結果得不提報於股東會（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但書）。 

第二目 非對稱式分割 

非對稱式分割係指被分割公司讓與既存或新設公司之營業價值未超過一定

價值，或分割而受讓營業之既存公司，為分割發行之新股未超過一定價值，此時

可簡化分割程序，僅須董事會決議即可行之。詳言之，按企業併購法規定，對於

參與分割公司中的被分割公司而言，當其讓與既存或新設公司之營業價值，未超

                                                
151 王志誠，同註 93，頁 114-115。 
152 劉連煜，同註 144，頁 139。 
153 參閱企業併購法第 37 條 2015 年 7 月 8 日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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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本身淨值之 2%，且由被分割公司取得全部對價者，此時得作成分割計畫154，

經被分割公司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特別決議，而

無須再經股東會決議即可行之（企業併購法第 36 條第 1 項）；對於參與分割之受

讓公司而言，當其為分割所發行之新股，未超過受讓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

數之 20%、支付被分割公司之現金或其他財產價值總額未超過既存公司淨值之

2%，且資產無不足抵償負債之虞或既存公司無變更章程之必要者，此時得作成

分割計畫，經既存公司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特別

決議，即可進行分割計畫（企業併購法第 36 條第 2 項）。 

再者，與非對稱式合併與非對稱式股份轉換法理相同，若參與非對稱式分割

之公司為公開發行公司，則應設置特別委員會或審議委員會就分割計畫之公平性、

合理性進行審議進而審議意見，並應委請獨立專家就分割對價合理性表示意見

（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本文、第 2 項、第 3 項）。而參與分割公司既已簡化

分割程序，無須再召開股東會，故特別委員會或審議委員會之審議意見得不提報

股東會（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但書）。 

至於非對稱式分割中，既存公司或被分割公司之股東若不同意分割案，是否

得行使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非對稱式分割制度之引進，係為簡化併購流程

而仿造非對稱式合併制度設計155，由非對稱式合併與非對稱式股份轉換制度觀之，

因合併或股份轉換對於存續公司之股東影響不大，故不賦予其異議股東股份收買

請求權；反之，消滅公司或轉換股份公司之股東，因其不適用簡化程序，故於企

業併購法上仍賦予其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款但書、第 5 款但書）。 

惟按企業併購法之規定，非對稱式分割並無如同非對稱式合併與非對稱式股

份轉換之制度設計，對於非對稱式分割中的被分割公司之異議股東明定得行使股

份收買請求權。有論者指出，若以公司法第 317 條第 1 項規定觀之，似賦予簡化

程序公司（可能為受讓分割之既存公司或被分割公司）之異議股東可行使股份收

買請求權，但一般分割中，既存公司或被分割公司之異議股東皆適用企業併購法

                                                
154 分割計畫應以書面為之，並記載企業併購法第 38 條第 1 項中所列舉之九款事項，且於發送分

割承認決議股東會之召集通知時，一併發送於股東（企業併購法第 38 條第 1 項、第 2 項前段）。 
155 參閱企業併購法第 36 條第 2 項 2015 年 7 月立法理由：「按原條文第十八條設有非對稱式合

併之規定，惟就非對稱式分割未設規定，基於分割與合併同為併購類型，並簡化併購流程，應有

引進非對稱式分割制度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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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份收買請求權規定（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7 款），非對稱式分割的被

分割公司卻僅能適用公司法規定，如此將有造成體系混亂之虞。再者，企業併購

法第 12 條對於異議股東請求公平價格之協議、時間及方法等，相較於公司法有

較完善之規定，亦對異議股東保護較為周延，若令非對稱式分割之異議股東僅能

適用公司法第 317 條第 1 項規定請求，恐有保障不足之疑義156。 

第三節 企業併購之商業流程 

企業併購係一種以小變大、組織再造的過程，為企業於競爭資本市場中求生

存的策略之一，亦是順應市場轉型升級的機會157。成功的併購案，可使企業取得

專利技術、獲得人力資本、提升營業規模及強化競爭力等，但併購案須於併購前

縝密規劃、併購過程中控制執行流程、併購後進行完善整合，方有成功之可能158。

而企業併購流程可區分為「法律流程」與「商業流程」，法律流程係指企業進行

併購時所須踐行之各項法律程序，併購過程中須遵循如公司法、證券交易法、企

業併購法、金融機構合併法、各項辦法、施行細則、主管機關函釋等規定；商業

流程則指從併購前至併購後，公司所進行之策略規劃、評估、協商、整合等程序

159，包含選擇併購方式、篩選目標公司、意向書簽訂、併購完成後之財務及人力

整合等，皆屬商業流程之一環。鑑於企業併購之法律流程已於前文提及160，以下

本文將僅就企業併購之商業流程作概略分析，而參考實務做法，將商業流程區分

為策略規劃階段、評估階段、協商階段、履約及整合階段161，合先敘明。 

第一項 策略規劃階段 

                                                
156 黃偉峯，同註 76，頁 378。 
157 李述德，由小變大、轉型升級－企業併購與資本市場，證券服務，626 期，頁 4，2014 年 6

月。 
158 游明德等，同註 4，頁 18。 
159 張益輔，內線交易之實務案例探討：以企業併購為核心，證交資料，614 期，頁 25-26，2013

年 6 月。 
160 參閱本文第二章第一節與第二節之內容。 
161 本文係參閱「游明德等，同註 4，頁 15」之架構地圖。亦有論者將商業流程分為五類，分別

為：初期評估階段、出價前評估階段、全面評估階段、交易完成階段、合併後整合執行階段，參

閱洪啟仁，企業併購交易指南：策略、模式、評估與整合，頁 38-39，2008 年 11 月；王志誠、

李書孝，同註 80，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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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於正式發起併購案前，可利用 5W1H（Why、Who、Where、When、What 

and How）作為併購之前導分析方法162。 

一、併購之目的（Why）：發起併購之動機或理由。基於效率理論角度，當

公司發展至一定程度時，可藉由併購他企業再擴大經濟規模（如水平擴展、垂直

整合等），整合技術、人力、客戶等有形及無形資產，以取得議價能力、降低成

本，進而提升生產效率163。亦可基於租稅動機考量，適當租稅規劃得令公司減少

稅捐負擔，例如企業併購法即明定合併虧損之公司，合併後存續公司得將目標公

司之各期虧損，自虧損發生年度起 10 年內扣抵稅前純益額，以減少存續公司須

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企業併購法第 43 條第 1 項、所得稅法第 39 條）164。 

二、併購之目標公司（Who）：併購案失敗最常見之風險來自併購後無法實

現其經營目標，換言之，併購初期是否選擇合適併購對象，將成為併購案成敗之

關鍵165。發起併購之公司尋找目標公司時，於競爭市場類似產業中可能有數個併

購標的供選擇，此時公司須衡量潛在標的之財務狀況、經營狀況、競爭對手、併

購潛在標的後能否實現公司之併購目的，以及潛在標的合意併購或敵意併購之可

行性等，再擇定合適之併購標的。 

三、目標公司之所在地（Where）：倘併購公司及目標公司皆屬我國登記之

公司，則併購法律適用較無疑義，原則上以企業併購法、證券交易法、公司法或

公平交易法等為併購遵循法規166；若目標公司為外國公司，則應考量法令適用、

租稅規劃、反托拉斯法與國家政策等面向167，例如於境外低稅負或與目標公司所

在地國家簽訂雙邊租稅協定而適用低稅負之國家，設立特殊目的公司（Special 

Purpose Vehicle, SPV），再由此公司對目標公司進行併購，此舉將能免除或遞延

原併購所產生之稅負168。 

                                                
162 賴源河，實用企業併購法：理論與實務，頁 5，2016 年 11 月。 
163 參閱方嘉麟、樓永堅，企業併購個案研究，頁 7-8，2008 年 6 月。 
164 參閱伍忠賢，企業併購：理論與實務，頁 85，2009 年 3 月，3 版。惟實務上僅為節稅而併購

虧損公司之案例不多，因虧損追溯前期之扣減期間僅有 10 年，一旦逾此期限，虧損公司對併購

公司所造成之損失將大於節稅之效益，形同燙手山芋。 
165 洪啟仁，同註 161，頁 50-51。 
166 關於併購時法律適用順序，請參閱本文第二章第一節之內容。 
167 賴源河，同註 162，頁 5。 
168 張豐淦，跨國併購應注意之租稅規劃，頁 108，會計研究月刊，281 期，200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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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併購之流程時點（When）：併購為不斷進行之動態流程，各時點皆有其

重要性或依法令須遵循之事項。舉例而言，決定何日為收購日後，收購者應以該

日為基準，衡量被收購者帳上之可辨認資產及承擔負債之公允價值169。此外，若

併購消息於董事會決議前不當提早走漏，除可能使股價大幅波動而導致併購案破

局外，更可能成為有心人士操作股價獲利之工具，即實務上所稱內線交易170。 

五、併購之對價（What）：併購之對價可分為現金、股份或其他財產，除以

單一之現金、股份或其他財產支付外，亦可以部分股份、部分現金、部分財產之

混合方式作為併購對價171。而實務上大多併購案件仍以現金為單一對價，除相較

於非現金資產，現金有價值客觀、移轉程序方便之優點外，還可避免以股份作為

對價而可能分散股權、稀釋每股盈餘之缺點，亦可簡化併購後公司之股東結構，

進而鞏固對存續公司管理架構之權力佈局172。 

六、併購之方式（How）：依企業併購法分類方式，併購可分為合併、收購

及分割（企業併購法第 4 條第 2 款）。又合併可再細分為一般合併（如吸收合併、

創設合併、三角合併等）、簡易合併與非對稱式合併；收購可再細分為營業讓與、

營業受讓、概括讓與、概括受讓、股份轉換（如一般股份轉換、簡易股份轉換、

非對稱式股份轉換等）與公開收購（規定於證券交易法、公開收購管理辦法與公

開收購說明書準則）；分割則可再細分為一般分割、簡易分割與非對稱式分割。

企業併購型態多樣，由不同角度切入觀察則可能將併購案分類為不同併購模式，

無須拘泥於名詞定義，更重要的仍是選擇得以達成公司策略目標之併購方式173。 

綜上所述，併購策略規劃之本質在於擬定併購策略，透過 5W1H 方法評估企

業內部財務狀況以瞭解是否能支撐併購案，及確認公司營運目標以探尋是否有併

購需求，適當時佐以 SWOT 分析（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Analysis）、五力分析（Porter’s Five Forces Analysis）或 PEST 分析（Political, 

                                                
169 參閱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第 3 號：企業合併（2020 年金管會認可適用版），同註 67，

第 A8 頁第 18 段之衡量原則。 
170 參閱證券交易法第 157-1 條有關於內線交易之規定。 
171 參閱註 40，以及企業併購法第 4 條第 3 款至第 6 款之規定，於 2015 年 7 月修正後，無論採

行合併、收購、股份轉換或分割之併購方式，皆可以現金、股份或其他財產為併購對價。 
172 洪啟仁，同註 161，頁 29。 
173 洪啟仁，同註 161，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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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Socio-Culture and Technological Analysis）174，使公司能更清楚其競爭

優勢、產業環境狀況與營運威脅，以利後續併購交易之進行175。 

第二項 評估階段 

第一款 出價前評估階段 

完成策略規劃階段時，併購公司策略已具雛形，公司會鎖定一個以上之目標

公司進行出價前評估，並探詢其併購意願。進入此評估階段，併購雙方通常會簽

訂保密協議（Non-Disclosure Agreement, NDA）176，確保機密資訊正確利用，避

免資訊不當洩漏而使公司內部機密外流，甚至使併購案破局。雙方亦會進行初步

交涉，針對併購案基本架構、目標公司財務狀況、併購對價預估範圍等基本條件

進行協商，若形成初步合意，則雙方通常於此共識範圍簽訂意向書（Letter of Intent, 

LOI）或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將口頭協商以書面形

式作成正式記錄，做為日後繼續磋商、談判或併購契約撰寫之基礎177。 

第二款 全面評估階段 

第一目 進行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 

併購雙方簽訂意向書後，交易即進入全面評估階段。於此階段，併購公司為

求進一步瞭解目標公司，會展開程度上或高或低之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 DD）。

盡職調查如同形成併購案合意後之企業調查，通常由經營階層、內部法務人員或

各併購顧問（如外部律師事務所、會計師、策略顧問、產業分析師、投資銀行等）

                                                
174 參閱方嘉麟、林進富、樓永堅，企業併購個案研究（三），2010 年 1 月。SWOT 分析部分，係

指透過企業之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四個層面之分析，以在擬定策略前對企業本身深度分析，

相關內容可參閱該書頁 326-328 關於太平洋 SOGO 併購案之分析；五力分析部分，係指透過企

業潛在競爭者威脅、供應商議價能力、替代品威脅、顧客議價能力與現有競爭者威脅之五個面向

分析，作為一標準化之策略分析方式，相關內容可參閱該書頁 159-163 關於大聯大股份轉換案

之分析；PEST 分析部分，係指透過政治環境、經濟環境、社會文化與技術環境之四個面向，分析

外在環境對一企業之影響，相關內容可參閱洪啟仁，同註 161，頁 43。 
175 參閱游明德等，同註 4，頁 30-31；洪啟仁，同註 161，頁 39-45。 
176 參閱『「○○股份有限公司併購資訊揭露自律規範」參考範例』第 5 條規定及其附件一「保密

約定書」與附件二「保密承諾書」。 
177 參閱洪啟仁，同註 161，頁 46；游明德等，同註 4，頁 31；黃偉峯，併購實務的第一本書，

頁 177-181，2002 年 6 月；王志誠、李書孝，同註 80，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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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依其專業與併購經驗進行調查，並作成實體查核報告，以作為併購公司評估

之依據。而盡職調查內容包含評估目標公司法律（如進行中訴訟、潛在訴訟、智

慧財產權事項等）、財務（如財務報表、稅務、借貸往來等）、業務（如公司基

本資料、營運目標、重要契約、供應商與客戶等）、人力資源（如董監事組成、

員工管理政策、薪資福利等），以及各項可能與併購有關之議題178。 

實務上，併購公司常聘請會計師作為財務盡職調查者，與查核財務報表不同

處在於，併購目的之財務盡職調查通常係針對特定買方投資人所使用，以作為其

制定決策時之參考，無須按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或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或財務

報告準則編製，亦無固定格式限制179。再者，查核財務報告重點多在於會計原則

及內控制度之遵循，併購財務盡職調查則看重盈餘品質（quality of earnings）、

淨資產（net assets）、淨營運資金（net working capital）與淨負債（net debt）等

項目之評估180。而財務盡職調查之資料來源，可能來自財務報告、股東會年報、

投資人說明書、會計師查核工作底稿，或公開資訊（如報章雜誌報導）等181。 

第二目 進行價值評估（Valuation） 

併購公司針對目標公司財務面與非財務面盡職調查後，接下來即透過前述調

查結果作為併購價值評估之基礎，併購價格通常仰賴具高度專業、獨立之外部專

家的價值評估技術，以作為買方決定合理併購價格之依據及談判基礎182。縝密的

價值評估過程，可強化買賣雙方協商地位，亦可減少高買低賣情形發生183，惟實

務上對於併購價值評估爭議屢見不鮮，甚至買賣雙方對於併購價值的認知差異或

                                                
178 參閱洪啟仁，同註 161，頁 46-47；黃偉峯，同註 177，頁 182-185；賴源河，同註 162，頁 66-

67。 
179 參閱游明德等，同註 4，頁 122-123。 
180 參閱游明德等，同註 4，頁 123-142。盈餘品質部分，例如：進行毛利、營業費用分析以調整

盈餘數；淨資產部分，例如：分析應收帳款、存貨、或有負債等數額是否需調整；淨營運資金部

分，例如：分析應收帳款收款天數、存貨週轉天數；淨負債部分，例如：因以現金買現金意義不

大，故排除目標公司帳上之現金及付息負債，以減少買方籌措現金之壓力。 
181 參閱游明德等，同註 4，頁 143-146。 
182 參閱洪啟仁，同註 161，頁 152-153。 
183 參閱伍忠賢，同註 164，頁 26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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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為併購案破局之關鍵因素184。再者，若獨立專家之價值評估未有妥適形成過

程，亦有受金管會派員組成的會計師懲戒委員會懲戒之可能185。 

因各產業特性不同，難有固定制式之價值評估方式，實務上常見方法係併購

公司委任獨立會計師取得目標公司之營業、財務等公開市場資訊，使用資產法、

市場法及收益法等財務方法對其加以分析、評估186，最後對收購價格出具合理性

意見。惟企業之價值非傳統財務報表即能完全反映，未認列於財報上的無形資產

（如專業技術、團隊精神等）亦為企業價值重要一環187。合理、允當的價值分析

能作為併購案中重要價格決定依據，但往往最終併購價格，仍取決於雙方團隊之

談判及議價能力。 

第三項 協商階段 

併購公司歷經策略規劃階段與評估階段後，此時延續達成初步共識時簽訂之

意向書或備忘錄，併購公司可利用盡職調查階段與價值評估階段所獲得對目標公

司的財務或非財務面資訊，和目標公司進行細部協商，以確定併購架構並草擬併

購契約。於協商階段，併購雙方可透過運用法律條款或談判技巧進行磋商，並於

併購契約中訂定保障條款（如聲明保證條款、承諾事項條款188、違約處理及契約

之終止條款、損害賠償條款等）以降低自身公司須承擔之風險，倘併購契約訂定

                                                
184 例如順達科技公司與加百裕公司於 2010 年 9 月 28 日之股份轉換一案，原訂以加百裕公司 1.7

股普通股換發順達公司普通股 1 股之比例，並由順達公司取得加百裕公司之所有股權，惟於同年

12 月 15 日因雙方於多次會商後仍無法就股份轉換比率達成共識，因而宣布合意解除股份轉換契

約並停止股份轉換案之進行，內容請參閱加順達科技公司及百裕公司 2010 年 12 月 15 日於公開

資訊觀測站公告之重大訊息。又例如日月光半導體公司於 2015 年 8 月 21 日公開收購矽品公司

一案，於同年 8 月 28 日矽品公司之審議委員會曾認為，日月光半導體公司提出以每股普通股新

台幣 45 元作為併購對價並不合理，內容請參閱矽品公司 2015 年 8 月 28 日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

告之重大訊息。 
185 例如於樂陞案，百尺竿頭公司委託獨立專家郭敬和會計師所作成的「樂陞公司股權價值合理

性之獨立專家意見書」，即因工作底稿形成軌跡不清楚而受金管會之會計師懲戒委員會懲戒，處

以罰鍰 120 萬元，懲戒日期：2018 年 3 月 30 日，資料來源：金管會證期局最近五年度受會計師

法懲戒之名單，最後更新日期：2019 年 5 月 28 日，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601&

parentpath=0,8,594（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186 游明德等，同註 4，頁 82。 
187 參閱洪啟仁，同註 161，頁 153-154。 
188 參閱賴源河，同註 162，頁 67。聲明與保證條款，係當事人一方或雙方針對過去曾發生或現

在存在，可能影響合約效力之「事實狀況」，保證確實不虛假之條款；承諾事項條款，係指當事

人雙方對於未來之情事承諾作為或不作為之條款。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601&parentpath=0,8,594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601&parentpath=0,8,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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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周延致使雙方執行契約時產生爭議，往後或可能成為長期訴訟之開端189。此外，

由雙方董事會談判草擬的併購契約，原則上仍須經雙方公司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

方得進行之（參閱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27 條、第 29 條及第 35 條）。 

第四項 履約及整合階段 

歷經前述階段，最終來到履約及整合階段，有認為此階段為企業併購中最為

關鍵之階段，若雙方公司確實履約及整合妥善而得以實現併購綜效，則可稱成功；

若未確實履約、整合不當或發生其他重大事件，則可能導致併購案失敗。而常見

整合問題，包含管理階層態度差異過大190、併購後整合計畫未妥善規劃、對於目

標公司瞭解不足、目標公司管理階層素質不一或經營不善等191。 

併購後整合重點在於實現併購目標，而人力資源整合又為其中首要議題，舉

凡主要管理階層整合、員工薪酬與福利調整、企業文化差異調和、與主要客戶或

供應商說明等皆包含在內，若併購雙方員工處於不確定工作氛圍（如現有員工面

臨被調職、裁員等），將對併購成功之路埋下不確定因子。既併購僅是公司滿足

特定營運目的方式之一，則公司不宜將併購視為唯一方式，否則投入大量時間、

金錢及人力來推進併購案，最終併購案失敗卻無退路，將可能對公司造成難以回

復之損害192。  

                                                
189 參閱洪啟仁，同註 161，頁 47；黃偉峯，同註 177，頁 200-210；賴源河，同註 162，頁 67-

68。 
190 此處係指併購團隊與執行整合工作之團隊，因管理階層不同而意見相左，後者或可能不瞭解

前者當初評估之想法與目的。 
191 參閱游明德等，同註 4，頁 272-273；洪啟仁，同註 161，頁 195-238；黃偉峯，同註 177，頁

210-218。 
192 同上註。 



DOI:10.6814/NCCU2019012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6 
 

第三章 我國股份收買請求權制度及實務探討 

併購案往往涉及併購公司或被併購公司之重大變更，僅握有少數股權的小股

東於我國法制度設計下，影響股東會通過併購案決議之效果非常有限，此時小股

東若不同意公司併購案進行，僅能被動於市場出脫股份，或由公司提出收購股份

之價格，拿錢走人。惟諸多併購案中，併購公司或被併購公司之股份非於公開證

券市場進行交易，該等公司股東若反對公司進行之併購案，因無法於公開市場出

售股份，而僅能請求公司收買其持股，以作為投資終了之最後手段。 

問題在於，公司提出的收購價格對異議股東而言不一定合理，甚而經常成為

異議股東與公司在法庭上爭執之焦點。例如東森合併凱擘案193、龍巖合併大漢案

194或絡達股份轉換旭思案195等，皆發生股東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後，因公司與股

東無法就收購價格達成協議，進而向法院請求重新計算及認定股份價格之情形。 

於此章，本文將探討我國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之制度設計及實務運作。

首先說明我國現行法適用股份收買請求權之併購類型，以及企業併購法規定之請

求程序；再者，就實務上計算股份公平價格常用之方法，及法院認定公平價格之

方式作釐清；最後，以三個近期我國併購實務為例，就實務運作及法院股份公平

價格之認定提出若干問題，作為本文第五章重新探討問題之前提背景。 

第一節 現行法規定 

我國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appraisal right or appraisal remedy）規定，最

早見於公司法 1966 年 7 月 5 日增訂之第 186 條及第 317 條第 1 項。依現行法，

股份收買請求權規定則可見於公司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及企業併購法，又按企業

併購法第 2 條規定，涉及股份有限公司之合併196，優先適用企業併購法規定，若

                                                
193 李晴，凱雷案涉交易不公 小股東獲勝訴，TVBS，2007 年 6 月 22 日，https://news.tvbs.com.t

w/entry/320405（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194 林洧楨，不甘低價換股 小股東卯上大龍巖 大漢建設小吃大 價值認定各說各話，財訊，

2011 年 11 月 2 日，https://www.wealth.com.tw/home/articles/2644（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195 黃煒軒，小股東爭取多五成溢價 如何讓法官買單？，今周刊，2018 年 8 月 9 日，https://ww

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5/post/201808080038/小股東爭取多五成溢價%20 如

何讓法官買單（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196 同註 38。 

https://news.tvbs.com.tw/entry/320405
https://news.tvbs.com.tw/entry/320405
https://www.wealth.com.tw/home/articles/2644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5/post/201808080038/小股東爭取多五成溢價%20如何讓法官買單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5/post/201808080038/小股東爭取多五成溢價%20如何讓法官買單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5/post/201808080038/小股東爭取多五成溢價%20如何讓法官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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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併購法未規定，再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等規定處理；涉及金融機構併購，

則優先適用金融控股公司法規定。下述本文僅就非金融機構間併購可能產生之股

份收買請求權，並以規定較公司法完善的企業併購法為主軸進行討論，合先敘明。 

第一項 股份收買請求權適用之併購類型 

第一款 企業併購法規定之併購類型 

「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係當公司股東不同意公司進行某重要變更行為，

卻又因該行為採股東會多數決議通過，而給予該股東得請求公司依公平價格收買

其持股之權利197，使其得收回投資、退出公司，進而保障投資權益198。按 2015 年

7 月 8 日修正後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當公司進行併購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股東得請求公司按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持股： 

一、公司股東對公司依第 11 條規定修改章程記載股份轉讓或股票設質之限

制，於股東會集會前或集會中，以書面表示異議，或以口頭表示異議經記錄，放

棄表決權者。 

二、公司進行第 18 條之合併時，存續公司或消滅公司之股東於決議合併之

股東會集會前或集會中，以書面表示異議，或以口頭表示異議經記錄，放棄表決

權者。但公司依第 18 條第 7 項進行合併時，僅消滅公司股東得表示異議。 

三、公司進行第 19 條之簡易合併時，其子公司股東於決議合併之董事會依

第 19 條第 2 項公告及通知所定期限內以書面向子公司表示異議者。 

四、公司進行第 27 條之收購時，公司股東於股東會集會前或集會中，以書

面表示異議，或以口頭表示異議經記錄，放棄表決權者。 

五、公司進行第 29 條之股份轉換時，進行轉換股份之公司股東及受讓股份

之既存公司股東於決議股份轉換之股東會集會前或集會中，以書面表示異議，或

以口頭表示異議經記錄，放棄表決權者。但公司依第 29 條第 6 項規定進行股份

轉換時，僅轉換股份公司之股東得表示異議。 

六、公司進行第 30 條股份轉換時，其子公司股東於決議股份轉換之董事會

                                                
197 劉連煜，合併異議股東之股份收買請求權，月旦法學教室，23 期，頁 26，2004 年 9 月。 
198 王文宇，同註 133，頁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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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 30 條第 2 項規定公告及通知所定期限內，以書面向子公司表示異議者。 

七、公司進行第 35 條之分割時，被分割公司之股東或受讓營業或財產 

之既存公司之股東於決議分割之股東會集會前或集會中，以書面表示異議，或以

口頭表示異議經記錄，放棄表決權者。 

八、公司進行第 37 條之簡易分割時，其子公司股東，於決議分割之董事會

依第 37 條第 3 項規定公告及通知所定期限內，以書面向子公司表示異議者。 

 綜上所述，本文將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 項所列各款情形，整理如下表： 

 併購類型 請求權人 異議時點 異議方式 

1.  公司進行併購時，修改

章程記載股份轉讓或

股票設質之限制（§11） 

雙方公司股東 股東會集會前

或集會中 

書面或口頭經

紀錄表示異議，

並放棄表決權 

2.  一般合併（§18） 雙方公司股東 股東會集會前

或集會中 

書面或口頭經

紀錄表示異議，

並放棄表決權 

3.  非對稱式合併（ §18 

VII） 

消滅公司股東 

4.  簡易合併（§19） 子公司股東 於第 19 條第 2

項公告及通知

所定期限內 

書面向子公司

表示異議 

5.  收購（§27） 雙方公司股東 股東會集會前

或集會中 

書面或口頭經

紀錄表示異議，

並放棄表決權 

6.  一般股份轉換（§29） 雙方公司股東 股東會集會前

或集會中 

書面或口頭經

紀錄表示異議，

並放棄表決權 

7.  非對稱式股份轉換

（§29 VI） 

轉換股份公司

之股東 

8.  簡易股份轉換（§30） 子公司股東 於第 30 條第 2

項公告及通知

所定期限內 

書面向子公司

表示異議 

9.  一般分割（§35） 雙方公司股東 股東會集會前

或集會中 

書面或口頭經

紀錄表示異議，

並放棄表決權 

10.  簡易分割（§37） 子公司股東 於第 37 條第 3

項公告及通知

所定期限內 

書面向子公司

表示異議 

表 1：企業併購法適用股份收買請求權之併購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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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其他併購類型 

第一目 三角合併 

 三角合併分為正三角合併及逆三角合併，現行企業併購法可按第 4、8、22

條規定進行三角合併，惟同法第 12 條無明確列入三角合併之類型，母公司股東

若有異議得否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不無疑義。如前述章節所言199，學說對於母

公司股東是否具行使股份收買請求之權利，主要分為三種不同見解，採否定說論

者認為合併之決定屬經營者專業判斷，不宜給予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200；採

原則否定，例外肯定說論者則認為，原則上股東無須干預經營者專業判斷，惟若

公司採三角合併之風險與一般合併風險無異時，仍應賦予母公司異議股東股份收

買請求權201；亦有從規避法規角度，認為現行法若無法阻止母公司設立 100%持

股子公司作為空殼公司，再利用子公司與目標公司進行三角合併，母公司異議股

東原有機會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卻因制度設計而失去機會，似有探求餘地202。 

第二目 非對稱式分割 

 於企業併購法第 36 條之非對稱式分割併購類型，被分割公司股東是否得行

使股份收買請求權？如前所述203，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未如同非對稱式合併或非

對稱式股份轉換，再賦予被分割公司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雖其仍得按公司

法第 317 條第 1 項規定，請求公司以公平價格收買持股，惟公司法對於股份收買

請求權之規定未同企業併購法周延，如此分開規定僅是造成體系之混亂204。 

第三目 現金逐出合併 

於現金逐出合併（Cash-Out Merger），異議股東得否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

                                                
199 參閱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一款，關於三角合併之母公司異議股東可否行使股份收買請

求權之論述。 
200 劉連煜，同註 56，頁 214。 
201 王文宇，同註 57，頁 32。 
202 游啟璋，同註 58，頁 61。 
203 參閱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二款第二目，關於非對稱式分割之被分割公司異議股東，可

否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之論述。 
204 黃偉峯，同註 76，頁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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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逐出合併為控制股東逐出少數股東方式之一，控制股東透過於公司之控制力，

迫使非控制股東須出售持股、換取現金而退出投資205。具體而言，控制股東以現

金為併購對價，利用多數決強制使少數股東喪失合併後存續公司的股東地位206。 

由企業併購法第 4 條第 3 款規定觀之207，公司合併時可以現金、股份、他公

司股份或其他財產作為合併對價。雖該款規定並未直接表示現金合併可作為控制

股東驅逐少數股東之方式，惟實務上常見管理階層收購（Management Buyout, 

MBO）及管理階層換購（Management Buy-in, MBI）等，皆是以現金逐出合併方

式完成208。進一步而言，此二併購方式通常第一階段利用公開收購，取得被收購

公司過半數甚至三分之二以上股權，以成為控制股東掌握其作成重大議案之權限

209，第二階段便以現金逐出剩餘股東，而使公司達到下市或私有化之併購目的210。 

按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股東會對於公司合併或解散之決議，應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換言之只要掌握 1/3 股權，即可啟動現金逐出合併，我國啟動門檻相較

於德國 95%之控制股東、英國 90%以上之股東、韓國 95%以上之控制股東211實

屬偏低212。從而，企業併購法雖無禁止公司利用現金逐出合併驅逐少數股東，惟

恣意受到控制股東逐出公司的少數股東，若未有合理的機制來保護其投資權益，

對於少數股東而言則顯不公平，亦有可能違反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

                                                
205 游啟璋，現金逐出合併時少數股東的股份收買請求權，政大法學評論，136 期，頁 221，2014

年 3 月。 
206 劉連煜，同註 56，頁 212。 
207 企業併購法第 4 條第 3 款：「合併：指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參與之公司全部消滅，由新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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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並以存續或新設公司之股份、或其他公司之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

價之行為。」 
208 游啟璋，同註 205，頁 213。管理階層收購（MBO）及管理階層換購（MBI）差異在於，前者

係指收購者為公司原有管理階層；後者係指收購者為外來的收購者收購目標公司後，自行引入管

理階層以取代原有管理階層。 
209 林進富、盧曉彥，台灣 MBO 相關重要規範及實務運作問題分析，月旦財經法雜誌，15 期，

頁 47，2008 年 12 月。 
210 亦有論者指出公開收購第一階段通常以 90%為門檻，於第二階段再發動簡易合併逐出剩餘股

東，請參閱張心悌，逐出少數股東－以資訊揭露義務與受託人義務為中心之美國法比較，政大法

學評論，123 期，頁 258-259，2011 年 10 月。 
211 游啟璋，同註 205，頁 232-236。其他國家又如奧地利為 90%，法國、荷蘭及比利時為 95%，

義大利為 98%等，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蔡明誠大法官提出之部分協同意見書，同註

20，頁 6 註 16。 
212 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黃瑞明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同註 20，頁 3-4。採相反

見解者則認為，不應由少數股東掌握合併與否之決定權，否則將使其成為「少數之多數」而握有

公司經營方向發展極大之權力，參閱程春益、陳穎蒨，同註 18，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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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即對此問題表示意見。 

該號解釋理由書闡明我國企業併購法雖允許現金逐出合併之併購行為，但此

合併結果對於未贊同合併之少數股東影響甚大，立法上應充分保護其股東利益，

至少應使其能及時獲得充分資訊，並就股份對價公平性之確保設置有效權利救濟

機制，如此方符合憲法第 15 條之意旨213。申言之，所謂及時獲得充分資訊，係

指應使股東能及時獲悉合併案對於公司利弊之重要內容、具利害關係之股東或董

事之利害關係重要內容及其贊成或反對併購決議之資訊214；所謂確保公平價格之

有效救濟機制，則指透過現行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賦予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

權，使其得請求公司收買持股，且若對於公司收買價格若有所不滿時，得獲法院

重新為價格裁定之機會，藉以作為保障少數股東權益之機制215。 

股份收買請求權作為現金逐出合併保障機制尤為重要，因我國現行法就委請

獨立專家對收購價格提供合理性意見之規定，按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僅適用

於公開發行公司。換言之，非公開發行公司之少數股東無法受獨立專家機制保障，

對於其權益保護即有所欠缺216。此外，現行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法院裁定機制，

不適用未贊同合併之股東217不願被逐出，卻因現金逐出合併遭剝奪股權之情形218，

而僅適用股東主動表示異議向請求公司按公平價格收買持股。現行法規定不足處，

                                                
213 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同註 7，第 4 段。 
214 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同註 7，第 7 段。 
215 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同註 7，第 8 段。 
216 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羅昌發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同註 13，頁 9。 
217 有關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中「未贊同合併之股東」所指為何，有認為根據該號解釋之歷

審背景事實，此處解釋之客體應指因原台固公司（目標公司）之股東會召集通知未送達，致使「未

能及時異議，而失去收買請求權之股東」，參閱楊岳平、李劍非，財經法與公法的交錯與對話－

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開啟的契機，月旦裁判時報，80 期，頁 87-88，2019 年 2 月；有認為

此處指「投下反對票，而未放棄表決權之股東」，參閱黃朝琮，同註 13，頁 94；亦有認為此處應

指「未參與股東會表達意見，而被現金逐出之股東」，參閱林國全、陳健豪，論現金逐出合併與

少數股東權利保障－簡評釋字第 770 號大法官會議解釋，財金法學研究，2:2 期，頁 194，2019

年 6 月。 
218 有論者認為，股東於併購交易之救濟方式不限於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例如對董事提起受託

義務亦屬方式之一，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僅憑股份收買請求權規定不適用未贊同合併之股

東，即認異議股東缺乏有效救濟機制，未免牽強，參閱楊岳平、李劍非，同註 217，頁 89-90；

黃朝琮，同註 13，頁 95。亦有論者認為，從聲請法院裁定公平價格之發動前提來看確實如此，

惟於現金逐出合併，既少數股東已無繼續投資之可能，則其權益保護已從繼續投資之權利轉化為

被剝奪股份之補償，其必然會轉向法院聲請裁定股份價格，此時「表示異議」、「放棄表決權」及

「請求公司收買股份」僅是聲請裁定公平價格之前提程序而已，故無解釋理由書所謂不贊同併購、

不願被收買股份而被強制逐出之問題，參閱林國全、陳健豪，同註 217，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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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由立法者一併檢討改進219。 

第二項 股份收買請求權之請求及裁定程序 

第一款 股東應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請求 

 按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為確保股份收買請求程序與聲請公平價

格裁定程序之有效進行，股東若要向公司請求按公平價格收買持股，應自股東會

決議日起 20 日內以書面提出，若屬簡易合併、簡易股份轉換或簡易分割等無須

經股東會同意，僅須經董事會特別決議的併購類型，則分別按第 19 條第 2 項、

第 30 條第 2 項或第 37 條第 3 項所定期限內以書面向公司提出，並列明請求收

買價格及交存股票之憑證。倘股東未依前述規定期間內，以書面提出請求並列明

請求收買價格及交存股票之憑證，則屬未完成請求之程序，效果等同於未請求220。

此外，若股東於前述時間內先以書面提出收買請求後，再另於前述期間內補正列

明請求收買價格及交存股票之憑證，公司不得拒絕其收買股份之請求221。 

第二款 股東與公司間是否就收買價格達成協議 

第一目 達成協議 

按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5 項前段之規定，若股東與公司間就收買價格達成

協議，公司應自股東會決議日起 90 日內支付價款，明確訂定支付價款之時點，

避免公司因故拖延付款222。 

第二目 未達成協議 

                                                
219 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同註 7，第 11 段。大法官針對此規定僅表示不

妥之意見，未宣告違憲，因本釋字案審查客體係 2002 年 2 月 6 日制定之企業併購法第 4 條第 3

款及第 18 條第 5 項，不包含 2015 年 7 月 8 日修正後之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規定，故僅於解釋理

由書末段以「併此指明」之方式，促使立法者修正補足。相關說明請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

釋，羅昌發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同註 13，頁 1-2。 
220 立法院公報處，院會紀錄，立法院公報，104 卷 54 期 10 冊，頁 191，2015 年 6 月。 
221 立法院公報，同註 220，頁 191-192。 
222 鄭婷嫻，企業併購法下之少數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制度－以我國法與美國法為研究中心，財

金法學研究，1 卷 2 期，頁 273，201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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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5 項後段之規定，若股東與公司間未就收買價格達

成協議，則應循司法途徑解決，惟為保障股東權益，就公司對價無爭議部分，公

司仍應自決議日起 90 日內，依其所認為之公平價格支付價款給未達成協議之股

東223；倘若公司未支付，視為同意股東依第 12 條第 2 項請求收買之價格。再按

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6 項本文之規定，若股東與公司間就收買價格自股東會決

議日起 60 日內未達成協議，公司應於此期間經過後 30 日內，以全體未達成協議

之股東為相對人，聲請法院為價格裁定。若公司未將未達成協議股東列為相對人、

公司撤回聲請，或聲請裁定受駁回，則視為公司同意該股東第 12 條第 2 項請求

之收買價格。是以，若公司未積極主動支付其所認為的公平價格或聲請法院裁定，

法律上將擬制公司同意股東所提之收買價格，而須按該價格支付予異議股東。 

按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6 項但書之規定，經異議股東（相對人）陳述意見

或裁定送達異議股東後，公司若欲為聲請之撤回，應得被撤回異議股東同意後方

可為之，以保護異議股東對於有利裁定或效力維持的期待。此外，按企業併購法

第 12 條第 10 項及第 12 項規定，聲請程序費用及檢查人之報酬，皆由公司負擔，

於裁定價格確定時，公司應自裁定確定之日起 30 日內，支付裁定價格扣除已支

付價款之差額，以及自決議日起 90 日翌日起算之法定利息。換言之，公司無須

就自決議日起 90 日內已支付給股東其所認為的公平對價再支付法定利息，避免

增加交易成本而影響併購效率224。此外，有論者認為股份收買之價金支付應和股

份移轉同時進行，避免公司無法以現金或其他得作為對價之資產支付股東，而使

異議股東落得喪失股份且無相對應補償之兩頭空225。 

第三款 法院為收買價格裁定之程序 

 如前述所提，若股東與公司間未就收買價格達成協議，則公司須以全體未達

成協議之股東為相對人，聲請法院為價格裁定，而按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8 項

規定，法院為價格裁定前應使聲請人與相對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賦予其聽審請

                                                
223 論理上，法院裁定之公平價格有低於收購價格之可能，此時公司如何取回已支付給股東之價

額，似有疑義，參閱黃朝琮，企業併購中之股份收買請求權－功能定位與公平價格之決定，臺北

大學法學論叢，107 期，頁 145 註 350，2018 年 9 月。就此，美國德拉瓦州之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h 項亦有公司先行支付無爭議價額，即可免除利息費用之規定，亦有相同疑義，see Ann M. 

Lipton, Shareholder Divorce Court, 44 J. Corp. L. 297, 347 (2019). 
224 鄭婷嫻，同註 222，頁 274。 
225 程春益、陳穎蒨，同註 18，頁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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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權保障。相對人有數人時，為簡化程序，則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41 條至第 44 條

有關選定當事人制度，選定一人或數人為代表進行裁定程序，而確定之裁定準用

民事訴訟法第 401 條第 2 項規定，效力及於全體未達成協議之股東。 

 而按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1 項，股份價格裁定程序又準用非訟事件法第

171 條及第 182 條第 1、2、4 項之規定。換言之，該裁定應由公司所在地之法院

管轄（非訟事件法第 171 條），法院為裁定前，應訊問公司負責人及為聲請之股

東，必要時得選任檢查人就公司財務實況，命為鑑定（非訟事件法第 182 條第 1

項），若裁定之股份為上櫃或上市股票，法院得斟酌聲請時當地證券交易實際成

交價格核定之（非訟事件法第 182 條第 2 項）。對於收買股份價格事件之裁定，

應附理由，倘裁定抗告中應停止執行（非訟事件法第 182 條第 4 項）。 

第二節 企業之價值評估 

每個併購案（合併、收購或分割）的背後，均有一個經併購方與被併購方磋

商形成的併購價格或股份轉換比率，該價格或股份轉換比率於一般（非簡易）併

購類型須經雙方董事會或股東會，在認為公平、合理及符合公司利益的情況下決

議通過後方得成交。問題在於，我國併購案通過並非採股東全體同意之一致決，

而為多數決，詳言之，一般併購類型原則無須全體股東一致同意，而僅須有代表

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同意即可行之。 

此種制度設計，縱然能避免少數股東輕易藉由表決權否決公司重大變更案，

而使公司達到更有效率之經營，卻也讓少數股東可能成為控制股東恣意使用表決

權逐出之標的226。而於法律調和上，多數學者認為賦予異議股東行使股份收買請

求權利，即是使其不同意公司重大變更案之際，有機會收回投資而保護其權益227。

若少數股東對於公司所作併購案不服，法律上（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給予其權

利救濟機會，即由法院裁定股份公平價格，何謂股份之「公平」價格，即是在計

算與認定公平價格時最重要之課題。於此節，本文將先介紹如何為併購價格之計

算，次節再探討我國實務認定公平價格之方式。 

實務上，針對企業或業務常用之評價方式包含市場法（Market approach）、收

                                                
226 游啟璋，註 205，頁 240-242。 
227 王文宇，同註 133，頁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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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法（Income approach）及資產法（Asset approach）等228，除上述三種方法外，

評價人員亦可採其他方法來推估企業價值，惟應於其出具之評價報告中敘明理由

229。評價人員應依專業及個案判斷，選擇最適用於評價案件並最能合理反映評價

標的價值之評價方法230，並於形成結論時，應對採用不同評價方法所估得不同價

值間之差異進行分析及說明231，而在繼續經營假設前提下，評價人員不得僅選擇

資產法作為唯一評價方法232。評價企業時，評價人員原則應採用兩種以上評價方

法，若僅採用一種方法計算，則應另於評價報告中敘明理由233。 

第一項 市場法 

 市場法之常用評價方法包含可類比上市上櫃公司法及可類比交易法，前者係

指參考相同或類似參考從事相同或類似業務之企業，其股票於活絡市場交易之

成交價格、該等價格所隱含之價值乘數234及相關交易資訊，以決定受評企業價值，

通常適用於企業或業務之評價；後者則指參考相同或相似企業業務或企業權益

之成交價格，該等價格所隱含之價值乘數及相關交易資訊，以決定受評企業之價

值，通常適用於企業、業務、個別資產或個別負債之評價235。 

無論是使用可類比上市上櫃公司法或可類比交易法，兩方法重點皆在於可類

比公司或可類比交易之選擇，以及採用與前者高度關聯之價值乘數。二者根本差

異在於評價標的為企業本體，或個別業務、資產或負債，惟如何實際操作市場法

計算標的價值，並非本文重點，故以下僅將著重於兩方法共通問題－可類比公司

或可類比交易之選擇及價值乘數之採用，合先敘明。 

第一款 可類比公司或可類比交易之選擇 

                                                
228 參閱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評價準則公報第四號，評價流程準則第 15 條第 3

項，http://dss.ardf.org.tw/ardf/av04.pdf（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229 同註 228，評價流程準則第 15 條第 4 項。 
230 同註 228，評價流程準則第 15 條第 1 項。 
231 同註 228，評價流程準則第 28 條。 
232 同註 228，評價流程準則第 24 條。 
233  參閱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評價準則公報第十一號，企業之評價第 13 條，

http://dss.ardf.org.tw/ardf/av11.pdf（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234 價值乘數又稱為市場乘數或評價乘數，為避免混亂，以下本文將採評價準則公報之用語，統

稱為「價值乘數」。 
235 同註 228，評價流程準則第 16 條。 

http://dss.ardf.org.tw/ardf/av04.pdf
http://dss.ardf.org.tw/ardf/av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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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可類比上市上櫃公司法，其評價流程可劃分為：步驟一：蒐集與目標公

司業務屬性相近之可類比上市上櫃公司市值及相關財務資訊；步驟二：以步驟一

蒐集之資訊計算價值乘數；步驟三：以目標公司歷史財務資訊及可類比上市上櫃

公司價值乘數計算目標公司於評價基準日之股權價值；步驟四：根據步驟三所得

之股權價值，並作相關調整後，計算目標公司於評價基準日之股權價值236。 

 採用市場法首要步驟，便是找尋與目標公司屬性「相似」之可類比上市上櫃

公司。所謂相似公司，係指可類比公司與目標公司營運活動相似、處於相同銷售

市場及地域、受相同經濟因素影響，並具相當規模之公司237。惟現今公司多角化

經營者不在少數，部門各自營運之情況下難以找到和目標公司各事業部門組成

皆相似之可類比公司，此時可就目標公司前四大事業部門之主管業務，分自挑選

類似上市上櫃公司，再進行可類比上市上櫃公司法之計算分析238。若目標公司於

我國市場處獨佔地位（如台灣電力公司、臺灣證券交易所等），亦可尋找外國公

司，並佐以財務相似度、業務範圍等因素考量，選擇合適之可類比公司239。 

第二款 價值乘數之採用 

價值乘數可分為「權益乘數（equity multiple）」與「企業價值乘數（enterprise 

multiple）」240，前者係從分析股票價值為出發，常用乘數包含本益比（Price-to-

Earnings ratio, P/E）及股價淨值比（Price-to-Book Value ratio, P/B）等；後者係從

分析企業價值為出發，常用乘數包含 EV/EBIT、EV/EBITA、EV/EBIDTA 及

EV/Revenue 等241。邏輯上，評價股權價值應採用權益乘數；評價企業價值則應

                                                
236 參閱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IFRS9 未上市（櫃）公司及創投之股權評價釋例，頁 8-9，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listed/ifrsVersion/%7BBF5CD40F-34AF-FE29-3FFD-19BD5721062
4%7D.pdf（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237 李昌峻，可類比公司篩選策略及案例，貨幣觀測與信用評等，127 期，頁 4-5，2017 年 9 月；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同註 236，頁 19。 
238 李昌峻，同註 237，頁 10-11。 
239 李昌峻，同註 237，頁 7-9、11-13。 
240 李昌峻、羅靖霖，市場法乘數因子拆解及實證－以台灣市場為例，貨幣觀測與信用評等，134

期，頁 32，2018 年 11 月。價值乘數 
241 EV： Enterprise Value，企業價值；EBIT：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and Taxes，息前稅前淨利；

EBITA：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Taxes, and Amortization，息前税前攤銷前淨利；EBIDTA：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Taxes,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息前税前折舊攤銷前淨利；Revenue：營業收

入。亦有將市場乘數分類為盈餘乘數（Earnings multiple）、淨值乘數（Book Value multiple）與收

入乘數（Revenue multiple），盈餘乘數包含 EV/EBIT、EV/EBITA、EV/EBITDA 及本益比；淨值乘數包

含股價淨值比；收入乘數包含 EV/Revenue，參閱陳惠玲、李瑋婕，IFRS 13 補篇：未上市櫃股票

評價之簡介，信用風險評估專刊，25 期，頁 88，2016 年 9 月。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listed/ifrsVersion/%7BBF5CD40F-34AF-FE29-3FFD-19BD57210624%7D.pdf
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listed/ifrsVersion/%7BBF5CD40F-34AF-FE29-3FFD-19BD57210624%7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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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企業價值乘數，方能有一致之計算基礎242。而欲選擇能合理估計受評企業價

值之價值乘數，應考量受評公司之產業特性、資本結構與資本結構等因素，並依

據公司特性對價值乘數進行常規化調整243。 

第三款 計算評價標的之初步價值與調整 

 挑選適合可類比公司或交易，以求其對應之價值乘數後，便能以該價值乘數

及目標公司歷史財務資訊，進行目標公司初步價值計算。例如 A 公司之 EBIDTA

為 100 億元，可類比的 B 公司其價值乘數（EV/EBIDTA）為 5 倍，則 A 公司之

企業公允價值即為 500 億元（100 億元乘以 5 倍）244，惟仍須加回非營運項目之

淨值（非營運項目資產減非營運項目負債）245，方為目標公司初步價值。最後，

將目標公司初步價值除以普通股股數，再調整非控制權益折價（non-controlling 

interest discount）及流動性折價（discount for the lack of liquidity）等246，即可得

目標公司於評價基準日之普通股每股公允價值。 

第二項 收益法 

 收益法係以評價標的創造之未來利益流量為評估基礎，透過資本化或折現過

程，將未來利益流量轉換為評價標的現在價值247。而實務收益法常用之評價方法，

包含利益流量折現法（Discounted Cash Flow Mothod, DCF）及利益流量資本化法

（Capitalization of Earnings Method, CEM），前者係將預估之各期利益流量

（benefit streams, 可能為各種形式之收益、現金流量或現金股利）按適當折現率

（discount rate）予以折現；後者則係將具代表性之單一利益流量除以資本化率

                                                
242 參閱陳惠玲、李瑋婕，同註 241，頁 88。 
243 參閱陳惠玲、李瑋婕，同註 241，頁 88；同註 228，評價流程準則第 17 條；同註 233，企業

之評價第 10 條。如何進行常規化調整，請參閱陳惠玲、李瑋婕，同註 241，頁 90-91。 
244 詳細實際案例計算可參閱羅登義、李瑋婕，台電股權評價實作，貨幣觀測與信用評等，127 期，

頁 24-28，2017 年 9 月。 
245 參閱陳惠玲、李瑋婕，同註 241，頁 91。 
246 參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同註 236，頁 14-15。常見的折溢價包含非控制權益折價（亦可稱

為少數股權折價）、流動性折價（亦可稱為缺乏市場流動）及控制權溢價。非控制權益折價係指

股東權益之價值因缺乏部分或全部之控制權而需調整之金額或比率；流動性折價係指所有權因

缺乏市場可銷售性而需調整減少之金額或比率；控制權溢價係指相同比例之具控制與不具控制

權益間之價值差額，此差額係反映控制權之價值。 
247 同註 228，評價流程準則第 18 條第 1 項。 



DOI:10.6814/NCCU2019012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8 
 

或乘以價值乘數248。其中，又以現金流量折現法最被評價實務廣泛使用。 

 現金流量折現法之基本概念係假設公司於併購後將繼續經營，而以其未來預

期營業期間將產生的現金流量，使用特定折現率折現回評價基準日之現值，即為

公司於評價基準日之整體價值249。故使用此方法估計企業價值，重點在於如何編

製財務預測、以財務預測推計未來現金流量，及決定折現率250。 

第一款 編製財務預測 

 編製財務預測251之用途在於衡量受評公司未來數年內繼續營運時的獲利狀

況，以推估其永續經營時所能創造的效益流量。故編製財務預測時，須綜合衡量

公司之經濟狀況、所屬產業類別、競爭對手及發展優劣勢等，以瞭解公司於預測

期間可能的成長情形252。評價人員應考量現金流量波動可被合理預測之期間或

公司之獲利達到穩定水準所需期間等因素，以決定明確預測期間253。換言之，應

至少達到其營運獲利相對穩定的階段，再以穩定階段的預測況狀推估永續經營

下的價值，如此財務預測才較具合理性，若預測期間過長或過短而致無法合理反

映公司未來狀況，該財務預測合理性與可信度將存有疑慮254。 

財務預測範圍則包含營業收入、營業成本、營業費用、營運資金（如應收帳

                                                
248 同註 233，企業之評價第 18 條。 
249 參閱游明德等，同註 4，頁 86。 
250 參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同註 236，頁 8。現金流量折現法詳細步驟如下：步驟一：依據目

標公司歷史財務資訊及未來營運計畫，進行參數設定，對所取得目標公司之財務預測進行調整；

步驟二：根據目標公司財務預測計算預測年期之自由現金流量；步驟三：依據假設，估計可預測

年期後之自由現金流量；步驟四：採用加權平均資金成本率為折現率，將前二步驟所求得之自由

現金流量加以折現，並作相關調整，計算目標公司於評價基準日之股權價值；步驟五：根據步驟

四所得股權價值，進行敏感度分析，以作為評價標的公允價值計算之參考依據。 
251 現金流量折現法所指的財務預測（Financial Projection）與證券交易法第 36-1 條所指的財務預

測（Financial Forecast）並不完全一致。證券交易法上的財務預測，依其授權金管會訂定之「公開

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第 5 條規定，分為簡式財務預測及完整式財務預測，前者

預測期間以季為單位（第 9 條第 3 項）；後者則以年為單位（第 13 條第 1 項），二者皆採自願公

開為原則。有關證券交易法之財務預測詳細制度介紹，可參閱郭大維，當財務預測遇上內線交易

－財務預測資訊是否為重大影響股票價格之消息？，月旦法學教室，185 期，頁 41-44，2018 年

3 月。 
252 參閱游明德等，同註 4，頁 87；洪啟仁，同註 161，頁 158。財務預測期間的長短決定，例如

評估標的仍處於初步成長階段，則財務預測應至少達到其營運相對穩定的階段，再以穩定階段的

預測況狀推估永續經營下的價值，倘若財務預測期間過短，則評估出的永續經營價值可能會較低

而缺乏合理性。 
253  參閱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評價實務指引第一號，現金流量折現法第 8 條，

http://dss.ardf.org.tw/ardf/vbs01.pdf（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254 參閱游明德等，同註 4，頁 88。實務上財務預測常以五年為單位，即一個產業的循環期間。 

http://dss.ardf.org.tw/ardf/vbs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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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存貨、應付帳款等）、資本支出、無形資產及所得稅率等項目255。欲擬制前

述參數，則須參考公司進行評價前幾年的營運概況，進而假設未來營運之售貨天

數、收款天數、營業收入成長率、營業成本費用率等，再進行常規化調整256，以

預測受評公司於未來數年之財務狀況。 

第二款 推計終值與未來現金流量 

 未包含於明確財務預測期間內但仍屬未來現金之流量，則須進行終值計算。

詳言之，現金流量折現法之現金流量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明確預測期間內的

現金流量；第二部分為明確預測期間外的現金流量，該法原理係將第一、二部分

的現金流量皆折現至評價基準日，再將折現結果相加總，以得企業價值之估計257。

而所謂「終值」，即公司於第二部分明確預測期間結束日之公平市場價值258，故

求得終值後，仍須再將其折現至評價基準日，方能和第一部分折現至評價基準日

之數額相加總259，以得公司於評價基準日之估計價值。 

 在使用現金流量折現法計算企業價值時，一般所採的現金流量為「自由現金

流量（Free Cash Flow, FCF）」。所謂自由現金流量係指公司於本業營運獲利的

現金流入，扣除維持營運所需的成本、費用及營運資金等資本支出後，剩餘自由

可供公司運用之資金260。自由現金流量又可分為「企業自由現金流量（Free Cash 

Flow to Firm, FCFF）」與「股東自由現金流量（Free Cash Flow to Equity, FCFE）」，

前者係用於計算企業價值，通常採加權平均資金成本為折現率；後者係用於計算

股權價值，通常採權益資金成本為折現率261，二者差異在於，後者相較前者多考

量利息費用與舉債金額262。而實務上多採用企業自由現金流量及加權資金成本

                                                
255 參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同註 236，頁 10-12；羅登義、李瑋婕，同註 244，頁 29-31。 
256 同註 228，評價流程準則第 19 條；同註 233，企業之評價第 10 條。 
257 同註 253，現金流量折現法第 7 條。 
258 同註 253，現金流量折現法第 16 條。終值之計算公式，請參閱註 253，現金流量折現法第 19

條。終值=（FCFn × (1+g) ）／ (r-g)，FCFn＝明確預測期間最後一年（第 n 年）之常規化自由現

金流量；g＝永續成長率；r＝折現率（加權平均資金成本或權益資金成本）。 
259 同註 253，現金流量折現法第 21 條。 
260 參閱游明德等，同註 4，頁 91；洪啟仁，同註 161，頁 159。 
261 參閱游明德等，同註 260；洪啟仁，同註 260；同註 253，現金流量折現法第 26 條。 
262 參閱游明德等，同註 260；洪啟仁，同註 260。企業自由現金流量＝息前税後盈餘＋折舊與攤

銷－必要之營運資金變動數－必要之資本支出；股東自由現金流量＝息後税後盈餘＋折舊與攤

銷－必要之營運資金變動數－必要之資本支出－借款淨償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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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來計算企業價值後，再減除舉債金額之方式來推估股權價值263。 

第三款 折現率之計算 

 編製財務預測、推計終值與自由現金流量後，接著是計算折現率，以利用折

現率回推現金流量於評價基準日之價值。折現率反映貨幣時間價值，及受評企業

未來營運相關之風險264，概念上屬於企業營運資金成本265。依前述提及，若採企

業自由現金流量，搭配的折現率為加權平均資金成本（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WACC）；若採股東自由現金流量，搭配的折現率則為權益資金成本（𝐾𝐸）。

邏輯上，折現率之大小會與最後計算所得企業價值成反比，即作為分母之折現率

越大，則作為分子的自由現金流量折現回評價基準日之價值將越低，反之亦同。 

第一目 加權平均資金成本（WACC） 

加權平均資金成本係市場參與者對特定投資項目所要求之報酬率，其概念係

針對不同資金來源（如股東出資、舉債借款等），有各自要求相異的報酬率及資

金成本，而將各項融資成本乘以其權重，加總後所得之平均報酬率即為加權平均

資金成本266。假設計算時僅涉及債務與權益，其計算公式如下267： 

𝑊𝐴𝐶𝐶 = 𝐾𝐸  x 
𝐸

𝐷+𝐸
 +  𝐾𝐷(1 − 𝑇) x 

𝐷

𝐷+𝐸
  

其中，𝐾𝐸＝權益資金成本 

𝐸＝權益之公平市場價值  

𝐷＝付息債務之公平市場價值  

𝐾𝐷＝付息債務資金成本 

𝑇＝公司之稅率 

 加權平均資金成本係以權益資金成本（𝐾𝐸）乘以權益權重，再加上税後舉債

成本（𝐾𝐷(1 − 𝑇)）乘以舉債權重。舉債成本部分，須以稅後基礎（1 − 𝑇）表示，

                                                
263 參閱游明德等，同註 260。 
264 同註 253，現金流量折現法第 23 條。 
265 參閱游明德等，同註 4，頁 88-89。企業取得股東自有資金及舉債借款之資金來營運，故營運

效率上需滿足不同資金來源所要求之報酬率，而該報酬率即為企業之資金成本。 
266 參閱游明德等，同註 265。 
267 同註 253，現金流量折現法第 2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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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在於融資負債所生之利息費用可作為營利事業所得稅減除項目268，故舉

債成本乘以稅率（𝑇）部分不列入舉債成本作加權平均資金成本之計算，僅以稅

後舉債成本作計算269。而權益資金成本之計算，請參閱本款第二目之說明。 

第二目 權益資金成本（𝑲𝑬） 

權益資金成本係投資者對權益的預期報酬率，實務上通常採用資本資產定價

模式（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M）作為估計之模型，其計算公式如下：  

𝐾𝐸 = 𝑅𝑓＋β x (𝑅𝑚 − 𝑅𝑓)＋α 

其中，𝑅𝑓＝無風險報酬率 

𝑅𝑚＝市場投資組合之預期報酬率（市場報酬率） 

(𝑅𝑚-𝑅𝑓)＝權益市場風險溢酬（風險貼水）  

β＝beta 值，系統風險係數  

α＝alpha 值，企業之特定風險溢酬 

 權益資金成本係以無風險報酬率，加上權益市場風險溢酬乘以β係數，及特

定風險溢酬而得。所謂無風險報酬率（Risk-free rate, 𝑅𝑚），一般係採無違約風

險的長期政府公債殖利率；市場報酬率（𝑅𝑚），係指資本市場長期平均報酬率；

權益市場風險溢酬（Equity risk premium, ERP），則以市場報酬率減去無風險報

酬率（𝑅𝑓），中間差額即資本市場存在之風險溢酬（貼水）；β係數，係指資產

系統性風險係數，反映特定資產風險相對於所有風險性資產組合之風險程度，亦

反映其產業特性；α係數，係指企業特殊風險溢酬，係用以反映企業與可比較公

司之規模差異、企業轉型或財務困境所面臨之風險，而須額外調整的風險溢酬270。 

第三項 資產法 

資產法係經由評估評價標的涵蓋的個別資產及個別負債之公平市場價值，以

反映企業或業務之總體價值271。一般而言，資產法係以企業繼續經營的前提評估

                                                
268 所得稅法第 30 條第 1 項。 
269 謝劍平，財務管理原理，頁 167，2019 年 3 月，8 版。 
270 參閱游明德等，同註 4，頁 89-91；同註 253，現金流量折現法第 28 條。 
271 同註 228，評價流程準則第 21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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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標的，而針對受評標的之個別資產及負債，適當地採用市場法、收益法、成

本法或其他方法評價，並無硬性規定特定資產或負債應採用特定評價方法272。惟

若企業以結束經營為前提，則應以企業或業務之清算價值作為其整體價值273，於

該前提，通常僅以資產法評估企業價值即可。若以繼續經營為前提時，除因評價

標的特性習慣用資產法進行評估外，評價人員不得以資產法為唯一之評價方法

274。此外，除企業於資產負債表上的資產及負債為評估範圍，資產負債表外的個

別資產或負債亦應納為評估基礎之考量275。 

因市場法及收益法已於本節第一、二項提及，故此不再贅述。成本法係以取

得或製作與評價標的類似或相同之資產所需成本為依據，來評估單一資產價值，

主要適用於沒有市場交易之評價標的276。成本法又分為「重置成本法」及「重製

成本法」，前者係指評估重新取得與評價標的效用相近之資產之成本；後者則指

評估重新製作與評價標的完全相同資產之成本277。而個別資產或負債除使用市

場法、收益法或成本法外，尚可使用其他方法進行評價，例如企業之存貨，依財

務會計準則公報規定，應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法衡量其價值278。 

第三節 股份公平價格之認定 

本節將以股份收買請求權之實務裁定為中心，首先界定股份公平價格之內涵

為何，再從現行企業併購法、非訟事件法條文規定及經濟部函釋說明我國目前實

務裁定之依據內容。我國實務對於股份公平價格之認定，主要以公司上市、上櫃

或興櫃與否作區分，早期與晚近實務對於股份公平價格之認定作法亦似有不同

趨勢，而我國學說對於法院公平價格裁定多持批判態度，並援引外國立法例，試

圖為我國實務作法提供指引。本文於第四章將從美國德拉瓦州之法律規定及實

務運作角度切入，期望透過規範之比較為我國現行制度改進提供建議。 

                                                
272 同註 228，評價流程準則第 21 條第 2 項、第 22 條。 
273 同註 228，評價流程準則第 21 條第 2 項。 
274 同註 233，企業之評價第 21 條。 
275 同註 228，評價流程準則第 21 條第 3 項。 
276 同註 228，評價流程準則第 26 條。 
277 同註 228，評價流程準則第 25 條。 
278 參閱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十號，存貨之會計處理準則第

21 段，http://dss.ardf.org.tw/ardf/ac10.pdf（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http://dss.ardf.org.tw/ardf/ac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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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公平價格之內涵 

 所謂「公平」，依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係指不偏私，有公道、公

正及公允之意279。股東對公司併購行為不滿時，表示異議後得請求公司按一價格

收買其持股，該價格即公平價格，我國公司法及企業併購法使用「公平價格」一

詞，係源於英文 fair value（or true value or intrinsic value280）。就財務報導目的而

言， fair value 於會計翻譯為「公允價值」，其定義係於衡量日，市場參與者在

有秩序交易中出售某一資產所能收取或移轉某一負債所需支付之價格281；於法

律評價目的應用， fair value 翻譯為「公平價值」，定義則按相關法令或判例282。 

關於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之立法目的，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抗字

第 231 號裁定曾提及：「公司法關於異議股東收買請求權之立法目的，並非使異

議股東得因公司進行收買股權而獲有額外利益，亦非在於懲罰公司，其目的僅在

於使少數股東得以異議當時公司股份之合理價格，取回其投資而已，該價值端視

公司於當時之經營績效而定」283；又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5 年度抗字第 230 號

裁定亦曾說明：「少數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之立法目的，在於公司彼此間進行概

括讓與或承受、讓與或受讓主要營業或財產等情形下，為避免多數股東經股東會

議之多數決，壓迫與其經營理念有異之少數股東而賦予少數股東可請求公司收

回股份之退場機制相符，此保障少數股東權之立法目的，對收購公司或讓與公司

少數股東而言，均無不同。」 

由上述實務觀之，股份公平價格裁定之內涵應在併購公司及異議股東間取得

平衡，法院須避免對於股份價值過高或過低的認定，以致過度偏頗併購公司或異

                                                
279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rsVf

G&o=e0&sec=sec1&op=v&view=0-1（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280 Barry M. Wertheimer, The Shareholders' Appraisal Remedy and How Courts Determine Fair Value, 
47 Duke L.J. 613, 629 (1998). 
281 參閱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第 13 號：公允價值衡量（2020 年金管會認可適用版），第 A6

頁第 9 段，http://163.29.17.154/ifrs/ifrs_2019_approved/IFRS13_2019.pdf?1566032（最後瀏覽日：

2019 年 10 月 16 日）。 
282 同註 228，評價流程準則附錄二第 3 條。 
28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司字第 189 號裁定：「企業併購法及公司法關於異議股東收買請

求權，目的在於當大多數股東已依多數決原則就公司併購一事作成決定後，給予異議股東得有依

決議當時公平價格取回其投資，而不參與公司併購之機會，資以調和各該股東之利益，因此異議

股東之股份由公司收買之目的，不在使異議股東得因公司併購而取得利益或遭受損害，而僅係單

純地客觀反映合併當時股票交易之合理權益」，意旨與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抗字第 231 號

裁定略同。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rsVfG&o=e0&sec=sec1&op=v&view=0-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rsVfG&o=e0&sec=sec1&op=v&view=0-1
http://163.29.17.154/ifrs/ifrs_2019_approved/IFRS13_2019.pdf?1566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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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股東而造成不公，股份價值認定則取決於公司營運之績效。換言之，法院對於

股份「公平價格」的裁定，必須著重於「公平」及「價值認定」284。 

查我國公司法及企業併購法皆使用公平價「格」，而非公平價「值」。本文推

測立法者使用公平價格一詞，可能係因股份交易時會有成交價格，買方支付購買

價格後，賣方再轉讓其持股予買方，故於此才會使用公平價格，而非公平價值。

惟以 fair value 於我國法條及實務運作觀之，其重點應在於公平及價值認定；再

者，以併購雙方角度而言，買方在認為併購產生之價值高於其出價時，才會願意

進行併購；相對地賣方在認為其得到之價格高於公司本身價值時，才會願意交易，

由此可見價值與價格之內涵確實有所不同。 Value 於中文亦應翻譯成價值較為

允當，而非價格，故本文認為 fair value 於裁定股份收買請求權之股份價值時，

應翻譯為「公平價值」方能反映其內涵。不過，為求與法條、多數實務及學說統

一用語，本文以下仍將使用「公平價格」一詞，合先敘明。 

第二項 條文規定及行政函釋 

有關股份收買請求權公平價格認定之相關規定，我國法主要規定於企業併購

法第 12 條。例如公司聲請法院為公平價格裁定時，應檢附會計師查核簽證公司

財務報表及公平價格評估說明書（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7 項），而法院為價格

裁定前應令雙方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8 項），有關

於價格裁定，準用非訟事件法第 182 條第 1、2 項規定（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1 項）。其中，非訟事件法第 182 條規定法院裁定價格時，得選任檢查人命為鑑

定（非訟事件法第 182 條第 1 項），而若股份為上市或上櫃股票，法院得斟酌聲

請時當地證券交易實際成交價格核定之（非訟事件法第 182 條第 2 項）。 

 又經濟部曾引述國際會計準則及商業會計法有關合併或轉讓時資產計價之

規定，於股份公平價格認定有相關函釋285。參照當時商業會計法第 57 條規定，

商業在合併或轉讓時，其資產之計價以時價、帳面價值或實際成交價格為準286。

                                                
284 有論者認為，在現金逐出合併的併購類型裡，因股東無從決定是否出售其持股，故相較於行

使股份收買請求權，真正能保障異議股東之核心制度在於「公平價格如何裁定」。參閱王文宇，

評釋字第 770 號解釋現金逐出合併案，月旦法學雜誌，289 期，頁 10，2019 年 6 月。 
285 經濟部 2003 年 07 月 29 日經商字第 09202148190 號函。 
286 商業會計法第 57 條已於 2014 年 6 月 18 日修正為：「商業在合併、分割、收購、解散、終止

或轉讓時，其資產之計價應依其性質，以公允價值、帳面金額或實際成交價格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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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際會計準則對於資產公平價格之認定，係參考：(1)市場上客觀之成交價；(2)

同類或類似產業股票之參考價；(3)買賣雙方協議並載明於合約之價格。惟此函

釋問題在於其未解決公平價格認定之真正問題，即各數值如何計算、適用順序為

何，以及得作為公平價格之前提要件287。再者，若無市場上客觀成交價格或同類

或類似產業股票之參考價格，法院逕採買賣雙方協議價格結果為公平價格，似喪

失請求法院裁定公平價格之實益。 

第三項 學說見解 

 關於股份公平價格之認定，早期有論者舉述清算價值說（以清算價值為評價

基準）、市場價格說（以股份之市場價格為評價基準）及投資價值說（以投資價

值為評價基準），對該三說進行利弊分析而採投資價值說，理由係該說認為股份

可被評價的權利，應為實現收益前之權利，而非參與經營之權利288。 

晚近學者則多從法院見解出發，分析實務裁定之脈絡及邏輯而提出看法。以

我國實務而言，有論者認為我國實務過去似以有無證券市場之交易價格，作為是

否採市場價格為公平價格之區分，惟我國證券市場設有每日漲跌幅限制，一日內

可能從漲停到跌停，又易受人為因素影響，要以基準日何時的交易價格為公平價

格，不無疑義289。此外，當有控制權交易發生時，股價需一段期間方能完全反應，

過度依賴市場價格而逕以股東會決議合併日或翌日之股價認定為公平價格，有

其不妥處290。再者，非訟事件法第 182 條第 2 項係規定法院對於上市櫃公司「得

斟酌」聲請時之交易價格為公平價格，實務卻常發生據此條文逕認交易價格為公

平價格之情形，對於該條文之立法顯有誤會291。 

亦有論者從日本公司法規定及實務運作之角度，對我國實務認定公平價格之

                                                
287 黃朝琮，同註 223，頁 128-129。 
288 柯菊，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之股份收買請求權（續），法令月刊，28:6 期，頁 13-14，1977 年 6

月。其中，清算價值說問題在於公司被併購後仍繼續營業，即便公司於併購後消滅，其權利義務

仍是由存續公司繼受，且公司清算股東受分配之權利與股份收買請求權利性質有所不同，故以清

算價值為評價基準有其不妥處；而市場價格說問題在於，股票市場具投機性而股價易波動，且一

般而言收買價格恆大於股票價格，否則股東直接於股票市場出脫持股即可，故股票之市場價格僅

能作為公平價格決定之參考，而不應逕採為公平價格。 
289 許美麗，股份收買請求權實務問題之研究，全國律師，8:11 期，頁 67，2004 年 11 月。 
290 劉連煜，同註 56，頁 218-220。 
291 許美麗，同註 289，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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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提出建議292。其說明日本法院裁定公平價格時，第一步會先判斷併購後企業

價值是否增加，若有，則進一步判斷企業價值增加部分有無公平分配，判斷方式

係以併購時是否符合營業常規而定。若符合營業常規，則法院原則尊重董事會及

股東會之判斷，惟若併購不符合營業常規，或雖符合營業常規但有當事公司董事

會或股東會判斷不受尊重之情形，則法院即有必要決定併購之公平分配比例，而

用以計算公平價格；反之，若併購後企業價值沒有增加，甚至有損時，則法院即

以若無併購決議，而能確保股東經濟上有同等狀態之收買價格作為公平價格。 

美國德拉瓦州（State of Delaware）之法律規定與實務作法，亦有值得我國實

務借鏡處，曾有多位學者撰寫文章表示意見293。本文將待至第四章始對該州作法

有進一步介紹，並分析與我國實務之異同，再於第五章提出我國實務運作之建議。 

第四項 實務見解 

當我國股份收買請求權公平價格認定之法律規範不明確時，透過實務的累積，

使吾人能藉由觀察法院裁判之脈絡，試著梳理其形成之見解。本文搜集至 2019

年 10 月 16 日為止，我國股份收買請求權之實務判決294，以公司上市、上櫃或興

櫃與否作區分，就公平價格認定方面提出以下觀察： 

第一款 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早期實務多採市場價格，晚近似有採

收購價格之趨勢 

    於上市、上櫃或興櫃股份收買裁定案件，早期實務見解多會援引非訟事件法

第 182 條第 2 項之規定，認為若股份為上市或上櫃股票，法院得斟酌聲請時當地

證券交易實際成交價格核定其當時公平價格。所謂「當時」公平價格，依最高法

院 71 年度台抗字第 212 號裁定意旨，係指股東會決議之日該股份市場價格而言。

又公平價格之意涵，參考經濟部 2003 年 07 月 29 日經商字第 09202148190 號函，

                                                
292 蔡英欣，股份收買請求權制度之檢討，全國律師，18:2 期，頁 59-60，2014 年 2 月。 
293 劉連煜，同註 56，頁 220-224；游啟璋，註 205，頁 228-232、249-251、257-268；黃朝琮，

同註 223，頁 89-121；鄭婷嫻，同註 222，頁 262-271；林建中，美國德拉瓦法上股份收買請求權

的計算方式與衍生問題，政大法學評論，137 期，頁 102-137，2014 年 6 月；蘇怡慈，由臺灣高

等法院 102 年度金上字第 11 號判決論併購交易中之少數股東權益保護，57 期，月旦民商法雜

誌，頁 111-113，2017 年 9 月。 
294 股份收買請求權之法院裁定整理請參閱本文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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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三種可能：(1)市場上客觀之成交價；(2)同類或類似產業股票之參考價；(3)

買賣雙方協議並載明於合約之價格。進而，各級法院在股份價值的認定上，常得

出公平價格係股東會決議日收盤價格之結論295。 

關於公平價格認定時點，多數實務認為應以股東會決議日296為基準，惟亦有

認為應以股東會決議日之翌日297、聲請法院裁定時298或股份交換日299為公平價格

認定之基準時點。除認定時點有歧異，對於應採該日何時點之價值，實務看法亦

有分歧，多數見解雖認為應採收盤價格，亦不乏有認為應採該日最高及最低股價

之平均價格300、實際成交均價301、公開收購價格302或每股淨值九折303者。 

晚近實務則似有參考獨立專家合理性意見，再借重其意見訂定公平價格之趨

勢。法院參酌獨立專家合理性意見前，多仍會審酌收購價格是否高於股東會決議

日市場價格304，若收購價格較高，方才參考併購公司委任獨立專家之合理性意見，

而定收購價格305或合理區間之中間值306為公平價格。此外，亦有實務係採異議股

東委任之獨立專家意見，尊重其合理性意見所認價格而定為公平價格307。 

                                                
295 臺灣高等法院 91 年度抗字第 3795 號裁定、臺灣高等法院 91 年度抗字第 5137 號裁定、臺灣

高等法院 92 年度抗字第 1980 號裁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6 年度司字第 283 號裁定、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 97 年度抗字第 281 號裁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司字第 189 號裁定。 
296 最高法院 71 年度台抗字第 212 號裁定。 
297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4 年度司字第 58 號裁定。 
298 臺灣高等法院 91 年度抗字第 2560 號裁定。 
299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司字第 17 號裁定。 
300 臺灣高等法院 92 年度抗字第 1980 號裁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6 年度司字第 283 號裁定。 
301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4 年度司字第 58 號裁定。 
302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6 年度司字第 593 號裁定。 
30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2 年度司字第 349 號裁定。 
304 法院論述係基於非訟事件法第 182 條第 2 項規定，認為若股份為上市或上櫃股票，法院「得

斟酌」聲請時當地證券交易實際成交價格核定之。有部分實務審視收購價格是否高於股東會決議

日之市場價格，例如：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8 年度司字第 30 號裁定、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6 年

度司字第 26 號裁定、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5 年度司字第 13 號裁定、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5 年

度司字第 25 號裁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7 年度司字第 23 號裁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8 年

度司字第 9 號裁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6 年度司字第 29 號裁定；亦有審酌收購價格是否高於

終止興櫃股票櫃檯買賣前 30 個營業日之平均成交價格者，例如：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6 年度司

字第 23 號裁定。 
305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6 年度司字第 26 號裁定、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6 年度司字第 23 號裁

定、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5 年度司字第 13 號裁定、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5 年度司字第 25 號裁

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7 年度司字第 23 號裁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6 年度司字第 29 號裁

定。與前述案例不同的是，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6 年度司字第 593 號裁定中，法院僅因為收購

價格高於股東會決議日實際成交價格及歷年來興櫃交易實際成交均價，而未參考獨立專家合理

性意見即逕採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 
306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5 年度司字第 20 號裁定。 
30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6 年度司字第 92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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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處在於，上述實務裁判中未見有法院依非訟事件法第 182 條第 1 項

後段選任鑑定人之情形，僅有論點提及原告認為無須送鑑定308或雙方未合意選任

鑑定機構，甚而有法院見解認為鑑定人計算之價格涉及其主觀判斷，不利於法院

對於公平價格之認定309。 

第二款 非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計算方式多樣，且多會參考合理性

意見或鑑定意見 

相較於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實務於認定非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股份之

公平價格時，鮮少有將特定日收盤價格直接採為公平價格之情形，理由係非訟事

件法第 182 條第 2 項規定法院對於「上市櫃公司」得斟酌聲請時交易價格，故該

規定對於無公開市場價格的非上市櫃或興櫃公司顯無用武之地。缺少市場價格作

為單一衡量標準，實務認定公平價格時多會借重財務方法310來進行股份價值估算，

惟亦曾見以股份淨值代替市場價格而作為公平價格者311。 

實務常用計算公平價格之財務方法包含市場法（如可類比上市上櫃公司法、

可類比交易法、本益比法及股價淨值比法等）、收益法（如現金流量折現法、盈

餘資本化法及堆疊法等）、資產法，或以數種方法計算之結果取其平均值。其中，

大部分裁判至少參考一份以上專家意見，無論來自法院選任鑑定人之鑑定意見、

併購公司或異議股東委任獨立專家之合理性意見。亦有見未參酌合理性意見或鑑

定意見，自行計算並認定公平價格者312。此外，晚近有若干實務係參考鑑定意見

或併購公司委請獨立專家出具之合理性意見後，認定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313。 

法院參考鑑定意見或獨立專家合理性意見後，原則上不再對渠等意見進行調

                                                
30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6 年度司字第 593 號裁定。 
309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5 年度司字第 20 號裁定。 
310 參閱本文第三章第二節之內容。 
311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98 年度司字第 235 號裁定。 
312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5 年度司字第 46 號裁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3 年度司字第 923 號裁

定。 
313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8 年度司字第 19 號裁定、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7 年度司字第 30 號裁

定、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0 年度司字第 156 號裁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聲字第 385 號裁

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5 年度司字第 257 號裁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2 年度司字第 446 號裁

定、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6 年度司字第 89 號裁定、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7 年度司字第 49 號裁

定、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5 年度司字第 14 號裁定、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5 年度司字第 11 號裁

定、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4 年度司字第 21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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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惟仍有見實務對鑑定意見314或合理性意見315進行調整，甚至認為鑑定意見或

合理性意見使用的各種財務方法皆存在盲點，而不予採用316。此外，有見實務曾

基於當事人認為無送鑑定之必要317、鑑定價格有專業保留餘地而具不確定性318、

併購公司為國際性公司而具嚴謹會計制度319或鑑定價格所費不貲320等理由，認為

另行送鑑定非但耗費資源，亦僅是徒生兩造對自己有利評價選用方式之爭執321。 

第四節 法規範設計及股份公平價格認定之問題 

本節將先以併購實務為例，探討於私有化併購類型是否有論理上少數股東權

益易受侵害之情形，再點出企業併購法規範設計問題，以及我國實務認定公平價

格時產生之疑義，作為本文第五章重新檢視問題之探討背景。 

第一項 我國私有化併購實務運作及放棄表決權問題 

於私有化（go private）併購類型，必須特別注意收購價格之合理性。所謂私

有化，即指例如管理階層收購或現金逐出合併等併購類型，一旦完成併購，股權

或管理權將全數由內部人或控制股東掌握，原本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交易股票之目標公司，亦將於併購完成時隨之下市或下櫃322。國內常見私有化

併購方式係控制股東成立從屬公司，先於前一階段透過對目標公司公開收購以獲

得一定持股，再於後一階段利用表決權優勢以現金為對價逐出（freeze-out）少數

股東323。於此等併購類型，由於公司進行併購之目的已非結合相輔之資產以產生

併購綜效，而是在驅逐少數股東324，故如何保障少數股東權益尤顯重要。 

                                                
314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7 年度抗更二字第 1 號裁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7 年度抗字第 28 號裁

定。 
315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99 年度抗字第 87 號裁定。 
316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5 年度司字第 4 號裁定、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6 年度司字第 22 號裁定。 
31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0 年度抗字第 21 號裁定。 
31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2 年度司字第 58 號裁定。 
319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4 年度司字第 21 號裁定。 
320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98 年度司字第 235 號裁定。 
321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5 年度司字第 14 號裁定、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7 年度抗字第 55 號裁

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6 年度司字第 224 號裁定。 
322 楊哲夫，淺談併購私有化與企業併購法修正草案，證券暨期貨月刊，32:9 期，頁 31，2014 年

9 月。 
323 蔡昌憲，自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談私有化併購交易之利益衝突迴避爭議：兼論與國巨案、

美國戴爾電腦案的比較，萬國法律，224 期，頁 13，2019 年 4 月。 
324 游啟璋，同註 205，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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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項，本文將舉三個近期完成之國內併購案為例，分別為金融業私有化併

購、同產業私有化併購與同產業非私有化併購，探討私有化併購之併購溢價是否

有偏低情形。此外，亦將同時點出我國企業併購法規制度設計問題，即若要求股

東欲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須以放棄表決權為前提，除可能侵害其股東權行使，

亦變相有鼓勵其走向聲請法院裁定一途之意涵，或可能使併購案產生套利之機會。 

第一款 我國私有化及非私有化併購之實例 

第一目 新光金控併購元富證案 

 新光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光金控」，公司代號：2888）與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元富證」，公司代號：2856）於 2018 年 4 月

24 日共同宣布，二者將採股份轉換方式進行併購，併購完成後元富證將成為新

光金控 100%持股子公司，而以每 1 股元富證普通股轉換新光金控新發行普通股

0.96 股之換股比例作為收購價格325。於宣布併購訊息前，新光金控對元富證之持

股已達 33.45%326，按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4 款第 3 目規定

327，因新光金控對元富證持股已超過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25%，故元富證為新

光金控之證券子公司，本次併購交易即屬關係人交易。雙方各於 2018 年 6 月 8

日召開股東會就併購事項通過決議，再於同年 8 月 1 日經公平交易委員會不禁止

本案之事業結合、同年 8 月 10 日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並訂定股份轉換

基準日為同年 10 月 1 日，併購完成後元富證即終止上市，惟仍繼續公開發行328。 

按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2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第 2 款規定，金融機構329之股東

若不同意股份轉換案進行，得向公司請求收買其持股。申言之，金融機構得依股

份轉換方式轉換為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若股東不同意金融機構進行股份轉換，

                                                
325 2018 年 9 月 3 日依股份轉換契約所列公式，調整本案換股比例為每 1 股元富證普通股轉換新

光金控新發行之普通股 0.9890 股。 
326 參閱新光金控 2018 年第一季財務報告書，列入合併財務報表之子公司部分所列示。 
327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控制性持股：指持有一銀行、保險公司或證券商已發

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之二十五，或直接、間接選任或指派一銀行、保險公司

或證券商過半數之董事」；同條項第 4 款第 3 目：「證券子公司：指金融控股公司有控制性持股之

證券商。」 
328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新光金控與元富證之重大訊息，http://mops.twse.com.tw/mops/w

eb/index（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329 按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銀行、保險公司與證券商皆為該法所稱之金

融機構。 

http://mops.twse.com.tw/mops/web/index
http://mops.twse.com.tw/mops/web/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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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股份收買請求權規定準用公司法第 317 條第 1 項後段及第 2 項，即股東在集會

前或集會中，以書面表示異議或以口頭表示異議經紀錄者，得放棄表決權，請求

公司按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持有之股份。而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26 條第 2 項第 2

款並未限於目標公司股東適用，故若新光金控或元富證之股東不同意併購案進行，

皆得行使請求股份收買之權利。 

 再者，按企業併購法第 6 條規定，倘金融機構為公開發行公司，則於召開董

事會決議併購事項前應設置特別委員會，就本次併購計畫與交易之公平性、合理

性進行審議（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若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設有審計委員

會，則審議併購計畫與交易公平性由審計委員會行之（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2

項）。而特別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進行審議，應委請獨立專家協助就收購價格合

理性提供意見（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3 項）。次按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擬合併之金融機構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除應提出合併申請書，

並應附具獨立專家對合併換股比率或換發現金或其他財產之評價合理性意見書。 

綜上，新光金控與元富證為上市公司，故皆須委請獨立專家就換股比率出具

合理性意見，除作為董事會決議前參考文件，亦屬取得主管機關合併許可的文書

之一。以下本文將從兩間公司委請獨立專家表示之合理性意見（著重於財務方法

選用及比重）、收購價格溢價幅度、併購是否於目標公司股價低點發起，及法院

裁定股份之公平價格等四個面向，探討私有化與非私有化併購個案情形之異同。 

一、 獨立專家合理性意見書 

（一） 新光金控委請信佑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惠英會計師出具「換股比例合理

性之獨立專家意見書」330 

 該意見書評價基準日為 2018 年 4 月 12 日，方法選用為市價法、每股淨值比

法、股價淨值比法及本益比法；方法權重分配為市價法 2/6、每股淨值比法 2/6、

股價淨值比法 1/6 及本益比法 1/6；控制權溢價為 10%至 20%，而認每股元富證

券普通股可換得新光金控普通股之合理區間為 0.92 至 1.01 股，擬定換股比例訂

為每股元富證普通股可換 0.96 股新光金控普通股，尚屬合理。 

                                                
330 參閱新光金控 2018 年 6 月 8 日股東常會議事手冊。 



DOI:10.6814/NCCU2019012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2 
 

（二） 元富證委請高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蔡文精會計師出具「換股比例合理性

之獨立專家意見書」331 

該意見書評價基準日為 2018 年 4 月 12 日，方法選用為市價法及股價淨值比

法；控制權溢價為 15%至 30%；以元富證調整後每股權價值區間，與新光金控調

整後收盤價格區間計算換股比例，而認每股元富證券普通股可換得新光金控普通

股之合理區間為 0.95 至 1.71 股，擬定換股比例訂為每股元富證普通股可換 0.96

股新光金控普通股，尚屬合理。 

二、 收購價格之溢價幅度 

 本案係以每 1 股元富證普通股轉換新光金控新發行之普通股 0.96 股之換股

比例作為收購價格，以併購訊息公布前一日（2018 年 4 月 23 日）新光金控與元

富證股票收盤價觀之，收購價格溢價約為 18.81%332；若以併購訊息公布前一週

（2018 年 4 月 17 日）收盤價觀之，收購價格溢價約為 20.38%333；若以併購訊息

公布前一個月（2018 年 3 月 23 日）收盤價觀之，收購價格溢價約為 15.91%334。 

三、 宣布併購訊息前目標公司之前一年度股價走勢 

 

圖 1：宣布併購時元富證之前一年度股價走勢 

                                                
331 參閱元富證 2018 年 6 月 8 日股東常會議事手冊。 
332 2018 年 4 月 23 日新光金控收盤價為 12.5 元、元富證收盤價為 10.1 元，溢價計算式：(0.96-

10.1/12.5)/(10.1/12.5)=18.81%。股價資料來源：臺灣證券交易所／交易資訊／盤後資訊／個股日

收盤價及月平均價，https://www.twse.com.tw/zh/page/trading/exchange/STOCK_DAY_AVG.html（最

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333 2018 年 4 月 17 日新光金控收盤價為 11.9 元、元富證收盤價為 9.49 元，溢價計算式：(0.96-

9.49/11.9)/(9.49/11.9)=20.38%。股價資料來源，同註 332。 
334 2018 年 3 月 23 日新光金控收盤價為 11.35 元、元富證收盤價為 9.4 元，溢價計算式：(0.96-

9.4/11.35)/(9.4/11.35)=15.91%。股價資料來源，同註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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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併購訊息公布前一日（2018 年 4 月 23 日）元富證每股收盤價格 10.1 元於

前一年度歷史股價中觀之，已是一年內最高價，雖宣布併購時新光金控已持有元

富證 33.45%股份而屬關係人交易，惟似未出現新光金控趁勢於元富證股價低點

時進行併購之情形。不過，公司價值非僅憑股票市場價格可斷言，仍需以元富證

之公司財務與非財務情形、未來發展規劃及併購產生之綜效等綜合判斷收購價格

是否合理，惟本文於此重點在於私有化併購類型控制股東是否會於股價低點進行

併購，故不再就收購價格之合理性進行深入分析，合先敘明。 

四、 法院之股份公平價格裁定 

 按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6 項規定，若股東與公司間就收買價格自股東會決

議日起 60 日內未達成協議，公司應於此期間經過後 30 日內，以全體未達成協議

之股東為相對人，聲請法院為價格裁定。本案元富證係以異議股東為相對人向法

院聲請裁定股份價格335，法院以元富證為上市公司故股價具有公信力為由，而逕

將股東會決議日股票收盤價格 11.15 元作為公平價格。  

第二目 奇力新併購美磊案 

 奇力新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奇力新」，公司代號：2456）與美磊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美磊」，公司代號：3068）於 2018 年 1 月 3 日

共同宣布，二者將採股份轉換方式進行併購，併購完成後美磊將成為奇力新 100%

持股子公司，而以每 1 股美磊普通股轉換奇力新普通股 0.73 股之換股比例作為

收購價格。此前，奇力新並未直接或間接持有美磊之股票，故本案非屬關係人交

易。併購完成後，美磊將終止櫃檯買賣股票，亦不再繼續公開發行336。 

 如前述所提，因奇力新與美磊進行併購時皆為公開發行公司，按企業併購法

第 6 條規定，公司召開董事會決議併購事項前，須組成特別委員會或由審計委員

會就本次併購計畫與交易之公平性、合理性進行審議，並應委請獨立專家協助就

收購價格合理性提供意見。 

                                                
335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司字第 189 號裁定，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抗字第 138

號裁定維持。 
336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奇力新之重大訊息，同註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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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獨立專家合理性意見書 

（一） 奇力新委請杏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潘思璇會計師出具「換股比例合理性

之獨立專家意見書」337 

該意見書評價基準日為 2017 年 12 月 29 日，方法選用為市價法、股價淨值

比法及本益比法；方法權重分配為市價法 70%、股價淨值比法 15%、本益比法

15%，或市價法 90%、股價淨值比法 5%、本益比法 5%；控制權溢價為 14.76%，

而認每股美磊普通股可換得奇力新普通股之合理區間為 0.7267 至 0.7611 股，擬

定換股比例訂為每股美磊普通股可換 0.73 股奇力新普通股，尚屬合理。 

（二） 美磊委請康儲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國師會計師出具「換股比例合理性之

獨立專家意見書」338 

該意見書評價基準日為 2017 年 12 月 29 日，方法選用為市價法及本益比法；

方法權重分配為市價法 90%及本益比法 10%；控制權溢價為 14.26%，而認每股

美磊普通股可換得奇力新普通股之合理區間為 0.7281 至 0.7497 股，擬定換股比

例訂為每股美磊普通股可換 0.73 股奇力新普通股，尚屬合理。 

二、 收購價格之溢價幅度 

本案係以每 1 股美磊普通股轉換奇力新普通股 0.73 股之換股比例作為收購

價格，以併購訊息公布前一日（2018 年 1 月 2 日）奇力新與美磊股票收盤價觀

之，收購價格溢價約為 15.93%339；若以併購訊息公布前一週（2017 年 12 月 27

日）收盤價觀之，收購價格溢價約為 13.71%340；若以併購訊息公布前一個月（2017

年 12 月 1 日）收盤價觀之，收購價格溢價約為 17.38%341。 

                                                
337 參閱奇力新 2018 年 3 月 1 日第一次股東臨時會議事手冊。 
338 參閱美磊 2018 年 3 月 1 日第一次股東臨時會議事手冊。 
339 2018 年 1 月 2 日奇力新收盤價為 101 元、美磊收盤價為 63.6 元，溢價計算式：(0.73-63.6/10

1)/(63.6/101)=15.93%。股價資料來源，奇力新同註 332；美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盤後

資訊／個股日成交資訊，https://www.tpex.org.tw/web/stock/aftertrading/daily_trading_info/st43.p

hp?l=zh-tw（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340 2017 年 12 月 27 日奇力新收盤價為 97.2 元、美磊收盤價為 62.4 元，溢價計算式：(0.96-

62.4/97.2)/(62.4/97.2)=13.71%。股價資料來源，奇力新同註 332；美磊同註 339。 
341 2017 年 12 月 1 日奇力新收盤價為 97.6 元、美磊收盤價為 60.7 元，溢價計算式：(0.96-

60.7/97.6)/(60.7/97.6)=17.38%。股價資料來源，奇力新同註 332；美磊同註 339。 

https://www.tpex.org.tw/web/stock/aftertrading/daily_trading_info/st43.php?l=zh-tw
https://www.tpex.org.tw/web/stock/aftertrading/daily_trading_info/st43.php?l=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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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宣布併購訊息前目標公司之前一年度股價走勢 

 

圖 2：宣布併購時美磊之前一年度股價走勢 

以併購訊息公布前一日（2018 年 1 月 2 日）美磊每股收盤價格 63.6 元於前

一年度歷史股價中觀之，併購訊息公佈前一週（2017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8 年 1

月 2 日）平均歷史股價為 62.34 元；前一個月（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2 日）平均歷史股價為 60.63 元；前一年度（2017 年 1 月 3 日至 2018 年 1 月 2

日）平均歷史股價為 64.47 元，奇力新對美磊之併購時點，美磊股價似略微高於

歷史平均走勢。 

第三目 國巨兩階段併購君耀-KY 案 

 國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巨」，公司代號：2327）於 2018 年 4 月

27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公開收購英屬開曼群島商君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君耀-KY」，公司代號：6422）普通股，以每股現金 73 元作為公開收購價

格，公開收購期間為同年 5 月 4 日至 6 月 21 日，預計取得被收購公司 100%股

份。公開收購開始前國巨未持有君耀-KY 之股份，本案非屬關係人交易。公開收

購條件成就後，國巨僅取得君耀-KY 之 80.28%股份，國巨成立英屬開曼群島商

國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巨-KY」）之特殊目的子公司342，擬與君

耀-KY 進行合併，收購價格同公開收購價格為每股現金 73 元。合併完成後以國

巨-KY 為消滅公司，君耀-KY 為存續公司，君耀-KY 將終止上市買賣並撤銷公開

                                                
342 特殊目的併購公司係發起人以併購為目的設立之新公司，公司不需要員工或辦公室，可擁有

他公司股票，而以公開發行向外募集資金，並於一定期間內與目標公司完成併購交易。參閱吳盈

德，新型態企業併購模式－以特殊目的公司為例，台灣法學雜誌，320 期，頁 15，2017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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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而成為國巨 100%持股子公司343，此即逆三角合併，亦稱現金逐出合併。

以下為本次併購案之重要事件時間順序344： 

時間 事件 

2018年 4月 27日 國巨宣布將以每股現金新台幣 73 元公開收購君耀-KY 約

4,600 萬普通股（即 100%完全稀釋股份總數），預計公開收

購期間為 2018 年 5 月 4 日至同年 6 月 21 日，公開收購成

就條件係收購約 2,300 萬股（即 50.1%完全稀釋股份總數）。 

2018年 5月 10日 君耀-KY 公告審議委員會就本次公開收購人身分與財務狀

況、收購條件公平性，及收購資金來源合理性之查證及審議

後，認為公開收購人之公開收購條件尚符合公平性及合理

性原則，故同意本公開收購案。 

2018年 5月 30日 取得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申請投資之核准。 

2018年 6月 12日 已達最低收購數量，公開收購條件已成就。 

2018年 6月 21日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 

2018年 6月 22日 收購對價已匯入受委任機構名下之公開收購專戶。 

2018年 6月 27日 完成公開收購股份之交割，實際成交股份數量占君耀-KY已

發行股份總數 80.28%，君耀-KY 成為國巨之子公司。 

2018 年 7 月 9 日 國巨之開曼子公司國巨-KY 公告，已通過董事會決議與君

耀-KY 進行合併，以國巨-KY 為消滅公司、君耀-KY 為存

續公司，併購價格為每股現金新台幣 73 元，合併完成後君

耀-KY 將成為國巨 100%持股子公司。同日君耀-KY 審議委

員會通過合併案審議，董事會亦通過與國巨-KY 合併決議。 

2018年 8月 10日 國巨-KY 與君耀-KY 就合併案皆通過其股東會決議。 

2018年 9月 28日 國巨-KY 與君耀-KY 完成合併，國巨-KY 為消滅公司，君

耀-KY 股票終止上市及撤銷公開發行，君耀-KY 成為國巨

之 100%持股子公司。 

表 2：國巨併購君耀-KY 案之大事記 

                                                
343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國巨之重大訊息，同註 328。 
344 本文整理自公開資訊觀測站國巨之重大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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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獨立專家合理性意見書 

（一） 國巨公開收購君耀-KY 案 

1. 國巨委請信佑會計師事務所林昶佑會計師出具「收購價格合理性意見」345 

該意見書評價基準日為 2018 年 4 月 23 日，方法選用為市價法、股價淨值比

法及本益比法；方法權重分配為市價法 50%、股價淨值比法 25%及本益比法 25%；

控制權溢價為 0%至 10%，而認君耀-KY 普通股合理價格區間為 70.05 元至 77.05

元，擬定公開收購價格 73 元，尚屬合理。 

2. 君耀-KY 委請康儲會計師事務所黃國師會計師出具「收購價格合理性意見」346 

該意見書評價基準日為 2018 年 4 月 27 日，方法選用為市價法及市場比較法

（各賦予稅前息前折舊攤銷前利潤比、股價淨值比、本益比 1/3 權重）；方法權

重分配為市價法 75%及市場比較法 25%；控制權溢價為 8.16%，而認君耀-KY 普

通股合理價格區間為 72.57 元至 74.52 元，擬定公開收購價格 73 元，尚屬合理。 

（二） 國巨-KY 與君耀-KY 合併案 

因國巨-KY 未於我國公開發行，故本文搜尋結果僅有君耀-KY 委請康儲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黃國師會計師出具「收購價格合理性意見書」347。該意見書評價基

準日為 2018 年 6 月 29 日，方法選用為市價法及市場比較法（各賦予稅前息前折

舊攤銷前利潤比、股價淨值比、本益比 1/3 權重）；方法權重分配為市價法 90%

及市場比較法 10%；控制權溢價 0%，而認君耀-KY 普通股合理價格區間為 69.83

元至 74.02 元，擬定收購價格 73 元，尚屬合理。 

二、 收購價格之溢價幅度 

（一） 國巨公開收購君耀-KY 案 

本案係以每股現金 73 元作為公開收購價格，以公開收購訊息公布日（2018

                                                
345 參閱國巨 2018 年 5 月 3 日公開收購說明書（新申報）3，公開資訊觀測站／投資專區／公開

收購資訊專區／公開收購資料查詢，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t162sb01（最後瀏覽日：

2019 年 10 月 16 日）。 
346 參閱君耀-KY 2018 年 5 月 10 日專家意見書，公開資訊觀測站，同註 345。 
347 參閱君耀-KY 2018 年 8 月 10 日第一次股東臨時會議事手冊。 

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t162s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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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27 日）君耀-KY 股票收盤價觀之，公開收購價格溢價約為 10.77%348；若

以公開收購訊息公布前一日（2018 年 4 月 26 日）君耀-KY 股票收盤價觀之，公

開收購價格溢價約為 15.51%349；若以公開收購訊息公布前一週（2018 年 4 月 20

日）收盤價觀之，公開收購價格溢價約為 18.31%350；若以公開收購訊息公布前

一個月（2018 年 3 月 27 日）收盤價觀之，公開收購價格溢價約為 14.24%351。 

（二） 國巨-KY 與君耀-KY 合併案 

本案係以每股現金 73 元作為收購價格，以併購訊息公布日（2018 年 7 月 9

日）君耀-KY 股票收盤價觀之，收購價格溢價約為 0.55%352；若以併購訊息公布

前一日（2018年7月6日）君耀-KY股票收盤價觀之，收購價格溢價約為0.27%353；

若以併購訊息公布前一週（2018 年 7 月 2 日）收盤價觀之，收購價格溢價約為

0.69%354；若以併購訊息公布前一個月（2018 年 6 月 8 日）收盤價觀之，收購價

格溢價約為 0.55%355。 

三、 宣布併購訊息前目標公司股價走勢 

（一） 國巨公開收購君耀-KY 案宣布公開收購訊息前君耀-KY 前一年股價走勢 

                                                
348 2018 年 4 月 27 日君耀-KY 收盤價為 65.9 元，溢價計算式：(73-65.9)/65.9=10.77%。股價資料

來源，同註 332。 
349 2018 年 4 月 26 日君耀-KY 收盤價為 63.2 元，溢價計算式：(73-63.2)/63.2=15.51%。股價資料

來源，同註 332。 
350 2018 年 4 月 20 日君耀-KY 收盤價為 61.7 元，溢價計算式：(73-61.7)/61.7=18.31%。股價資料

來源，同註 332。 
351 2018 年 3 月 27 日君耀-KY 收盤價為 63.9 元，溢價計算式：(73-63.9)/63.9=14.24%。股價資料

來源，同註 332。 
352 2018 年 7 月 9 日君耀-KY 收盤價為 72.6 元，溢價計算式：(73-72.6)/72.6=0.55%。股價資料來

源，同註 332。 
353 2018 年 7 月 6 日君耀-KY 收盤價為 72.8 元，溢價計算式：(73-72.8)/72.8=0.27%。股價資料來

源，同註 332。 
354 2018 年 7 月 2 日君耀-KY 收盤價為 72.5 元，溢價計算式：(73-72.5)/72.5=0.69%。股價資料來

源，同註 332。 
355 2018 年 6 月 8 日君耀-KY 收盤價為 72.6 元，溢價計算式：(73-72.6)/72.6=0.55%。股價資料來

源，同註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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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宣布公開收購訊息前君耀-KY 前一年度股價走勢 

以公開收購訊息公布日（2018 年 4 月 27 日）君耀-KY 之每股收盤價格 65.9

元於前一年度歷史股價中觀之，公開收購訊息公佈前一週（2018 年 4 月 20 日至

同年 4 月 27 日）平均歷史股價為 63.2 元；前一個月（2018 年 3 月 27 日至同年

4 月 27 日）平均歷史股價為 63.17 元；前一年度（2017 年 4 月 27 日至 2018 年

4 月 27 日）平均歷史股價為 66.73 元，國巨公開收購君耀-KY 之時點，君耀-KY

股價略高於歷史平均走勢。而國巨宣布公開收購時未直接或間接持有君耀-KY 之

股份，故本案非屬關係人交易。 

（二） 國巨-KY 與君耀-KY 合併案，公開收購完成後至宣布合併訊息前君耀-

KY 股價走勢 

 

圖 4：公開收購完成後至宣布合併訊息前君耀-KY 股價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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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開收購完成後至宣布國巨-KY 與君耀-KY 合併訊息前（2018 年 6 月 27

日至 2018 年 7 月 9 日）君耀-KY 股價走勢觀之，股價最低值為每股 72.4 元；股

價最高值為每股 72.8 元，平均股價為每股 72.64 元，國巨-KY 與君耀-KY 宣布併

購之時點君耀-KY 股價略低於歷史平均走勢。此外，二者宣布併購時國巨分別持

有國巨-KY 100%股份、君耀-KY 80.28%股份，故第二階段合併案屬關係人交易。 

四、 法院之股份公平價格裁定 

本案君耀-KY 係以異議股東為相對人向法院聲請裁定股份價格356，法院以君

耀-KY 為上市公司故股價具有公信力為由，將股東會決議日之股票最低成交價格

72.6 元作為下限、股票最高成交價格 72.9 元作為上限，認為公平價格之合理區

間應介於 72.6 元至 72.9 元間，故君耀-KY 以每股 73 元作為收購價格尚屬合理。 

第四目 小結 

 私有化併購是控制股東驅逐少數股東的方式之一，而為何控制股東欲尋求公

司私有化？其一，公開發行公司須遵守嚴格的證券交易法，例如定時公開財務業

務資訊、揭露負責人持股等，私有化後可節省相關成本；其二，公司經營無須再

受股東監視，可降低代理成本（agency cost）；其三，可增加財務及營運之彈性

及競爭力；其四，避免未參與公開收購應募之股東，得繼續分享併購後成果，卻

無須承擔公開收購之成本357。 

 依 Bloomberg 之 2018 年上半年度全球併購市場數據統計358，併購溢價率 0-

10%約占全球併購案件 19%；併購溢價率 10%-25%約占 33%；併購溢價率 25-

50%約占 40%；併購溢價率 50-75%約占 5%；併購溢價率 75-100%約占 2%；併

購溢價率 100%以上約占 1%。以本文搜集我國 2018 年三個上市櫃公司併購案例

觀之，新光金控併購元富證案雖屬金融機構私有化併購，但其發起併購時點係於

元富證股價高點，溢價率以併購訊息公布前一日來看為 18.81%，未有私有化併

購中常見於股價低點發起或壓低溢價率之情形；奇力新併購美磊案為一般非私有

                                                
356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司字第 232 號裁定。 
357 游啟璋，同註 205，頁 223-227。 
358 Bloomberg Global M&A market review Legal rankings 1H 2018, at 
https://data.bloomberglp.com/professional/sites/10/Bloomberg-Global-MA-Legal-Rankings-1H-
2018.pdf (last visited: Oct. 16, 2019). 

https://data.bloomberglp.com/professional/sites/10/Bloomberg-Global-MA-Legal-Rankings-1H-2018.pdf
https://data.bloomberglp.com/professional/sites/10/Bloomberg-Global-MA-Legal-Rankings-1H-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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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併購，其發起併購之時點略高於美磊歷史股價平均走勢，溢價率以併購訊息公

布前一日來看為 15.93%，本案為三個案例中唯一無股東提起股份收買請求權者，

或可解讀成股東認為收購價格尚屬合理，故未再進一步要求法院裁定公平價格。 

國巨併購君耀-KY 案為兩階段併購，於第一階段公開收購，國巨發起公開收

購之時點略高於君耀-KY 歷史股價平均走勢，溢價率以公開收購訊息公布日來看

為 10.77%，此階段公開收購實際成交股數占君耀-KY 已發行股份總數 80.28%；

再於第二階段現金逐出之私有化併購，因君耀-KY 股價已位於公開收購價格上限

附近，此階段收購價格又與公開收購價格相同，故溢價率以併購訊息公布日來看

僅為 0.55%，對於剩餘 19.72%（100%-80.28%）之股東，無異於控制股東強迫其

領取公開收購價格退場，此時令第二階段股東享有控制權溢價不無可議之處359，

且若公開收購價格未能表彰公平價值360，更可能使兩階段股東權益皆受損361。 

此外，三個案例中獨立專家對於財務方法分配權重，似有認為上市櫃公司股

票市場價格能夠合理彰顯公司價值，而賦予市場法較高權重之趨勢，例如奇力新

併購美磊案，美磊委請獨立專家出具之意見即賦予市價法高達 90%權重；國巨-

KY 與君耀-KY 第二階段合併案，君耀-KY 委請獨立專家出具之意見亦賦予市價

法 90%權重362。如此提升市場價格重要性之作法，與我國上市、上櫃或興櫃股份

                                                
359 於凱雷收購東森媒體案，股份公平價格裁定中，台北地院即認第二階段現金逐出之股份價值

與第一階段公開收購價格相等，有論者對於將第一階段控制權溢價分享給第二階段剩餘股東之

「溢價齊頭式平等分享」作法提出質疑。參閱章友馨，齊頭式公平是真公平嗎？從凱雷收購東森

媒體案論股份收買請求權公平價格之裁定，月旦財經法雜誌，13 期，頁 137，2008 年 6 月。最

近案例亦可參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司字第 6 號裁定，此案為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

中，解釋文指明釋字聲請人得按現行企業併購法向法院聲請為價格裁定之例，惟台北地院仍認可

公司以第一階段公開收購價格，作為第二階段現金逐出合併收購價格之作法，而採收購價格為公

平價格，誠屬可惜。 
360 近期兩階段現金逐出案例尚可參考旭思（聯發科子公司）併購絡達案，旭思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旭思」）於 2017 年 2 月 10 日宣布公開收購絡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絡

達」），公開收購價格為每股 110 元，公開收購完成後旭思合計持有絡達約 62%股份。2017 年 3

月 28 日旭思通過董事會決議擬以現金 110 元收購絡達剩餘全部股份，合併完成後絡達成為旭思

100%持股子公司，並聲請法院裁定異議股東之股份價格，一審裁定（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6 年

度司字第 22 號裁定）認公平價格為每股 161 元；二審裁定（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7 年度抗字第

32 號裁定）則認公平價格為每股 166 元，均與原公開收購價格 110 元有不少差距。 
361 黃朝琮，同註 223，頁 139。 
362 此兩例公司皆委請康儲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國師會計師出具合理性意見，黃會計師似認為「在

充分效率市場假設下，普通股於市場成交價格最能彰顯其價值，故給予最高之權重」，參閱美磊

2018 年 3 月 1 日第一次股東臨時會議事手冊、君耀-KY 2018 年 8 月 10 日第一次股東臨時會議事

手冊。類似案例有 2018 年 KKR 併購榮化案，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榮化」）

委請之獨立專家亦認為「榮化公司為公開市場交易之上市公司，具備客觀之市場交易價值」，故

賦予市價法高達 90%權重，參閱榮化 2018 年 9 月 10 日第一次股東臨時會議事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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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買請求權案例，實務逕以市場價格作為股份公平價格方式有異曲同工之妙，惟

我國股票市場是否為效率市場尚有疑慮363，且只要收購價格係按市場價格加計一

定溢價計算，賦予市價法 90%權重極可能讓收購價格落於價格合理區間內，獨立

專家若非基於公正、客觀、專業出具意見，將可能淪為替收購價格背書之角色。 

第二款 股東表決權及股份收買請求權掛鉤之問題 

第一目 公司法及企業併購法規定之差異 

按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本文、第 4 款、第 5 款本文及

第 7 款規定，股東須「以書面表示異議，或以口頭表示異議經記錄，放棄表決權」

後，方得請求公司按當時公平價格收買持股。若以公司法有關合併、收購及分割

股東異議方式比較，收購按公司法第 186 條本文規定，股東須「以書面通知公司

反對該項行為之意思表示，並於股東會已為反對」；合併或分割按公司法第 317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股東須「以書面表示異議，或以口頭表示異議經紀錄」，並

得放棄表決權364。是以，企業併購法相較公司法雖將各併購類型作更細緻區分，

卻針對簡易合併、簡易股份轉換及簡易分割以外的類型，硬性規定股東若欲請求

公司收買其股份，就須放棄表決權；反之，公司法第 186 條本文非但未要求股東

放棄表決權，甚至必須出席股東會表示反對意見後，才能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365。 

第二目 放棄表決權是否應為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之要件 

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 項係採公司法第 317 條第 1 項之立法體例，以統一

規定異議股東請求公司買回股份之要件366。有論者認為公司法第 317 條第 1 項

「得」放棄表決權有「應」放棄之意，放棄表決權後方能請求公司按當時公平價

格收買其持有股份，而要求股東放棄表決權，係立法者希望促成股東會決議較易

通過，故放棄表決權乃股東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之前提要件367。 

                                                
363 參閱本文第五章第一節第三項之內容。 
364 至於，簡易合併按公司法第 316-2 條第 2 項之規定，請求公司收買持股之要件為從屬公司董

事會為簡易合併之決議後，應即通知其股東並指定 30 日以上期限，聲明其股東得「於期限內提

出書面異議」，此與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相同。 
365 洪秀芬，股東會股份數及表決權數之計算，42 期，頁 31，2006 年 4 月。 
366 參閱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 項 2004 年 5 月 5 日修正理由。 
367 林國全，反對合併股東之股份收買請求權，月旦法學雜誌，52 期，頁 13，199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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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認為硬性要求反對股東放棄表決權，係侵犯其在重大議案積極參與表決

之機會，若立法者有鼓勵公司併購意圖，則鬆綁股東會決議要件即可368，況且公

司法應否有鼓勵進行併購之設計，不無疑義369。以比較法角度觀之，美國德拉瓦

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僅規定股東不得對合併案投下同意票或以書面表示同意

370，只要在股東會表示反對意見或放棄表決權，即可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因此

表決權與股份收買請求權得併同行使而互不相斥371。蓋表決權是股東對抗不當或

不利益之併購或重大交易的主要工具372，令股東無法參與表決反對議案，而迫其

放棄表決權才有請求股份收買之權利，恐已對反對併購之股東構成一定強制，甚

而有違憲可能373，且如此制度設計是否能達到保護異議股東立法目的，實有疑義。 

第三目 放棄之表決權數應否從已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中扣除 

關於放棄之表決權數是否應計入已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實務及學說存有爭議。

主管機關曾就此問題表示意見，依經濟部於 2005 年 11 月 17 日函釋，放棄表決

權之股東，其表決權仍應計入公司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僅不計入同意之表決

權數374；惟其又於 2007 年 12 月 13 日作成另一函釋，認為放棄表決權之股東即

不得參加表決，並應類推適用公司法第 180 條第 2 項規定，該放棄之表決權數，

不計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375。從而，按後者之解釋，依法不得不放棄表決權

之股東，除不計入出席表決權數外，亦無法利用表決方式來影響決議結果，如同

股東顯示中立之態度而未參與議案376。 

贊同放棄之表決權數應從出席表決權數中扣除者認為，企業併購法所謂「放

棄表決權」非單純就併購決議不行使表決權，從企業併購法第 1 條鼓勵公司進行

                                                
368 蔡英欣，同註 292，頁 51。 
369 公司法有關合併之規定，應是使擬合併者不因法律障礙而致使合併困難，並應兼顧股東或債

權人之權益，而不應給予合併者較不合併者更有利之地位，甚或獎勵。參閱游啟璋，同註 58，頁

65 註 59。 
370 DEL. CODE ANN. tit. 8, § 262(a) (“Any stockholder of a corporation of this State…who has neither 
voted in favor of the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nor consented thereto in writing pursuant to § 228…“). 
371 黃朝琮，同註 223，頁 126-127。 
372 游啟璋，同註 58，頁 65。 
373 楊岳平、李劍非，同註 217，頁 88。 
374 經濟部 2005 年 11 月 17 日經商字第 09402177540 號函。 
375 經濟部 2007 年 12 月 13 日經商字第 09602431140 號函。 
376 洪秀芬，股東會議案之投票棄權對表決結果的影響－自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二年度上更（一）

字第七八號民事判決思考起，月旦法學雜誌，216 期，頁 40，201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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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購之立法精神觀之，若將放棄之表決權數扣除，即可令股東會決議更易成立377；

再者，股份收買請求權之行使繫於股東會決議是否成立378，從反面解釋，若異議

股東放棄表決權後未從出席表決權數中扣除，則有「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即

與企業併購法第 1 條立法精神不符，故應類比公司法第 178 條利害股東迴避之規

定，而類推公司法第 180 條第 2 項規定，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否則，

不計入股東表決權數之效果與股東不放棄表決權而反對無異，將使該要件形同贅

文而不具實質意義379。 

惟現行企業併購法僅規定股東須放棄「表決權」，而未要求放棄「出席權」，

股東會決議成立要件係以完成股東會報到程序之表決權數作計算，而非表決時在

場股東之表決權數，倘異議股東已實際出席股東會並完成報到程序，直接將現行

法所謂「放棄表決權」解釋為「不計入已出席股東表決權數」，恐有不妥380。 

第四目 表決權制度設計及囚徒困境之問題 

 若股東會表決權如同德拉瓦州制度設計，只要股東表示反對意見或放棄表決

權即可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則可能產生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之問題。

申言之，若股東預期法院決定之公平價格低於收購價格，則股東將不會行使股份

收買請求權，此時併購方設定一關鍵門檻價格即能使併購案順利通過；若預期法

院決定之公平價格高於收購價格，則欲得到公平價格之股東皆會希望其他股東投

下贊成票，使併購案順利通過，自己投下反對票或放棄投票才有行使股份收買請

求之可能，惟併購案可能因每個贊成之股東皆未投下贊成票，而無法通過決議門

檻381。換言之，若收購方不希望併購案破局，就必須提高其出價，使法院得因收

                                                
377 意即出席表決權數（分母）變小，而贊成議案數（分子）不變，同意之百分比將會上升。 
378 按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2 項之規定，股東向公司為股份收買之請求，應於股東會決議日起

20 日內以書面提出。 
379 林國全，股東會決議成立要件之研究，載：現代公司法制之新課題－賴英照大法官六秩華誕

祝賀論文集，頁 251-252，2005 年 8 月。贊同此見解者請參閱洪秀芬，同註 365，頁 31；戴銘昇，

股東會決議成立要件相關問題之研究，華岡法粹，35 期，頁 266，2006 年 7 月；林國彬，被假

處分禁止行使股東權之股東得出席股東會對公司法造成之潛在威脅評最高法院九十五年台上字

第九八四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186 期，頁 231，2010 年 11 月。 
380 戴銘昇，同註 379，頁 266-267。此外，有論者認為，「出席股東會」應作為行使股份收買請

求權之前提要件，因若未要求股東出席，將可能提高股東投機欲獲法院裁定價格機會之涉倖性，

亦可能產生投下反對票之股東不受保護，不參與股東會之股東卻可獲權利救濟機會之差別對待，

參閱林國全、陳健豪，同註 217，頁 194-195。 
381 關於 Choi 與 Talley 所提出賽局理論之詳細論述，請參閱黃朝琮，同註 223，頁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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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價格係通過高表決權之門檻，而能逕以該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降低股東冀望

法院認定公平價格高於收購價格之期待382。 

從而，問題仍回到法院究竟應如何認定公平價格，才能使股東於「合理表示

反對意見」與「興訟獲得價差利益」間取得平衡。如依我國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

第 1 項各款應放棄表決權之規定，以及經濟部 2007 年 12 月 13 日不將放棄之表

決權數計入已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解釋，將缺乏囚徒困境理論之併購案因過多反

對票而無法通過股東會決議之情形。再者，股東與公司間未就收購價格達成協議

時，按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5、6、10 及 12 項之規定，應由公司為聲請人，主

動向法院股份公平價格之裁定，且應先行支付其所認為之公平價格予股東，不但

如此，聲請程序費用及檢查人之報酬須由公司負擔，裁定價額確定時，公司尚須

就裁定價額與已支付之價額間差額，支付利息費用。三者，就我國實務觀之，未

有裁定公平價格低於收購價格之情形383，即法院認定公平價格有恆高於或等於收

購價格之趨勢。從而，按我國法制度之設計，異議股東幾近有賺無賠，將使預期

有套利空間之股東有誘因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更有鼓勵其利用法院重新裁定股

份價格機制賺取價差之意涵。 

此外，現行法下放棄表決權之股東始可獲得股份收買救濟制度保障，積極參

與股東會表示反對意見者卻喪失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之地位，如此差別待遇非但

與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保護異議股東權益立法意旨不符，亦無法達成同法第 1 條

利於企業以併購進行組織調整之立法目的，於法規範設計與相關解釋上不得不慎。 

第二項 我國實務認定股份公平價格之問題 

綜觀我國實務裁判脈絡，其認定股份公平價格時，不外乎以市場價格、收購

價格、鑑定意見或獨立專家合理性意見書上之價格為判斷基礎。有論者認為，市

場價格及收購價格相對主觀；鑑定意見及合理性意見則相對客觀384。其理由在於，

鑑定意見及合理性意見係由鑑定人或獨立專家參考市場及公司之財務或非財務

                                                
382 亦有認為現實中未必存在股東及收購方能事前得知法院裁定之公平價格落於何處之情形，對

股東而言其無從作成投票決定；對收購方而言亦無法判斷加價之數額；對法院而言，則不知表決

權門檻為何才能直接以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故此等見解仍有待觀察。參閱黃朝琮，同註 223，

頁 107-109。 
383 參閱本文附錄案例之整理。 
384 林建中，同註 293，頁 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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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所出具，相較於在證券市場由一群投資人買賣交易所形成的市場價格，或由

併購雙方磋商而得的收購價格，本質上較具客觀性。惟市場價格、收購價格是否

即較主觀，鑑定意見、獨立專家合理性意見又是否較為客觀？價格的主觀性或客

觀性，於公平價格認定上又應否有優劣次序之分？ 

若從併購過程至裁判進行檢視上述四種價格，併購公司委請獨立專家就公司

整體價值進行評估（實務常用方法包含市場法、收益法及資產法等），再由獨立

專家就併購雙方協議之收購價格出具合理性意見385。合理性意見通常為價格區間，

收購價格則坐落其內，否則，太高的收購價格不會被併購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接

受；反之，太低的收購價格亦無法滿足目標公司之董事會或股東會。市場價格則

是於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併購案中，法院實務用以衡量收購價格是否公平的重

要考量之一，併購實務上收購價格因通常為市場價格加計數成溢價，故一般恆高

於市場價格386。又法院審理股份收買請求之案件，必要時得選任檢查人，就公司

財務狀況命為鑑定387，於此檢查人出具之意見即為鑑定意見。 

市場價格、收購價格、合理性意見價格或鑑定意見價格，本質上不一定呈現

相斥關係，亦不一定為論者所述價格相對主觀或客觀，例如收購價格訂定過程會

參考市場價格，收購價格亦通常獲得合理性意見支持，若法院過度倚賴某一價格，

皆可能有其不妥處。於何種情況，法院應尊重雙方協議之收購價格；又於何種情

況，法院應重新計算股份的真實價值（intrinsic value or fundamental value），且應

否參酌合理性意見或鑑定意見來認定公平價格，法院應如何權衡市場價格、收購

價格、合理性意見之價格或鑑定意見之價格，於現行企業併購法對於股份價格欠

缺明確且充分計算規定之前提下388，本文將點出現行實務認定公平價格之問題，

再於第五章建立妥適認定公平價格之方式。  

                                                
385 併購中價值評估的時點可分為三種，其一為策略規劃階段時，粗略估計併購之成本效益以探

詢目標公司；其二為出價前評估階段，併購雙方就併購案之基本架構進行初步交涉，亦對於併購

對價預估範圍進行協商；其三為全面評估階段，當併購公司完成對目標公司盡職調查後，通常會

委任高度專業之獨立專家對目標公司價值進行評估，除作為談判之基礎外，亦作為董事會是否允

許併購案繼續進行的參考之一。本文於此僅針對時點三，即併購公司委請獨立專家進行價值評估，

且由其出具合理性意見的部分進行討論，合先敘明。價值評估時點詳細內容可參閱本文第二章第

三節之內容；亦可參閱王絃如，論企業併購訊息之揭露時點和內容－分別從「盡職調查評估」和

「獨立專家制度」之觀點切入，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頁 179-180，2011 年 8 月，惟該文企業

併購流程之分類與本文稍有不同。 
386 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黃虹霞大法官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同註 6，頁 6-7。 
387 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1 項準用非訟事件法第 182 條第 1 項。 
388 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黃瑞明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同註 20，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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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市場價格能否作為審酌公平價格之唯一考量 

  於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股份收買案件，早期實務有採市場價格為公平價格

之趨勢，晚近實務則雖多會參酌合理性意見，但亦是在收購價格高於市場價格之

前提，才會進一步考量389。而市場價格在此類案件何以有舉足輕重之地位，原因

似非訟事件法第 182 條第 2 項，按該條規定，若為上市櫃股票，法院得斟酌聲請

時股票交易價格核定公平價格。觀察臺灣高等法院 91 年度抗字第 3795 號裁定之

論述理由：「國內上市上櫃公司股票，係在集中交易市場，以集中競價方式買賣，

每日有最大漲跌幅限制，除非交易當日有影響市場價格之異常情事，其成交市價

具有一定之公信力」，即認為上市櫃股票之市場價格能有效反映股份公平價格。 

以非訟事件法第 182 條第 2 項文義觀之，其僅規定法院「得斟酌」市場價格

核定公平價格，而非規定法院應仰賴市場價格作為價格是否公平之審查基準，故

該項並未賦予市場價格較其他衡量方法更優越之地位390。有論者認為，於非完全

效率股票市場交易所得之股份價格，因市價起伏太大而無法完全反映公司整體價

值391，更進一步言之，存有利益衝突的併購交易，併購中隱含之重要資訊能否被

市場價格正確反應，不無探求餘地392。 

第二款 採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時，未審視併購過程妥適性 

綜觀法院裁定，可發現無論是否為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實務皆有不少採

公司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者。再仔細深究判決脈絡，其在認定收購價格為公平價

格前，多會參考一份以上專家意見，而專家可能來自併購公司或異議股東委請之

獨立專家，或法院所選任之鑑定人。先不探究法院是否對合理性意見或鑑定意見

進行客觀性判斷，單看論述過程，絕大部分實務僅確認收購價格落於專家計算價

格合理區間內，即認收購價格足為公平價格，而鮮少深究併購過程妥適性。 

惟併購案中董事會及特別委員會之職權攸關重要，前者對公司負有忠實義務

                                                
389 請參閱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四項第一款之內容。 
390 許美麗，同註 289，頁 67；黃朝琮，同註 223，頁 132。 
391 Eisenberg, The Legal Roles of Shareholders and Management in Modern Corporate Decisionmaking, 
57 CALIF. L. REV. 1, 82-83 (1969). 
392 Joel Seligman, Reappraising the Appraisal Remedy, 52 Geo. Wash. L. Rev. 829, 841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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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應基於公司最大利益，進行併購決策之決定393；後者則

有淨化利益衝突情形之功能394，避免董事與公司間可能具有利益衝突，而影響其

決策判斷。此時，法院若缺乏檢視董事會及特別委員會於併購案中所應負之義務，

將可能產生董事會或特別委員會基於自我利益完成併購交易，法院卻認定收購價

格等同公平價格之情形，而致少數股東未能獲得真正公平之價格。此外，倘有其

他併購過程之瑕疵（如併購契約有不合理之條款設計等）或相當不對等（如控制

股東強制逐出少數股東等），此時收購價格是否符合「公平」價格內涵，僅以合

理性意見或鑑定意見為論證基礎，恐失偏頗。 

第三款 獨立專家之客觀性判斷 

獨立專家合理性意見為我國實務上計算與認定公平價格的重要參考依據之

一，在非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案例中尤為明顯。本文認為，於上市、上櫃或興

櫃公司股份收買請求案例，法院能依循非訟事件法第 182 條第 2 項及經濟部函釋

之理，將股份市場價格做為認定公平價格的重要根據；相對而言，在非上市、上

櫃或興櫃公司案例，因無實際市場成交價格可資參考，毋寧理解為法院若對於計

算公平價格之方式無特別想法，就僅能採信專家之意見。 

我國晚近為數不少案件，係倚賴獨立專家合理性意見而逕採收購價格為公平

價格。當法院提升合理性意見重要性，卻又疏於檢驗其客觀性，將可能造成有獨

立專家未基於公正、客觀及獨立立場（如具利益衝突、領取或有酬金（contingent 

fee）395等）、給予之意見存有重大誤述（如選用不當方法、不合理之參數假設、

評價基準日錯誤等）等情形時，法院仍採其評價報告作為認定股份公平價格之論

證基礎，如此作法少數股東權益該如何被保障，不無疑義。  

                                                
393 企業併購法第 5 條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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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公開發行公司併購特別委員會設置及相關事項辦法：「特別委員會成員之資格，應符合公開

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二條及第三條規定，且『不得與併購交易相對人為

關係人，或有利害關係而足以影響獨立性』。」 
395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之評價機構不得要求或收取或有酬金。參閱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發布：評價準則公報第二號，職業道德準則第 10 條，http://dss.ardf.org.tw/ardf/av02.pdf（最後

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http://dss.ardf.org.tw/ardf/av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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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國德拉瓦州股份收買請求權制度及實務探討 

美國德拉瓦州衡平法院（Delaware Court of Chancery）成立於 1792 年，為美

國最早設立的商業法庭，其素來基於歷史、地理及商業環境興盛等因素而倍受讚

揚，並為美國各州仿效之典範396，其商業法庭成功關鍵包含：無陪審團參與審理

或懲罰性賠償、迅速處理案件、依據完善建構之公司法，以及由州內最高法院

（Delaware Supreme Court）作單一層次的上訴審查等397。從而，本文選擇以德拉

瓦州作為我國股份收買請求權制度及實務比較之對象，合先敘明。 

近年德拉瓦州股份收買請求權案件量倍增，學者將此興起現象稱為「收買套

利（appraisal arbitrage）398」，而普遍認為此與德拉瓦州當時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

規定，及實務於認定公平價格時慣以現金流量折現法計算有關，致使套利者

（arbitrageurs）有利可圖。收買套利現象除促使德拉瓦州於 2016 年修正普通公

司法第 262條規定，實務認定公平價格也產生相應之變化，學說對此亦有所辯駁。 

本文於第三章第四節第二項曾點出我國實務認定公平價格之問題，所謂他山

之石，可以攻錯，於此章，本文將藉由探討德拉瓦州現行制度，及實務計算與認

定公平價格之趨勢，用以重新檢視我國制度設計及實務認定所生之疑義，再於本

文第五章嘗試提出本文見解及建議。 

第一節 現行法規定 

關於股份收買請求權制度，德拉瓦州主要規定於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第 262 條，本節將以該條文為主，實務、

學說見解為輔，介紹股份收買請求權適用之併購類型、適格之請求權人、異議股

東之請求程序，以及法院裁定股份公平價格之程序。 

第一項 股份收買請求權適用之併購類型 

                                                
396 王志誠，同註 26，頁 6-7。 
397 Donald F. Parsons Jr. and Joseph R. Slights III 著；周懷平、朱德芳、李維心譯，美國商業法庭的

先驅德拉瓦州商業法庭的卓越歷史－從古早建立的衡平法院至今日的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司法

周刊，1417 期，頁 3，2008 年 11 月。 
398 收買套利之介紹，請參閱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二項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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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原則規定 

按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b 項規定，原則上參與吸收合併（merger）

或新設（創設）合併（consolidation）公司之股東若對於公司重大變更案有異議，

在合於股份收買請求權規定請求程序下，皆得向德拉瓦州衡平法院（Court of 

Chancery）請求裁定股份公平價格399。此外，公司章程修訂或公司出售全部或主

要資產時，一般情況下股東若不同意公司作為，無法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惟按

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c 項規定，公司得另以章程約定，將股份收買請

求權範圍擴大至章程修訂，以及全部或主要資產變更之情形400。 

第二款 例外規定 

 於部分併購類型，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b 項第 1 款後段設有例外

規定，即若股東於該等併購類型不具投票權，則亦無法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401。

例如第 251 條第 h 項之非對稱式合併（whale-minnow merger），倘合併時公司章

程未經修改、所有已發行股份於合併後仍維持原先流通（outstanding）或庫藏

（treasury）股份狀態，以及存續公司為合併所發行之新股未超過存續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 20%402，此時僅須經存續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即可進行合併案，無須再

                                                
399 DEL. CODE ANN. tit. 8, § 262(b) (2018) (“Appraisal rights shall be available for the shares of any class 
or series of stock of a constituent corporation in a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400 Id. § 262(c) (“Any corporation may provide in its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that appraisal rights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be available for the shares of any class or series of its stock as a result of an 
amendment to its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any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in which the corporation is 
a constituent corporation or the sale of all or substantially all of the assets of the corporation.”). 
401 Id. § 262(b)(1) (“…no appraisal rights shall be available for any shares of stock of the constituent 
corporation surviving a merger if the merger did not require for its approval the vote of the stockholders 
of the surviving corporation as provided in § 251(f) of this title.”). 
402  Id. § 251(f) (“…(1) the agreement of merger does not amend in any respect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f such constituent corporation, (2) each share of stock of such constituent corporation 
outstanding immediately prior to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merger is to be an identical outstanding or 
treasury share of the surviving corporation after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merger, and (3) either no 
shares of common stock of the surviving corporation and no shares, securities or obligations convertible 
into such stock are to be issued or delivered under the plan of merger, or the authorized unissued shares 
or the treasury shares of common stock of the surviving corporation to be issued or delivered under the 
plan of merger plus those initially issuable upon conversion of any other shares, securities or obligations 
to be issued or delivered under such plan do not exceed 20% of the shares of common stock of such 
constituent corporation outstanding immediately prior to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me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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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存續公司股東會之同意403。換言之，非對稱式合併下僅有消滅公司異議股東得

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存續公司異議股東則無此權利。 

 再者，於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53、267 條規定之簡易合併併購類型，母

公司合併持有 90%以上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子公司（母子公司簡易合併），或公司

合併其分別持有 90%以上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子公司（兄弟公司簡易合併）時，因

存續公司僅須董事會決議即可進行合併案404，故存續公司異議股東無法行使股份

收買請求權405。換言之，簡易合併下僅有子公司異議股東得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

406，存續公司異議股東則無此權利。 

 三者，除簡易合併、非對稱式合併，並非其餘合併類型之異議股東皆得行使

股份收買請求權。依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b 項第 1 款前段規定，當公

司股票係於全國性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或公司股東超過 2,000 人，此時該合併

案之股東例外排除股份收買請求權之適用407，此稱為「市場出脫例外（Market-out 

exception）」，該制度設計目的係立法者認為活絡資本市場所決定之股票價格，應

可取代法院對於股份之評價408。 

                                                
403 Id. § 251(f) (“…No vote of stockholders of a constituent corporation shall be necessary to authorize 
a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if no shares of the stock of such corporation shall have been issued prior to 
the adoption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resolution approving the agreement of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404 Id. § 253(c) (“References to "agreement of merger" in § 251(d) and (e) of this title shall mean for 
purposes of this subsection the resolution of merger adopt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parent 
corporation.”). 
405 Id. § 253(d) (“In the event all of the stock of a subsidiary Delaware corporation party to a merger 
effected under this section is not owned by the parent corporation immediately prior to the merger, the 
stockholders of the subsidiary Delaware corporation party to the merger shall have appraisal rights as 
set forth in § 262 of this title.”). See also, DEL. CODE ANN. tit. 8, § 267(c) (2018) (“In the event all of the 
stock of a Delaware corporation party to a merger effected under this section is not owned by the entity 
immediately prior to the merger, the stockholders of such Delaware corporation party to the merger 
shall have appraisal rights as set forth in § 262 of this title.”). 
406 Id. § 262(b)(3) (“In the event all of the stock of a subsidiary Delaware corporation party to a merger 
effected under § 253 or § 267 of this title is not owned by the parent immediately prior to the merger, 
appraisal rights shall be available for the shares of the subsidiary Delaware corporation. ”). 
407 Id. § 262(b)(1) (“…no appraisal rights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be available for the shares of any class 
or series of stock, which stock, or depository receipts in respect thereof, at the record date fixed to 
determine the stockholders entitled to receive notice of the meeting of stockholders to act upon the 
agreement of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or, in the case of a merger pursuant to § 251(h), as of 
immediately prior to the execution of the agreement of merger), were either: (i) listed on a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 or (ii) held of record by more than 2,000 holders...”). 
408 盧曉彥，美國母子公司合併子公司少數股東保護之研究－兼評台灣實務案例與相關規範設計

之缺憾，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頁 382，200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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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者，於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b 項第 1 款規定之市場出脫例外或

存續公司不具投票權以致例外排除股份收買請求權適用之情況，在同條項第 2 款

又設有四種例外規定：(1)股東取得對價為合併所發行之股份或存託憑證；(2)股

東取得對價為他公司股份或存託憑證，且該股份或存託憑證在合併生效日時係在

全國性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或發行公司股東超過 2,000 人；(3)股東取得對價為

上述(1)或(2)產生之零股所換取的現金；(4)股東取得對價為上述(1)、 (2)或(3)之

任意組合409。符合上述四種例外情形者，股東即有請求公司收買持股之權利。 

第二項 股份收買請求權之請求程序 

第一款 請求權人 

 按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a 項規定，原則上，無論股東持有之股份

有無表決權，只要其於合併生效日（effective date of the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為股東，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時亦具備股東身份，也未以投票或事先以書面之方

式對併購案表示贊同410，且該股東身份為記名股東（holder of record of stock），

符合上述要件即擁有向德拉瓦州衡平法院請求裁定股份公平價格之權利411。換言

                                                
409  DEL. CODE ANN. tit. 8, § 262(b)(2) (2018) (“Notwithstanding paragraph (b)(1) of this section, 
appraisal rights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be available for the shares of any class or series of stock of a 
constituent corporation if the holders thereof are required by the terms of an agreement of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pursuant to §§ 251, 252, 254, 255, 256, 257, 258, 263 and 264 of this title to accept for 
such stock anything except: a. Shares of stock of the corporation surviving or resulting from such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or depository receipts in respect thereof; b. Shares of stock of any other corporation, 
or depository receipts in respect thereof, which shares of stock(or depository receipts in respect thereof) 
or depository receipts at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will be either listed on a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 or held of record by more than 2,000 holders; c. Cash in lieu of fractional 
shares or fractional depository receipts described in the foregoing paragraphs (b)(2)a. and b. of this 
section; or d. Any combination of the shares of stock, depository receipts and cash in lieu of fractional 
shares or fractional depository receipts described in the foregoing paragraphs (b)(2)a., b. and c. of this 
section.”). 
410 In re Appraisal of Dell Inc., 2015 WL 4313206, at *24 (Del. Ch. July 13, 2015). 
411 DEL. CODE ANN. tit. 8, § 262(a) (“Any stockholder of a corporation of this State who holds shares of 
stock on the date of the making of a demand pursuant to subsection (d) of this section with respect to 
such shares, who continuously holds such shares through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who has otherwise complied with subsection (d) of this section and who has neither 
voted in favor of the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nor consented thereto in writing pursuant to § 228 of this 
title shall be entitled to an appraisal by the Court of Chancery of the fair value of the stockholder's 
shares of stock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described in subsections (b) and (c) of this section. As used in 
this section, the word "stockholder" means a holder of record of stock in a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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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至合併生效日前具股東身份之記名股東，對併購案以書面或投票方式表示異

議或放棄投票者，即得行使該等權利。 

 問題在於，若請求權人係於股東名簿基準日（record date）後、股東會投票

決議日前取得股份而成為權益所有人（beneficial shareholder），是否仍合於德拉

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a 項規定之行使請求權的適格要件？該問題曾在 

Transkaryotic 案中受德拉瓦州衡平法院討論412。法院認為，權益所有人與記名股

東間關係並非法院應探討之重點，且因公司查詢股東名簿後即可得知請求權人股

份投票情形，故權益所有人亦無須就其持有股份對併購案未投下贊成票提出證明

413。只要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之股數未超過投下反對票或放棄投票權之股數414，

且請求權之行使合於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a 項規定的各項要件，則權

益所有人理應得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 

於 Transkaryotic 案，法院已意識到此種作法可能將助長收買套利（appraisal 

arbitrage）。所謂收買套利，係指策略性投資人，尤以避險基金（hedge fund）415，

將收購記名股東之股份收買請求權作為一種投資策略，藉以謀取法院裁定價格與

原公司收購價格之差額利益，而可能產生濫用股份收買請求權之情況416。然而，

在當時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文義解釋下， Transkaryotic 案之見解似乎

成為不得不然的結果，若欲避免被權益所有人濫用股份收買請求權之情形發生，

僅能透過修法一途417。 

根據 Jiang 等學者統計，併購案中符合股份收買請求權適格要件之股東，提

起訴訟請求法院裁定公平價格的比例已從 2000 年至 2002 年的 2-3%大幅提升至

2011年至2014年的約20-25%418；若以獲得的平均原始報酬率（average raw return）

                                                
412 In re Appraisal of Transkaryotic Therapies, Inc., 2007 WL 1378345, at *3 (Del. Ch. May 2, 2007). 
413 Id. at 4. 
414 Id. at 4 (“It is uncontested that Cede voted 12,882,000 shares in favor of the merger and 16,838,074 
against, abstained, or not vot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merger. It is further uncontested that Cede 
otherwise properly perfected appraisal rights as to all of the 10,972,650 shares that petitioners own 
and for which appraisal is now sought.”). 
415 Wei Jiang, Tao Li, Danqing Mei & Randall S. Thomas, Appraisal: Shareholder Remedy or Litigation 
Arbitrage?, 59 J.L. & Econ. 697, 699, 705 (2016). 根據 Jiang 等學者之統計，避險基金在近年的股份

收買請求權訴訟中佔總金額的 73.8%，其中前七大的避險基金更佔了訴訟總金額中的 50%以上。 
416 Matthew Evans Miehl, The Cost of Appraisal Rights: How to Restore Certainty in Delaware Mergers, 
52 Ga. L. Rev. 651, 654 (2018). See also Merion Capital LP v. BMC Software, Inc., 2015 WL 67586, at *1 
(Del. Ch. Jan. 5, 2015). 收買套利更進一步之介紹，請參閱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二項之內容。 
417 Transkaryotic, 2007 WL 1378345, at *5. 
418 Jiang et. al., supra note 415, at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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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之，2000 年至 2007 年為 39.4%，2008 年至 2014 年則上升到 88.3%419。同樣

地，根據 Korsmo & Meyer 統計數據，在併購交易裡提起股份收買請求權的比例，

從 2004 年至 2010 年的 4.5%提升為 2011 年至 2014 年的 13.8%420。次按 

Subramanian 提出之數據，由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股份面額（face value）觀之，

亦從 2012 年的美金 1.29 億元提升至 2016 年的美金 19 億元421，甚至在 2009 年

至 2016 年間，避險基金 Merion Capital 就以股東身份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共 18

億元的股份面額，占此期間約 36%之比例422。 

為回應收買套利浮濫發生而背離股份收買請求權保護異議股東之立法目的，

德拉瓦州立法機構於 2016 年修正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有關請求權人適

格性之規定，增加對小額股東的限制。按修正後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g 項規定423，當符合下述三種情形時，法院得審理異議股東提起之股份收買請求

權訴訟：(1)得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之股數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 1%；(2)以收購價

格計算之持有股票價值超過美金 100 萬元；(3)併購類型為第 253、267 條之簡易

合併424。換言之，不符合上述三種情形時，法院依法應駁回該請求權訴訟。此立

法目的旨在減少原告將股份收買請求權訴訟作為與公司協商的手段之一，因公司

對於小額股東通常採取和解手段以避免爭訟425，此舉可能使公司雖願意付出低於

預期訴訟結果將產生的費用以作為和解金，卻仍需負擔額外併購成本426。此外，

                                                
419 Id. at 721. 
420 Charles R. Korsmo & Minor Myers, Reforming Modern Appraisal Litigation, 41 Del. J. Corp. L. 279, 
289 (2017). 
421 Guhan Subramanian, Using the Deal Price for Determining ‘Fair Value’ in Appraisal Proceedings (Feb. 
8, 2017), at 2, at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911880 (last visited: Oct. 16, 
2019). 
422 Id. at 10. 
423 DEL. CODE ANN. tit. 8, § 262(g) (“the Court shall dismiss the proceedings as to all holders of such 
shares who are otherwise entitled to appraisal rights unless (1) the total number of shares entitled to 
appraisal exceeds 1% of the outstanding shares of the class or series eligible for appraisal, (2) the value 
of the consideration provided in the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for such total number of shares exceeds 
$1 million, or (3) the merger was approved pursuant to § 253 or § 267 of this title.”). 
424 對此次修法，學說上稱為「小額例外（de minimis exception）」。See Jiang et. al., supra note 415, 

at 723. 
425 Gregory P. Williams, Richards, Layton & Finger, 2016 Amendments to the DGCL (Mar. 30, 2016), at 
https://corpgov.law.harvard.edu/2016/03/30/2016-amendments-to-the-dgcl/ (last visited: Oct. 16, 
2019). 
426 James D. Honaker, Jeffrey R. Wolters, Analysis of the 2016 Amendments to the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Sep. 1, 2016), at 5, at https://www.mnat.com/blog/analysis-of-the-20
16-amendments-to-the-delaware-general-corporation-law/ (last visited: Oct. 16, 2019).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911880
https://corpgov.law.harvard.edu/2016/03/30/2016-amendments-to-the-dgcl/
https://www.mnat.com/blog/analysis-of-the-2016-amendments-to-the-delaware-general-corporation-law/
https://www.mnat.com/blog/analysis-of-the-2016-amendments-to-the-delaware-general-corporation-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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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簡易合併之併購類型，因股份收買請求權已作為子公司異議股東唯一救濟手段

427，故不在 2016 年修法之限制內。 

第二款 異議股東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之程序 

第一目 公司應通知股東相關權利 

 按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d 項第 1、2 款規定，原則上，公司最遲

應於股東會召開前 20 日通知各股東名簿基準日記載之股東，有關股份收買請求

權行使之相關權利及法律規定428。倘屬非對稱式股份轉換或簡易合併等無須召開

董事會之併購類型，則子公司應於合併生效日前或存續公司應於合併生效日起

10 日內，通知各該有權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之股東429。此外，存續公司亦應於合

併生效 10 日後，使各已書面通知公司欲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且未於合併案中

投下贊成票之股東，知悉公司已合併生效之事實430，以利其進行後續行為。 

第二目 股東應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請求 

 按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d 項第 1 款規定，股東若欲行使股份收買

請求權，應於股東會決議日前以書面方式（written demand for appraisal）向公司

表示請求意思431。次按同條第 k 項規定，原則上向公司表示股份收買請求之股

                                                
427 Id. 
428 DEL. CODE ANN. tit. 8, § 262(d)(1) (“If a proposed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for which appraisal rights 
are provided under this section is to be submitted for approval at a meeting of stockholders, the 
corporation, not less than 20 days prior to the meeting, shall notify each of its stockholders who was 
such on the record date for notice of such meeting (or such members who received notice in accordance 
with § 255(c) of this title) with respect to shares for which appraisal rights are available pursuant to 
subsection (b) or (c) of this section that appraisal rights are available for any or all of the shares of the 
constituent corporations”). 
429 Id. § 262(d)(2) (“If the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was approved pursuant to § 228, § 251(h), § 253, or 
§ 267 of this title, then either a constituent corporation before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or the surviving or resulting corporation within 10 days thereafter shall notify each of the 
holders of any class or series of stock of such constituent corporation who are entitled to appraisal rights 
of the approval of the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and that appraisal rights are available for any or all shares 
of such class or series of stock of such constituent corporation”). 
430  Id. § 262(d)(1) (“Within 10 days after the effective date of such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the 
surviving or resulting corporation shall notify each stockholder of each constituent corporation who has 
complied with this subsection and has not voted in favor of or consented to the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of the date that the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has become effective”). 
431 Id. § 262(d)(1) (“Each stockholder electing to demand the appraisal of such stockholder's shares 
shall deliver to the corporation, before the taking of the vote on the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a written 
demand for appraisal of such stockholder's sh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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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自合併生效日起一切股東權利（如投票權、分配股利之權利等）即進入暫停

狀態432，惟若公司分配股利基準日早於合併生效日，則其仍例外得獲配股利433。 

第三目 聲請法院裁定股份價格 

按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e 項規定，若於合併生效日起 120 日後，

公司與異議股東未就收買股份之價格達成協議，則雙方均有權向德拉瓦州衡平法

院提請股份收買請求權訴訟434。若股東為權益所有人（beneficial owner）或以表

決權信託（voting trust）方式持股，則仍可以股東自己名義向法院提請訴訟435。 

此外，在合併生效日起 60 日內，若異議股東尚未著手進行股份收買請求程

序，則有權向公司撤回股份收買請求意思表示，而接受公司提出之併購對價436。

次按同條第 k 項規定，公司或異議股東若未在同條第 e 項規定時限（合併生效日

起 120 日後）向法院提起股份收買請求訴訟，或異議股東於合併生效日起 60 日

內向公司撤回股份收買請求意思表示而接受併購對價，則異議股東不得再向公司

提出收買股份之請求437。 

第三款 法院為股份公平價格裁定之程序 

                                                
432 Id. § 262(k) (“From and after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no stockholder who 
has demanded appraisal rights as provided in subsection (d) of this section shall be entitled to vote such 
stock for any purpose or to receive payment of dividends or other distributions on the stock”). 
433 Id. § 262(k) (“except dividends or other distributions payable to stockholders of record at a date 
which is prior to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434 Id. § 262(e) (“Within 120 days after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the surviving 
or resulting corporation or any stockholder who has complied with subsections (a) and (d) of this section 
hereof and who is otherwise entitled to appraisal rights, may commence an appraisal proceeding by 
filing a petition in the Court of Chancery demanding a determin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stock of all such 
stockholders.”). 
435 Id. § 262(e) (“Notwithstanding subsection (a) of this section, a person who is the beneficial owner 
of shares of such stock held either in a voting trust or by a nominee on behalf of such person may, in 
such person's own name, file a petition or request from the corporation the statement described in this 
subsection.”). 
436 Id. § 262(e) (“Notwithstanding the foregoing, at any time within 60 days after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any stockholder who has not commenced an appraisal proceeding or 
joined that proceeding as a named par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withdraw such stockholder's demand 
for appraisal and to accept the terms offered upon the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437 Id. § 262(k) (“if no petition for an appraisal shall be filed within the time provided in subsection (e) 
of this section, or if such stockholder shall deliver to the surviving or resulting corporation a written 
withdrawal of such stockholder's demand for an appraisal and an acceptance of the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either within 60 days after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as provided 
in subsection (e) of this section or thereafter with the written approval of the corporation, then the 
right of such stockholder to an appraisal shall c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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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股東適格之審查 

 按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f、g 項規定，異議股東向法院提起股份

收買請求訴訟後，公司應於 20 日內向法院提交異議股東清冊（duly verified list），

內容需包含股東姓名及住址438。而法院得召開聽證會（hearing）就個別股東資格

進行審查，以確認名單上股東有權提起訴訟439。個別股東可能會被法院要求負舉

證之責，若其無法證明具適格身份提起訴訟，則法院有權直接駁回其訴訟聲請440。 

第二目 綜效應從公平價格之計算中減除 

 按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h 項規定，法院計算及認定公平價格時，

應考量所有相關因素（all relevant factors），惟須排除所有對於併購完成，或預期

併購完成所產生之價值提升部分441。對於預期併購完成所隱含於併購價格內的價

值，學說上稱為綜效（synergy）。 

最直白地說，綜效係從併購案中單獨提升之價值（value arising solely from the 

deal）442，參照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於 Weinberger v. UOP, Inc. 案見解，需從併購

價格扣除的部分為臆測（speculative）併購完成或預期併購完成所將產生之價值

443。換言之，非純屬臆測的綜效即應列入公平價格計算，例如於合併完成前就存

                                                
438 Id. § 262(f) (“Upon the filing of any such petition by a stockholder, service of a copy thereof shall be 
made upon the surviving or resulting corporation, which shall within 20 days after such service file in 
the office of the Register in Chancery in which the petition was filed a duly verified list containing the 
names and addresses of all stockholders who have demanded payment for their shares and with whom 
agreements as to the value of their shares have not been reached by the surviving or resulting 
corporation.”). 
439 Id. § 262(f) (“The Register in Chancery, if so ordered by the Court, shall give notice of the time and 
place fixed for the hearing of such petition by registered or certified mail to the surviving or resulting 
corporation and to the stockholders shown on the list at the addresses therein stated.”).  
§ 262(g) (At the hearing on such petition, the Court shall determine the stockholders who have complied 
with this section and who have become entitled to appraisal rights.”). 
440 Id. § 262(g) (“The Court may require the stockholders who have demanded an appraisal for their 
shares and who hold stock represented by certificates to submit their certificates of stock to the Register 
in Chancery for notation thereon of the pendency of the appraisal proceedings; and if any stockholder 
fails to comply with such direction, the Court may dismiss the proceedings as to such stockholder.”). 
441 Id. § 262(h) (“the Court shall determine the fair value of the shares exclusive of any element of value 
arising from the accomplishment or expectation of the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together with interest, 
if any, to be paid upon the amount determined to be the fair value. In determining such fair value, the 
Court shall take into account all relevant factors.”). 
442 ACP Master, Ltd. v. Sprint Corp., 2017 WL 3421142, at *30 (Del. Ch. July 21, 2017). 
443 Weinberger v. UOP, Inc., 457 A.2d 701, 713 (Del.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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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於公司未來之規劃444。而計算綜效之方式，須為法院能接受之財務方法445，

自 Weinberger 案後，法院係大量採用現金流量折現法作為主要財務計算方法446。 

於 Aruba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同若預期併購完成後因管理更集中而可

減少代理成本（agency costs），則亦屬綜效一部分447，惟若代理成本之減少已經

買方考量而反應於併購價格減少時，就無須再次扣除448，避免重複計算449。此外，

於 Smith v. Van Gorkom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曾認為合併後因目標公司帳上採

加速折舊法（accelerated depreciation），能節省稅負所產生的投資抵減稅額

（investment tax credits），亦應屬綜效的一種，計算公平價格時即應扣除450，惟學

者對此表示反對意見，認為合併所生投資抵減稅額應視為公司價值的一部分451。 

第三目 公司給付價格之利息計算 

按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i 項規定，於法院裁定股份公平價格後，

公司除應按法院裁定支付價款，且需支付該價款所生之利息費用452。次按同條第

h 項規定，利息費用計算期間係從合併生效日至法院裁定支付日，而年利率則使

用美國聯準會重貼現率（Federal Reserve discount rate）加上 5%453，據此按季複

利計算出公司應支付給股東的利息費用。 

                                                
444 Cede & Co. v. Technicolor, Inc., 684 A.2d 289, 300 (Del. 1996). 
445 Weinberger, 457 A.2d, at 713.  
446 Lawrence A. Hamermesh & Michael L. Wachter, Finding the Right Balance in Appraisal Litigation: 
Deal Price, Deal Process, and Synergies, 73 Bus. Law. 961, 969-971 (2018). 
447 Lawrence A. Hamermesh & Michael L. Wachter, The Short and Puzzling Life of the "Implicit Minority 
Discount" in Delaware Appraisal Law, 156 U. Pa. L. Rev. 1, 33-36 (2007). 
448 Verition Partners Master Fund Ltd. v. Aruba Networks, Inc., 210 A.3d 128, 134-135 (Del. Apr. 16, 
2019). 
449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將代理成本是否需扣除之情形分為兩種，其一為私

募股權併購（private equity deal），此種交易因併購完成後將以更集中之管理階層取代原先分散

之管理，故應扣除減少代理成本所生之綜效；其二即為本案，Aruba 公司之管理階層並未被替

換，而僅是由策略性買主 HP 公司取得 100%股份而成為新的股東，故其支付給 Aruba 公司之

收購價格未含有減少代理成本所生之綜效。See Id. at 133-134. 
450 Smith v. Van Gorkom, 488 A.2d 858, 864 (Del. 1985). 
451 Lawrence A. Hamermesh et. al., supra note 446, at 996-997. 
452 DEL. CODE ANN. tit. 8, § 262(i) (“The Court shall direct the payment of the fair value of the shares, 
together with interest, if any, by the surviving or resulting corporation to the stockholders entitled 
thereto.”). 
453 Id. § 262(h) (“interest from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merger through the date of payment of the 
judgment shall be compounded quarterly and shall accrue at 5% over the Federal Reserve discount rate 
(including any surcharge) as established from time to time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merger and the date of payment of the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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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為避免公司負擔高額利息成本，2016 年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h 項新增

公司可免除部分利息費用之規定。公司可選擇是否要於訴訟程序開始前先支付一

筆數額予異議股東，若選擇先行支付，則裁定結果出爐時公司僅需就(1)法院裁定

價額與公司已支付價額之差額;(2)該差額所生利息費用，二者加總之數額支付給

股東即可454。換言之，若公司願意於訴訟程序開始前先支付一數額予股東，則可

節省該數額於訴訟程序中產生之利息費用。 

第四目 其它所生費用之負擔 

按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j 項規定，於訴訟程序中所生的律師費、

專家證人費用及其它合理費用，法院可依股東聲請，按公平原則要求參與程序之

當事人按聲請裁定價格股份比例分攤相關費用455。於 Sunbelt 案，德拉瓦州衡平

法院曾認為異議股東要求公司負擔專家證人費用係屬合理，惟在公司未惡意違反

法律的情況下，德拉瓦州衡平法院否決異議股東要求公司負擔律師費用之聲請456。 

第二節 實務認定公平價格之趨勢變化 

從早期的  Weinberger 案至晚近  Transkaryotic 案、  CKx 案及  Lender 

Processing 案，可觀察發現德拉瓦州實務認定公平價格之方式從德拉瓦州塊狀法，

至現代財務方法（如現金流量折現法、可比較公司法與可比較交易法等），再到

逐漸認可收購價格得用以衡量公平價格，顯示實務認定不斷產生變化，相較於我

國實務認定公平價格之方式，德拉瓦州實務見解有諸多值得我國借鏡處。於此節，

本文將以德拉瓦州實務認定股份公平價格的趨勢變化為主軸進行探討，並以次節

之 Dell 案與 DFC 案，延續本節分析。 

                                                
454 Id. § 262(h) (“At any time before the entry of judgment in the proceedings, the surviving corporation 
may pay to each stockholder entitled to appraisal an amount in cash, in which case interest shall accrue 
thereafter as provided herein only upon the sum of (1) the difference, if any, between the amount so 
paid and the fair value of the shares as determined by the Court, and (2) interest theretofore accrued, 
unless paid at that time.”). 
455  Id. § 262(j) (“The costs of the proceeding may be determined by the Court and taxed upon the 
parties as the Court deems equitable in the circumstances. Upon application of a stockholder, the Court 
may order all or a portion of the expenses incurred by any stockholde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ppraisal 
proceeding,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reasonable attorney's fees and the fees and expenses of 
experts, to be charged pro rata against the value of all the shares entitled to an appraisal.”). 
456 In re Sunbelt Beverage Corp. S'holder Litig., 2010 WL 26539, at *15 (Del. Ch. Jan. 5,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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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Weinberger v. UOP, Inc. 案後之實務趨勢 

 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於 1983 年作成 Weinberger 案判決，是實務計算及認定

股份公平價格的重要判決之一。該案作成後，德拉瓦州最高法院不再援用「商業

目的測試標準（business purpose test）」457，而改以「整體公平標準（entire fairness 

test）」為測試基準，並揚棄數十年慣用的德拉瓦州塊狀法（Delaware block method）

458，自後德拉瓦州法院便普遍以現金流量折現法作為計算公平價格之方式。 

第一款 整體公平標準 

整體公平標準最早建立自 1952 年 Sterling v. Mayflower Hotel Corp. 案459，

於 Weinberger 案後，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將整體公平標準區分為「公平交易（fair 

dealing）」與「公平價格（fair price）」460。原則上，基於經營判斷法則（或稱

商業判斷法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BJR）461，法院會尊重董事所作成取得充

分必要之資訊（informed）後符合忠實義務（loyal）之決策。所謂經營判斷法則，

是美國實務司法審查適用的一種舉證責任移轉規則，即法院原則推定董事決策係

出於善意（in good faith）、取得充分資訊，且符合公司最大利益（best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所作成462，而其決定受經營判斷法則保護，舉證責任之負擔落於原

告，除非原告能舉證推翻經營判斷法則假設，證明董事確實有違反受託義務之處，

否則法院即會駁回其訴訟請求，以保護董事所作決定不被任意推翻463，有鼓勵董

                                                
457 在 Weinberger 案作成前，德拉瓦州最高法院係於 1977 年 Singer v. Magnavox Co. 案、1977 年 

Tanzer v. International General Industries, Inc. 案，及 1979 年 Roland International Corp. v. Najjar 案

採用雙重測試標準（double test）。有關於商業目的測試標準之詳細論述，請參閱盧曉彥，同註

408，頁 229-239。 
458 德拉瓦州塊狀法係以股票市場價格（market price）、資產價值（asset）與公司獲利情形（earning）

等指標，賦予其不同權重來計算股份之公平價格，see Weinberger, 457 A.2d, at 712. 
459 Sterling v. Mayflower Hotel Corp., 93 A.2d 107 (Del. 1952). 關於 Sterling 案對於完全公平測試標

準的建立介紹，請參閱盧曉彥，同註 408，頁 283。 
460 Weinberger, 457 A.2d, at 711. 
461 經營判斷法則概念詳述，請參閱劉連煜，董事責任與經營判斷法則，月旦民商法雜誌，17 期，

頁 186-195，2007 年 9 月。經營判斷法則適用及重大案例之詳細介紹，請參閱方嘉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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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期，

頁 286-298，2012 年 8 月；黃朝琮，公司出售時之受託義務與程序機制，載：公司法論文集 I：

受託義務之理論與應用，頁 109-111，2019 年 4 月，2 版。 
462 Kaplan v. Centex Corp., 284 A.2d 119, 124 (Del. Ch. 1971). 
463 Scott V. Simpson, Katherine Brody, The Evolving Role of Special Committees in m&a Transactions: 
Seeking Business Judgment Rule Prot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Transactions and 
Other Corporate Transactions Involv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69 Bus. Law. 1117, 112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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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勇於任事及承擔風險之意涵464。若原告能舉證併購公司董事存有利益衝突，特

別是併購案由控制股東主導，或董事會多數成員具利益衝突或不具獨立性等情形，

德拉瓦州法院將改以最嚴格的整體公平標準審查465，即董事會對於系爭交易案是

在符合公平交易及公平價格之情況所決定，負擔舉證之責任466。德拉瓦州最高法

院於 1984 年又補充說明，系爭交易案若經由缺乏獨立性或具利益衝突之董事以

多數決所作成，則將直接以整體公平標準檢視其受託義務467。 

 公平交易之內涵，包含交易開始時點、交易如何啟動、架構為何、如何協商、

如何向董事揭露訊息，以及如何取得董事與股東之同意等；公平價格之內涵則偏

向計畫合併案的經濟面及財務面考量，包含資產價值、股票市場價格、公司過去

獲利情形、未來展望，以及其它影響股票真實價值之因素皆應一併考慮468。唯公

司能證明系爭交易案通過公平交易及公平價格之標準，才可謂整體公平的交易469。 

第二款 現金流量折現法的廣泛運用 

 於 Weinberger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除將整體公平的測試標準明確區分為

公平交易及公平價格之審查，亦認為德拉瓦州衡平法院不當以德拉瓦州塊狀法

（或稱加權平均法，weighted average method）計算股份價值，而非採用在金融界

或其他法院能普遍接受的財務方法470。僅採德拉瓦州塊狀法，排除適用其他財務

方式之作法已過於制式，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應適時改採更加自由、更能被接

受的財務方法471。 Weinberger 案後，在實務較為廣泛運用的財務方法包含472：

可類比公司法（comparable companies analysis）473、可類比交易法（comparable 

transactions analysis）474及現金流量折現法（discounted cash flow analysis）等，其

中尤以現金流量折現法最被各級法院大量使用475。 

                                                
464 方嘉麟，同註 461，頁 282。 
465 Simpson & Brody, supra note 463, at 1120-1121. 
466 Weinberger, 457 A.2d, at 710; Cede & Co. v. Technicolor, Inc., 634 A.2d 345, 361 (Del. 1993). 
467 Aronson v. Lewis, 473 A.2d 805, 812 (Del. 1984). 
468 Weinberger, 457 A.2d, at 711. 
469 Id. 
470 Weinberger, 457 A.2d, at 712-713. 
471 Id. 
472 常用財務方法之介紹，請參閱本文第三章第二節之內容。 
473 E.g., Merion Capital, L.P. v. 3M Cogent, Inc., 2013 WL 3793896 (Del. Ch. 2013). 
474 E.g., Highfields Capital, Ltd. v. AXA Fin., Inc., 939 A.2d 34, 56 (Del. Ch. 2007). 
475 Lawrence A. Hamermesh et. al., supra note 446, at 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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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論者說明現金流量折現法被大量使用，係因法院欲規避綜效之計算問題。

申言之，1980 年代左右的股份收買請求訴訟裡，原告（異議股東）會試圖說服法

院以併購價格，或以公司解散清算價值來決定股份價值476。而被告（公司）提出

的抗辯則是若法院採併購價格為公平價格，將無法避免併購價格內含綜效，有違

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h 項應扣除綜效規定之疑慮，且應以公司繼續經

營觀點來計算及認定股份公平價格，收購價格僅反映控制權價值477。上述爭議在

法院大量採現金流量折現法計算公平價格後巧妙被迴避，因法院既可忽略綜效計

算問題，又可以較符合現實的繼續經營假設來計算公司價值478。 

 惟現金流量折現法並非全無缺點，就不同數值預測而言，即可能得出天差地

遠（land galaxies apart）的結果。例如於 Dell 案，異議股東與公司各自委請之專

家皆使用現金流量折現法計算公司價值，結果卻相差 126%，約美金 28 億元479。

上述現象或許亦可體現於審理法官 Strine 於 Finkelstein 案所述之言：「專家欲

讓法庭聽見一個健全、學術上有效之評價方法，但往往將事實套入這些評價方法

後，即便這些專家採用相同方法，卻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此現象促使法院有義

務辨認其所用方法內含之謬誤（ridiculously biased “expert” input），並剔除之480。」 

 在兩造皆未能提出適當財務計算方法，而無法達到認定公平價格所要求之標

準時，法院就必須自行計算及認定股份公平價格481。換言之，法官對於評價報告

的解讀能力即是重點，然而對於一個法學背景的法官，其是否具備計算及認定股

份公平價格之能力，不無疑義482。 CKx 案的審理法官 Glasscock 即曾表示，一

個受法律訓練的法官相較於評價專家，所具備之評價知識遠遠不足，亦沒有理由

去事後猜測（second-guess）市場價格是否在缺乏自我交易（self-dealing）或非妥

適的併購過程（flawed sales process）中所產生483。 

                                                
476 Lawrence A. Hamermesh & Michael L. Wachter, The Fair Value of Cornfields in Delaware Appraisal 
Law, 31 J. Corp. L. 119, 154-155 (2005). 
477 Lawrence A. Hamermesh et. al., supra note 446, at 969-970. 
478 Lawrence A. Hamermesh et. al., supra note 446, at 970. 
479 Dell, Inc. v. Magnetar Glob. Event Driven Master Fund Ltd, 177 A.3d 36 (Del. 2017). 
480 Finkelstein v. Liberty Digital, Inc., 2005 WL 1074364, at *13 (Del. Ch. Apr. 25, 2005). 
481 Jesse A. Finkelstein & John D. Hendershot, APPRAISAL RIGHTS IN MERGERS AND CONSOLIDATIONS 
A89-A90 (38-5th 2010). 
482 In re Appraisal of Dole Food Co., Inc., 114 A.3d 541, 555 (Del. Ch. 2014). 
483 Huff Fund Inv. P'ship v. CKx, Inc., 2013 WL 5878807, at *1 (Del. Ch. Nov. 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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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變數（inputs）選用差異、對於公司前景樂觀或悲觀預測，乃至長期成

長率（long-term growth rate）之不同假設，都可能會重大影響現金流量折現法中

現金流量現值與終值之計算484。 Aruba 案中，德拉瓦州衡平法院曾認為因管理

階層最能知悉公司第一線營運狀況，故在預測未來現金流量時，得仰賴管理階層

之預測（management projections）485。惟有論者認為管理階層為證明公司獲利能

力，其預測經常過度樂觀486，尤以併購案中若其持股將被收購，則管理階層即可

能高估公司未來獲利狀況使收購價格上升而從中獲利487。若管理階層欲抵抗敵意

併購，亦可能會高估公司前景，設法使收購方之收購價格看似低估公司價值，使

其不願再付出更多成本而放棄併購案之進行488。 

 不過，原則上法院仍會採信管理階層預測數值，因其預測係發生於併購完成

前，而非以併購完成的後見之明（hindsight bias）論斷公司未來營運狀況489。惟

於下述四種情形，法院將例外認為管理階層預測數值無法信賴：(1)預測範圍超出

合理業務範圍；(2)管理階層團隊從未作長期預測；(3)管理階層團隊有修改評估

預測之動機，例如為保住工作等；(4)該預測係基於訴訟目的（包含股份收買請求

訴訟）作成，有偏向利於管理階層之虞490。於 Ramtron 案，審理法官即曾基於

上述四種理由而決定不採信管理階層預測491，在沒有其他可靠的未來現金流量預

測數值可供參考之情況下，法院選擇不採用現金流量折現法計算公平價格492。 

第二項 收買套利之興起 

於前述已提及493，德拉瓦州約莫於 2011 年附近興起收買套利之風潮，收買

套利主要被認為是策略性投資人（尤其避險基金）以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目的，

購買價值相對被低估的股票而言494。有論者認為，收買套利並非全然只有缺點，

                                                
484 Peltz v. Hatten, 279 B.R. 710, 737-738 (D. Del. 2002). 
485 Verition Partners Master Fund Ltd. v. Aruba Networks, Inc., 2018 WL 922139, at *46 (Del. Ch. Feb. 
15, 2018). See also Doft & Co. v. Travelocity.com Inc., 2004 WL 1152338, at *5 (Del. Ch. May 20, 2004). 
486 Peter Welsh, Jeremiah Williams, Mark Cianci & Daniel Swartz, Management Projections in Delaware 
Appraisal Litigation: Anecdotal Evidence, 31 INSIGHTS 15 (2017). 
487 Id. at 22 n.20. 
488 Id. at 17. 
489 Cede & Co. v. Technicolor, Inc., 2003 WL 23700218, at *7 (Del. Ch. Dec. 31, 2003). 
490 LongPath Capital, LLC v. Ramtron Int'l Corp., 2015 WL 4540443, at *10 (Del. Ch. June 30, 2015). 
491 Id. 
492 Id. at *18. 
493 請參閱本文第四章第一節第二項第一款之內容。 
494 BMC, 2015 WL 67586, at *1. 



DOI:10.6814/NCCU2019012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4 
 

其可讓專業投資人作為股東角色重新檢視併購對價是否允當，以避免小股東僅能

被動接受多數股東之決議495，亦避免併購案係非經妥適併購過程完成496。 

而德拉瓦州立法機構於 2016 年為因應收買套利之浮濫發起，遂修正德拉瓦

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相關規定，包含第 g 項限縮小額股東之股份收買請求權，

及第 h 項公司得先支付一筆數額予異議股東以避免高額利息費用497。本文於此將

探討收買套利興起之原因，以及實務於認定公平價格的趨勢變化。 

第一款 收買套利興起之原因 

第一目 Transkaryotic 案498 

一般認為，收買套利係源於 2007 年 Transkaryotic 案499。該案中， Cede & 

Co.（以下簡稱「Cede 公司」）持有 Transkaryotic Therapies, Inc.（以下簡稱「TKT

公司」）共計 29,720,074 股，其中 12,882,000 股於併購案中投贊成票，9,888,663

股投反對票，其餘 6,949,411 股則棄權或未投票。而投反對、棄權或未投票的

16,838,074 股裡，Cede 公司以其中 10,972,650 股對 TKT 公司發起股份收買請求

訴訟，惟 10,972,650 股中有 8,071,217 股係 Cede 公司於股東名簿基準日（record 

date）後、股東會投票決議日前才取得股份而成為權益所有人（beneficial 

shareholder），而本案爭點在於 8,071,217 股有無提起股份收買請求訴訟之資格500？ 

德拉瓦州衡平法院最終認為，只要 Cede 公司提起股份收買請求訴訟之股份

總數，少於或等於有資格提起訴訟之股份總數（即投下反對、棄權或未投票之股

份總數），就該當提起股份收買請求訴訟之要件，無須就其購買股份未對併購案

投同意票舉證501，亦不適用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a 項之股份追查

                                                
495 Charles R. Korsmo & Minor Myers, Appraisal Arbitrage and the Future of Public Company M&A, 92 
Wash. U.L. Rev. 1551, 1555 (2015). 
496 Id. 
497 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g 項之修正內容，請參閱本文第四章第一節第二項第一款；

第 262 條第 h 項之修正內容，請參閱本文第四章第一節第二項第三款第三目。 
498 Transkaryotic, 2007 WL 1378345. 
499 Subramanian, supra note 421, at 2. See also Jason Mei, IX. Appraisal Arbitrage: Investment Strategy 
of Hedge Funds and Shareholder Activists, 34 Rev. Banking & Fin. L. 83, 84 (2014); George S. Geis, An 
Appraisal Puzzle, 105 Nw. U. L. Rev. 1635, 1650 (2011). Transkaryotic 案之討論請參閱本文第四章第

一節第二項第一款之內容。 
500 Transkaryotic, 2007 WL 1378345, at *1. 
501 Id.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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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tracing）規定502。換言之，策略性投資人可以在併購案宣布後，再向股東

收購股份而成為權益所有人，而將提起股份收買請求訴訟作為一種投資機會。 

雖德拉瓦州衡平法院於 Transkaryotic 案已意識到其見解可能間接助長收買

套利者（arbitrageurs）作為一種投機手法，不過於現行法框架似僅能透過修法解

決此問題503。論者對 Transkaryotic 案之見解提出質疑，其舉例若併購案於股東

會決議獲得 90%贊成票，而其餘 10%股份未投票，不過有 50%的股東係於股東

名簿基準日後、股東會投票決議日前即平均出售其持股予五位策略性投資人（每

位購買 10%股份），可預期的是這五位策略性投資人皆會發起股份收買請求權訴

訟，並聲稱其持有的 10%股份就是未於股東會決議時投票的 10%股份，則按 

Transkaryotic 案之見解，似僅能令五位策略性投資人皆有提起訴訟之資格504。 

於後續 2015 年 BMC 案505及 Ancestry 案506中， Transkaryotic 案之見解仍

被維持。不過於 2016 年 Dell 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補充表示當權益所有人提

起股份收買請求訴訟之股份總數，未超過其有資格提起之股份總數時，雖亦不適

用股份追查規定，但若公司能提出證據來證明權益所有人提起請求權訴訟的股數

中，有於併購案中投下贊成票者，則該等股數便不具行使股份收買請求之權利507。 

第二目 利息之報酬 

 按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h 項規定，法院裁定股份公平價格時應一

併裁定利息費用508，利息費用計算期間係從合併生效日至法院裁定支付日，年利

率為美國聯準會重貼現率（Federal Reserve discount rate）加上 5%，並按季複利

（compound quarterly）計算509。按 Jiang 等學者統計，於 2000 年至 2014 年間請

                                                
502 Id. at *4. 所謂股份追查規定，係股東於併購案中有記載反對意見，始符合股份收買請求權聲

請法院為價格裁定之其一法定要件。參閱鄭婷嫻，董事忠實義務行使與股份收買請求權之實踐－

評臺灣高等法院一〇四年度上字第一三四九號民事判決，月旦法學雜誌，275 期，頁 146 註 22，

2018 年 4 月。 
503 Transkaryotic, 2007 WL 1378345, at *5. 
504 Geis, supra note 499, at 1656-1657. 
505 BMC, 2015 WL 67586. 
506 In re Ancestry.Com, Inc., 2015 WL 66825 (Del. Ch. Jan. 5, 2015). 
507 In re Appraisal of Dell Inc., 143 A.3d 20, 52-54 (Del. Ch. 2016). 
508 DEL. CODE ANN. tit. 8, § 262(h) (“the Court shall determine the fair value of the shares …, together 
with interest.”). 
509 Id. § 262(h) (“interest from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merger through the date of payment of the 
judgment shall be compounded quarterly and shall accrue at 5% over the Federal Reserve discount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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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權訴訟中利息平均報酬率為 57.8%，請求權人多獲得股份價值平均報酬率則為

50.6%，前者比後者再高上 7.2%510，可見訴訟之利息支出確實為公司一大負擔。 

 以 2010 年法定利率為例，當年美國聯準會重貼現率為 0.75%，加上 5%後為

5.75%，此意謂即便法院最終認定股份公平價格等於收購價格，套利者仍可從中

獲得 5.75%的利息補償511。這種高額利息報酬，不僅提升套利者預期報酬率，更

減緩法院裁定公平價格低於收購價格時所造成的損失風險（downside risk）512。

倘無利息報酬，按 Jiang 等學者統計數據，有 6.9%請求權人將因為只得到法院

裁定價額而報酬率降為負數513，可見利息報酬的確為收買套利重要誘因之一514。 

第二款 一定條件下，實務有以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之趨勢 

 德拉瓦州法院信賴併購價格為公平價格之案例，最早可追溯至 1993 年 

Cooper v. Pabst Brewing Co. 案，當時德拉瓦州衡平法院認為過去法院不考慮將

收購價格認定為公平價格之原因，係收購價格只是併購過程中收購者提出之價格，

不但包含控制溢價（control premium），且非依公司繼續經營（going concern）假

設來評估價值515。不過，在無其他可靠衡量方法的情況下， Pabst 案的審理法官 

Hartnett 認為收購價格不失為傳統經濟學原理以外一種衡量公司整體價值之方

式516。惟其亦對若出現法院逕採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之情形提出擔憂，因此舉將

可能使收購價格變成股份收買請求權訴訟中，價格認定之「底線（Floor）」，而讓

訴訟結果形成恆贏（no-lose）之局面，進而興起股份收買請求權訴訟517。 

 在後續 1999 年 M.P.M. Enterprises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亦肯認收購價格

應作為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h 項要求法院應衡量所有攸關因素的考

量之一518，且於公開市場經公平協商所得之價格，比起具利益衝突之交易價格，

                                                
(including any surcharge) as established from time to time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merger and the date of payment of the judgment.”). 
510 Jiang et. al., supra note 415, at 720-721. 
511 Jason Mei, supra note 499, at 85-86. 
512 Jiang et. al., supra note 415, at 721. 
513 Id. n.20. 
514 Id. at 721. 
515 Cooper v. Pabst Brewing Co., 1993 WL 208763, at *9 (Del. Ch. June 8, 1993). 
516 Id. 
517 Id. 
518 M.P.M. Enterprises, Inc. v. Gilbert, 731 A.2d 790, 796 (De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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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被法院用以衡量股份之公平價格519。惟本案因無法證明收購價格係基於繼續

經營假設，而非特定收購者觀點協議得出之價格520，故最終法院仍採現金流量折

現法計算股份公平價格。 

 2003 年的 Union Illinois 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將 Pabst 案見解作為主要論

證基礎，認為一個併購過程妥適，且吸引許多潛在買方前來瞭解機密資訊的交易

案所得收購價格，可作為衡量公平價格值得信賴的證據521，即便該交易致使股份

收買請求權訴訟發生，只要該收購價格並非僅為併購目的計算而得，仍具有參考

價值522。而該案最終德拉瓦州衡平法院因現金流量折現法所計算之價格扣除 13%

綜效後仍低於收購價格，而賦予收購價格 100%計算權重523。 

 2007 年 AXA 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計算股份公平價格時，給予收購價格

75%權重，以及數種方法混合調整計算後（modified sum-of-the-parts analysis）賦

予 25%權重524。如同 Union Illinois 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亦認為若併購過程存

在公平議價，且不存在可能使最高出價者（topping bid）卻步之問題，此時收購

價格即可作為衡量股份公平價格的有利因素之一525。不過，計算上法院仍須排除

併購產生之綜效526。而於該案，因德拉瓦州衡平法院認為現金流量折現法若應用

於併購公司販售人壽險之產業性質，將無法帶來可靠衡量估計，故僅賦予現金流

量折現法之計算結果少部分權重527。 

 也許受到前述案件鼓舞，後續於 Golden Telecom 案，被告試圖向法院主張

應採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不過德拉瓦州衡平法院認為，本案中目標公司與併購

公司間因大股東相同，且對二者皆具實質控制力而存有利益衝突528；再者，目標

公司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未盡任何努力，以致無法吸引潛在收購者前

                                                
519 Id. 
520 Id. at *797. 
521 Union Illinois 1995 Inv. Ltd. P'ship v. Union Fin. Grp., Ltd., 847 A.2d 340, 358 (Del. Ch. 2004). 
522 Id. at 357. 
523 Id. at 359-364. 
524 Highfields, 939 A.2d, at 64. 
525 Id. at *59. 
526 Id. 
527 Id. at *54. 
528 Glob. GT LP v. Golden Telecom, Inc., 993 A.2d 497, 503 (Del. Ch.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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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出價529。故德拉瓦州衡平法院最終認為目標公司的收購價格不具參考性，而改

以現金流量折現法計算股份公平價格530。 

 Golden Telecom 案上訴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時，被告提出新抗辯，其主張除非

有其他證據顯示收購價格不妥，否則法院即應推定（presumptive）收購價格為公

平價格531。而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明確拒絕如此推定，因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h 項已明白表示法院認定股份公平價格時，應衡量一切攸關之因素，此

即當然包含併購過程妥適與否的考量532。即便在一個沒有問題（pristine and 

unchallenged）的併購過程上作如此推定，亦將與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

第 h 項之文義相違背533。不過，德拉瓦州最高法院之見解並非意謂法院不得採收

購價格為公平價格，只是不應作預設或推定534。 

 於 Golden Telecom 案，雖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明確拒絕推定收購價格為公平

價格，卻也留下相對應之問題，即若在一個妥適併購過程裡不能作如此推定，那

什麼樣的情況收購價格才足夠用以衡量股份公平價格535？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

之態度是否不鼓勵下級法院使用收購價格衡量公平價格？在嗣後  Merion 

Capital, L.P. v. 3M Cogent, Inc. 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就因該案收購價格未減除

綜效，而認為收購價格不可採為股份公平價格536。 

於 2013 年稍晚的 CKx 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認為當併購案缺乏可類比公

司或交易使用可類比公司法或可類比交易法，以及無可靠參數使用現金流量折現

法，且收購價格係經效率市場公平交易而得時，收購價格即可作為衡量股份公平

價格的重要參考依據537。於本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決定賦予收購價格 100%權

重538，其見解與 20年前 Pabst 案中德拉瓦州衡平法院曾表示之意見有幾分相似。 

 CKx 案作成後，德拉瓦州法院採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之案例便如雨後春筍

般的出現。例如 Ramtron 案中，德拉瓦州衡平法院基於本案併購過程妥適、用

                                                
529 Id. at 507-508. 
530 Id. at 509,524. 
531 Golden Telecom, Inc. v. Glob. GT LP, 11 A.3d 214, 216 (Del. 2010). 
532 Id. at 217. 
533 Id. at 218. 
534 Lawrence A. Hamermesh et. al., supra note 446, at 979. 
535 Id. 
536 Merion Capital, L.P. v. 3M Cogent, Inc., 2013 WL 3793896, at 4-5. 
537 CKx, 2013 WL 5878807, at *11. 
53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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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現金流量折現法分析的管理階層預測數值不可靠，且併購公司無可類比對象等

理由，而逕採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539。其後 PetSmart 案540、 BMC 案541與 

AutoInfo 案542皆是採與 Ramtron 案類似之見解，認定收購價格為股份公平價格。 

值得注意的是，於 2015 年 Ancestry.com 案，在未缺乏可靠數據而可使用現

金流量折現法計算公平價格之前提下，德法瓦州衡平法院仍採收購價格為公平價

格。該案審理法官 Glasscock 認為併購過程妥適時，無妨將現金流量折現法作為

補充檢驗收購價格公平與否的工具，使法院更加確信能以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543。 

後續 2016 年的 Lender Processing 案，亦採和 Ancestry.com 案相同見解。

德拉瓦州衡平法院認為若於本案使用現金流量折現法計算股份價值，則結果大約

高於併購價格 3%左右，而在公司已踐行妥適併購程序之前提，收購價格即足以

代表公平價格544。雖目標公司提出收購價格包含綜效而應扣除之抗辯，惟其委任

之獨立專家並未提出計算綜效之相關佐證，且公司亦遲於庭審後摘要（post-trial 

briefs）才提出該抗辯，故最終未被法院所採545。 

第三節 Dell 案與 DFC 案之實務見解及後續影響 

自 2013 年 CKx 案作成後，德拉瓦州衡平法院便大量出現認定收購價格為

公平價格之案例，重點在於何種情況收購價格可為法院重要考量因素之一？而法

院又應否於併購案符合特定情形時，推定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雖德拉瓦州最高

法院已於 Golden Telecom 案明確拒絕如此推定，惟此問題又再次於 Dell 案及 

DFC 案成為主要討論爭點，並有兩派學者於  DFC 案上訴時提交法庭之友

（amicus curiae）意見書。以下本文將就 Dell 案與 DFC 案事實背景、德拉瓦州

衡平法院見解、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見解、法庭之友意見書及學者見解作逐一說明。 

第一項 Dell 案 

                                                
539 Ramtron, 2015 WL 4540443, at *2. 
540 In re PetSmart, Inc., 2017 WL 2303599, at*4 (Del. Ch. May 26, 2017). 
541 Merion Capital LP v. BMC Software, Inc., 2015 WL 6164771, at *49, *64 (Del. Ch. Oct. 21, 2015). 
542 Merlin Partners LP v. AutoInfo, Inc., 2015 WL 2069417, at *42, *52 (Del. Ch. Apr. 30, 2015). 
543 In re Appraisal of Ancestry.com, Inc., 2015 WL 399726, at *23 (Del. Ch. Jan. 30, 2015). 
544 Merion Capital L.P. v. Lender Processing Servs., Inc., 2016 WL 7324170, at *33 (Del. Ch. Dec. 16, 
2016). 
545 Id. at *2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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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案件事實 

 Dell 公司創辦人 Michael Dell（以下簡稱「Mr.Dell」）於 2007 年回歸 Dell  

公司後，發現 Dell 公司正面臨諸多產業困境，例如 Dell 公司主要業務係銷售

高毛利（high-margin）的高價位（premium-priced）電腦，但市場出現許多競爭者

銷售低毛利且價格相對親民的電腦； Apple 公司研發的 iPhone 與 iPad ，亦侵

蝕電腦市場； Amazon 公司推出的雲端服務，更使其硬碟儲存業務需求面臨刪

減。種種因素迫使 Dell 公司須設法多樣化產品類別，以迎接未來市場之挑戰546。 

 於 2012 年 6 月，陸續有數間公司，包含 Southeastern Asset Management（以

下簡稱「Southeastern」）、 Silver Lake 與 KKR 等，向 Mr.Dell 探詢其是否有意

願讓 Dell 公司以管理階層收購（management buyout, MBO）之方式下市547。隨

後， Mr.Dell 向公司董事會提出了管理階層收購之想法，董事會除初步同意，亦

由董事會中具有相關知識經驗且具獨立性者組成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

來審議相關提案548，而特別委員會委任 Debevoise & Plimpton LLP 作為法律顧

問（legal counsel）、 JPMorgan Chase & Co.（以下簡稱「JPMorgan」） 作為財務

顧問（financial advisor）549。 

 於 2012 年 9 月，特別委員會開始與 Silver Lake、KKR 及 Mr. Dell 進行秘

密商議，惟不包含 Southeastern550。2012 年 10 月， Silver Lake 及 KKR 分別向 

Dell 公司提議相關交易條件， Silver Lake 提出以每股美金 11.22 至 12.16 元現

金收購公司股份，惟不包含 Mr. Dell 之持股； KKR 則建立在預期 Mr. Dell 將

投資公司美金 5 億元之前提，提出以每股美金 12 至 13 元現金收購公司股份，惟

不包含 Mr. Dell 及 Southeastern 之持股551。 

特別委員會在 JPMorgan 協助下審視上述交易條件，認為 Silver Lake 之提

議對比該日收盤價格美金 9.35 元，有 20-30%溢價，而 KKR 之提議亦相較於該

                                                
546 In re Appraisal of Dell Inc., 2016 WL 3186538, at *1 (Del. Ch. May 31, 2016). 
547 Id. at *2. 
548 Id. at *2-3. 
549 Id. at *3. 
550 Id. at *4. 
551 Id.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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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收盤價格有 28-39%溢價，惟二者出價約位於 JPMorgan 以現金流量折現法分

析公司的最低價值區間美金 9.5 至 11.5 元，有低估公司價值之疑慮552。 

於 2012 年 12 月， KKR 基於對電腦產業前景發展的不看好，退出 Dell 公

司的收購計畫， Silver Lake 順勢提高收購價格至每股美金 12.7 元，不過仍被特

別委員會認為價格實屬過低而拒絕553。面臨公司收購案僅剩一位出價者之際， 

JPMorgan 建議 Dell 公司繼續探詢潛在收購者，以增加 Silver Lake 競爭機會554。

隨後，特別委員會要約 Texas Pacific Group 加入收購者之列，惟其以電腦產業前

景充滿不確定性為由，拒絕特別委員會之提議555。 

於 2013 年 1 月，特別委員會委任 Evercore 作為第二位財務顧問，此外，特

別委員會先前亦聘請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Inc.（以下簡稱「BCG」）作為公

司財務預測分析師556。於此， Silver Lake 再度將收購價格調升為每股美金 12.9

元， JPMorgan 與 Evercore 分析前述提案後，皆認為 Silver Lake 之出價落於

公司價值估算區間低標，公司值得更好的收購條件557。 

隨後，董事會成員除 Mr. Dell 迴避外，召開會議討論公司收購案，會後決

議公司目標出售價格為每股美金 13.75 元，且以每股美金 13.6 元作為最低同意出

售價格558。 Mr. Dell 得知會議結果後，便與 Silver Lake 進行商議，二者於 2013

年 2 月向 Dell 公司提出兩種更新後的收購方案：(1)以每股美金 13.65 元現金收

購公司股份，公司仍可繼續發放股利直到下市；(2)以每股美金 13.75 元現金收購

公司股份，惟公司不得再發放任何股利559。 

兩天後， JPMorgan 與 Evercore 皆向特別委員會表示 Mr. Dell 與 Silver 

Lake 提出之第一種方案（每股美金 13.65 元並可持續發股利），以財務觀點而言

對股東係屬公平，故特別委員會建議董事會接受該條件560。 Mr. Dell 亦與公司

達成表決權拘束契約（voting agreement），承諾於股東會決議時將以全數股份支

                                                
552 Id. at *8. 
553 Id. at *8-9. 
554 Id. at *9. 
555 Id. at *9-10. 
556 Id. at *8, *10. 
557 Id. at *10-11. 
558 Id. at *11. 
559 Id. at *11-12. 
560 Id. at *12. 



DOI:10.6814/NCCU2019012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2 
 

持收購案通過，倘出現對公司更有利之提案且獲得董事會推薦，則其將按不具利

益衝突之股東（外部股東）投下贊成票比例，以其持股投下相同比例贊成票561。 

依 Mr. Dell 控制之三間公司 Denali Holding Inc.、Denali Intermediate Inc. 及 

Denali Acquiror Inc.，與私募股權基金 Silver Lake 組成之收購團隊（以下簡稱

「Silver Lake 收購團隊」）所草擬的收購契約（merger agreement），在相關的投

資安排後， Mr. Dell 將持有 Dell 公司 74.9%股份， Silver Lake 則將持有公司

25.1%股份562。而收購協議設有尋購條款（go-shop provision）563，提供公司至 2013

年 3 月 23 日，共 45 日的尋購期間（go-shop period），若於尋購期間內出現其它

更有利的收購條件，則公司可支付美金 1.8 億元終止契約；若 Dell 公司欲主動

終止契約，則須支付美金 4.5 億元作為違約金564。 

2013 年 2 月 5 日， Dell 公司開始為期 45 日的尋購期間，10 天內 Evercore 

探詢 60 家公司之意願，認為其中以 Blackstone Management Partners LLC（以下

簡稱「Blackstone」）與 Hewlett–Packard Company（以下簡稱「HP」）最有收購 Dell 

公司之機會 565。雖  HP 後續和  Dell 公司簽訂保密協議（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惟始終未再進一步動作566。 

2013 年 3 月 5 日， Carl Icahn 及 Icahn Enterprises L.P. （以下二者簡稱

「Icahn」）向董事會表達收購意願，其收購條件為每股美金 13.81 元，外加每股

美金 9 元特別股利，故合計為每股美金 22.81 元567。同年 3 月 10 日， Icahn 及 

Dell 公司簽署保密協議， Icahn 亦取得 Dell 公司內部數據。同年 3 月 21 日， 

GE Capital 向 Dell 公司提出以美金 36 億元現金收購之方案，並獲得特別委員

會承諾納入考量568。 

                                                
561 Id. 
562 Id. 
563 所謂尋購條款，係指目標公司與單一收購者協議簽署契約時，可約定一段尋購期間，令目標

公司得於該期間內繼續尋找其他潛在買方，探詢更佳的交易條件，一旦有更佳的交易條件出現，

目標公司可藉由付出數額不高的分手費（break-up fee），來終止與原買方之交易。尋購條款之相

關內容，請參閱黃朝琮，經營階層收購之研究，載：公司法論文集 II：特殊交易型態與資訊揭露，

頁 90，2019 年 4 月，2 版。 
564 Dell, 2016 WL 3186538, at *12. 
565 Id. at *13. 
566 Id. 
567 Id. at *14. 
56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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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3 月 22 日， Icahn 重新向 Dell 公司提交以每股美金 13.37 至 14.42

元現金收購之方案，此外， Blackstone 亦向 Dell 公司提交以每股美金 14.25 元

現金收購之方案。同年 3 月 23 日，尋購期間結束，特別委員會認為 Icahn 與 

Blackstone 於此期間所提方案可為公司考量569。但在同年 4 月 10 日， IDC 發

布報告指出全球電腦銷售量持續萎縮，使 Blackstone 決定放棄收購提案570。 

隨後， Dell 公司董事會逕自決定於 2013 年 7 月 18 日召開臨時股東會，投

票決議是否贊成 Silver Lake 收購團隊之提案， Icahn 隨即表達不滿571。面臨大

股東及投資人之壓力下，為避免其提案無法於股東會通過，故 Silver Lake 收購

團隊決定修改收購協議，將股東會決議通過門檻由「不具利害關係股東同意之多

數決（majority of all unaffiliated stockholders approve the Merger）」，改為「不具利

害關係股東出席或透過委託書投下同意票之多數決（majority of the unaffiliated 

stockholders present at the meeting or voting by proxy）」572。作為交換條件， Silver 

Lake 收購團隊再提高其出價美金 0.1 元，即以每股美金 13.75 元現金收購公司股

份，並提供每股特別現金股利美金 0.13 元，且將其終止契約違約金從美金 4.5 億

元調降至 1.8 億元573。按修改後 Silver Lake 收購團隊出價提議，總價值約每股

美金 13.96 元， JPMorgan 與 Evercore 皆認為該價格對於公司股東尚屬合理574。 

2013 年 8 月 2 日，Dell 公司基於收購協議已經修改及其他因素之考量，故

推遲臨時股東會至 2013 年 9 月 12 日舉行，最終以全部股份 57%同意比例決議

通過 Silver Lake 收購團隊收購案575， Dell 公司亦於同年 10 月 29 日完成併購

並隨即下市576。而其餘未參與投票或表示反對之股東，即得按德拉瓦州普通公司

法第 262 條規定，向德拉瓦州衡平法院提起股份收買請求訴訟577。 

                                                
569 Id. 
570 Id. at *15. 
571 Id. at *17. 
572 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於 MFW 案中肯認，若併購案經未受脅迫且具充分資訊之外部股東多數決

同意，可作為淨化利益衝突的一種方式，故本案中 Silver Lake 收購團隊最終並未參與投票。詳

細論述請參閱蔡昌憲，下市交易中利益衝突之淨化機制：從美國 Dell 公司收購案談起，國立臺灣

大學法學論叢，44:2 期，頁 580-581，2015 年 6 月；黃朝琮，同註 461，頁 163-167。 
573 Dell, 2016 WL 3186538, at *17-18. 
574 Id. at *18. 
575 Dell 公司收購關係示意圖及收購過程之整理，請參閱蔡昌憲，同註 572，頁 544-546。 
576 Dell, 2016 WL 3186538, at *19-20. 
577 Id. a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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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德拉瓦州法院見解 

第一目 德拉瓦州衡平法院之見解 

 Dell 公司試圖令德拉瓦州衡平法院相信，最終收購價格每股美金 13.75 元係

為股份公平價格，法院雖不否認收購價格是衡量公平價格攸關因素之一，惟於本

案，其認為收購價格不能作為公平價格之最佳衡量證據578，從而最終決定以現金

流量折現法計算，認定股份公平價格為每股美金 17.62 元579。在論證收購價格不

可採為公平價格的過程，德拉瓦州衡平法院將本案區分為兩個時點探討，其一為

簽約前階段（pre-signing phase）；其二為簽約後階段（post-signing phase）580。 

一、 於與 Silver Lake 收購團隊簽約前階段，德拉瓦州衡平法院認為： 

首先，本案使用槓桿收購定價模型（LBO Pricing Model）估算 Dell 公司價

值，有低估公司價值之疑慮581。本案雖為管理階層收購（MBO），惟財務顧問說

服特別委員會採槓桿收購（LBO）定價模型評估公司價值，此係因財務性買主

（financial sponsor）須達 20%以上內部報酬率（IRRs）才能滿足投資者預期，而

使用槓桿收購定價模型，財務顧問便能配合財務性買主調整公司價值區間，使其

達預期內部報酬率582。舉例而言， JPMorgan 以 Dell 公司繼續經營假設使用現

金流量折現法估算公司合理股價區間為每股美金 20 至 27 元，使用同樣的未來

現金流量預測於槓桿收購定價模型後，公司合理股價則降為每股美金 14.13元583。 

再者，公司價值評估與公司實際營運情況間，存在價值評估落差（valuation 

gap）584。申言之， Dell 公司所委任之財務顧問評估公司價值時著重於短期財務

績效，惟當時公司正面臨轉型而投入近美金 140 億元，該筆投資金額短期尚未產

生投資效益，亦未被反應於 Dell 公司股價，此現象即稱為反泡沫（anti-bubble），

故按當時 Dell 公司股價所作的分析報告，即有低估公司價值之嫌585。 

                                                
578 Id. at *22. 
579 Id. at *1. 
580 Id. at *29. 
581 Id. 
582 Id. at *29-30. 
583 Id. at *30. 
584 Id. at *32. 
585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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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 Dell 公司無積極尋找潛在買方，以致僅有 Silver Lake 收購團隊提

出收購方案586。缺乏充分競爭下，特別委員會無法以公司有其他方案選擇為由，

迫使 Silver Lake 收購團隊提高出價587。此外， Dell 公司亦無聯繫任何策略性

買主（strategic buyer）588，例如本案中 Evercore 曾評估能替公司節省每年成本

美金 30 億至 40 億元的 HP 即為很好的策略性買主對象，惟 Dell 公司後續卻無

與 HP 有任何聯繫589。而此點或許與 Evercore 係領取尋購期間成交案件的或有

佣金（contingency fee）有關，使 Evercore 本質上並不鼓勵特別委員會於簽約前

階段廣泛尋找潛在買方590。於此階段， Dell 公司仰賴  JPMorgan 與 Evercore

意見來作決策，這兩間財務顧問卻都僅使用槓桿收購定價模型評估公司價值591。 

二、 於簽約後階段的尋購期間，德拉瓦州衡平法院認為： 

 首先，於此階段有兩間比 Silver Lake 收購團隊出價更高的財務性買主出現，

即 Icahn 與 Blackstone ，雖後續 Blackstone 退出收購案，不過 Icahn 仍繼續與 

Dell 公司磋商592。惟 Dell 公司逕自決定召開臨時股東會就 Silver Lake 收購團

隊之原始提案進行投票，後續又讓 Silver Lake 收購團隊修改收購契約以提高其

原始出價 2%，亦調降 Dell 公司終止契約違約金593。雖 Silver Lake 收購團隊提

高出價，該價格仍低於 Icahn 與 Blackstone 之出價，故 Silver Lake 收購團隊的

確讓股東多拿到一點報酬，但離所謂的公平價格仍有一段距離594。 

 再者，Dell 公司收購案規模約為傳統併購案 25 倍大，此意謂潛在收購者須

投入大量時間、人力及金錢進行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595，故法院將 Dell 公

司收購案形容為浩大工程（the magnitude of the task）。就本案來說， Blackstone 

                                                
586 Id. at *36. 
587 Id. at *37. 
588 相較於財務性買主（financial buyer or financial sponsor），策略性買主通常能將目標公司的業

務，與其自身業務結合，以減少不必要的成本開銷，進而產生結合之綜效，而此綜效是令目標公

司之業務單獨營業所不會產生的。此外，策略性買主有更多元的融資管道，以及更長遠的投資規

劃，故比起財務性買主，其更具競爭優勢。See Douglas J. Leary, The M&A Landscape In 2012: The 

Perfect Storm?, 2012 WL 697481, at *5. 
589 Dell, 2016 WL 3186538, at *37. 
590 Id. at *11. 
591 Id. at *10-11. 
592 Id. at *37. 
593 Id. at *17-18, *37. 
594 Id. at *38. 
595 Id. at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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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超過美金 2,500 萬元組成團隊至 Dell 公司進行盡職調查，在僅僅 45 日尋購

期間，這樣大規模的交易案即可能對其他潛在收購者產生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

596。換言之，本案為管理階層收購，在內部人熟悉公司內部資訊而具有優勢之前

提， Dell 公司規模之大會使其他潛在收購者相對不敢投入資源來探詢出價。 

 三者， Mr. Dell 對於公司內部資訊的熟悉，使財務性買主容易面臨贏者的

詛咒（winner's curse）597。於本案，所謂贏者的詛咒係指買方即便成功收購目標

公司，也可能是在付出比管理階層更多金錢或資源之前提下才完成，因管理階層

擁有更多內部訊息，外部出價者僅能投入更多資源，透過詳細的盡職調查來彌平

兩者間的資訊落差598。當特別委員會試圖尋找其他潛在收購者時，德拉瓦州衡平

法院認為 Mr. Dell 所擁有的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優勢，以及其

立於公司的特殊地位，對其他潛在收購者如同形成阻礙599。 

四者， Mr. Dell 於本案中所扮演的角色亦屬關鍵。德拉瓦州衡平法院認為， 

Mr. Dell 於本收購案為單純的買主（net purchaser），而因其希望於收購案完成後

持有 Dell 公司 75%股權以保有對公司之控制權，按專家證人 Subramanian 計

算，收購價格每提升美金 1 元， Mr. Dell 就必須投入額外成本美金 2.5 億元以

避免股權稀釋600。換言之，若收購價格提升，將使 Mr. Dell 投入成本同步墊高，

因此任何願意提出更高收購價格的潛在收購者，將可能被其以敵意相待601。 

三、 德拉瓦州衡平法院以現金流量折現法，重新計算股份公平價格 

綜上所述，德拉瓦州衡平法院認為於本案中，收購價格無論在與 Silver Lake 

收購團隊簽約前階段，或在簽約後尋購期間階段，皆存有併購過程之瑕疵，使收

購價格於本案中不足以證明得作為公平價格602。而法院亦認為併購過程之瑕疵

                                                
596 Id. 
597 Id. 
598 Id. 
599 Id. at *43-44. 
600 Id. at *43. 
601 Id. See also Guhan Subramanian, Appraisal After Dell, in THE CORPORATE CONTRACT IN CHANGING 
TIMES: IS THE LAW KEEPING UP? (Steven Davidoff Solomon & Randall Stuart Thomas eds.) (Jan. 2, 2018), 
at 23, at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095164 (last visited: Oct. 16, 2019). 
602 Dell, 2016 WL 3186538, at *37, *51.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09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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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確切計算數額，故決定不賦予最終收購價格（每股美金 13.75 元）任何權重，

並重新以現金流量折現法計算股份價值，認定每股公平價格為美金 17.62 元603。 

第二目 德拉瓦州最高法院之見解 

 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德拉瓦州衡平法院在本案事實認知上有誤，以致其

作出不賦予收購價格任何權重，而僅仰賴現金流量折現法計算股份公平價格的錯

誤意見，故廢棄發回原審判決604。換言之，按德拉瓦州衡平法院紀錄的事實發現，

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 Dell 公司收購價格即便無須賦予其 100%權重，亦具有

舉足輕重之地位605。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論證上一樣區分為簽約前階段與簽約後階

段，從以下數個層面分析，認為德拉瓦州衡平法院不採收購價格之見解有誤。 

一、 於與 Silver Lake 收購團隊簽約前階段，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 

首先，公司價值評估與公司實際營運情況間，不存在價值評估落差606。原審

法院雖認為 Dell 公司之股價尚未反應近美金 140 億元的長期轉型投資，惟德拉

瓦州最高法院認為當時分析師已將該筆長期投資納入公司價值之評估，股票市場

亦已考量 Dell 公司近期的收購案與長期投資607。 

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原審法院忽略其長期以來支持的效率市場假說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亦即在市場有效率（efficient）或半強勢效率（semi-

strong efficient）的情況下，股東們根據公開文件、產業訊息與股票分析師研究調

查等所作投資決策，即會反映於公司股價608。從而，於效率市場交易所得股價，

比起一份客戶委任可能具有利益衝突的專家證人評估報告，更具參考價值609。 

此外，亦無證據顯示投資者短視近利（myopic or shortsighted）而忽略 Dell 

公司長期投資，相反地，許多分析師皆注意到公司長期投資計畫，只是不買帳而

                                                
603 Id. at *51. 
604 Dell, 177 A.3d, at 1, 5. 
605 Id. at 23. 
606 Id. at 24. 
607 Id. 
608 Id. at 24-25. 
609 Id. at 24. 



DOI:10.6814/NCCU2019012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8 
 

已610。此係源自於 Dell 公司管理階層不擅於財務預測，以及電腦產業未來發展

的不確定性，使多數分析師對於該長期投資計畫，並未抱持樂觀態度看待611。 

再者，缺乏策略性買主，不應成為否定收購價格因素之考量。原審法院認為，

財務性買主僅專注於投資內部報酬率計算，而忽略是否支付給 Dell 公司股東公

平的股份價格，故收購價格不為其所考量認定公平價格之因素612。如此見解被德

拉瓦州最高法院拒絕，其認為不分財務性或策略性買主，都會將內部報酬率作為

是否要承擔併購風險之考量，故無論是財務性買主或策略性買主，與收購價格是

否為公平價格間並不具合理關聯613。 

 原審法院意識到 Dell 公司的尋購條款設計，對於潛在收購者而言步驟已相

對簡化亦具彈性，惟因 Dell 公司未積極尋找策略性買主，而令原審法院認為此

係收購價格無法代表公平價格的原因之一614。不過，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則認為， 

Dell 公司尋購期間仍有許多公司表達收購興趣，例如 Blackstone 、 Icahn 及 

GE Capital. 皆曾表達初步興趣，縱使部分公司最終未完成盡職調查，仍不能作為 

Dell 公司未積極尋找潛在收購者之證明，而足令原審法院認為此係收購價格無

法代表公平價格615。此外，缺乏策略性買主表達興趣，代表 Dell 公司不值得當

時 Silver Lake 收購團隊出價才是，原審法院最終卻以現金流量折現法計算而認

為公平價格高於收購價格，顯然與邏輯不符616。 

二、 於簽約後階段的尋購期間，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 

 首先， Dell 公司結構規模不代表會影響尋購期間有效性。原審法院雖認為 

Dell 公司規模之巨大與複雜，會對其他潛在收購者產生寒蟬效應，然卻無附任何

佐證617。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倘公司到達一定規模與複雜程度，收購價格就

不具參考性，則在所有大規模公司的股份收買請求權訴訟裡，收購價格即會被排

除於公平價格之考量外，此非妥適作法618。於本案， Blackstone 等三間公司均

                                                
610 Id. at 26. 
611 Id. at 27. 
612 Id. 
613 Id. at 27-28. 
614 Id. 
615 Id. 
616 Id. 
617 Id. at 29. 
618 Id. at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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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投入時間與金錢，來進行盡職調查以克服 Dell 公司的規模龐大疑義，足

見原審法院所稱寒蟬效應並不存在619。 

 再者，贏者的詛咒於本案中亦無法作為排除收購價格之合理因素。原審法院

認為，潛在收購者須進行更詳盡的盡職調查，以克服其與管理階層間資訊不對稱

問題620。惟 Mr. Dell 與特別委員會似皆有意識此問題， Mr. Dell 花最多時間與 

Blackstone 進行公司業務說明，甚至更勝花在 Silver Lake 收購團隊的時間，而

特別委員會亦極力欲解決資訊不對稱及贏者的詛咒問題621。原審法院所稱策略性

買主較少會發生贏者的詛咒現象，德拉瓦州最高法院亦不認為二者具有關聯性622。

在原審法院無法提出有潛在投資者實際因懼怕贏者的詛咒發生，而未表達對收購

案興趣的佐證下，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原審法院此論點係屬無理由623。 

 三者， Mr. Dell 對於公司之價值，無法作為收購價格非公平價格之證明。

原審法院認為， Mr. Dell 與公司之關係是一種無形資產，因 2004 年 Mr. Dell 離

開公司後公司股價便下跌，其於 2007 年重新領導公司後公司股價便回升，代表

市場投資人信賴 Mr. Dell 之領導能力624。惟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市場股價

漲跌不能作為原審法院論證的有力依據，否則 2013 年一樣為 Mr. Dell 領導，公

司股價仍持續走低，是否代表市場投資人對於 Mr. Dell 領導能力的不信任，故 

Mr. Dell 對於公司之價值即不存在625？且原審法院並未賦予股票市場價格任何

權重，與其說詞形成矛盾626。綜上所述，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Mr. Dell 對於

公司之價值以及其與 Silver Lake 收購團隊間的關係，於尋購期間並未造成其他

潛在收購者負面影響627。 

三、 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應賦予市場價格與收購價格更高之地位 

 重新檢視 Dell 公司併購過程後，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以市場價值為基礎

的兩個衡量因子：市場價格與收購價格，於本案中有其舉足輕重之地位，德拉瓦

                                                
619 Id. 
620 Id. at 32. 
621 Id. 
622 Id. at 32-33. 
623 Id. at 32. 
624 Id. at 33. 
625 Id. at 33-34. 
626 Id. at 34. 
62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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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衡平法院不應忽視其對於認定公平價格上的考量628。惟德拉瓦州最高法院亦強

調，股份公平價格認定的最終裁量權仍在德拉瓦州衡平法院，無論其選擇賦予何

種方法多少權重，最重要的是對其決定提出充分說明629。 

此外，非於所有情況皆須賦予市場價格或收購價格權重，就本案而言，係當

有充分證據顯示市場為有效率、公平競爭（fair play）、較低的進入障礙、觸及到

所有潛在收購者，以及最高出價者能獲得 Mr. Dell 股份支持等前提下，原審法

院逕自在認定公平價格時排除市場價格及收購價格之決定，方顯無理由630。 

第二項 DFC 案 

第一款 案件事實 

DFC Global Corporation（以下簡稱「DFC 公司」）主要業務為「發薪日貸款

（payday lending）」631。所謂發薪日貸款，係指消費者於發薪日前若有短期資金

需求，可向發薪日貸款業者（payday lenders）進行資金周轉，而與傳統銀行貸款

不同的是，此類貸款業者強調消費者可於短短數分鐘內就獲得貸款，無須再經繁

瑣程序或信用資格確認（credit checks）632。不過，發薪日貸款之缺點為消費者需

負擔高額利息，該利息甚至超過本金數倍633，故有合法高利貸之稱。 

 於 2013 年年中， DFC 公司擁有超過 1,500 個實體營業據點與網路平臺，

除面臨同業競爭壓力， DFC 公司還須配合各地法規之監督與管理，又因各地法

規正於修法之際， DFC 公司預期修法將提升營運成本及限縮發展機會634。舉例

而言，美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 CFPB）將 

DFC 公司納入監管後，公司因無法預測消費者金融保護局是否會對其制定新規

範，而造成美國業務不利影響；英國金融行為監理總署（Financial Conduct 

                                                
628 Id. at 35. 
629 Id. at 44. 
630 Id. at 35. 後續 Dell 公司與異議股東以每股美金 13.75 元（即本併購案之收購價格）作為對

價，達成和解協議（settlement agreement），see Appraisal of Dell Inc., 2018 WL 2939448, at *1 (Del. 

Ch. June 11, 2018). 
631 In re Appraisal of DFC Glob. Corp., 2016 WL 3753123, at *1 (Del. Ch. July 8, 2016). 
632 Creola Johnson, Payday Loans: Shrewd Business or Predatory Lending?, 87 Minn. L. Rev. 1, 9 (2002). 
633 Id. at 26-31. 
634 DFC, 2016 WL 3753123,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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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y, FCA）預計於 2014 年 4 月開始接管英國發薪日貸款業務，亦使 DFC 

公司於英國之營運模式同樣埋下不確定因子635。 

 不過，早於 2012 年 2 月開始， DFC 公司即已面臨英國公平交易委員會

（Office of Fair Trading, OFT）有關發薪日貸款業者是否濫用自動扣款授權

（continuous payment authority）之調查。自動扣款授權是發薪日貸款業者常用手

法之一，透過該授權，發薪日貸款業者可持續從面臨財務困境的消費者帳戶中自

動扣款636。然而，英國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此行為係屬不當，故要求各發薪日貸

款業者改善，此舉亦連帶影響 DFC 公司業務營運。2013 年 4 月， DFC 公司即

修正當年度財務預測637，從每股盈餘美金 2.35 至 2.45 元調降為 1.7 至 1.8 元638。 

 但 DFC 公司仍對其前景發展有信心，因在英國法規強力監管下，其他面臨

營運困境的發薪日貸款業者若倒閉，  DFC 公司即可間接提高市場佔有率

（market share）639。尤其 DFC 公司非首次面臨挑戰，於 2007 年至 2010 年間就

曾受加拿大聯邦政府監管，故 DFC 公司認為比起其他競爭對手，公司更具競爭

優勢，亦更有機會逆勢成長640。 

自 2012 年 4 月開始，由於 DFC 公司面臨法規不確定性、公司負債比提升，

及更換管理階層等問題，故公司開始探詢出售之可能，其委任 Houlihan Lokey 

Capital Inc.（以下簡稱「Houlihan」）協助聯繫潛在財務性買主641。從而， Houlihan 

聯繫 6 位有興趣之買主，包含 J.C. Flowers & Co. LLC（以下簡稱「J.C. Flowers」）

等公司，有 3 位潛在收購者進行盡職調查，惟後續皆無下文642。而 2013 年間， 

Houlihan 又陸續與 35 位以上潛在財務性買主及 3 位策略性買主聯繫643。 

 於 2013年 9月， DFC 公司重啟與 J.C. Flowers 之對話，也開始與 Crestview 

Partners 磋商是否有聯合交易（joint transaction）之可能。一個月後，私募基金

（private equity fund） Lone Star Fund VIII (U.S.), L.P.（以下簡稱「Lone Star」）

                                                
635 Id. 
636 Id. 
637 Id. DFC 公司採非歷年制，其會計年度為 7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638 Id. 
639 Id. 
640 Id. at *3. 
641 Id. 
642 Id. 
64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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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司表達初步興趣， Lone Star 看中 DFC 公司因面臨法規不確定性而營運正

處於衰弱，認為可以較低費用進行併購644。 

於 2013 年 11 月， DFC 公司提供管理階層財務預測予 3 位潛在收購者。同

年 12 月， Crestview Partners 決定放棄參與併購案，而 Lone Star 及 J.C. Flowers 

分別與 DFC 公司簽署初步非拘束性意向書（preliminary non-binding indication），

前者提出以每股美金 12.16 元作為收購公司之價格；後者則提出以每股美金 13.5

元作為收購價格645。 

於 2014 年 2 月， DFC 公司下修未來預期獲利，並分別告知 Lone Star 與 

J.C. Flowers， Lone Star 聽聞此訊後，基於以下理由決定調降收購價格為每股美

金 11 元，包含英國法規修正、美國主管機關審查密度提升、 DFC 公司財務預

測下調、股價波動，及加拿大幣匯率走弱等。此外 Lone Star 亦要求 DFC 公司

45 日的排他期間（exclusivity period）進行商議，同年 3 月 11 日， DFC 公司同

意與 Lone Star 簽訂排他協議書（exclusivity agreement）646。 

於 2014 年 3 月 26 日， DFC 公司再度下修 2014 年之預期獲利，此舉使 

Lone Star 亦同步調降其收購價格至每股美金 9.5 元，並限制 DFC 公司最遲於

同年 4 月 1 日前決定是否接受該出價，於此期間， Houlihan 並未與任何財務性

或策略性買主聯繫647。同年 4 月 1 日， DFC 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與 Lone Star 

之合併案，雙方於當日簽署合併契約（merger agreement）648。 

 不過，許多股東為此收購價格表示異議，認為若使用現金流量折現法計算，

公司價值每股應達美金 17.9 元，惟 DFC 公司使用現金流量折現法與可比較公

司法之混合方法計算，計算公司每股最低價值為美金 7.94 元，從而認為 Lone Star 

收購價格已屬公平，且可作為法院衡量公平價格之最佳證據649。故異議股東按德

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規定，向德拉瓦州衡平法院提起股份收買請求訴訟。 

第二款 德拉瓦州法院見解 

                                                
644 Id. at *4. 
645 Id. 
646 Id. 
647 Id. 
648 Id. 
649 Id.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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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德拉瓦州衡平法院之見解 

德拉瓦州衡平法院肯認當併購案為公平交易，且收購價格經健全交易市場

（robust market）確認時，即得作為衡量公平價格之因素650。此外，公平交易產

生之收購價格比起無法避免主觀性的專家價值評估，更能客觀反映真實市場價值

651。而於本案， DFC 公司出售期間接觸數位財務性與策略性買主，出售過程耗

時約兩年，且不存在利益衝突， Lone Star 亦將於合併完成後撤換 DFC 公司主

要管理階層652。基於前述原因，法院相信本案收購價格可作為股份公平價格衡量

因素之一653。惟法院基於以下兩個理由，最終未賦予收購價格 100%權重： 

首先， DFC 公司未來發展具高度不確定性。申言之，併購過程中 DFC 公

司正面臨美國及英國法規變更與主管機關監管，公司競爭對手亦面臨同樣挑戰，

而雖 DFC 公司認為其具優勢能吃下其他競爭對手市場，但相對來說公司亦可能

自身難保而無法撐過這波挑戰654。換言之， DFC 公司未來前景變數過多，即便

併購完成之際，公司仍於這個充滿不確定的環境載浮載沉655。 

再者， Lone Star 為策略性買主，其關注重點在於投資案能否達特定內部報

酬率，而非給付收購價格是否為 DFC 公司股份公平價格656。從 DFC 公司多次

下修財務預測， Lone Star 即隨之下調收購價格觀之， Lone Star 在意其交易融

資額（financing）因 DFC 公司 EBITDA 下調而隨之減少657，若 Lone Star 非於

瞭解 DFC 公司真實價值之前提出價，即無法賦予收購價格全部比重來作為單一

公平價格衡量因素658。 

從而，德拉瓦州衡平法院最終賦予三種估算方法，包含現金流量折現法（每

股美金 13.07 元）、可比較公司法（每股美金 8.07 元）及收購價格（每股美金 9.5

                                                
650 Id. at *20. 
651 Id. at *21. 
652 Id. 
653 Id. 
654 Id. 
655 Id. 
656 Id. at *22. 
657 Id. 
658 Id. at *22. n.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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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各 1/3 權重，認定股份公平價格為每股美金 10.21 元659，相較於收購價格約

有 7.5%溢價。 

第二目 法庭之友意見書 

 DFC 公司試圖向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提出推定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之抗辯，

其認為當併購案為公平交易，且併購過程無利益衝突，法院即應推定收購價格為

公平價格660。就此觀點，兩派意見相左的學者向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提交法庭之友

意見書661： 

一、 第一份法庭之友意見書：應推定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 

 第一份法庭之友意見書來自 William J. Carney 等九位公司法學者。渠等支

持 DFC 公司論點，認為若收購價格源於公平競爭的併購過程，法院即應將收購

價格視為認定公平價格最有力的依據662。其意見認為，所謂公平價格，是一段區

間裡最妥適、合理且公平的價值，非僅考量特定時點之價值，就此，若收購價格

來自一段妥適的併購過程，則理應能代表公平價格663。特別若將公司視為獨特資

產，則衡量一段區間價值最佳的依據，就是以市場為基礎的價格664。 

 以經濟學觀點來看，市場價格形成模式分為受價者（price takers）模式及尋

價者（price making）模式665。前者係指在一個完全競爭市場，任何人皆無能力可

左右市場價格之前提，市場價格將會是供需均衡的結果，而市場參與者僅能被動

接受市場價格666；後者係指在一個流動性較低的市場，市場價格是由供給者與需

                                                
659 Id. at *23. 
660 Appellant's Opening Brief, DFC Glob. Corp. v. Muirfield Value Partners, L.P., 172 A.3d 346 (Del. 2017) 
No. 518, 2016, 2016 WL 7386807, at 1 (Dec. 13, 2016). 
661 所謂法庭之友意見書，係法院准許案件當事人以外第三人向其提供法律見解或案件事實，惟

法庭之友制度目的，已從以前避免法官犯錯，演變為遊說法院採特定法律見解。請參閱金孟華，

美國「法庭之友」制度簡介，司法改革雜誌，93 期，頁 42，2012 年 12 月；林超駿，初論法庭

之友與美國最高法院－兼評大審法草案相關規定，月旦法學雜誌，277 期，頁 199，2014 年 4 月。 
662 Brief of Law and Corporate Finance Professors as Amici Curiae in Support of Reversal, DFC Glob. 
Corp. v. Muirfield Value Partners, L.P., 172 A.3d 346 (Del. 2017) No. 518, 2016, 2017 WL 182742, at 1 
(Jan. 6, 2017). 
663 Id. at 3-4. 
664 Id. at 4. 
665 Id. at 4-5. 
66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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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者自願協議而成，商品越獨特或稀有，雙方協議價格就可能越高，而此種協議

而成的價格即所謂公平價格667。 

 此意見書認為，企業併購偏向尋價者模式，因每個目標公司就像一個伴隨非

系統性風險的特別資產，正因併購公司非僅購買部分目標公司資產，故目標公司

非系統性風險在評估公司價值時即顯格外重要668。就 DFC 案觀之，所有潛在收

購者皆有機會進行盡職調查，而若其利用盡職調查所獲資訊出價，該價格即可作

為公平價格之衡量669。 

 DFC 公司於 2013 年間接觸了 35 位潛在收購者，其中雖有 2 間公司出價，

惟僅 Lone Star 之報價（每股美金 9.5 元）最終被 DFC 公司接受，後續亦無再

出現任何優於此的出價，不過德拉瓦州衡平法院因 DFC 公司未來面臨高度不確

定性，故最終僅賦予收購價格 1/3 權重670。 

 意見書亦認為，德拉瓦州衡平法院所稱 DFC 公司未來不確定性，其實只是 

DFC 公司經營業務面臨的市場風險，所有公司皆會面臨此種風險，該風險不會

使收購價格變得不可信賴。否則按德拉瓦州衡平法院邏輯，所有併購案中，沒有

任何公司不會面臨此風險，則收購價格於所有情況皆將無法代表公平價格671。 

 再者，收購價格相較於專家評估報告，還有能避免主觀性的優點。申言之，

訴訟過程中雙方當事人往往會委請獨立專家出具價值評估報告，惟專家係當事人

所委任，難以避免評估結果偏向委任人672。惟意見書特別強調，其非認為所有專

家出具之意見皆不妥，只是不同專家即便用相同評估方法，也易因不同前提假設，

而出現截然不同的評估結果673。故在一個公平亦無利益衝突的併購過程裡，由買

賣雙方協議磋談而成的收購價格，更能代表公平價格674。 

 意見書指出，使用財務方法重新定價的潛在股份收買請求權訴訟，除使訴訟

結果將難以預期，還會削弱潛在收購者的出價誘因，因其可合理預期收購價格會

                                                
667 Id. at 5-6. 
668 Id. at 6. 
669 Id. 
670 Id. at 6-8. 
671 Id. at 8-9. 
672 Id. at 10. 
673 Id. at 10-11. 
674 Id.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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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異議股東挑戰，故將連帶降低其出價以因應該挑戰675。合併契約亦可能增加

股份收買請求權行使的相關條款，舉例而言，該條款可能設計為併購交割之條件

係未超過若干比例的股份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676。 

 三者，現金流量折現法因使用預期未來現金流量作計算，故評估結果相較收

購價格更具不確定性，亦可能較不精確。例如於 Rapid–American 案677訴訟結果

較收購價格有 262%溢價678。如此不確定性是現金流量折現法固有之特質，此特

質亦使該法評估結果容易因變數假設更動而天差地遠679，對於一個缺乏評價經驗

的法官，往往僅能將兩造提出迥異之計算結果，以混合方式計算來避免爭執680。 

 綜合上述，意見書主張法院應建立一安全港（safe harbor），只要併購案為公

平交易，法院即應在系爭訴訟併購過程妥適時，推定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681。如

此不但能使潛在收購者願投入更多時間及金錢進行詳細盡職調查，亦能尊重市場

機制運作，而法院仍得於併購過程非妥適時，以裁量權重新認定股份公平價格682。 

二、 第二份法庭之友意見書：不應推定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 

 第二份法庭之友意見書來自 Eric Maskin 等二十位法律與經濟學之學者與

專家。渠等意見認為，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h 項已明白表示，法院於

認定股份公平價格時應考量所有相關因素，而由該條觀之，無論法院將收購價格

作為公平價格的衡量依據之一，或使用多種方法綜合衡量公平價格，皆屬適當作

法683。惟若逕採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而忽略其他衡量方式，則可能與德拉瓦州

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h 項之文義不符684。 

                                                
675 Id. at 17-18. 
676 Id. at 18-19. 
677 Rapid-American Corp. v. Harris, 603 A.2d 796 (Del.,1992). 
678 Brief of Law and Corporate Finance Professors as Amici Curiae in Support of Reversal, DFC Glob. 
Corp. v. Muirfield Value Partners, L.P., 172 A.3d 346 (Del. 2017) No. 518, 2016, 2017 WL 182742, at 12-
15. 
679 Id. at 15. 
680 Id. at 15-16. 
681 Id. at 19. 
682 Id. at 20. 
683 Brief of Law, Economics and Corporate Finance Professors as Amici Curiae in Support of 
Petitioners-Appellees and Affirmance, DFC Glob. Corp. v. Muirfield Value Partners, L.P., 172 A.3d 346 
(Del. 2017) No. 518, 2016, 2017 WL 589458, at 5 (Feb. 9, 2017). 
68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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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書認為，按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h 項立法目的，其已明確區

分股份收買請求權與受託義務訴訟，於 Lender Processing 案685，德拉瓦州衡平

法院亦明白表示受託義務違反與是否成立股份收買請求權訴訟無涉686。舉例而言，

潛在收購者可以其完全揭露（full disclosure）資訊為由，作為目標公司董事會未

發現收購價格不合理之抗辯，此時異議股東仍可藉由股份收買請求權訴訟，請求

法院重新認定股份公平價格687。 

 關於股份收買請求權功能目的，最常見之說法係當併購案收購價格無法達到

基本價格（reserve price）時，作為保護投資人的手段之一，且若併購案無法達基

本價格，不但可能使目標公司無法以合理價格出售，亦可能使併購公司低估目標

公司之繼續營運價值688。此外，併購案亦常見財務顧問為賺取報酬，即便收購價

格未盡合理，仍促使目標公司董事會通過該出價而令交易案結束，此時收購價格

即可能無法代表公平價格689。 

 綜上，意見書認為股份收買請求權具基本價格檢驗之功能，防止併購公司出

價過低，亦可促使目標公司評估收購價格是否合理690。若法院於特定情況逕自推

定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則股份收買請求權之功能將化為烏有，因如此作法公平

價格僅會隨著收購價格高低起伏而有所變動，亦無股東僅為獲得收購價格，而願

意花大量時間與金錢進行訴訟691。 

 實證研究亦發現，近年德拉瓦州股份收買請求權訴訟數量大幅成長，其中多

數訴訟雙方當事人皆在爭執收購價格是否合理，若收購價格越低，則股東越有提

起請求權訴訟之動機692。不過意見書亦強調，其非全盤否定法院採用收購價格作

為公平價格的衡量因素，例如併購案若為超級多數決（super-majority voting）決

議通過，賦予收購價格較高權重即屬合適作法693。 

                                                
685 Lender Processing, 2016 WL 7324170. 
686 Brief of Law, Economics and Corporate Finance Professors as Amici Curiae in Support of 
Petitioners-Appellees and Affirmance, DFC Glob. Corp. v. Muirfield Value Partners, L.P., 172 A.3d 346 
(Del. 2017) No. 518, 2016, 2017 WL 589458, at 5-6. 
687 Id. at 6-7. 
688 Id. at 11. 
689 Id. at 11-12. 
690 Id. at 12. 
691 Id. at 12-13. 
692 Id. at 14-15. 
693 Id. 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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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併購過程裡，容易出現影響收購價格公平與否之因素，例如目標公司內部因

素為董事會是否違反受託義務；外部因素為是否有禁售條款（no-shop）694、配對

權（matching rights）695、鎖定資產買權（asset lockups）696或終止費（termination 

fees）等契約條款設計，以及是否缺乏策略性買主探詢出價697。即便併購過程無

上述問題，仍可能因目標公司評價時點有誤，而致收購價格無法作為公平價格698。 

 最後，意見書認為若法院具足夠智識經驗，則其使用裁量權決定各種方法權

重當無疑慮。例如法院擁有公司治理相關知識、瞭解如何使用財務方法評估公司

價值，或詢問兩造時係從各面向譜出事實等，皆可縮短法院與兩造委任財務專家

之間的評價差距（valuation gaps）699。從而，此意見書不支持 DFC 公司提出之

論點，建議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拒絕採用推定收購價格之方式來認定公平價格700。 

第三目 德拉瓦州最高法院之見解 

 雖 DFC 公司以及第一份法庭之友意見書 William J. Carney 等學者皆呼籲

法院在併購過程妥適時，應推定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惟渠等論點被德拉瓦州最

高法院拒絕。德拉瓦州最高法院仍堅守 Golden Telecom 案建立之見解，即德拉

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h 項已清楚表示法院應考量一切相關因素來認定公

平價格，即便在一個妥適的併購過程亦是如此701，而本案並無足夠事證能說服德

拉瓦州最高法院推翻其見解702。 

                                                
694 簽署禁售條款後，出售公司之賣方即不得再與任何潛在收購者接觸。參閱黃朝琮，併購交易

保護措施之司法審查，載：公司法論文集 I：受託義務之理論與應用，頁 374，2019 年 4 月，2

版。 
695 所謂配對權，係指權利人向目標公司出價後，若有第三人出價，則權利人可提出與第三人相

同之價格來收購目標公司。參閱黃朝琮，同註 563，頁 109。 
696 所謂封鎖資產契約，係指併購公司可以特定價格購買目標公司特定資產，倘該資產為目標公

司重要資產，則該資產又稱為「皇冠寶石（crown jewels）」，故封鎖資產契約又被稱為「鎖定皇冠

寶石買權（crown jewels lockup）」，see Fernán Restrepo & Guhan Subramanian, The New Look of Deal 

Protection, 69 Stan. L. Rev. 1013, 1035 (2017). 
697 Brief of Law, Economics and Corporate Finance Professors as Amici Curiae in Support of 
Petitioners-Appellees and Affirmance, DFC Glob. Corp. v. Muirfield Value Partners, L.P., 172 A.3d 346 
(Del. 2017) No. 518, 2016, 2017 WL 589458, at 18-19. 
698 Id. at 19. 
699 Id. at 20-23. 
700 Id. at 24. 
701 Golden Telecom, 11 A.3d 214, 217-218. 
702 DFC Glob. Corp. v. Muirfield Value Partners, L.P., 172 A.3d 346, 364 (De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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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德拉瓦州最高法院雖拒絕推定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但若以經濟層面

分析，有足夠證據顯示收購價格係來自妥適併購過程時，收購價格無非不能成為

衡量公平價格最有力的因素，此時再以其它財務方式計算，將可能使結果偏離公

平價格703。德拉瓦州最高法院亦強調，併購過程分析並非預設一個明確的前提條

件（precise pre-conditions），而應以各層面進行分析後綜合判斷，否則即會變成

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之推定704。 

 原審法院認為，當併購案係源於健全交易市場、至少有兩年時間使潛在收購

者有公開機會競爭出價、併購案為公平交易，且不存在利益衝突時，則收購價格

可作為衡量公平價格的最佳證據705。而以經濟學觀點來看，當併購案具公開程序、

充分資訊揭露、可讓潛在收購者取得公司內部非公開資訊，使得潛在收購者有誘

因出價時，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肯認原審法院之見解706。 

 所謂公平價格，並非指併購公司能負擔的最高價格，而是目標公司理性情況

下會視為公平的價格707。同理，股份收買請求權之功能並非使股東獲得最高價格，

而是確保其能獲公平補償，此公平補償即指在妥適併購過程，股東原應能得之價

格708。又何謂妥適併購過程，即最高法院於此探討之重點，對於原審法院僅賦予

收購價格 1/3 權重，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基於下述理由不贊同原審法院見解709： 

 首先，原審法院認為 DFC 公司收購價格無法完全信賴，原因之一係 DFC 

公司面臨未來法規變動不確定性，而該不確定性非公司所能控制之變因。惟德拉

瓦州最高法院認為，原審法院並未就此論點引述任何經濟文獻佐證，即為何收購

價格無法反映法規變動風險710。本案 DFC 公司一直以來面臨法規變動風險，而

此風險皆反應於股價，例如 DFC 公司長期整體而言呈現下跌趨勢，即與英國法

規可能大幅修訂有關711。 

                                                
703 Id. at 366. 
704 Id. 
705 Id. at 349. 
706 Id.  
707 Cinerama, Inc. v. Technicolor, Inc., 663 A.2d 1134, 1143 (Del. Ch. 1994). 
708 DFC, 172 A.3d, at 370-371. 
709 Id. at 372. 
710 Id. 
711 Id. at 37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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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股票市場投資人已獲得充分產業資訊外， DFC 公司法規變動風險亦被潛

在收購者及債券市場知悉，前者透過詳盡的盡職調查瞭解非公開內部資訊後，雖

最終僅有 Lone Star 願意出價，卻也表示另一位表達初步興趣的 J.C. Flowers 是

在充分知悉法規變動風險後才決定退出712；後者則可從 DFC 公司籌資失敗，看

出投資者瞭解公司面臨風險後，認為債權有無法回收疑慮， DFC 公司即便提高

利息，亦不具足夠吸引力使投資者願意出資713。 

 再者，原審法院認為私募基金 Lone Star 為財務性買主，併購 DFC 公司時

僅在意其內部報酬率而非公司公平價值714。惟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無論財務

性或策略性買主，在面對併購巨大風險時，皆會將內部報酬率作為是否進行投資

的考量之一，故此原因無法充分說明策略性買主和併購過程妥適與否之關聯715。 

綜上所述，本案基於不存在利益衝突、財務顧問 Houlihan 已盡力探詢潛在

收購者、 DFC 公司調降財務預測後無人願意出價，以及 Lone Star 為唯一瞭解 

DFC 公司面臨風險後仍願意出價的收購者等因素，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收購

價格已足代表 DFC 公司股份公平價格，而德拉瓦州衡平法院僅賦予收購價格

1/3 權重之作法，除有更多事證支撐其見解，否則即屬無理由716。最終德拉瓦州

最高法院廢棄原判決並發回德拉瓦州衡平法院，且要求德拉瓦州衡平法院使用

裁量權時須對各種方法權重之賦予，詳細說明根據理由717。 

第三項 Dell 案與 DFC 案之影響 

 Dell 案與 DFC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明確拒絕併購過程妥適時推定收購

價格為公平價格。細究其收購價格於認定公平價格時應賦予多少權重之推論，已

不僅是目標公司董事會有無違反受託義務之問題，更是注重從各層面檢討整個併

購過程有無瑕疵，而可能削弱收購價格之地位，進而令法院考慮加入其他財務方

法來認定公平價格718。 

                                                
712 Id. at 373-374. 
713 Id. at 374-375. 
714 Id. at 375. 
715 Id. 
716 Id. at 376. 
717 Id. at 388-389. 
718 Guhan Subramanian, supra note 601, at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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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Dell 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曾認為即便目標公司董事無違反受託義務，

收購價格仍不應賦予任何權重719，如此便產生相對應問題，併購案滿足受託義務

審查時，法院仍可認定收購價格與公平價格無涉？此問題亦被德拉瓦州最高法院

明確否定，其認為既股份收買請求權之功能係讓股東得到公平交易應得之價值

（fairly given）720，此價值具體而言係一個理性賣方於所有情況會認為可接受的

公平價值721，從而在目標公司董事滿足受託義務檢驗時，收購價格即應賦予一定

權重722。類似論點早在 1986 年 Revlon 案723就已提及，法院對董事有無違反受

託義務之檢驗，應追求合理（reasonable）而非完美（perfect）行為的檢驗724。 

此外，若目標公司已使用許多方式來減少利益衝突，並確保所有股東能獲得

最公平的價值，法院卻仍以現金流量折現法重新計算及認定股份公平價格，則目

標公司將失去追求併購過程妥適之誘因725。而併購過程妥適性檢驗，德拉瓦州最

高法院認為若併購過程符合以下情形，例如股票市場健全且有效率、市場為公平

競爭、較低的進入障礙、目標公司已盡力探詢潛在收購者、不存在利益衝突等726，

即應賦予收購價格一定權重，甚至可認為收購價格為認定公平價格的最佳證據。 

有論者認為，德拉瓦州最高法院之見解雖表面拒絕作成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

之推定，但本質上就是一種推定727。因其不斷強調在一個健全、無利益衝突，亦

無外部因素干擾的市場裡所做交易，可使得收購價格成為衡量公平價格一個強而

有力的考量728。而究竟何謂妥適併購過程，除於 Dell 案與 DFC 案中提及者外，

是否還能從其他層面探討？此問題必須待後續實務見解之積累方能知曉。  

                                                
719 Dell, 2016 WL 3186538, at *26-27. 
720 DFC, 172 A.3d, at 371. 
721 Id. at 370. 
722 Dell, 177 A.3d, at 30. 
723 Revlon, Inc. v. MacAndrews & Forbes Holdings, Inc., 506 A.2d 173 (Del. 1986). 
724 C & J Energy Servs., Inc. v. City of Miami Gen. Employees', 107 A.3d 1049, 1067 (Del. 2014). 
725 Dell, 177 A.3d, at 37. 
726 Id. at 35; DFC, 172 A.3d, at 349. 
727 Guhan Subramanian, supra note 601, at 12. 
728 SULLIVAN & CROMWELL LLP, Delaware Supreme Court Reverses DFC Global Appraisal Decision (Aug. 
4, 2017), at 4, at https://www.sullcrom.com/delaware-supreme-court-reverses-dfc-global-appraisal-
decision (last visited: Oct. 16, 2019). 

https://www.sullcrom.com/delaware-supreme-court-reverses-dfc-global-appraisal-decision
https://www.sullcrom.com/delaware-supreme-court-reverses-dfc-global-appraisal-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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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實務股份公平價格認定問題之再檢視 

承接本文第三章第四節第二項提出我國實務於股份收買請求權裁定認定公

平價格之問題，分別為：市場價格能否作為審酌公平價格唯一考量？我國實務採

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時，未審視併購過程妥適性之作法是否恰當？應否判斷獨立

專家客觀性，以及如何判斷？實務面臨併購案同時有市場價格、收購價格、合理

性意見之價格或鑑定意見之價格存在時，又應如何權衡？ 

 於此，本文將結合第四章美國德拉瓦州實務與學說之見解，依序重新檢視我

國實務遭逢之問題、提出認定股份公平價格應注意部分，並建構以併購過程妥適

性為中心的認定公平價格方式。 

第一節 市場價格能否作為審酌公平價格之唯一考量 

股票市場價格是我國實務於上市、上櫃或興櫃股份收買請求權裁定案件，最

常參考於認定股份公平價格之依據，早期有大量實務逕以市場價格為公平價格，

晚近實務雖有以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之趨勢，惟仍會參考收購價格是否高於市場

價格，換言之，我國實務係以股票市場價格作為公平價格重要認定之考量729。 

而我國股票市場價格是否適合作為公平價格認定依據，須從市場價格能否反

映股份真實價值層面進行探討，於此節，本文將以德拉瓦州實務賦予市場價格地

位之理論基礎，及學說對實務作法之批判，分析市場價格作為公平價格認定之合

理性，並就我國實務審酌公平價格時以市場價格為為重之作法，提供相關建議。 

第一項 我國學說對於實務倚賴市場價格之批判 

 關於股票市場價格於我國股份收買請求權裁定實務中扮演之角色，早期有論

者認為股票市場具投機性，且一般收購價格恆高於市場價格，故市場價格充其量

僅能作為衡量公平價格的因素之一730。再者，股票市場價格易受股東會決議影響

而有漲跌，惟我國設有漲跌幅限制，無一段時日恐無法完全反應公司重大交易案

                                                
729 參閱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四項第一款之內容。 
730 柯菊，同註 288，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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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生731，故實務於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股份收買請求案件逕採股東會決議日

股票收盤價為公平價格，過度仰賴市場價格之作法實屬不妥732。 

 晚近亦有論者從效率市場假說（Efficient capital market hypothesis, EMH）之

角度分析不宜過於倚重市場價格之理由。於效率市場假說，若股票市場可以股價

效率反應市場參與者之交易行為，則市場價格可代表股份真實價值，即得作為公

平價格。惟投資人往往有非理性之投資決定，例如相同投資風險下，若最近投資

獲利高於預期，則可能願意投入更多資金，反之則趨於保守；投資人亦可能因媒

體之渲染，對資訊解讀反應過度733。 

再從逆選擇理論（Adverse selection theory）分析現金逐出合併之併購類型，

控制股東通常能掌握少數股東無從知悉的未公開消息，僅有控制股東知道現在市

場價格是否低於真實價值，其理應會選擇市場價格未高於真實價值之際進行併購

734。如此結果，少數股東被強制逐出時僅剩尋求法院裁定股份價格之途，倘法院

又逕認定市場價格為公平價格，則裁定機制效果將大打折扣而無法妥適發揮功能。 

第二項 併購案具利益衝突時，市場價格或許無法反應真實價值 

於管理階層收購之併購類型，逕以市場價格作為公平價格有其不妥處。因管

理階層熟悉公司內部資訊，若為降低收購成本而藉此操縱股價，此時市場價格即

可能會低於股票真實價值，而無法正確反映公司價值735。同理，於現金逐出合併

亦存在相同問題，控制股東可選擇股價於低點時發動合併案逐出少數股東736，甚

至影響目標公司股價以降低併購成本737。 

類似觀點於德拉瓦州 DFC 案即受討論。該案中，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當

併購案未有管理階層收購常見併購完成後保留現有管理階層，所可能產生之利益

                                                
731 劉連煜，同註 56，頁 219。 
732 許美麗，同註 289，頁 67。 
733 黃朝琮，詐欺市場理論中之效率市場及價格衝擊，載：公司法論文集 II：特殊交易型態與資

訊揭露，頁 231-232，2019 年 4 月，2 版。 
734 游啟璋，同註 205，頁 261。 
735 Angie Woo, Appraisal Rights in Mergers of Publicly-Held Delaware Corporations: 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Something Borrowed, and Something B.L.U.E., 68 S. Cal. L. Rev. 719, 736-37 (1995). 
736 Richard T. Hossfeld, Short-Form Mergers After Glassman v. Unocal Exploration Corp.: Time to Reform 
Appraisal, 53 Duke L.J. 1337, 1363 (2004). 
737 Guhan Subramanian, Fixing Freezeouts, 115 Yale L.J. 2, 3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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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或當股票市場係效率，使投資人能充分獲得公開的公司及產業資訊時738，

此時市場價格能反映眾多投資者對於公司未來之展望，即無非不得作為一個衡量

公平價格最好的證據739。換言之，當併購類型為管理階層收購，或其他容易具固

有利益衝突（interest inherent）的併購類型，此時併購案若經檢視未有利益衝突，

以及股票市場為效率市場時，市場價格即得用以衡量股份公平價格；反之，若併

購案存有利益衝突，則不宜使用市場價格衡量。 

第三項 效率市場假說下，市場價格是否具參考性之認定 

第一款 效率市場之判斷 

對於市場是否有效率，美國聯邦法院於 Cammer v. Bloom 案提出五個衡量

指標，即著名之「Cammer 測試」，包含：(1)每週平均交易數量超過 2%在外流

通股數；(2)有相當數量的證券分析師在一段期間內對股票追蹤並發布報告；(3)

有相當數量的市場創造者（market maker）及套利者（arbitrageur）積極參與交易，

會就公司發生事件或發布財報迅速買進或賣出股票；(4)公司適用 S-3 申報書740，

若不適用，原因係為時間因素而非交易數量未達；(5)就「未發布公司訊息」或「財

務報告」發布時，能立即反應於股價741。 

而其於  Krogman v. Sterritt 案又補充三個衡量指標： (1)市值（market 

capitalization），即目前在外流通股數乘以股票市場價格達一定規模時，會使股

東更有誘因進行投資；(2)買賣價差（bid–ask spread），即目前投資者願意買股票

之價格，與股東願意售出股票之金額間的差額，買賣價差越大，代表目前股價太

高以致股票流通性較低；(3)自由流通量（float），即除內部人外由大眾持有之股

份比例，因內部人知悉機密資訊，而無法真實反應所有股票市場可得之訊息742。 

依學者研究，股票市場交易量多寡，以及有無相當數量證券分析師就特定股

                                                
738 DFC, 172 A.3d, at 359, 369-370. 
739 Id. at 373. 
740 適用 S-3 申報書須同時符合兩要件：(1)已依 1934 年證券交易法辦理申報滿 3 年以上；(2)非

關係人持有公司表決權股票達美金 1.5 億元以上，或達美金 1 億元以上且 1 年成交股數達 300 萬

股以上。一般來說，適用 S-3 申報書之公司規模較大，股票流動性較高。S-3 申報書相關內容詳

細介紹，請參閱賴英照，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股市遊戲規則，頁 723，2017 年 9 月，3 版。 
741 Cammer v. Bloom, 711 F. Supp. 1264, 1286-1287, 1292-1293 (D.N.J. 1989). 
742 Krogman v. Sterritt, 202 F.R.D. 467, 478 (N.D. Tex.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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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價格趨勢提出分析建議，為判斷效率市場最重要的兩項指標。再者，判斷效率

市場之基礎為個別股票，而非整體市場，故公司股票於全國性證券交易所掛牌交

易，不當然代表公司股票係於效率市場交易743。 

按效率市場假說，效率市場又區分為：(1)弱勢效率市場（weak-form EMH），

市場僅能反映過去歷史資訊，包含價格走勢、報酬率及交易量等；(2)半強勢效率

市場（semi-strong EMH），市場除反映歷史資訊外，還包含所有公開可得資訊；

(3)強勢效率市場（strong-form EMH），市場能反映所有公開及非公開資訊，包

含內部人才知悉的內線消息744。而效率市場之「效率」內涵，主要又分為資訊效

率（informational efficiency）及基礎價值效率（fundamental value efficiency），若

市場能迅速在公眾知悉訊息後反應於股價，使投資人無法透過交易獲取利益，即

具資訊效率；若市場能在接受訊息後迅速消化，並反應出真實價值，則具基礎價

值效率745。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於 Dell 案和 DFC 案，係側重股票市場是否具資

訊效率，並肯認市場價格作為公平價格認定之參考地位746。 

第二款 若股票市場為效率市場，實務賦予市場價格之地位轉變 

於 Dell 案及 DFC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股票市場若有眾多股東、不

存在控制股東、頻繁進行交易，及公司資訊流通而能公開廣泛地被市場知悉，則

該股票市場會越接近效率（efficient）或半強勢效率（semi-strong efficient）市場，

而在效率或半強勢效率股票市場，股票市場價格會隨即反應投資者之決策判斷747。

此等情況下，大量投資者消化市場公開資訊後所做的股票買賣產生之市場價格，

即能反映公司價值，認定股份公平價格時就應將市場價格作為衡量因素之一748。 

 於 DFC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又從兩個層面補充分析 DFC 公司股票市場

價格是否具參考性，其一為 DFC 公司是否於全國性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其二

為 DFC 公司是否有控制股東749。首先，公司於 2005 年即在那斯達克證券交易

                                                
743 賴英照，同註 740，頁 724。 
744 謝劍平，現代投資學：分析與管理，頁 163，2018 年 8 月，8 版。 
745 Lynn A. Stout, The Mechanisms of Market Inefficienc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Finance, 28 J. 
Corp. L. 635, 639-640 (2003). 
746 Aruba, 210 A.3d 128, at 137-138. 
747 Dell, 177 A.3d, at 25. See also DFC, 172 A.3d at 373–374, 2017 WL 3261190, at *21. 
748 Id. See also Aruba, 210 A.3d 128, at 137. 
749 DFC, 172 A.3d, at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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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NASDAQ）上市，而併購係於 2013 年至 2014 年間進行；再者，公司股權分

散，有近 3,960 萬在外流通股數，且從未有控制股東750。綜合以上考量，德拉瓦

州最高法院認為原審法院未將市場價格納入公平價格衡量之因素屬無理由。 

後續於 Aruba 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認為該案用以衡量公平價格之最佳證

據是未受合併因素影響（unaffected）而經續經營的「合併案宣布前 30 日平均市

場價格」，未採收購價格扣除綜效之計算方式751。審理法官 Laster 或許是受到

前述 Dell 案與 DFC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見解影響，故其基於 Aruba 公司於 

NASDAQ 掛牌交易、未有控制股東、依法揭露公司資訊、有 33 位股票分析師對

該公司進行評析、每週有 8.7%在外流通股數進行交易、買賣價差（bid-ask spread）

為 0.055%，以及 Aruba 公司股價能迅速反應公司消息等理由，認為 Aruba 公

司股票市場有效率752。進而，德拉瓦州衡平法院認為市場價格可作為補償股東取

回投資之報償，也可代表在公平交易所能獲得之公平報酬，且本併購案之綜效難

以量化估計753，故選擇以市場價格作為本案衡量公平價格唯一依據754。 

 不過，稍晚的 Solera 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在股票市場有效率之情況下，

仍採收購價格扣除綜效之方式計算公平價格755。因審理法官 Bouchard 將 Dell 

案與 DFC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對於效率市場假說之見解，理解為當股票市場為

效率市場時，毋寧把市場價格在併購案之角色定位為雙方協商時的底線（lower 

bound）756。故於本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分析 Solera 公司股票市場為雖效率市

場，而潛在收購者出價亦高於市場價格，惟於併購案宣布後股票市場價格仍未有

起色，代表投資人並未認為股份價值能超越收購價格757。 

值得注意的是， Aruba 案業經異議股東上訴，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原審

法院見解有誤。其說明 Dell 案與 DFC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對於效率市場之分

                                                
750 Id. 
751 Aruba, 2018 WL 922139, at *55. 與本案見解相同者，尚有 Jarden 案，該案中德拉瓦州衡平法

院亦認為未受合併因素影響之市場價格，比起收購價格更具參考價值，惟其最終認定之公平價格

48.31 元比起收購價格 59.21 元，減少約 18.4%，see In re Appraisal of Jarden Corp., 2019 WL 3244085 

(Del. Ch. July 19, 2019). 
752 Id. at *27-28. 
753 Id. at *44. 
754 Id. at *40. 
755 In re Appraisal of Solera Holdings, Inc., 2018 WL 3625644, at *1 (Del. Ch. July 30, 2018). 
756 Id. at *24. 
757 Id. at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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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僅是說明併購過程妥適時，市場價格可作為衡量公平價格的依據之一，並非

原審法院所指得逕以市場價格為公平價格758。再者， Dell 案中德拉瓦州最高法

院引述效率市場假說，其在意資訊是否能有效流通，倘市場能迅速反應訊息，則

市場價格可用以衡量公平價格，而非一個具資訊效率（informational efficiency）

的市場價格必定能作為股份公平價格759。 

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於 Aruba 案亦再次強調其於 Dell 案與 DFC 案建立之

見解，即當股票市場有效率，市場價格可作為公平價格衡量之重要參考760。若買

方對目標公司已進行盡職調查、獲悉機密非公開資訊，並充分考量購買目標公司

可能產生之不可分散風險（non-diversifiable risk）後，股東因能獲悉更多資訊，

進行股票買賣交易所生之價格，的確能作為衡量公司真實價值強而有力的指標761。 

嗣後於  Stillwater 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仍在股票市場經  Cammer 及 

Krogman 測試檢驗後具半強勢效率之情況下762，不採市場價格為公平價格衡量

因素。其理由係專家證人 Israel Shaked 運用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ies）指出 

Stillwater Mining Company（以下簡稱「Stillwater 公司」）股票市場不具效率，

例如公司三年間發布 11 個有盈餘之季報（quarterly earnings），其中僅有 6 次股

價產生異常變動之超額報酬率（或稱異常報酬率，abnormal returns ）與季報發布

有關；其於同樣三年間歸納出 56 日共 181 個，包含文獻、分析報告及提交證券

交易委員會財報等新資訊發布之事件，其中 56 個觀察（observations）中僅有 12

個觀察之超額報酬率產生與上述事件有關；又公司於 2016 年第三季發布拓展

（expansion）採礦業務之重大訊息，按計算股價應產生 7.08%超額報酬率，最後

卻僅上揚 0.39%763。上述分析使法院認為 Stillwater 公司股價不具資訊效率及基

礎價值效率，其非謂公司股價不可信賴，而是比起同樣以市場為基礎的收購價格，

後者更能作為衡量公平價格之依據764，從而法院最終採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765。 

                                                
758 Aruba, 210 A.3d 128, at 137. 
759 Id. at 137-138. See also Dell, 177 A.3d at 25; DFC, 172 A.3d at 373-374. 
760 Aruba, 210 A.3d 128, at 138. See also Dell, 177 A.3d at 24; DFC, 172 A.3d at 370. 
761 Aruba, 210 A.3d 128, at 138. See also Dell, 177 A.3d at 35; DFC, 172 A.3d at 370. 
762 In re Stillwater Mining Co., 2019 WL 3943851, at *53-54 (Del. Ch. Aug. 21, 2019). 
763 Id. at *55. 
764 Id. at *56-57. 
765 Id. at *1. 與本案相同見解者尚有 Columbia 案，該案中，德拉瓦州衡平法院亦認為收購價格

比起未受合併因素影響之市場價格更具公信力，see In re Appraisal of Columbia Pipeline Grp., Inc., 

2019 WL 3778370 (Del. Ch. Aug. 1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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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公平價格認定不應與效率市場聯結之論點 

有論者認為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聯結效率市場理論與股份公平價格之作法，係

將資訊效率與基礎價值效率混為一談766，惟二者僅有在效率市場假說結合資本資

產定價模型（CAPM）時，一個具資訊效率的市場產出之價格，才具基礎價值效

率而能反應真實價值767。其從以下三個理由，認為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聯結效率市

場假說，以市場價格來認定股份公平價格之作法不妥： 

首先，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之假設前提為所有理性投資人對於未來風險預估及

報酬均相同，但現實裡多數投資人之投資行為並非理性。例如於 2017 年末，專

職冰茶製造與販售的 Long Island Iced Tea Corp. 公司宣布更名為「Long 

Blockchain Corp.」並開始探尋經營比特幣（Bitcoin）業務之機會，儘管一間販售

冰茶的公司不具任何經營加密貨幣之競爭優勢，其股價仍於一夕間暴漲三倍768。 

再者，效率市場假說之市場價格，與股份收買請求權訴訟法院認定之公平價

格，二者內涵不同。前者於該假說下因不具控制股東，故股份係由市場中擁有少

數股權之買方與賣方進行交易；後者則基於公司繼續經營而進行整體價值評估769。 

三者，股票市場交易有效率，與併購市場交易有效率亦為不同。前者之效率

建立於證券市場每天有成千上萬的參與者買進或賣出股票；後者之效率則建立於

少部分潛在收購者評估目標公司整體價值後出價競爭交易，屬併購過程之效率770。 

從而，論者認為各別不具之控制權股份買賣交易市場價格，與從公司整體價

值出發再比例分配至每一股份論述的公平價格，不應混為一談771，德拉瓦州最高

法院聯結效率市場交易價格與股份收買請求權訴訟公平價格之作法，顯有疑義772。 

第四項 我國實務逕以市場價格為公平價格之作法不妥 

                                                
766 Charles R. Korsmo & Minor Myers, The Flawed Corporate Finance of Dell and DFC Global, 68 Emory 
L.J. 221, 262 (2018). 
767 Stout, supra note 745, at 641. 
768 Korsmo & Meyer, supra note 766, at 263. 
769 Id. at 267. 
770 Id. at 267-268. 
771 Id. at 267. 
772 Id. at 26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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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國股票市場是否為效率市場，以及市場價格可否作為公平價格審酌參

考之問題。蓋我國證券交易法規並無強制要求公司應鉅細彌遺地公開重大訊息，

股東能否對公開資訊觀測站訊息或新聞消化解讀而反應於股票市場交易，為問題

一；再者，我國股市設有漲跌幅限制，所有公開資訊能否於短時間內反應於股票

市場價格，為問題二。且若要使市場價格足以代表公司整體價值，就須公開所有

機密與非機密資訊，令投資人得以預測公司未來發展前景，始有可能，否則市場

價格與公司真實價值間即可能存在價值落差773，於現金逐出合併更容易出現控制

股東趁勢於股價低點逐出少數股東之情形，若採市場價格為公平價格將使少數股

東之保護有所侷限774。 

有論者指出，影響投資者行為最大的因素其實是心裡偏見所導致之錯誤定價

（misprice），而非缺乏交易流通性或資訊傳播的可取得性775。例如市場散播許

多受爭議的訊息，這些訊息可能影響投資人決策行為，使其買進或賣出股票，亦

可能完全不影響投資人776。而投資人決策行為往往非理性，例如風險趨避者（risk 

aversion）在評估投資獲利程度時傾向保守、最近有獲利的投資人可能較願意繼

續進行投資計畫，或對於資訊過度誇張或過度保守之解讀等777，皆可能使投資人

不符合效率市場假說所述的理性投資人。 

我國學說與實務對於效率市場假說的討論，多在爭執究竟詐欺市場理論是否

以效率市場為前提778，惟此非本文欲探討之重點。不過，值得關注的是臺灣高等

法院 103 年度金上字第 13 號判決提及：「我國證券交易市場尚非效率市場假說

所指之效率市場，此於交易量小之櫃買交易市場尤其明顯⋯⋯」，反之，亦有實

務從興櫃公司年度股票交易數量，認可公司股票交易價格具公信力者779。是以，

                                                
773 黃朝琮，同註 223，頁 133。 
774 王文宇，同註 284，頁 10。 
775 Bradford Cornell & John Haut, How Efficient Is Sufficient: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Market Efficiency 
in Litigation, 74 Bus. Law. 417, 422 (2019). 
776 Id. at 423. 
777 Donald C. Langevoort, Taming the Animal Spirits of the Stock Markets: 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Securities Regulation, 97 Nw. U. L. Rev. 135, 144-145 (2002). 
778 我國實務介紹可參閱何曜琛、陳盈如，詐欺市場理論與效率市場假說／高院 103 金上 4 民事

判決，台灣法學雜誌，312 期，頁 176-178，2017 年 1 月；學說部分可參閱黃朝琮，同註 733，

頁 225-236。 
779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司字第 6 號裁定：「舊台固公司雖非上市或上櫃公司，然其自

93 年 10 月 5 日起已登錄興櫃交易，而自登錄興櫃交易起，第 1 年共 3 個月交易期間成交股數為

2 億 5,150 萬 9,280 股、成交筆數 3,742 筆，94 年度成交股數達 6 億 6,687 萬 6,073 股、成交筆數

1 萬 0,158 筆，95 年度成交股數為 5 億 9,313 萬 9,348 股、成交筆數 1 萬 4,084 筆，96 年度於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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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我國投資人是否於效率市場進行公司股票買賣，尚有斟酌餘地，而縱使

我國股票市場為效率市場，按 Dell 案及 DFC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見解，市場

價格亦應僅作為認定股份公平價格的考量之一，不應直接作為公平價格。 

 再者，逕以市場價格為公平價格，將忽略控制權溢價是否納入公平價格計算

之問題780。依凱雷收購東森媒體案二審法院見解781，所謂控制權（control），係

指「公司股東基於控股地位而對公司人事、業務及決策享有支配和控制之權利」；

控制權溢價（control premium）則指「收購者為取得經營控制權所付給被收購公

司超過市場價值之溢價」，若併購時收購者取得目標公司一部或全部控制權，評

價時即應將控制權因素對於價值結論影響納入考量782，而直接以市場價格為公平

價格之作法，將無視控制權溢價之計算與歸屬。 

綜上所述，我國早期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股份收買請求權裁定，實務未審

酌市場價格能否反映公司整體價值，即以非訟事件法第 182 條第 2 項與主管機關

解釋783為由，逕自將其解讀為上櫃或上市股票應審酌聲請時當地證券交易實際成

交價格，而以股東會決議日市場價格為公平價格之作法，顯有不妥之處。 

第二節 我國實務採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時，未審視併購過程

妥適性 

如前所述784，無論是否為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有若干實務係採收購價格

為公平價格，且皆會參酌鑑定意見或併購公司委請獨立專家出具之合理性意見後，

認為收購價格落於合理性區間內，就足以代表公平價格。不過，於上市、上櫃或

                                                
爭股東常會召集前 6 個月期間，則有成交股數 6 億 6,895 萬 7,091 股、成交筆數 1 萬 4,076 筆……

顯見舊台固公司股票於興櫃市場上維持一定之交易流量，其交易價格具有相當之公信力，足以代

表非上市（櫃）公司於市場上客觀的成交價，於本件審酌系爭股票於系爭合併案時當時之公平價

格時，自得參酌之。」 
780 有關於控制權溢價於兩階段併購中是否由控制股東獨享之學說討論，請參閱劉連煜，股份收

買請求權與控制權溢價，月旦法學教室，65 期，頁 26-27，2008 年 3 月；章友馨，同註 359，頁

145-148。美國德拉瓦州學說關於控制權溢價之定義，及股份收買請求權訴訟認定公平價格時是

否應納入控制權溢價之相關討論，請參閱黃朝琮，控制權溢價之意涵及其歸屬，交大法學評論，

頁 130-136、145-149，2 期，2017 年 12 月。 
78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6 年度抗字第 170 號裁定。 
782 同註 228，評價流程準則第 27 條。 
783 經濟部 2003 年 07 月 29 日經商字第 09202148190 號函。 
784 請參閱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四項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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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櫃公司案件，法院仍會確認收購價格是否高於公司股東會決議日或一段期間之

市場價格，前者高於後者之前提下才會進一步再以獨立專家合理性意見作為佐證。 

問題在於，實務提升收購價格地位的同時，並未審視併購過程妥適性。如此

作法將可能產生併購案存有利益衝突，或收購價格並非併購雙方立於公正、平等

之地位充分溝通協議而成時，法院仍逕以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之情形。於此節，

本文將以併購過程妥適性為中心，檢討我國目前實務之作法。 

第一項 我國實務採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有嘗試檢視併購過程者 

實務曾有見肯認收購價格與併購過程關聯性者，例如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7

年度司字第 49 號裁定曾提及785：「企業進行合併時，為使存續公司及被合併公

司雙方股東支持該項合併案，多由合併各方採用共同可接受之評價基礎模式方法

設算可能的收購價格區間，『再綜合衡量各公司所屬產業狀況、獲利能力、經營

績效及未來發展條件等指標，經充分討論溝通並評估未來合併各公司可能產生之

績效及貢獻度後計算換股比率（收購價格）』，因此多半會採取公允客觀之評價，

其計算之每股收購價格與該股票之公平價值通常差異不大」，可見實務已注意經

充分溝通之收購價格可作為公平價格，惟有認為此等見解在併購過程事實面的認

定，並未見法院提出得以佐證該推論之基礎，對於後續案件亦缺乏指引作用786。 

再者，於兩階段合併之簡易合併併購類型，有部分實務以併購過程前階段已

有其他享控制權溢價股東同意併購為據，作為後階段推論收購價格合理適切之佐

證。例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5 年度司字第 257 號裁定曾提及：「相對人（斯時

為台亞電信公司）與原東信電訊公司董事會決議之合併價格為每股十四‧六八元，

『非唯略高於相對人九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向原東信電訊公司享有控制權溢價

優勢之法人股東買受原東信電訊公司股票之價格』及採基本分析法⋯⋯評估之價

格，應認為係當時之公平價格。」 

又類似見解有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4 年度司字第 21 號裁定：「元芯公司大

股東為台積電公司，台積電公司在處分元芯公司之前，該公司之董事會亦經會計

                                                
785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司字第 6 號裁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8 年度司字第 19 號裁定、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7 年度司字第 30 號裁定、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1 年度抗字第 68 號裁定、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5 年度司字第 11 號裁定同旨。 
786 黃朝琮，同註 223，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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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評估提出意見書後，決議以每股 1.46 元出售元芯公司之股份，『以台積電公司

為國際性之公司，其持有元芯公司股票達 94.04%比例，如每股 1.46 元不是合理

的價格，其在股東會提報持股元芯公司股票達 94.04%比例虧損金額，亦難經該

公司股東會決議通過，既然其經得起台積電公司全球股東之檢驗，經股東會決議

通過虧損，至少表示每股 1.46 元應為合理價格；再以台積電公司之經營者張忠

謀經營公司以來對該公司經營風格、照顧股東、員工之心態而言，其人格亦應足

以擔保上開每股 1.46 元為合理之處分價格』⋯⋯」。除以前階段控制股東同意價

格為論證基礎，再以控制股東之經營者對公司經營風格、人品等因素為參酌，而

認為經控制股東同意之併購價格，作為後階段逐出剩餘股東之收購價格誠屬公平。 

第二項 董事受託義務與收購價格之關聯 

於美國德拉瓦州訴訟實務，董事是否違反受託義務（或受託人義務、受任義

務，fiduciary duty）與股份收買請求權訴訟各自適用不同的訴訟要件與程序787。

受託義務訴訟著重於法院建立審查規則，檢驗董事特定行為是否符合行為規則788；

股份收買請求權訴訟則著重檢驗公司收購價格是否公平，以及公司整體價值如何

認定，而不問董事行為是否具可責性789。 

問題在於，併購過程與收購價格究竟存在何種關聯？換言之，法院認定股份

公平價格時，若欲採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則併購過程於其中應扮演何種角色？

例如併購過程發生董事違反受託義務等情事，此時法院不論併購過程是否妥適而

逕以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作法是否恰當？此問題或可從董事受託義務行為審查，

以及董事違反受託義務與否和法院認定公平價格之關聯性，此二層面進行探討。 

第一款 董事受託義務之行為審查 

於 Dell 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係採 1986 年著名的 Revlon 案790所發展出的

                                                
787 林建中，同註 293，頁 124。 
788 黃朝琮，同註 461，頁 96-97。 
789 黃朝琮，同註 223，頁 120-121。 
790 Revlon, Inc. v. MacAndrews & Forbes Holdings, Inc., 506 A.2d 173 (Del. 1986). Revlon 案之背景，

請參閱林國彬，公司出售或控制權出售時之股東利益最大化原則－論德拉瓦州法院 Revlon／QVC 

Doctrine 之適用範圍，臺北大學法學論叢，87 期，頁 137-140，2013 年 9 月；黃朝琮，同註 461，

頁 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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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lon 義務（Revlon duty）」及「強化審查標準（enhanced scrutiny）」，來

檢驗 Dell 公司董事有無違反受託義務791。所謂 Revlon 義務係指在併購案符合

特定情形時，公司董事792有義務為股東謀求最佳之併購對價，不得任意犧牲股東

利益而換取其他利害關係人權利之保護793。而特定情形為下列三種狀況：(1)公司

主動發起出售或組織重組之程序，該程序將使公司拆解（break-up）；(2)為回應

敵意併購之要約，公司放棄長期經營策略而尋求其他公司拆解之方案；(3)交易結

果將導致公司出售控制權或控制權變動794。 

於 Revlon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對董事行為是否違反相關義務，採取強化

審查標準之檢驗795，即董事必須證明其主觀上已善意盡力為股東追求最高的出售

價格；客觀上必須證明其決定係在採行充分決策程序以及瞭解相關資訊後所作成，

且其行為與公司股東利益是否有所提升需具合理關聯796。由此可知，法院對董事

有無違反 Revlon 義務，應追求合理，而非完美行為之檢驗797。 

Revlon 義務具體內涵，可由後續案例仰觀俯察。於 Netsmart 案，德拉瓦州

衡平法院以目標公司董事會未建立策略性買主清單798，或公司規模太小而無法吸

引市場注意等因素799，認為董事會因未盡一切可能努力尋找所有可能的潛在策略

性買主，從而違反 Revlon 義務，故以禁制令（injunction）暫停 Netsmart 公司

進行併購800。於同年稍晚的 Topps 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以目標公司拒絕放棄

（release）與競標者（competitor）之靜止協議（standstill agreement）801，以致其

                                                
791 Dell, 2016 WL 3186538, at *27. 
792 此處所指董事，係出售方之董事，而買受方之董事原則上適用經營判斷法則審查，參閱黃朝

琮，受託義務之對象，載：公司法論文集 I：受託義務之理論與應用，頁 67，2019 年 4 月，2 版。 
793 林國彬，同註 790，頁 170。 
794 Arnold v. Soc'y for Sav. Bancorp, Inc., 650 A.2d 1270, 1290 (Del. 1994). 
795 於受託義務的審查中，原則上德拉瓦州係採經營判斷法則，即法院僅會審查該決策是否能達

到公司追求之目的，而在最大限度內尊重董事會之決策，惟董事一旦被證明具利害關係或不具獨

立性，則法院就會將審查標準提升至最嚴格的整體公平標準，又德拉瓦州法院發展出一個介於經

營判斷法則與整體公平標準之審查標準—強化審查標準，故強化審查標準之審查密度係高於經

營判斷法則，低於整體公平標準。整體公平標準部分，請參閱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一款之

內容；強化審查標準進一步論述，請參閱黃朝琮，同註 694，頁 364-379。 
796 林國彬，同註 790，頁 148；黃朝琮，同註 461，頁 141。 
797 Paramount Commc'ns Inc. v. QVC Network Inc., 637 A.2d 34, 45 (Del. 1994). 
798 In re Netsmart Techs., Inc. Shareholders Litig., 924 A.2d 171, 196 (Del. Ch. 2007). 
799 Id. at 197. 
800 Id. at 199, 210. 
801 於併購實務中，若公司係以競標方式出售公司，則公司通常會與競標者簽訂靜止協議，以約

束競標者於競標期間，及競標期間結束後若未獲選為買方，則一定期間內不得有購買目標公司股

票、委託書徵求或進行公開收購等行為，以防止敵意併購。靜止協議詳細論述請參閱黃朝琮，同

註 694，頁 373-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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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參與尋購期間出價為由，認為目標公司董事會違反 Revlon 義務802。 

不過，於 Pennaco 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以公司於簽約後階段未存在妨礙

潛在收購者出價之阻撓為由，例如不存在禁止接觸條款（no-shop）、將終止費

（termination fees）從 5%降為 3%，及具有配對權（matching rights）等因素803，

認為即便董事在簽約前階段僅和一個潛在收購者議價，簽約後階段亦無人出價，

目標公司董事不但未違反 Revlon 義務，且無人再出價代表公司已獲得最佳交易

條件804。雖德拉瓦州衡平法院意識到董事會將交易案之市場競爭放在簽約後階段，

可能會有其未在簽約前階段善盡職責而違反受託義務之問題805，惟本案基於董事

會已在「單一潛在收購者」及「簽約後階段有效的市場競爭」間取得平衡，故認

為原告無法成功舉證公司有何違反 Revlon 義務之處806。 

第二款 董事違反受託義務與否，與法院認定公平價格之關聯性 

於 Dell 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認為於董事無違反受託義務之併購過程，仍

可能產出非公平之收購價格，故受託義務訴訟與股份收買請求權訴訟間非相互依

存之關係807。不過，法院仍肯定二者具高度關聯，股東無法獲得股份公平價格經

常係因董事違反受託義務所致，若欲以最嚴格方式認定公平價格，則亦應以最嚴

格方式檢視董事有無違反受託義務808。惟二者訴訟功能定位仍有不同，股份收買

請求權訴訟較像是介於「追究董事個人責任」與「允許不公平交易進行而無庸審

查」，二者間折衷之方式809。換言之，即便於股份收買請求權訴訟審理時發現董

事違受託義務，亦不致產生如受託義務訴訟以禁制令禁止公司交易進行之效果。 

雖於 DFC 案主張推定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的法庭之友意見書中，九位學者

主張當董事會對收購價格作知情決定（informed decision），及其決定未存有利益

衝突時，即應推定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810。不過學者認為，德拉瓦州實務早已認

                                                
802 In re Topps Co. Shareholders Litig., 926 A.2d 58, 92 (Del. Ch. 2007). 
803 In re Pennaco Energy, Inc., 787 A.2d 691, 702-703 (Del. Ch. 2001). 
804 Id. at 707. 
805 Id. 
806 Id. 
807 Dell, 2016 WL 3186538, at *27. 
808 Id. 
809 Id. 
810 Brief of Law and Corporate Finance Professors as Amici Curiae in Support of Reversal, DFC Glob. 
Corp. v. Muirfield Value Partners, L.P., 172 A.3d 346 (Del. 2017) No. 518, 2016, 2017 WL 182742, 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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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受託義務訴訟與股份收買請求權訴訟，二者對於受託義務要求程度不盡相同，

將二者相提並論誠屬不妥811。 

學者間對實務於股份收買請求權訴訟應否採 Revlon 義務作為審查基準各

持不同看法。有贊成德拉瓦州最高法院之見解，認為應以 Revlon 義務作為併購

過程之審查基準，惟縱使無違反 Revlon 義務，亦不能推定收購價格即為公平價

格者812；有認為併購案若為公平交易，且經有效的市場機制確認（即目標公司董

事會符合 Revlon 義務），即應推定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者813；亦有認為若收購

價格係經過市場測試（market test），則應建立一安全港（safe harbor）認定收購

價格為公平價格，以避免股份收買請求權訴訟浮濫發起814，惟安全港設立之條件

比 Revlon 義務更加嚴格者815。 

不過， Dell 案上訴後，德拉瓦州最高法院進一步認為若公司併購過程係通

過（sail through）強化審查標準檢驗，收購價格即得作為衡量公平價格的因素之

一，且應賦予一定權重816。論者認為，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於此雖無明確表示，但

只要併購過程中目標公司董事滿足受託義務，則收購價格即可作為公平價格之認

定依據，甚至實質上有推定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之意涵817。當然，德拉瓦州最高

法院於 Dell 案與 DFC 案已明確拒絕推定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誠屬的論818。 

第三項 併購過程妥適性，非僅探究董事違反受託義務與否 

於股份收買請求權訴訟，德拉瓦州實務若欲判斷收購價格是否得作為公平價

格，董事有無違反受託義務僅是考量因素之一，例如 Lender Processing 案，德

拉瓦州衡平法院即對併購過程妥適性有詳細分析。本案係 Lender Processing 

Services, Inc.（以下簡稱「LPS 公司」）與 Fidelity National Financial, Inc.（以下

簡稱「Fidelity 公司」）之合併案819，德拉瓦州衡平法院基於下述理由，認為因

本案併購過程妥適，故收購價格可作為衡量公平價格的考量之一： 

                                                
811 Subramanian, supra note 421, at 26-27. 
812 Lawrence A. Hamermesh et. al., supra note 446, at 989. 
813 Subramanian, supra note 421, at 15, 23. 
814 Korsmo & Meyer, supra note 495, at 1608. 
815 Id. at 1609. 
816 Dell, 177 A.3d, at 30-31. 
817 Korsmo & Meyer, supra note 766, at 277. 
818 參閱本文第四章第三節第三項之內容。 
819 Lender Processing, 2016 WL 7324170, a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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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LPS 公司於簽約前階段有足夠的各式（heterogeneous）潛在收購者

競爭，包含三位策略性買主與兩位財務性買主820。公司收到五位潛在收購者初步

報價，並未隨即進入協商程序，而是待財務顧問分析優劣後才作出決定，各潛在

收購者亦知悉競爭對手存在821。德拉瓦州衡平法院於此認為，雖然存在複數潛在

收購者（multi-bidder）並非收購價格能否作為公平價格的必要考量因素，不過於

本案，複數潛在收購者的確使得收購價格更具說服力822。 

第二， LPS 公司於簽約前階段，提供各潛在收購者充足、適切且相同之資

訊，而不存在公司刻意提供各潛在收購者不對等資訊之情事，各潛在收購者亦有

充裕時間進行盡職調查823。此外，本案無證據顯示 LPS 公司有故意誇大公司前

景之悲觀預測， LPS 公司股東是基於瞭解公司長期規劃所作投資，故公司市場

價格有一定可信度，各潛在收購者基於市場價格與公司真實表現進行現金流量分

析，所得公司價值再與其協議之價格，即具一定參考性824。 

  第三，併購過程中 LPS 公司董事會未基於自我利益（self-interest）而特別

偏袒某一潛在收購者825。根據事證顯示， Fidelity 公司合併完成後不會留任 LPS 

公司現有管理階層，德拉瓦州衡平法院認為此即意謂 LPS 公司不但無動機讓 

Fidelity 公司有任何優勢來取得公司，亦使董事會有誘因尋求其他潛在收購者與 

其競爭，以提高收購價格826。此外， LPS 公司經營團隊雖有曾於 Fidelity 公司

任職者，惟董事會進行決策時，該等人員若具利益衝突皆已迴避（recuse）827。 

第四，尋購期間無更高報價出現，不代表收購價格無法作為公平價格828。本

案 LPS 公司與 Fidelity 公司簽訂之併購協議效用曾受異議股東質疑，首先，尋

購期間係基於律師認為能降低訴訟風險設計，而非投資銀行規劃；再者，財務顧

問雖曾於尋購期間探詢 25 位投資性買主與 17 位策略性買主之意願，惟絕大多數

潛在投資者早已表達無意願與 LPS 公司進行併購，或被董事會認為非合適之交

                                                
820 Id. at *18. 
821 Id. 
822 Id. at *19. 
823 Id. at *20. 
824 Id. 
825 Id. at *21. 
826 Id. at *22. 
827 Id. 
828 Id. at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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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對象829。此外，德拉瓦州衡平法院認為，併購協議設有無限制配對權（unlimited 

match right），意即 Fidelity 公司在尋購期間面臨其他潛在投資者出價時，得不

斷加價以超過其出價，此點可說明為何本案中雖尋購期間內有 1 位策略性買主與

2 位投資性買主對併購公司表達興趣，卻無人進一步出價830。且本案於尋購期間

無出現更高報價，恰好證明 Fidelity 公司初步報價已等於或高於公平價格，使潛

在收購者認為再投入時間與金錢亦無法超越 Fidelity 公司之出價831。 

基於上述理由，本案雖兩造皆委請獨立專家使用現金流量折現法計算公司價

值，不過維持 AutoInfo 案832及 BMC 案833見解，德拉瓦州衡平法院認為現金流

量折現法只要稍有假設變更，即可能對計算結果產生重大影響。基於併購過程妥

適，且 Fidelity 公司收購價格已包含預期與 LPS 公司合併完成後將產生之收益

綜效，屬於對公司繼續經營之假設而非僅就財務考量834，德拉瓦州衡平法院決定

賦予併購價格 100%權重，以 Fidelity 公司進行股價調整後的最終報價每股美金

37.14 元作為股份公平價格835。 

於 Lender Processing 案，可發現德拉瓦州衡平法院在併購過程妥適性的分

析層面，分別從簽約前階段潛在投資者競爭程度、各潛在投資者是否能獲悉充分

資訊、公司對於特定潛在投資者是否特別偏袒，以及併購協議設計是否阻饒其他

潛在投資者之投資意願等面向進行檢視，非僅側重董事是否違反受託義務。不過，

具體併購過程檢驗方式仍應以個案事實為斷，若建立明確規則（bright-line），則

可能產生併購雙方僅欲以最低標準通過檢驗之投機問題836。 

第四項 我國實務未檢視併購過程而認定公平價格之作法不妥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國實務雖不乏有認定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者，惟多數實

務未探究併購過程妥適性，即逕自認定收購價格得代表公平價格，即便有實務意

識到經充分討論的收購價格與股份真實價值差異不大，卻也因事實面缺乏進一步

                                                
829 Id. 
830 Id. at *24-25. 
831 Id. at *25. 
832 AutoInfo, 2015 WL 2069417. 
833 BMC Software, 2015 WL 6164771. 
834 Id. at *23. 
835 Id. at *33. 
836 Korsmo & Meyer, supra note 766, at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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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而成空話。蓋股份收買請求權作為少數股東反對公司重大變更之退場機制，

有保障其投資權益及維護投資流動性之功能837，於簡易併購類型（合併、股份轉

換或分割）更有防止小股東任意被大股東逐出之作用838。於容易存有利益衝突的

併購類型，例如簡易合併、管理階層收購或現金逐出合併等，若法院欲採收購價

格為公平價格，則應更審慎思考個案中，利益衝突之因素是否會影響併購過程妥

適性839，連帶影響收購價格於認定公平價格之地位840。 

於兩階段合併，倘要求後階段的少數股東，接受前階段具控制權股東所認可

的價格，無異強迫少數股東以相同條件退場，如此齊頭式的對待非但可能使少數

股東獲得非屬其所有的控制權溢價841，亦未考量時間差對公司價值之影響。況且，

若前階段價格非經過併購雙方充分討論溝通所得，將連帶使後階段股東權益受損，

形成兩階段股東雙輸之局面842。在我國實務日漸認可收購價格地位之際，德拉瓦

州實務累積之豐富案例，或可作為我國之參考與借鏡。 

第三節 獨立專家之客觀性判斷 

 按我國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召集董事會對

併購事項進行決議前，應組成特別委員會或由現行審計委員會，對於併購計畫與

交易之公平性、合理性進行審議，且應委請獨立專家就換股比例或配發股東之現

金或其他財產（即收購價格）之合理性提供意見843。參酌本條 2002 年引進獨立

專家之立法目的，係「保障股東權益，並藉助獨立專家之專業意見及判斷」844，

從而有論者認為本條性質應屬董事須善盡受託義務之具體規範845。 

                                                
837 王文宇，同註 284，頁 10。 
838 游啟璋，同註 58，頁 57-58。 
839 例如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中所提及，應使被現金逐出之少數股東及時獲取有利害關係之

股東及董事的利害關係資訊。有論者認為，降低併購案中董事利益衝突影響之方式，應從併購案

是否由獨立之特別委員會協商價格而批准，以及併購案是否經未受脅迫且具充分資訊的少數股

東多數決同意，兩個層面進行探討，詳細論述請參閱蔡昌憲，同註 323，頁 22-25。 
840 Dell, 177 A.3d, at 21; DFC, 172 A.3d, at 349. 
841 章友馨，同註 359，頁 158-159。 
842 黃朝琮，同註 223，頁 139。 
843 惟企業併購法並未就公平性與合理性之標準作明確解釋，股東所獲之審議結果與獨立專家和

理性意見，不一定即能判斷交易是否公平、合理，公司所揭露之資訊亦可能流於形式，參閱林國

全、陳健豪，同註 217，頁 191。 
844 參閱企業併購法第 6 條 2002 年 2 月 6 日立法理由。 
845 王志誠，同註 52，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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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按主管機關函釋846及公開發行公司併購特別委員會設置及相關事項辦法

第 6 條第 2 項規定847，所謂獨立專家係指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獨立專

家身份客觀性，其不得與併購雙方當事人為關係人，或具利害關係而足以影響獨

立性。於併購實務，收購價格合理性意見通常由會計師出具，律師和證券承銷商

僅扮演輔助角色，惟該辦法並未納入產業專家（如不動產估價師、精算師等）為

獨立專家之範疇，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是否具備獨自完成企業價值評估之

能力，不無探求之餘地848。 

於我國股份收買請求權裁定，實務經常仰賴仰賴獨立專家合理性意見，甚至

有為數不少案件，法院逕以獨立專家意見為論證依據，而採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

849。倘獨立專家合理性意見非基於客觀角度作成，或獨立專家與當事人間具利益

衝突而喪失獨立性，此時法院未審慎檢視其客觀性而採其意見，即可能會裁定一

非公平之「公平」價格，進而有損異議股東之權益。 

第一項 獨立專家行為之客觀性判斷 

第一款 美國德拉瓦州實務採實質認定 

於德拉瓦州之併購訴訟實務，逐漸重視財務顧問（financial advisor）行為是

否可能影響董事會決策，甚至導致併購案失敗，例如 2011 年 Del Monte 案即屬

一例。該案為 Del Monte Foods Company（以下簡稱「Del Monte 公司」）及 

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以下簡稱「KKR」）、Centerview Partners（以下

簡稱「Centerview」）與 Vestar Capital Partners（以下簡稱「Vestar」）三間公司之

融資收購（leveraged buyout）案，收購金額為美金 53 億元，等同以每股美金 19

元現金收購850。 Del Monte 公司聘請 Barclays Capital（以下簡稱「Barclays 投

資銀行」）作為併購案財務顧問851，本案爭點係 Barclays 投資銀行之作為是否令 

                                                
846 經濟部 2004 年 5 月 25 日經商字第 09300553741 號函。 
847 該辦法係由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4 項授權所訂定。 
848 王志誠，同註 52，頁 56。 
849 請參閱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四項之內容，註 305、307 與 313。 
850 In re Del Monte Foods Co. Shareholders Litig., 25 A.3d 813, 817 (Del. Ch. 2011). 
851 於美國併購實務中，投資銀行經常擔任財務顧問一職，而其可提供企業併購諮詢服務及融資

安排服務等。投資銀行通常收取維持費（Retainer fee）及達成費（Success fee）作為顧問費用，

前者無論併購案是否成功皆會收取，用於人事成本等開銷；後者則為併購案成功時，客戶額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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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 Monte 公司董事會違反受託義務，而使股東接受錯誤訊息甚至誤導其投票852。 

於本案之初， Del Monte 公司董事會曾明確要求 Barclays 投資銀行停止出

售程序，並通知所有潛在收購者公司不再出售853。不過， Barclays 投資銀行為

獲豐厚佣金酬勞，非但沒有按照公司指示，反倒在未取得公司授權下私自聯繫兩

位潛在收購者（Vestar 與 KKR），探詢其聯合出價（joint bid）之可能，潛在收

購者私下聯繫之行為已違反 Del Monte 公司和 Vestar、KKR 所簽署保密協議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s）之內容854。 

數月後， Del Monte 公司決定重啟出售程序， Barclays 投資銀行建議其繼

續先前與 Vestar、KKR 進行的價格協商，惟 Barclays 投資銀行仍未向公司揭露

其與 Vestar、KKR 暗自聯繫之事實855。隨後， KKR 向 Del Monte 公司詢問與 

Vestar 聯合出價之可能（此前， Centerview 已成為 KKR 併購案聯合出價夥伴

856），公司不但答應 KKR 之提議，亦未要求任何利於其之條件（advantage）857。 

Barclays 投資銀行進一步徵得 Del Monte 公司同意，向 KKR 、Centerview 

及 Vestar（以下三者簡稱「KKR 收購團隊」）提供融資（financing）服務而成為

買方（buy-side）角色858。作為併購案雙邊角色， Barclays 投資銀行一方面理應

替 Del Monte 公司向 KKR 收購團隊爭取更高的收購價格；一方面又有誘因確

保 KKR 收購團隊對併購案能協議出合理價格，而不會中途退出859。 

後續於 2010 年 11 月 24 日， Del Monte 公司與 KKR 收購團隊成立之 Blue 

Acquisition Group, Inc. 及其全資子公司 Blue Merger Sub Inc. 簽署併購協議，該

協議提供 45 日尋購期間，並由 Barclays 投資銀行負責繼續探詢其他潛在收購者

意願860。德拉瓦州衡平法院於此認為， Barclays 投資銀行具直接利益衝突，以

賣方（Del Monte 公司）角度而言， Barclays 投資銀行出具合理性意見可獲得美

                                                
付予投資銀行之酬勞，若併購案最終未完成，客戶則無須支付。投資銀行擔任財務顧問之詳細介

紹請參閱謝劍平，現代投資銀行，頁 169-174，2018 年 1 月，5 版。 
852 Del Monte, 25 A.3d, at 817. 
853 Id. at 822. 
854 Id. at 817. 
855 Id. at 833. 
856 Id. at 820. 
857 Id. at 833. 
858 Id. 
859 Id. 
860 Id. at 817,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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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250 萬元，若併購案完成交割（closed）則可再獲美金 2,100 萬元861；從買方

（KKR 收購團隊）角度而言，提供融資服務可使 Barclays 投資銀行賺取美金

2,100 萬至 2,400 萬元，若因出現報價更高的潛在收購者，以致 Del Monte 公司

決定終止與 KKR 收購團隊之協議，則 Barclays 投資銀行非但可能無法賺得上

述費用，新的潛在收購者亦不一定需要 Barclays 投資銀行提供融資服務862。故 

Barclays 投資銀行有誘因說服 Del Monte 公司 KKR 收購團隊已是最好的選擇，

而不希望公司在尋購期間內獲得更高報價。 

綜上考量，德拉瓦州衡平法院認為 Barclays 投資銀行於本案之雙邊利益衝

突，已影響其作為財務顧問應給予目標公司妥適建議之職能，故以禁制令推延股

東會至 20 日後召開863。本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係從財務顧問實質作為來審查其

客觀性，以及其基於利益衝突立場給予董事會的建議，是否影響董事會判斷，進

而可能污染（taint）併購過程，而非僅憑財務顧問是否具專業身份認定其客觀性。 

第二款 我國實務似採形式認定 

相對於美國德拉瓦州實務作法，就獨立專家客觀性檢驗問題，我國實務似採

形式認定，即以書面文件判斷是否具獨立性，或以獨立專家經歷判斷其是否具專

業資格。在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6 年度司字第 224 號裁定中，異議股東曾對併購

公司委請之獨立專家，同時身兼其子公司簽證會計師之身份，是否有違獨立性表

示質疑，法院以「胡湘寧會計師雖為相對人子公司北港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財

務報表之簽證會計師，惟究非與相對人公司間有何足認其鑑價報告有何不公正、

超然之關係，此外，胡湘寧會計師於企業評價報告第 III 頁所出具之『獨立聲明

書表明本評價報告係基於公正客觀、超然獨立之立場及基於本報告之各項假設及

限制條件下所得出之結果』。是以本件評價報告，如有不實，自應負擔其法律上

之責任；再者，胡湘寧會計師即中華無限資產暨評價協會之個人會員（參卷附本

院於網路查詢所得網頁列印資料），是其具備專業資格，應無疑義⋯⋯」為由，

認為該會計師已出具獨立聲明書且亦有專業身份，而肯認其超然公正之立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6 年度司字第 92 號裁定中，異議股東對併購公司委請

                                                
861 Id. at 828. 
862 Id. 
863 Id. at 818-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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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獨立專家，提出其僅為會計系教授不具會計師資格，且擔任行政院國家發展基

金會投資評估審議委員會之委員（併購公司中國信託為國發基金信託專戶委託

人），質疑其獨立性。對此，法院以「沈大白教授乃係於本件非訟程序提出合理

性意見書，且『為東吳大學會計系教授，具有鑑定聲請人公司股份收買價格之特

別學識經驗』，聲請人所稱沈大白教授擔任國發會投審會委員一事，並不足以證

明沈大白教授因此關係而有獨立性受影響等情⋯⋯」為判斷依據，認為獨立專家

具備教授身份並曾擔任鑑定人，而無不適格之問題。 

此外，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7 年度抗字第 55 號裁定中，異議股東對併購公

司委請之獨立專家係受公司「委託」出具意見，認為有喪失獨立性之疑慮，法院

則以該合理性意見已詳細描述估計之方法，且使用具公信力之公開資訊作為評估

為由，認為異議股東抗辯屬無理由。 

綜上，我國實務似傾向以專業資格、獨立聲明書864或其意見在資料、方法的

選用是否合理，來判斷獨立專家適格性、獨立性，而缺乏檢驗獨立專家與併購公

司間可能存有的利益衝突865。若獨立專家對委任公司具利益衝突，則可能喪失獨

立性而無法客觀給予委任公司收購價格合理性意見，此種情況不但影響併購過程

妥適性，若法院直接採其意見認定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更無法達到我國企業併

購法第 6 條立法目的，即引進獨立專家制度以提升併購對價公平性與合理性。 

第二項 獨立專家之客觀性可能影響併購過程妥適性 

第一款 Del Monte 案 

 延續本文前述 Del Monte 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另一個關注焦點為 Del 

                                                
864 我國評價人員應出具獨立性聲明書，係規定於評價人員於評價準則公報第二號，職業道德準

則第 11 條：「報告評價結果時，應出具獨立性聲明，明確說明本人及其所隸屬之評價機構與評價

標的、 委任案件委任人或相關當事人間是否涉有除該案件酬金以外之現在或預期之非重大財務

或非財務利益。若涉有時，評價人員應於評價報告中充分揭露所涉及之非重大利益，並說明維持

獨立性之措施及其結果」。參閱同註 395，職業道德準則第 11 條。 
865 此點可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5 年度司字第 14 號裁定，法院對於獨立專家之詰問裡看出端

倪：「證人陳維林會計師於本院證稱：『（對於評估用的方式以及最後評估出來最終的價格，證人

是否是有用任何的方式，包含口頭、電子郵件或律師事務所等方式有做價格上的溝通或暗示？）

評估方式沒有，但是就價格的部分，有先詢問過可能的交易價格的區間或落點，做報告之前會先

了解，因為如果估出來的報告如果不符合區間，採不採用是由對方決定』⋯⋯可知證人陳維林會

計師僅係在評估過程中曾詢問聲請人與台灣美光公司交易價格的區間或落點，但就估價方式及

資料採用仍係本於其個人專業知識作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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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e 公司董事會是否違反受託義務，此即必須探討有多少董事會之決策係仰

賴財務專家（Barclays 投資銀行）意見所作成，而本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採強化

審查標準檢驗董事行為是否違反 Revlon 義務866。 

 本案中， Barclays 投資銀行於簽約前探詢階段為賺取更多報酬，不斷與未

來可能向其融資的私募基金接洽，此情事卻從未向 Del Monte 公司董事會揭露

867。此後， Barclays 投資銀行不但令 Vestar 和 KKR 違反與公司簽署之保密協

議暗自接洽，最終還成為 KKR 收購團隊之融資銀行868。在 Barclays 投資銀行

對併購過程的操縱（manipulations）下，德拉瓦州衡平法院認為 Del Monte 公司

董事會理應有不同作為869，而基於下述理由認為董事會違反 Revlon 義務： 

第一，當 Barclays 投資銀行提出欲成為 KKR 收購團隊融資銀行之要求時，

Barclays 投資銀行僅係基於想賺取更多報酬，而無任何與併購交易相關之理由，

故此踰矩（crossed the line）行為董事會即應拒絕，或詢問 KKR 收購團隊是否

能向其他銀行融資，以避免財務顧問與潛在收購者產生直接利益衝突870。 

第二，收購過程中 Del Monte 公司董事會與其經驗豐富之律師應採取合理

措施來保護併購過程不受污染。若董事會善盡職責， Del Monte 公司即有機會

尋找其他財務顧問，尤其公司與多間大型銀行有友好關係，可輕而易舉更換財務

顧問，更顯得董事會行為未克盡己職871。 

第三， Barclays 投資銀行雖私下串謀 Vestar 和 KKR 而隱瞞 Del Monte 

公司董事會相關情事，惟於 KKR 向 Del Monte 公司提出與 Vestar 聯合出價時，

根據本案事證顯示， Del Monte 公司董事會完全沒有考量 KKR 之提議對於公

司有何影響，更無從瞭解情況（informed）後才作成決定872。 

第四， Barclays 投資銀行於尋購階段之行為，污染併購過程。Del Monte 公

司董事會並未就 Barclays 投資銀行尋購階段聯繫對象有任何質疑，而 Barclays 

投資銀行亦有誘因讓 KKR 收購團隊於併購案勝出，因若 KKR 收購團隊於尋

                                                
866 Del Monte, 25 A.3d, at 830-831. 
867 Id. at 833. 
868 Id. 
869 Id. 
870 Id. at 833, 835. 
871 Id. at 833. 
872 Id. at 833-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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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期間遭替換， Barclays 投資銀行將無法賺取美金 4,450 萬至 4,750 萬元收益。

雖 Barclays 投資銀行有明顯過錯，但董事會消極作為亦使其無法洞悉誤述873。 

綜上所述，因 Del Monte 公司董事會聽取具利益衝突的財務顧問 Barclays 

投資銀行建議，而與 KKR 收購團隊進行融資收購，此係受到欺瞞（deceptive）、

誤導（misleading）和詐騙（fraud）所作的決策。故德拉瓦州衡平法院於此認為 

Del Monte 公司董事會行為已違反 Revlon 義務，亦使併購過程受到污染874。 

第二款 合作金庫銀行與農民銀行合併案875 

於我國，與美國德拉瓦州 Del Monte 案相似案例有合作金庫銀行與農民銀

行合併案，系爭併購案股份轉換完成後農民銀行為消滅公司；合作金庫銀行為存

續公司，而該案爭點之一為併購雙方委請相同財務顧問評估換股比例，農民銀行

（目標公司）董事會是否違反受託義務？ 

於此，高等法院首先就財務顧問普華國際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普華公司」）之專家資格進行檢驗。高等法院認為普華公司為核准設立經營投

資顧問業、企業經營管理顧問業等事業之公司，而為評估換股比例適格之專家。 

再者，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並未明文擬合併之各企業應分別委請獨立專

家，或應委請數個獨立專家評估換股比例。既農民銀行與合庫銀行立場相對，則

於財務顧問普華公司評估換股比例時本得各自提出有利於己之主張，以供普華公

司為客觀、中立之評價，尚難僅以農民銀行與合庫銀行合意選任一家財務顧問公

司，即認為有損農民銀行之利益。 

三者，異議股東未證明系爭合併案之財務顧問普華公司有何不具備評估換股

比例之專家資格，或不獨立公正之立場褊袒情事，而僅以農民銀行與合庫銀行共

同委請一家財務顧問評估系爭合併案之換股比例，或農民銀行董事長就任後未再

委請第二家財務顧問公司為由，認其有違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顯屬率斷。 

據此，異議股東以「台灣中小企業銀行之整併案，有公開徵求合併對象」、

                                                
873 Id. at 835. 
874 Id. at 836. 
875 本案一審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5 年度重訴字第 765 號民事判決；二審為臺灣高等法院 96 年

度重上字第 145 號民事判決；三審為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26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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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銀行與彰化銀行擬合併時，有分別選任財務顧問評估換股比例」、「元京

證券與復華金控擬合併時，共委請三家財務顧問評估換股比例」為由，主張農民

銀行董事長未公開徵求農民銀行之合併對象、共同與合庫銀行選任一家財務顧問

乃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於此，高等法院與最高法院皆認為企業間透過併購

方式進行組織調整，以發揮企業經營效率，本有不同主、客觀因素之考量，尚難

直接援引其他企業之合併過程據為系爭合併案應行注意之操作基準。是以，異議

股東之論點尚不足採。 

綜上，按我國實務見解，不可僅憑併購雙方委請相同財務顧問評估換股比例，

而逕認董事違反注意義務。惟於本案，高等法院似以形式兼採實質方式判斷財務

顧問客觀性，其先就普華公司為核准設立之投顧、管顧公司，認其為適格專家；

再以被告無法實質就普華公司有任何不公平之偏頗立場提出佐證為由，認為董事

未違反注意義務。有論者指出，既我國企業併購法第 6 條使用獨立專家一詞，則

「獨立」之解釋是否容許各參與併購公司共同選任相同專家進行價格評估，如何

解釋方能符合該條文保護股東之立法目的，尤其併購交易若由母公司或控制股東

主導，應如何確保母子公司或兄弟公司共同委任之專家意見公平性，以維護少數

股東權益，仍有待商榷876。亦有論者從英國法角度，認為我國可考慮允許參與併

購之公司共同委任同一獨立專家，惟該獨立專家應透過主管機關指定，以兼顧保

護股東權益及節省併購成本877。 

第三項 我國實務逕採合理性意見為判斷依據之作法顯有疑義 

於我國股份收買請求權實務，鮮少有修改獨立專家合理性意見之例，按本文

搜尋公開裁定之結果僅有一例878，即榮重鋼構公司與長榮開發公司合併案879，系

爭合併完成後榮重鋼構公司為消滅公司；長榮開發公司為存續公司。該案中，法

院詳細說明採納、不採納或調整各合理性意見之原因。例如併購公司委請獨立專

家（安侯建業與勤業眾信）之合理性意見中，選用現金流量折現法、可比較交易

                                                
876 王志誠，同註 52，頁 57-58。 
877 郭大維，同註 71，頁 47。 
878 亦有見法院對鑑定人意見調整者，參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7 年度抗字第 28 號裁定、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 107 年度抗更二字第 1 號裁定；法院捨棄三份合理性意見而自行計算公平價格者，

參閱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6 年度司字第 22 號裁定。 
879 本案原審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98 年度司字第 87 號裁定，後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99 年度抗

字第 87 號裁定廢棄，雙方當事人未再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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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每股淨值法，各有其數值假設、可比較對象選取或時間差之問題，而為法院

所不採；異議股東委請獨立專家（正平）所選用本益比法及每股淨值法，則被法

院認為可採。獨立專家（安侯建業）使用股價淨值比法，經鑑定人（沈大白教授）

進行流動性折價調整後，法院認為可採；獨立專家（勤業眾信）選用每股淨值比

法因選用比較對象與正平意見書相同，故亦被法院認為可作公平價格評估依據。 

除此外，絕大部分實務係直接參考獨立專家合理性意見，未作任何修正。若

於股份收買請求權裁定，法院基於各式原因（如當事人認為無須送鑑定、法院認

為再行鑑定僅是徒生評價方法之爭執等）而未選任鑑定人880，此時法院除自行計

算，僅剩併購案之市場價格、收購價格或合理性意見價格得作為論證依據。又前

述已提及，我國實務採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時，幾乎仰賴獨立專家合理性意見作

為佐證，先不論此方法是否妥當，於合理性意見逐漸受法院重視之際，合理性意

見之客觀性檢驗即屬重要。 

我國評價準則公報第二號「職業道德準則」第 4 條，明定評價人員應誠實正

直、敬業負責，於承接評價案件、執行評價工作及報告評價結果時，應公正、獨

立、客觀、不得損害公共利益，並盡專業上應有之注意。惟我國實務卻僅以形式

檢驗獨立專家客觀性，缺乏實質檢驗利益衝突或判斷其選用方法是否妥適。倘併

購交易係母公司或控制股東主導（如簡易合併、現金逐出合併等），而母子公司

或兄弟公司又決定委任相同獨立專家881，尤以獨立專家係受委任而報酬來自併購

當事人，考慮雙方日後合作機會，獨立專家出具之意見即有迎合併購當事人之可

能882。有見法院日益提升對其意見之倚賴程度883，渠等作法如何能符合企業併購

法第 6 條保護異議股東權益之立法目的，又如何確保專家公正不偏地出具意見，

不無可議之處，檢驗獨立專家客觀性問題之重要性亦不言而喻。此外，我國法制

並未明確規範意見書應記載事項，如評價方法、專家與公司之潛在利害關係、給

付報酬，以及是否有律師、會計師或證券承銷商以外之人參與評價等資訊，意見

書揭露資訊不一之結果，亦可能使股東權益保護有所欠缺884。 

                                                
880 參閱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四項第一款與第二款之內容。 
881 王志誠，同註 52，頁 58。 
882 郭大維，同註 71，頁 38。 
883 黃朝琮，同註 223，頁 136。 
884 郭大維，同註 71，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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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重新建構我國實務認定股份公平價格方式 

 面臨併購案同時有市場價格、收購價格、合理性意見價格或鑑定意見價格存

在，法院如何將上述價格應用於認定公平價格，一直是困擾著學界與實務界之問

題。併購案往往茲事體大又歷日曠久，難以形成認定股份公平價格之詳細規則，

惟仍可透過具體個案事實的檢驗，來建構認定公平價格之原則方向。 

 蓋股份收買請求權之提起，係源於異議股東對於公司重大變更決策不滿，此

時異議股東冀望說服法院以更為客觀之角度重新決定收購股份的價格，避免原收

購價格過低而致其權益受損885。惟如前所述886，市場價格不一定「主觀」，而合

理性意見及鑑定意見亦不見得「客觀」，於何種情況法院能使用財務公式重新計

算之價格來否定併購雙方已談妥的收購價格，值得商榷。若基於收購價格經併購

雙方充分協商而得，亦不存在利益衝突、控制股東強制逐出，或董事及特別委員

會已滿足相關義務等前提，法院任意以財務方法重新計算價格，推翻原先雙方談

妥之收購價格，恐對併購公司造成重大突襲，除可能增加併購成本887，甚至使併

購案破局，無非對交易安定性產生嚴重威脅888。 

於此節，本文將嘗試重新聯結併購中市場價格、收購價格、合理性意見價格

及鑑定意見價格，與併購過程之關聯性，並以美國德拉瓦州實務作法配合我國現

行法規範調整，建構併購過程妥適與否影響認定公平價格之方式，最後提出本文

建議，作為法院裁定股份公平價格之權衡參考。 

第一項 受託義務於我國現行法框架之檢視及疑義 

德拉瓦州實務檢視併購過程妥適性時，董事有無滿足受託義務亦屬檢視範圍

之一，惟我國法制與德拉瓦州法制規範有所不同，實務操作亦有差異，故本項將

以我國現行法為中心，探求受託義務規範對象及審查規則、特別委員會運作，以

及我國實務於併購時得檢驗受託義務之面向，作為併購過程妥適性檢視之基礎。 

                                                
885 林建中，同註 293，頁 121。 
886 參閱本文第五章第一節與第三節之內容。 
887 例如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99 年度抗字第 87 號裁定，原併購公司主張收購價格為每股 18 元，

法院參考併購公司及異議股東各自委任之獨立專家合理性意見後，重新計算得公平價格為每股

63.715 元。 
888 林建中，同註 293，頁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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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受託義務檢驗之對象與審查規則 

 2015 年企業併購法第 5 條第 1 項修正前，原條文內容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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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該條文義觀之，似規定董事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

其忠實義務應以「全體股東」最大利益為中心考量。惟按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

規定889，公司負責人係對「公司」負忠實義務及注意義務，有論者認為企業併購

法之用字將產生企業進行併購時，董事會受託義務負責對象究竟為何人之疑義890，

學說亦對此多有批評891。所幸於 2015 年企業併購法修正後，現行第 5 條第 1 項

892已將董事會所負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對象改為公司，以求立法體例

之一貫893，而相關爭議是否即已解決？不無探求餘地。 

 參考論者整理德拉瓦州實務於不同併購類型，所劃分出不同義務主體適用之

審查規則894，分別有適用經營判斷法則895、 Revlon 義務896或整體公平標準897之

情形。我國舊企業併購法第 5 條第 1 項所謂「為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論者認

為此係參考德拉瓦州 Revlon 義務訂定，即立法者有意使所有併購類型一體適用 

Revlon 義務之審查規則，惟德拉瓦州實務對不同併購類型有更細緻之區分，僅

於涉及公司拆解、出售控制權或控制權變動等特定情形才會觸發 Revlon 義務，

而要求董事須為股東謀取併購交易最佳價格898，舉凡資產讓與、分割等皆不屬之，

                                                
889 公司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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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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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上字第二六一號判決及其歷審判決評析，月旦法學雜誌，195 期，頁 235-236，2011 年 8 月。 
891 陳彥良，企業併購中目標公司之董事責任，臺北大學法學論叢，89 期，頁 246-251，2014 年

3 月；林國彬，同註 790，頁 170-171。 
892 2015 年 7 月 8 日修正公布後企業併購法第 5 條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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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3 此外，新法亦將董事忠實義務與注意義務適用範圍，從「為併購決議時」擴大為「進行併購

時」。參閱陳彥良，2015 年企業併購法修法初探，台灣法學雜誌，280 期，頁 60，2015 年 9 月。 
894 於控制股東收購類型，控制股東或出售公司之董事皆適用整體公平標準之審查；於非控制股

東收購類型：(1)收購公司董事適用經營判斷法則之審查、(2)出售公司董事若過半董事具利益衝

突，適用整體公平標準之審查、(3)出售公司董事若觸發 Revlon 義務，適用強化審查標準之審查、

(4)出售公司董事若無利益衝突，亦未觸發 Revlon 義務，則適用經營判斷法則之審查。參閱黃朝

琮，同註 461，頁 172。 
895 經營判斷法則之概略介紹，請參閱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一款之內容。 
896 Revlon 義務之概略介紹及觸發標準，請參閱本文第五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一款之內容。 
897 整體公平標準之概略介紹，請參閱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一款之內容。 
898 林國彬，同註 790，頁 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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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法如此規定將大幅擴張 Revlon 義務適用範圍899。於新企業併購法第 5 條第 1

項所謂「為公司之最大利益」，即有認為該修正係基於體例整理為之，故應回到

公司法受託義務脈絡理解。蓋公司出售後之經營利益，已非現在股東所得享有，

董事於出售過程能追求之公司利益，僅剩公司出售當下所生之利益，而董事只能

以公司最大利益為出售公司之決策900，如此便消除全數併購類型適用 Revlon 義

務審查規則之疑義，只有上述提及之特定情形始會觸發 Revlon 義務901。 

 亦有從企業併購法第 5 條第 1 項與第 6 條第 1 項之關聯，探究我國董事併

購受託義務適用之審查規則者。申言之，按 2015 年修正前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902，公開發行公司應委請獨立專家就收購價格「合理性」表示意見，而 

Revlon 義務之強化審查標準即在「合理」檢驗董事有無違反受託義務，故廣義

而言，舊法第 6 條第 1 項應可認為是舊法第 5 條第 1 項 Revlon 義務對應審查規

則903。同理，2015 年修正後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904亦應可作為新法第

5 條第 1 項對應審查規則，惟新法第 6 條第 1 項所述併購交易之「公平性」與「合

理性」，按該條立法理由905，似指以「整體公平標準」與「強化審查標準」作為

審查規則，而未有經營判斷法則適用空間，此種令所有併購類型皆落入整體公平

標準或強化審查標準審查之規定906，是否已較修法前妥適，不無疑義907。此外，

新法第 6 條第 1 項引進特別委員會制度，從而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是否已設立特

別委員會，似作為其滿足受託義務必要方式之一908，特別委員會之介入亦可減輕

                                                
899 黃朝琮，同註 792，頁 67。 
900 黃朝琮，同註 792，頁 67-68。 
901 蔡昌憲，同註 572，頁 571；黃朝琮，同註 792，頁 68。 
902 2004 年 5 月 5 日修正公布之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於召開董事會

決議併購事項前，應委請獨立專家就換股比例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並分別提報董事會及股東會。但本法規定無須召開股東會決議併購事項者，得不提報股東會。」 
903 黃朝琮，同註 461，頁 173-174。 
904 2015 年 7 月 8 日修正公布之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於召開董事會

決議併購事項前，應設置特別委員會，就本次併購計畫與交易之『公平性、合理性』進行審議，

並將審議結果提報董事會及股東會。但本法規定無須召開股東會決議併購事項者，得不提報股東

會。」 
905 參閱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 2015 年 7 月 8 日之立法理由：「…爰參考美國德拉瓦州最高法

院 Weinberger v.UOP（Del.1983）、Kahn v.Lynch Communication System, Inc.（Del.1994）等案例法

之精神…。」 
906 有論者認為，於簡易合併之併購類型下，因母公司對子公司持股達 90%以上，又受託義務訴

訟僅公司有權追究，加上子公司於合併後種種證據資料容易隨之滅失，故於我國法下難以期待股

東能以董事違反受託義務為由追訴而作為救濟手段。參閱江朝聖，同註 64，頁 28。 
907 黃朝琮，同註 461，頁 174-175。 
908 黃朝琮，同註 461，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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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忠實義務負擔909，又特別委員會於我國法制之職權為何，請詳下述說明。 

第二款 特別委員會之職權 

 我國於 2015 年企業併購法第 6 條修正時引進特別委員會制度，立法目的係

為使股東進行併購決議時能獲得充足資訊及相關評估建議，故要求公開發行公司

於召開董事會決議併購事項前應組成特別委員會，以經營者之經驗與角度，為股

東就本次併購交易之整體公平性、合理性進行審議，並提報於董事會及股東會，

無須召開股東會決議併購事項者910，得不提報股東會911，惟仍應將審議結果及獨

立專家意見發送於股東912。特別委員會進行審議時，應委請獨立專家協助就換股

比例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提供意見，獨立專家資格依公開發行

公司併購特別委員會設置及相關事項辦法（以下簡稱「特別委員會辦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包含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 

按特別委員會辦法第 4 條規定，特別委員會組成不得少於 3 人，公開發行公

司設有獨立董事者，原則上應由獨立董事組成，若獨立董事人數不足才由董事會

遴選成員，而組成特別委員會成員不得與併購交易相對人為關係人，或有利害關

係而足以影響獨立性。由上述可見，特別委員會是企業進行併購時依法設立之組

織，具有沖淡利益衝突及審議併購交易條件公平性、合理性之功能913，從而減輕

大小股東間相互之不信賴，使雙方更易達成共識914。 

我國特別委員會制度引進雖有參考德拉瓦州案例法精神，惟學說普遍認為我

國法制背景與其並不相同，且特別委員會掌握權限亦有差異，使我國特別委員會

制度運作大打折扣，申言之： 

                                                
909 劉連煜，同註 23，頁 219。 
910 按企業併購法規定，包含非對稱式合併（第 18 條第 7 項）、兄弟公司間之簡易合併（第 19

條）、非對稱式股份轉換（第 29 條第 6 項）、母子公司間之簡易股份轉換（第 30 條）、非對稱式

分割（第 36 條）及母子公司間之簡易分割（第 37 條）等簡式併購類型。 
911 參閱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 2015 年 7 月 8 日立法理由。 
912 有認為特別委員會發送審議結果予股東時，若同時揭露各委員及獨立專家與併購公司之關係，

例如受領報酬額度、報酬給付來源、是否具利害關係等，則更能有效達到資訊揭露之目的。參閱

林國全、陳健豪，同註 217，頁 191。 
913 周振鋒，論我國企業併購法中規範之特別委員會制度，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54 期，頁 120，

2017 年 1 月。 
914 劉連煜，同註 23，頁 21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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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國實務尚未完全承認經營判斷法則之運用915，而美國實務操作下，

特別委員會的設置與經營判斷法則有密切關聯。倘併購初期公司就設立特別委員

會，即便董事決策已不受經營判斷法則保護，改以最嚴格的整體公平標準檢視，

董事會仍極有機會完成整體公平標準之舉證責任，而可將舉證責任再移轉至原告

916。惟舉證責任移轉關鍵在於特別委員會功能，除組成方式、擁有權限及決策過

程外，至關重要的是特別委員會是否擁有代表公司談判之權力與拒絕交易之權力

917。相較於此，我國法下特別委員會似僅有併購案審議權與獨立專家聘任權，且

其審議報告亦僅提供董事會及股東會參考，未有進一步法律效果918，若董事會或

控制股東得輕易推翻特別委員會審議結果919，則特別委員會不免淪為裝飾作用920，

甚至有實際背書之效果而有損股東利益921。 

再者，雖按特別委員會辦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我國特別委員會成員原則應

同時具備形式及實質獨立性922，相較獨立董事資格要求更加嚴格。惟於美國法，

若特別委員會成員被認定具利害關係或不具獨立性時923，效果為被告舉證責任無

法轉換至原告，而須負擔整體公平標準舉證之責；我國法卻因不承認經營判斷法

則運用，而無舉證責任轉換之誘因，使公司缺乏願意設置具實質獨立性的特別委

員會之動機，法制設計亦未要求董事會遴選非獨立董事者為特別委員會成員時有

利益衝突應迴避，以上因素使我國特別委員會能否具實質獨立性不無可議之處924。 

                                                
915 方嘉麟，同註 461，頁 298-299。近年實務似逐漸肯認經營判斷法則之適用空間，惟多於刑事

案件之採納，參閱楊岳平、李劍非，同註 217，頁 89。 
916 曾宛如，半套公司治理移植經驗－－以審計委員會與特別委員會為例，月旦民商法雜誌，43

期，頁 41，2014 年 3 月。 
917 曾宛如，同註 916，頁 41-42。 
918 周振鋒，同註 913，頁 138。 
919 就此，黃虹霞大法官曾於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之部分不同意見書裡質疑：「特別委員會之

功能為何？現行法仍未見明確規定，僅屬參考諮詢性質嗎？如屬參考諮詢性質，有利害關係之股

東及其所指派之董事仍得行使表決權為反於特別委員會意見之決定，如何保護公司、異議股東甚

至公司債權人之利益？能達到設置特別委員會之立法目的嗎？又沒有與公司法第 8 條所明定之

董事忠實原則明顯牴觸嗎？本件解釋未及於此，自亦有不足」。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

黃虹霞大法官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同註 6，頁 5。 
920 張心悌，同註 210，頁 293。 
921 劉連煜，同註 890，頁 241。 
922 特別委員會辦法第 4 條第 2 項：「特別委員會成員之資格，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

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二條及第三條規定，且不得與併購交易相對人為關係人，或有利害關係而足

以影響獨立性。」 
923 所謂具利害關係，係指特別委員會成員與股東有損益不一致之情形；所謂不具獨立性，則指

特別委員會成員之決策受外來利益考量之干擾或影響。參閱黃朝琮，企業併購特別委員會新制的

若干觀察，載：公司法論文集 I：受託義務之理論與應用，頁 389，2019 年 4 月，2 版。 
924 周振鋒，同註 913，頁 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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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按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只要為公開發行公司，除已設有審

計委員會者，於召開董事會決議併購事項前皆應設置特別委員會，並無例外。論

者對於公開發行公司應否強制設置特別委員會頗有微詞，認為可能增加併購、法

令遵循成本，亦可能忽略個案彈性需求925，特別委員會設置時間亦稍嫌過遲。申

言之，美國實務操作下，若併購案涉及董事或控制股東具利害關係926，公司通常

於併購初期階段即會設置特別委員會參與併購交易條件磋商，並授權特別委員會

擁有協商及否決併購案之權力，以爭取舉證責任轉置回原告之效果；我國法卻無

視併購案是否存有董事或股東之利害關係或獨立性疑義，強制所有公開發行公司

設置，時間點亦遲至召開董事會決議前才設置，使其僅於雙方公司達成共識後才

參與事後審議，而無法有效發揮功能927。 

第三款 董事及特別委員會成員之受託義務檢驗 

 於我國法制下，董事會及特別委員會成員受託義務應如何檢驗？首先，董事

928及具董事身份之特別委員會成員929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及企業併購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應負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故公司進行併購時應探求當時合理可

得充足之併購資訊以作成併購決定930，並委請獨立專家諮詢收購價格之合理性931，

                                                
925 蘇怡慈，論併購交易中之控制股東受任人義務－兼論特別委員會之功能，東吳法律學報，29:4

期，頁 64，2018 年 4 月；周振鋒，同註 913，頁 130-134。 
926 美國法下，當控制股東能透過持股而指揮公司經營活動時，即對少數股東負受託義務。此點

我國公司法第 8 條第 3 項雖有類似規定，惟控制股東仍不對股東負受託義務。參閱周振鋒，同註

913，頁 121、頁 149 註 98。 
927 周振鋒，同註 913，頁 144。 
928 有認為按公司法第 8 條第 3 項規定，若控制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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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亦應負受託義務。參閱楊岳平、李劍非，同

註 217，頁 89；林國全、陳健豪，同註 217，頁 190。 
929 按特別委員會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特別委員會成員可區分為「獨立董事」及「非董事之

成員」。 
930 併購決策往往對經營階層、董事之利益有極大影響，例如董事席次變動或掌握一手資訊而從

中獲益等，容易侵害公司及股東利益，故受託義務當然適用於公司併購時董事之行為與決策，參

閱陳彥良，同註 891，頁 238；劉連煜，同註 890，頁 239。再者，併購交易複雜且龐大，若董事

未諮詢任何專家、進行查核或蒐集資料即完成交易，顯然未達應具備之注意程度，參閱方嘉麟，

同註 461，頁 285。 
931 於 Smith v. Van Gorkom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即曾認為董事會是否委請財務顧問就收購價格

表示意見，係作為董事是否滿足注意義務檢驗之一，see Steven M. Davidoff, Fairness Opinions, 55 

Am. U. L. Rev. 1557, 1559 (2006). 有認為要求公司委請獨立專家之規定，是企業併購法對公司法上

董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特殊化及具體化條款，惟委請獨立專家僅能作為董事及具董事身份

之特別委員會成員是否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輔佐證明，而非委請獨立專家始能盡善良管

理人注意義務，或委請獨立專家即能謂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是否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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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輔佐證明932；再者，董事是否就併購案之利弊分析、

併購公司體質、利害關係933及其贊成或反對議案之理由等資訊充分揭露，使股東

能於投票決議前及時知悉934、是否設立具形式及實質獨立性之特別委員會935、是

否善盡保密義務936，以及是否於併購案表決時迴避937等，應可作為其滿足受託義

務與否之判斷面向；三者，具董事身份之特別委員會成員，雖我國立法上似使不

具協商權及否決權的特別委員會，僅作為出具獨立客觀報告之建議角色938，惟其

對於併購計畫與交易公平性、合理性之審議，應可以整體公平標準或強化審查標

準作為董事是否滿足受託義務之審查規則939。此外，是否滿足受託義務非以違反

特定法規為要件，縱使董事已執行所有法定程序，仍可能被追究相關責任940。 

值得注意處在於，多數學者認為我國特別委員會制度應進行修正，擁有實權

的特別委員會方具有談判、監督、保障股東權益等功能941，也才有討論受託義務

之實益。否則，於我國現行法制下特別委員會應對何人負擔義務942？不具董事身

份之特別委員會成員責任義務應如何檢視943？以審計委員會作為特別委員會行

                                                
事實問題，於訴訟程序上之待證事實及舉證方法，將隨具體個案有所差異。參閱陳彥良，同註 891，

頁 252；王志誠，同註 52，頁 40-41；劉連煜，同註 890，頁 238；郭大維，同註 71，頁 38。 
932 蔡昌憲，同註 572，頁 572。 
933 雖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認為利害關係之資訊揭露，應作為具利害關係之股東或董事無須

於併購案投票迴避之前提，惟有論者認為即便揭露利害資訊，股東會在控制股東的掌握下，併購

案不通過之機率仍微乎其微。參閱黃朝琮，同註 13，頁 92。除此之外，已有實務針對司法院釋

字 770 號解釋作出判決，認為「公司多數股份股東或董事會欲召集股東會對於公司合併為決議

者，自應於相當時日前使未贊同合併之股東及時獲取合併對公司利弊影響之重要內容、有關有利

害關係股東及董事之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贊成或反對併購決議之理由、收購價格計算所憑

之依據等完整資訊，其召集始符合正當程序之要求，否則即應認有召集程序之違法」，參閱最高

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834 號判決。 
934 王文宇，同註 284，頁 13；陳彥良，同註 891，頁 244。 
935 蔡昌憲，同註 572，頁 584。 
936 併購時，併購公司通常會對目標公司進行盡職調查，此時董事應完成事前保護程序，評估資

訊有無被濫用之可能，而不應恣意將公司資訊全數給予他人，否則即可能違反其受託義務。參閱

陳彥良，同註 891，頁 245。 
937 參閱本文第五章第四節第一項第四款之內容。 
938 曾宛如，同註 916，頁 43。 
939 黃朝琮，同註 461，頁 174。 
940 楊岳平、李劍非，同註 217，頁 91。 
941 陳彥良，同註 893，頁 62-65；蔡昌憲，同註 323，頁 24-25；曾宛如，同註 916，頁 39-45；

黃朝琮，同註 461，頁 175-178。 
942 按企業併購法第 6 條 2015 年之修正理由，違反本條規定應依民法及公司法相關規定處理，有

認為民法第 537 條委任之規定可作為董事會授權特別委員會之法源，參閱黃朝琮，同註 923，頁

399。惟亦有認為特別委員會實質重要性等同董事，不宜僅用較低限度之民法作為規範，參閱周

振鋒，同註 913，頁 142。 
943 論理上，不具董事身份之特別委員會成員應非公司負責人，而對公司不負公司負責人之義務，

惟特別委員會成員依身份不同而令其對公司負不同之義務，似有不妥。參閱蔡昌憲，同註 572，

頁 574-575；周振鋒，同註 913，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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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職權所生疑義應如何處理944？甚至獨立專家意見錯誤影響特別委員會或董事

會之判斷945，而使公司或股東受有損害時，民事責任又應如何歸屬946？程序未有

效運作或未滿足整體公平標準或強化審查標準之審查規則的救濟途徑為何947？

此是否僅能透過我國企業併購法之修正解決，似仍有探求之餘地948。 

第四款 具利害關係之股東或董事應否迴避之疑義 

 按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6 項規定949，於先購後併之情況950，具利害關係之

董事或控制股東毋庸於董事會或股東會表決時進行迴避，此係立法者認為合併通

常是為提升公司經營體質以強化競爭力，即便董事或控制股東具利害關係亦不致

發生有損公司利益之情形951。惟學說對此規定多有質疑，有認為若具利害關係之

董事或控制股東未於表決時迴避，則須設置具否決權之特別委員會，由該委員會

通過之交易始謂合法，否則具利害關係之董事或控制股東（此處指法人股東符合

公司法第 8 條第 3 項實質負責人要件者）仍無法免除受託義務之究責可能952。亦

有認為無非不得允許具利害關係之董事或控制股東無須迴避，惟應設計充足之事

後救濟制度，以保障股東權益953。 

                                                
944 按企業併購法第 5 條第 6 項之規定，若公司設有審計委員會者，則有審計委員會作為特別委

員會行使職權，惟審計委員會與特別委員會功能不同、權限不同、本質不同、審議之效果不同，

獨立性要求亦不相同，如此規定將造成法規範適用之混亂。參閱蔡昌憲，同註 572，頁 565-567；

周振鋒，同註 913，頁 144-148；蘇怡慈，同註 925，頁 65。 
945 我國企業併購法第 6 條並未就獨立專家意見錯誤之民事責任有進一步規定，進而對於特別委

員會根據該錯誤意見而作出嚴重錯誤審議決定之民事責任亦未見相關規定。參閱劉連煜，同註

890，頁 242；黃銘傑，企業併購法之檢討與省思，載：公司治理與企業金融法制之挑戰與興革，

頁 284-287，2006 年 9 月；陳彥良，同註 893，頁 65。 
946 有認為公司與獨立專家係委任契約關係，而股東並非契約當事人，無法直接對獨立專家求償，

若公司因專家不實意見受有損害，又董事會不對專家求償時，股東似僅能間接以董事違反受託義

務而對其提起代表訴訟，迫使董事會追究專家之責任。參閱郭大維，同註 71，頁 47。 
947 於德拉瓦州法體系此將屬受託義務之違反，惟我國企業併購法對此並無特別規定，僅於第 6

條立法理由敘明「違反本條規定，自應依民法及公司法相關規定處理」，按我國公司法第 23 條規

定，違反受託義務效果係負損害賠償之責，至於能否因程序瑕疵而認決議無效或得撤銷甚至否決

整個併購交易，則有疑義。參閱黃朝琮，同註 461，頁 181；蔡昌憲，同註 323，頁 25。 
948 請參閱本文第五章第四節第一項第四款之內容。 
949 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6 項：「公司持有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股份，或該公司或其指派代表人

當選為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董事者，就其他參與合併公司之合併事項為決議時，得行使表決權。」 
950 實務似擴大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6 項射程之範圍，例如有認為此處可解讀為同一股東同時

持有擬合併公司之股份時無庸迴避。參閱王志誠，公司合併時利害關係股東表決權之行使－臺灣

高等法院 104 年度上字第 1367 號民事判決評析，月旦裁判時報，62 期，頁 30-31，2017 年 8 月。 
951 參閱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6 項 2002 年 2 月 6 日立法理由。 
952 蔡昌憲，同註 572，頁 584；張心悌，同註 210，頁 296。 
953 林國全、陳健豪，同註 217，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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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規定，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曾有討論。該號解釋認為現行企業併購

法第 18 條第 6 項之合憲基礎，必須建立在使股東及時獲悉利害關係資訊，以及

股份對價公平之確保設立有效救濟機制之前提954。換言之，具利害關係之董事或

控制股東於投票決議時應否迴避，似非重點，關鍵係未贊同合併股東之權益是否

受充分保護955。惟有認為，該號解釋僅基於合併「通常」提升公司之經營能力與

競爭力，即認為異於公司法第 178 條及 206 條956制度設計之法規範，只要在資訊

充分揭露及提供請求股份收買救濟權利之前提下即屬合憲，未免過於斷言957。 

企業進行併購時，董事應以公司最大利益為考量，對公司負忠實義務及善良

管理人注意義務，誠屬的論。如違反法令、章程或股東會決議處理併購事宜而致

公司受有損害，則應負損害賠償之責958，倘董事就併購交易具利害關係，即便企

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6 項允許其無庸進行迴避，仍不當然免除其受託義務及企業

併購法第 5 條第 3 項之利害關係說明義務959。相對而言，控制股東（非符合公司

法第 8 條第 3 項要件者）對於公司不負受託義務，故就董事或控制股東應否迴避

之問題，此二角色存有根本理念上的不同，不應同一而論960。 

有論者即認為，董事從事自我交易而違反忠實義務，恐造成公司及股東之損

害，若僅要求其揭露利害關係之資訊，而未要求其具利害關係時應迴避，將忽略

董事可能違反受託義務之問題；反之，股權取得為股東追求個人利益之展現，行

使持股權利參與併購議案合情合理。換言之，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6 項准許董

事無須迴避之正當性似有疑慮，而准許控制股東無須迴避之規定則無不妥961。以

                                                
954 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同註 7，第 4 段。 
955 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同註 7，第 6 段。 
956 公司法第 178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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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加

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公司法第 206 條第 1 項：「董事會之決議，除本法另

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公司法第 206 條第 4 項：「第

一百七十八條……之規定，於第一項之決議準用之。」 
957 莊永丞，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70 號關於現金逐出合併解釋之評析－以有利害關係之董事是

否應迴避為中心，萬國法律，224 期，頁 8，2019 年 4 月；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陳碧玉大

法官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頁 6，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

no=770（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958 陳碧玉大法官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同註 957，頁 5。 
959 鄭婷嫻，同註 502，頁 145。 
960 黃朝琮，同註 13，頁 90-91。 
961 莊永丞，同註 957，頁 8-9。 

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770
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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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法角度觀之，設有股東迴避規定之國家並不多見962，蓋限制具利害關係股東

之投票權，恐造成股東會決議非基於全體股東利益之綜合考量，而是基於不具利

害關係股東之個人利益，將使資本多數決之民主意涵遭受嚴重扭曲963。與其事前

禁止利害關係股東之參與，不如提供事後救濟手段亦同樣能防止股東權濫用之情

形964，從而，應無必要立法禁止具利害關係之股東參加併購案之投票。 

 單就董事應否迴避之問題，以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觀之，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6 項規定合於保障股東財產權之前提，係董事已盡利害關係資訊揭露義

務，以及立法者提供異議股東有效獲得股份公平對價之救濟方式。就前者而言，

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似缺乏明確性965，應於何時點向股東會及董事會說

明利害關係之資訊亦欠缺明確之期限要求966，且提供資訊不足時，缺乏有效救濟

方式967，本文認為此處宜透過企業併購法之修正968，解決相關疑慮；就後者而言，

本文則認為係立法論或司法論之手段選擇，並無絕對是非對錯。 

申言之，具利害關係之董事若未於併購決議迴避，將可能產生自我交易而違

反受託義務之情形，而董事是否滿足受託義務，按德拉瓦州實務見解，又為法院

裁定股份公平價格時，併購過程妥適性檢視之一環。以立法論角度而言，縱然修

正現行企業併購法，強制董事具利害關係時迴避，亦難保其隱身幕後左右其他董

事投票意向之情形發生969，不過，修法後當董事具利害關係卻未迴避時，法院認

定公平價格即可將此作為影響併購過程妥適性之因素考量，較無用法之疑義；以

司法論角度而言，倘企業併購法保留現行董事無須迴避之規定，法院檢視併購過

                                                
962 依論者整理，除德國設有迴避規定外，法國、日本、英國或美國皆無事前禁止具利害關係股

東參與投票之規定，而美國德拉瓦州主要係透過舉證責任轉置之效果，使具利害關係之股東自行

迴避。參閱黃朝琮，同註 13，頁 89。 
963 廖大穎，論股東行使表決權迴避之法理－兼評台北地院九十一年訴字第三五二一號民事判決，

月旦法學雜誌，99 期，頁 244，2003 年 8 月。 
964 劉連煜，股東及董事因自身利害關係迴避表決之研究－從台新金控併購彰化銀行談起，台灣

法學雜誌，112 期，頁 28-29，2008 年 9 月。 
965 戴銘昇，董事該迴避嗎？董事利益迴避的迷思！－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重上更（一）字第

59 號判決，台灣法學雜誌，251 期，頁 38，2014 年 7 月。 
966 縱使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中提到應於「相關會議開會之一定合理期間前」，使股東及時獲

取資訊，仍欠缺明確之期限要求。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蔡明誠大法官提出之部分協同

意見書，同註 20，頁 11-12。 
967 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同註 7，第 11 段。 
968 依據媒體報導，企業併購法之修法方向可能朝向股東權益之保障，具利害關係之股東或董事

是否迴避之問題即是其一。參閱王孟倫，併購下市傷小股東 金管會促修法，自由時報，2019 年

9 月 15 日，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318198（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969 戴銘昇，同註 965，頁 43-44。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318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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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妥適性時，仍得將董事具利害關係卻未迴避，亦未設立具有實權之特別委員會

970的情形，作為併購過程妥適性認定之考量因素，但此可能造成董事或未表示異

議而無法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之股東不公平之對待971。從而，無論選擇修正現行

企業併購法之規定，或透過法院解釋處理，重點仍係股東權益是否受充分保障972，

而非單純董事具利害關係時是否迴避之問題973。 

第二項 建立以併購過程妥適性為中心的認定公平價格方式 

 我國股份收買請求權裁定，除上市、上櫃或興櫃案件外，財務方法向來為實

務認定股份公平價格最重要的方式之一，直至晚近，甚至出現逕以偏重財務方法

的合理性意見與鑑定意見為依據，而直接採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之趨勢。此種作

法不但在簡易合併、管理階層收購或現金逐出合併等併購類型，容易忽略利益衝

突存在之問題，更可能使異議股東無法獲得股份之合理價格補償，已如前述974。

從而，以下本文將嘗試建構以併購過程妥適性為中心的認定公平價格方式。 

第一款 併購過程妥適，法院應尊重雙方協議之收購價格 

 於 Dell 案及 DFC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不斷強調若併購過程妥適，則收

購價格無非不得作為股份認定公平價格的有力衡量因素，甚至能賦予收購價格

100%權重使其等同公平價格975，惟應如何判定併購過程妥適性，實屬難題。併購

過程妥適性，須考慮所有與公平價格認定攸關之因素，應著重於併購過程事實面

挖掘，以及任何被接受的財務方式。惟各公司經營業務有所不同，各併購案進行

方式亦有差異，無法一概而論，故認定公平價格方式應隨個案調整，為彈性

                                                
970 就企業併購法第 6 條文義觀之，似無禁止公司設立具談判權、否決權等實權之特別委員會。 
971 對於董事，其可能認為自身已盡企業併購法規定之法定義務，卻仍遭法院於認定併購過程妥

適性時突襲，不甚公平；對於未表示異議之股東，其可能無法預知法院認定併購過程妥適性時，

會認為董事雖已盡法定義務卻仍影響妥適性，而未能及時異議以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感到不公；

對於法院，其是否會在董事已盡法定義務之前提下，仍認為併購過程妥適性受污染，亦值探求。 
972 例如具利害關係之董事參與表決，若有損股東權益，股東可據此停止董事不法行為，並請求

損害賠償，亦得請求公司以公平價格買回持股，故即便法律未修正，股東仍可尋求受託義務或股

份收買請求權之救濟方式，一味要求董事迴避並非不破之真理。參閱黃朝琮，同註 13，頁 91。 
973 有認為即便修法，亦不一定要刪減允許利害關係董事無須迴避之規定，增訂董事已進行迴避

作成決議，股東仍可事後訴請撤銷該決議之規定仍是一途。參閱戴銘昇，同註 965，頁 44。 
974 參閱本文第五章第二節第四項之內容。 
975 Dell, 177 A.3d, at 30-31; DFC, 172 A.3d, at 349. 



DOI:10.6814/NCCU2019012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8 
 

（flexible）之操作976，正因如此，併購過程妥適與否的認定無法建立明確標準，

否則可能出現投機欲低空飛過標準之情形977。每個法官對於個案事實認定亦可能

不同，甚至呈現對立，故以下本文將再次整理前述已提及之 Dell 案、 DFC 案

及 Lender Processing 案978，以期從中歸納實務認定併購過程妥適性之脈絡。 

 於 Dell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基於以下理由，認為併購過程妥適時，應於

本案賦予收購價格一定權重979：(1)公司實際營運情況與公司價值評估間，不存在

價值評估落差；(2)無證據顯示目標公司操縱股價，而期望公司能以低價售出（本

案為管理階層收購）；(3)財務顧問已於尋購期間探尋數位潛在收購者意願，亦有

多間公司曾對目標公司表達興趣，即便缺乏策略性買主亦與收購價格是否公平不

具合理關聯；(4)目標公司已與潛在收購者就公司營運進行充分溝通；(5)特別委

員會於簽約前階段與尋購期間均已盡力善盡職責；(6)股票市場健全有效率，市場

為公平競爭及較低的進入障礙。 

 於 DFC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基於以下理由，認為併購過程妥適時，應於

本案賦予收購價格一定權重980：(1)目標公司雖面臨未來法規不確定性，惟該風險

已反映於公司股票市場價格；(2)潛在收購者已透過詳盡的盡職調查瞭解目標公

司未來面臨風險；(3)市場投資人有充足資訊瞭解目標公司未來面臨風險；(4)本

案不存在利益衝突；(5)財務顧問已盡力探尋潛在收購者；(6)目標公司調降財務

預測後，無人願意出具比本案最終併購公司更高之價格。 

 於 Lender Processing 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基於以下理由，認為併購過程

妥適時，即便未缺乏可靠數據使用現金流量折現法計算公平價格，仍應於本案賦

予收購價格一定權重981：(1)目標公司於簽約前階段有各式足夠潛在收購者競爭，

包含財務性與策略性買主，且各潛在收購者知悉彼此存在；(2)目標公司經財務顧

問分析優劣各潛在收購者後始進入協商程序；(3)目標公司董事會未特別偏袒某

                                                
976 Dell, 177 A.3d, at 21. 
977 Korsmo & Meyer, supra note 766, at 278. 
978 Dell 案部分，請參閱本文第四章第三節第一項之內容； DFC 案部分，請參閱本文第四章第三

節第二項之內容； Lender Processing 案部分，請參閱本文第五章第二節第三項之內容。 
979 Dell, 177 A.3d, at 23-35.  AOL 案之審理法官 Glasscock 將 Dell 案中，併購過程妥適性之認定

標準稱為「Dell Compliant」，並將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於該案認為併購過程妥適之理由歸納為：(1)

資訊充分傳遞予潛在收購者、(2)交易案係在資訊充分被瞭解之情況所做成、(3)無不當阻礙交易

案之事由，see In re AOL Inc., 2018 WL 1037450, at *8 (Del. Ch. Feb. 23, 2018). 
980 DFC, 172 A.3d, at 372-376. 
981 Lender Processing, 2016 WL 7324170, at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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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潛在收購者，而於簽約前階段提供各潛在收購者充足、適當且相同之資訊；(4)

各潛在收購者有充分時間進行盡職調查；(5)目標公司現有管理階層於合併完成

後不會留任，故其有誘因尋求其他潛在收購者與本案最終併購公司競爭，以提高

收購價格；(6)目標公司經營階層具利益衝突者，皆已於決策進行時迴避；(7)併購

協議設有無限制配對權，本案最終併購公司若於尋購期間面臨其他潛在投資者出

價，得不斷加價以超過其出價。 

 綜上，德拉瓦州實務對於併購過程妥適性之判定並非一蹴可幾。就時間範圍

而言，從簽約前階段、簽約後尋購期間，乃至股份完成交割前982，皆是檢驗併購

過程妥適性的範疇；就檢驗面向而言，則主要從目標公司與各潛在收購者間是否

進行充分溝通、是否具利益衝突983、是否有足夠競爭、併購契約之條款設計，以

及收購價格是否為併購公司充分瞭解目標公司未來發展之前提協商而成等進行

檢視。非僅側重目標公司董事會有無違反受託義務，而是同樣看重目標公司與各

潛在收購者之互動。惟須注意，縱使董事有無滿足其受託義務與併購過程妥適性

之認定具高度關聯性，董事滿足受託義務之要求，亦不代表收購價格即足反映公

平價格984。此外，德拉瓦州與我國就董事及特別委員會之義務與司法審查亦有差

異，無法逕將德拉瓦州實務見解套用至我國實務作法，已如前述985。 

透過完整併購過程檢視，倘併購過程妥適性尚無疑慮，則本文認為實務即應

相當程度重視收購價格之地位。換言之，經妥適併購過程所得之收購價格，即可

理解為該價格係由併購雙方充分討論協商、未偏向併購公司或目標公司之利益，

為一個公正且平等之價格，而無非不得作為股份公平價格之認定依據。不過，此

非表示併購過程妥適時，即應推定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公平價格的認定，除併

購過程妥適性，仍可藉由財務方法進行收購價格公平與否的確認986，以確保收購

                                                
982 於 Lender Processing 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即認為簽約後（post-signing）至交割前（pre-closing）

階段目標公司之表現，可作為判斷收購價格是否包含綜效（synergy）之考量。See Id. at *26. 
983 並非於併購案中存有利益衝突，即對於併購過程妥適性必有所減損，例如於 Stillwater 案， 

McMullen（Stillwater 公司之總裁、CEO 及董事）規劃在離開公司前使併購案成交，一方面提振

公司股價，二方面獲得更高的卸任 CEO 之報酬，於此原告（異議股東）認為 McMullen 即於本

案具利益衝突。於此，德拉瓦州衡平法院認為因 McMullen 握有公司大量股權，而使其本人或董

事會皆有動機追求更高的收購價格。See Stillwater, at *31-35. 
984 參閱本文第五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二款之內容。 
985 參閱本文第五章第四節第一項第三款之內容。 
986 嚴格來說，收購價格亦通常由財務方法及其他因素（例如市場價格、控制權溢價、少數股權

折價等）計算而成，法院認定公平價格時，即應將併購過程中所用財務方法之計算是否合理，納

入公平價格認定之考量。例如 Dell 案中，德拉瓦州衡平法院認為本案係管理階層收購（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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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合理性987，故不應於併購過程妥適時直接推定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法院應

從各面向確認最終認定之價格是否已謂公平。 

第二款 併購過程有疑慮，仍得以財務方法重新計算股份公平價格 

 德拉瓦州或我國實務，長久以來皆有仰賴財務方法計算及認定股份公平價格

之勢。德拉瓦州實務自 Weinberger 案後，揚棄傳統德拉瓦州塊狀法，改以可類

比公司法、可類比交易法及現金流量折現法等為主要計算方法，又以現金流量折

現法被各級法院大量運用，誠如前述988；我國實務則以資產法、市場法或收益法

為評價基礎方法，亦常見各種方法混用再求其平均值者989。無論何種財務方法，

若該財務方法之運用來自獨立專家合理性意見或鑑定人之鑑定意見，均無法避免

「人」的客觀性檢驗問題。例如 Del Monte 案，財務顧問具利益衝突之行為，不

但使其無法以客觀角色為目標公司提供適當建議，亦連帶使董事會可能接受對公

司不合理之收購價格而違反受託義務990。 

各種評價財務方法由不同財務專家詮釋、運用，亦可能產生截然不同（widely 

divergent）的結果，例如現金流量折現法之未來現金流量推計與折現率選用991、

可類比公司法之類比標的選擇、評價方法選用992等皆屬之993。當財務專家受委任

於公司，變數各自選用情形尤為明顯，倘獨立專家或鑑定人與聲請裁定公司具利

益衝突，即可能於法庭出具有利公司之意見994。再者，法官係受專業法學訓練

（law-trained），其是否具判讀各式財務方法之能力，亦有可議之處995。就此，

                                                
惟特別委員會始終採槓桿收購（LBO）定價模型評估公司價值，令計算結果有低估公司價值之疑

慮。See Dell, 2016 WL 3186538, at *29-30. 
987 Lawrence A. Hamermesh et. al., supra note 446, at 1007. 
988 參閱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一項之內容。 
989 參閱本文附錄非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案件之公平價格計算方式。 
990 參閱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一項第一款之內容。 
991  例如於 DFC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即對原審法院在現金流量折現法的成長率選用上頗有微

詞，因其認為 DFC 公司尚未達到營運穩定狀態，原審法院卻使用營運穩定時用以計算終期值的

戈登成長模型（Gordon Growth Model）而將成長率從 3.1%上調至 4%，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此

非合適之作法。See DFC, 172 A.3d, at 379-381. 
992 評價的不確定性可能由多種因素造成，而可大致分類為：(1)市場失序；(2)攸關輸入值的可得

性；(3)評價特定方法或模式之選擇，故評價方法的選用為評價不確定性的來源之一。參閱財團法

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評價實務指引第二號，評價之不確定性第 15 條，http://dss.ardf.or

g.tw/ardf/vbs02.pdf（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993 Daniel R. Fischel, Market Evidence in Corporate Law, 69 U. Chi. L. Rev. 941, 943 (2002). 
994 Id. 
995 Union Illinois, 847 A.2d, at 359. 

http://dss.ardf.org.tw/ardf/vbs02.pdf
http://dss.ardf.org.tw/ardf/vbs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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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2 年度司字第 58 號裁定即以「鑑價涉及主觀方法之選擇」

及「獨立專家提出系爭複核意見書，且已具有相當客觀憑信性」等為由，認為再

行鑑定僅是徒生兩造對於評價方法之爭執，而此為判斷餘地專業保留，並無標準

答案之是非對錯，故無再送鑑價必要996。由此可見，法院一味將股份收買請求權

案件送請鑑定，並非解決爭端之最佳方式，且或許如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於 Dell 

所述，沒有任何一種財務方法，能精準地計算出所謂真正公平之價格997。 

再觀察本文整理我國實務案件998，未見有法院認定股份公平價格低於併購公

司收購價格者，換言之，現行法院認定之公平價格皆大於或等於收購價格。論理

上，股份公平價格（即真實價值）可能低於、等於或高於收購價格999，當法院過

度依賴財務方法重新計算價格，且有公平價格恆高於收購價格之趨勢，使股東於

裁定中穩贏不輸，從而不願與公司達成協議，造成併購效率降低1000，甚至導致收

買套利產生1001，將與股份收買請求保護異議股東之立法目的未盡相符。 

 綜上，本文認為若併購過程妥適，即併購案係公平交易及不具利益衝突，認

定股份公平價格時即得賦予收購價格較財務方法更優先之地位；反之，併購過程

若非妥適，代表收購價格非經充分溝通協商而成，毋寧再將財務方法作為替代工

具1002，輔助計算股份價格，惟法院仍應充分檢驗合理性意見及鑑定意見之客觀

                                                
996 同此見解者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7 年度抗字第 55 號裁定、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5 年度

司字第 14 號裁定、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5 年度司字第 20 號裁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6 年度司

字第 224 號裁定。 
997 Dell, 177 A.3d, at 22. 
998 請參閱本文附錄之內容。 
999 Korsmo & Meyer, supra note 495, at 1587. 
1000 王文宇，同註 284，頁 11-12。 
1001 論者認為，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於 Dell 案、DFC 案及 Aruba 案肯認以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之

認定方式，加上公司法第 262 條有關利息支付之修正，能有效減少收買套利行為，see Jason M.

 Halper, Joshua Apfelroth, and Jared Stanisci, Cadwalader, Wickersham & Taft LLP, The Delawa
re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in Verition Partners Master Fund Ltd. v. Aruba Networks, Inc.—

Calculating Fair Value in Statutory Appraisal Cases (Apr. 20, 2019), at https://corpgov.law.harva
rd.edu/2019/04/20/the-delaware-supreme-courts-decision-in-verition-partners-master-fund-ltd-v-aru
ba-networks-inc-calculating-fair-value-in-statutory-appraisal-cases/ (last visited: Oct. 16, 2019). 
1002 於 DFC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市場價格與財務方法評估之價格間有著互補關係，效率

市場中，因資訊取得公開透明，而使市場價格能真實反映公司價值；反之，市場不具效率時，財

務方法即得作為替代性評價工具，此見解與本處有異曲同工之妙，see DFC, 172 A.3d, at 369-370. 

惟於 Jarden 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基於公司未踐行妥適併購程序、股票市場具交易效率，且使

用現金流量折現法計算公司價值之結果與市場價格相去不遠，而採低於收購價格之「未受合併因

素影響之市場價格」作為本案公平價格，故此處非指僅能以財務方法作為替代工具，而本案後續

德拉瓦州實務態度為何，亦值關注，see Jarden, 2019 WL 3244085, at *1-4. 

https://corpgov.law.harvard.edu/2019/04/20/the-delaware-supreme-courts-decision-in-verition-partners-master-fund-ltd-v-aruba-networks-inc-calculating-fair-value-in-statutory-appraisal-cases/#3b
https://corpgov.law.harvard.edu/2019/04/20/the-delaware-supreme-courts-decision-in-verition-partners-master-fund-ltd-v-aruba-networks-inc-calculating-fair-value-in-statutory-appraisal-cases/#3b
https://corpgov.law.harvard.edu/2019/04/20/the-delaware-supreme-courts-decision-in-verition-partners-master-fund-ltd-v-aruba-networks-inc-calculating-fair-value-in-statutory-appraisal-cases/#3b


DOI:10.6814/NCCU2019012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72 
 

性1003，避免誤信偏離真實價值之意見。如此方式一定程度可減少財務方法主觀

選用問題1004，法院不必於股份收買裁定中高度倚賴專家意見而能節省費用支出

1005，亦是尊重併購雙方協議之價格以保護交易安定性。 

於德拉瓦州近期案例中，可見實務於 Dell 案及 DFC 案後，更偏好使用以

市場為基礎（market-based）的價格（例如收購價格或股票市場價格），取代傳統

以財務方法重新計算公平價格之方式1006，惟當市場基礎之價值無法反映公平價

值時，財務方法仍不失為一種認定公平價格之方式1007。必須注意的是，當法院於

併購過程妥適性有疑慮時，採行收購價格以外之方式認定公平價格，最終認定之

結果即有低於收購價格之可能1008，惟理論上既併購過程已非妥適，代表收購價

格公允性亦已受污染，則不認可公司併購過程或收購價格而尋求法院重新認定公

平價格之異議股東，最終卻得到低於收購價格之價額黯然退場，似有懲罰積極爭

取權益的股東之意涵1009，如此對於股東是否可謂公平，仍有探求之餘地。 

第三款 無論股票市場是否具效率，皆不應逕市場價格以為公平價格 

                                                
1003 有論者認為，鑑定意見因為法院囑託進行，預設上應較合理性意見可信，不過仍應視具體個

案而定。參閱黃朝琮，同註 223，頁 140 註 339。 
1004 收購價格的協商過程中，併購公司無可避免地會聘請財務顧問，使用財務方法評估目標公司

之價值；目標公司亦會以財務方法評估自身價值。惟收購價格係經買方與賣方同意始有成交之可

能，妥適併購過程所產出之收購價格較可避免股份收買請求權裁判流於專家就財務方法、變數選

用上，對於股份公平價格的爭論。See Brief of Law and Corporate Finance Professors as Amici Curiae 

in Support of Reversal, DFC Glob. Corp. v. Muirfield Value Partners, L.P., 172 A.3d 346 (Del. 2017) No. 
518, 2016, 2017 WL 182742, at 11. 
1005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5 年度司字第 14 號裁定即曾指出該案鑑定費用高達 300 萬元，而按企

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2 項規定，鑑定人之鑑定費用由公司負擔。 
1006 例如德拉瓦州衡平法院於 Columbia 案及 Stillwater 案基於併購過程妥適，採收購價格為公

平價格；於 Jarden 案則基於併購過程非妥適，而採未受合併因素影響之市場價格為公平價格。

See Jason Halper, Nathan Bull, and Sara Bussiere, Cadwalader, Wickersham & Taft LLP, Market 
Based Factors as Best Indicators of Fair Value (Sep. 14, 2019), at https://corpgov.law.harvard.e
du/2019/09/14/market-based-factors-as-best-indicators-of-fair-value/ (last visited: Oct. 16, 2019). 
1007 於 AOL 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基於本案併購契約條款之設計有禁止接觸條款及無限制配對

權、管理階層於簽約後階段公開承諾將與 Verizon（本案最終買方）進行併購，以及 Verizon 取

得公司機要資訊使其極具優勢等因素，認為尋購期間無法有效吸引潛在收購者探詢出價，而使本

案競爭不足，故不採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惟收購價格於本案仍可雙重確認（check）法院以現

金流量折現法計算之價值是否公允，see AOL, 2018 WL 1037450, at *8-10。此外，因兩造無提出相

關主張，故法院並無進一步考量市場價格於本案之地位，see Id., at *10 n.118. 
1008 於 AOL 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最終以現金流量折現法計算公平價格為每股美金 48.7 元，相

較於收購價格每股美金 50 元，約減少 2.6%，see Id., at *21；於 Jarden 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最

終以未受合併因素影響之市場價格每股美金 48.31 元作為公平價格，相較於收購價格每股美金

59.21 元，約減少 18.41%，see Jarden, 2019 WL 3244085, at *3-4. 
1009  R. Garrett Rice, Give Me Back My Money: A Proposed Amendment to Delaware's Prepayment 
System in Statutory Appraisal Cases, 73 Bus. Law. 1051, 1065 (2018). 

https://corpgov.law.harvard.edu/2019/09/14/market-based-factors-as-best-indicators-of-fair-value/
https://corpgov.law.harvard.edu/2019/09/14/market-based-factors-as-best-indicators-of-fair-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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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拉瓦州實務及學說觀之，無論是否將效率市場之股份價格與請求權裁定

之公平價格作聯結，股票市場價格至多僅能作為公平價格認定的參酌因素之一，

尚不得直接作為公平價格1010。況且我國股票市場設有漲跌幅 10%限制1011，相對

而論，歐美主要市場多無設漲跌幅限制1012，基本假設前提已有所不同，我國股票

市場能否於此限制下迅速完全反應公司重大併購消息，不無疑義。 

 再者，投資人非理性行為亦為影響股票市場具效率與否因素之一，例如欲避

免損失的風險趨避心態、以後見之明過度自信角度高估預測未來之能力、跟風從

眾買進賣出股票之行為等皆屬之。從而，投資人決定是否投資時，往往係尋求可

接受或滿意之方案，而非最佳方案1013，無法完全避免人類非理性行為，亦屬效率

市場假說挑戰之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Fischer Black 曾將效率市場定義為股

價於真實價值的兩倍區間內，意謂效率市場反映之股價為真實價值的 2 倍或 1/2

倍1014。此即不難想像，股票市場要具備效率市場假說所謂資訊效率與基礎價值

效率，而使市場價格能反映股票真實價值之情形，於現實情況中殊難發生。 

不過，市場價格非全無參考價值，於市場自由交易所生之價格，仍能反映部

分投資人對公司發展之期望。一般而言於併購實務，併購消息公布後因套利者買

進股票，市場價格將呈現上揚趨勢，至股東會決議日之市場價格即會趨近收購價

格，故若該日市場價格大幅偏離收購價格1015，或可作為法院認定公平價格時，收

購價格或許不公之警訊。又股份收買請求權作為股東能以異議時合理價格取回投

資之最後救濟手段，所謂合理價格，法院即應探求各種與公平價格認定攸關之因

素，而不宜設定價格之認定上限或下限1016，避免妨礙發現公司真實價值之可能。 

                                                
1010 Aruba, 210 A.3d 128, at 137. See also Korsmo & Meyer, supra note 766, at 267. 
1011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 63 條。 
1012 參閱臺灣證券交易所放寬漲跌幅度專區之介紹，https://www.twse.com.tw/zh/page/trading/in

formation8.html#03（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1013 謝劍平，同註 744，頁 180-181。 
1014 Fischer Black, Noise, 41 J. Fin. 529, 533 (1986). 
1015 該日收購價格仍可能低於市場價格，例如於敵意併購之情形，公司為反抗收購方之併購而用

各種方式操縱公司股價，使股價高於公開收購之價格，進而令股東不願參與公開收購，讓收購案

破局，2017 年凱美公開收購大毅案即是一例。惟本文討論範疇為合意併購，故合意併購時，股

東會決議日之市場價格通常與收購價格相近，且收購價格亦通常高於該日市場價格。 
1016 惟從比較法觀點，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認為公司收購異議股東股票之價格，不得低於合併契約

簽訂時股份於市場之交易價格，且無須考慮股票於證券市場是否確能賣出，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黃瑞明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同註 20，頁 4-5。本文認為此種見解非全無道理，

若股東得到一個低於市場價格的公平價格，則不如直接於股票市場出脫持股，實無再耗費時間、

金錢與精力進行冗長裁定程序之必要。 

https://www.twse.com.tw/zh/page/trading/information8.html#03
https://www.twse.com.tw/zh/page/trading/information8.html#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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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公平價格認定之權重分配 

 最後，問題回到若併購案同時有市場價格、收購價格、合理性意見價格及鑑

定意見價格之存在，法院應如何權衡使用？某些情況，也許使用單一方法計算及

認定公平價格為最適合之方式，此時若再賦予其它方法權重，即可能使公平價格

偏離真實價值；又某些情況，也許公平價格之衡量須從多個因素考量，而不可僅

以單一方法為重。財務方法選用亦是如此，某些併購案僅適合以單一方法計算；

又某些併購案則適合以多種方法加權平均混合計算1017。此皆應視個案而定，無

法建立明確標準，更不可於併購過程妥適時推定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 

 不過，只要是「人」就難以完全避免主觀性之存在，即便是事實調查者

（factfinder）亦可能於不同庭審，就相同事實作出相異結論。所謂公平價格，並

非價格越高越好，而是法院以裁量權決定各方法權重分配時，是否已就個案具體

事證進行詳盡審查，並衡量所有與公平價格認定攸關之因素1018，使該價格能經

起交易市場之檢驗，非僅以財務方法作為論證基礎1019。 

綜上，本文認為法院只要有足夠論證支撐其賦予權重之論點，而非如我國現

行實務逕以市場價格或專家意見決定公平價格，則其於個案如何分配各方法權重，

即屬於裁量權自由心證之範圍。法院認定公平價格方式，須與我國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保護異議股東立法目的相符1020，即使其得以合理價格取回投資，且異議股

東或公司任一方不得因公司收買股權而獲有額外利益或權益受有減損，亦須於企

業併購法第 1 條鼓勵企業進行併購之立法目的，與股份收買請求權保障異議股東

權益間取得平衡1021，最終認定之價格方能與公平內涵相符。  

                                                
1017 Dell, 177 A.3d, at 22. 
1018 DEL. CODE ANN. tit. 8, § 262(h) (“the Court shall take into account all relevant factors.”). 
1019 Id. at 22-23. 
1020 參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抗字第 231 號裁定。 
1021 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黃虹霞大法官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同註 6，頁 6-7；司

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黃瑞明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同註 20，頁 4-5；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蔡明誠大法官提出之部分協同意見書，同註 20，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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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研究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第一項 現行企業併購法股份收買請求權規定之缺漏 

 我國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制度設計，自我國企業併購法於 2015 年 7 月

8 日修正後，無論適用併購類型、股東向公司請求之程序、公司向法院聲請裁定

之規定，及法院裁定程序等，皆相較於修正前更加完備，惟現行法對於股東權益

保障仍有不足處，部分問題於司法院釋字第 770號解釋曾受討論，以下分述論之： 

一者，現行企業併購法股份收買請求權規定非適用所有併購類型，例如三角

合併由併購公司設立特殊目的公司與目標公司進行合併，此時併購公司股東若不

同意併購案進行，亦無從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非對稱式分割，被分割公司異議

股東僅能按公司法第 317 條第 1 項規定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無法一體適用企業

併購法第 12 條規定。此外，現行企業併購法僅適用股東主動向公司請求收買股

票，不適用其不願被公司逐出，卻遭現金逐出合併而被強迫剝奪股份之情形。 

二者，現行企業併購法要求股東若欲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須放棄表決權，

相較於此，公司法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之規定無此要件。硬性要求股東放棄表決

之權利，恐侵害其於重大議案發聲之機會，若再按學者見解及經濟部 2007 年 12 

月 13 日函釋，即放棄表決權數不計入已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則股東放棄表決權

後股東會議案將更易通過，形同鼓勵股東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又我國實務認定

股份價格有衡高於或等於收購價格之情形，即有助長收買套利發生之可能。 

三者，現行企業併購法關於股份價格計算欠缺明確且充分之規定，雖我國有

評價準則公報可供評價人員參考，惟無論於併購實務或股份收買請求權裁定實務

仍不乏出現評價結果過於主觀或兩造各持已見之現象。且我國裁定實務於上市、

上櫃或興櫃案件，早期有採股票市場價格為公平價格、晚近有採收購價格之趨勢；

於非上市、上櫃或興櫃案件，則因缺乏股票交易之市場價格，而有仰賴財務方式

計算之現象，法院缺乏一致性判斷標準，將使裁定結果不具可預期性。 

第二項 我國股份收買請求權實務認定公平價格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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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既有保護少數股東，使其得取回投資之立法目的，

制度設計上應設有效權利救濟機制，以確保對價公平性。所謂公平，即不偏向併

購公司或異議股東，且能合理反映併購時公司真實價值。是以，股份公平價格之

裁定，須著重於「公平」及「價值認定」。以我國股份收買請求權實務認定股份

公平價格作法觀之，本文認為存有以下問題： 

第一，市場價格於上市、上櫃或興櫃案件具舉足輕重之地位。申言之，該類

案件早期實務常逕採市場價格（如股東會決議日收盤價格等）為公平價格，即便

晚近有以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之趨勢，仍是基於收購價格高於市場價格之前提。

如此作法非但未進一步考慮我國設有漲跌幅限制之股票市場是否為效率市場而

能反映公司真實價值，於股價易受控制股東操弄之私有化併購類型（如管理階層

收購、現金逐出合併等），併購資訊能否為股票市場充分考量消化亦有疑義，倘

控制股東於股價低點進行併購，市場價格可否謂公平，似有探求之餘地。 

第二，法院採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時，鮮少檢視併購過程妥適性。晚近無論

於上市、上櫃或興櫃案件或非上市、上櫃或興櫃案件，皆有不少採收購價格為公

平價格者，惟其論述過程多僅憑獨立專家合理性意見或鑑定人之鑑定意見，即認

收購價格已足表彰公平價值，未深究併購過程妥適性。換言之，倘併購過程存在

利益衝突、雙方未積極協商價格或為私有化併購類型等情況，收購價格常係立於

不對等立場所決定，若法院又逕以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則異議股東如同被迫取

回無法反映公司真實價值之價額退場，其權益能否受充分保障，不無疑義。 

第三，獨立專家客觀性未受法院重視。我國為數不少裁定實務仰賴獨立專家

合理性意見認定股份公平價格，具備公正、客觀及超然獨立的專家意見確實可作

為法院認定之參考依據，惟若專家與公司具利益衝突、有領取或有酬金等情形，

或其意見之有選用不當方法、參數假設不合理、設定錯誤評價基準日等狀況，法

院逕採專家意見而未作任何修正，將或使最後認定價格與真實價值未符。 

第三項 美國德拉瓦州實務認定股份公平價格之趨勢變化 

 1983 年德拉瓦州最高法院作成 Weinberger 案判決，為德拉瓦州實務認定

公平價格之重要先例及分水嶺。該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改以「整體公平標準」為

併購案測試基準，即原告若能舉證併購公司董事有利益衝突，則併購公司須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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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交易案符合「公平交易」與「公平價格」負擔舉證之責；再者，德拉瓦州最高

法院揚棄傳統德拉瓦州塊狀法，改以其它被併購實務及法院普遍接受之財務方法

計算公平價格，包含可類比公司法、可類比交易法及現金流量折現法等。 

 任何評價財務方法皆難避免參數假設主觀性，以德拉瓦州實務最常採用的現

金流量折現法為例，變數選用差異、公司前景之悲觀或樂觀預測或不同的長期成

長率假設等，皆可能造成最終計算結果有重大差異，對於非商學背景之法官，是

否有能力妥適運用財務方法計算並辨識專家選用方法之謬誤，似有疑義。 

而德拉瓦州實務常以財務方法重新計算股份價格，使法院認定之公平價格常

有高於收購價格情形。於 Transkaryotic 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更肯認併購案宣

布後，向股東收買股份成為權益所有人再提起股份收買請求權訴訟之行為，只要

提起訴訟股份數未超過有資格提起訴訟股份總數，即可作為一種策略投資手法。

此外，於 2016 年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h 項修正前，公司須給付股東公平價格

加上利息費用，利息費用之年利率按美國聯準會重貼現率加 5%計算，使股東獲

得高額利息收益。以上因素被認為是 2011 年至 2015 年間興起收買套利風潮之推

力，於此德拉瓦州實務認定股份公平價格之方式亦產生相應變化。 

 2013 年 Ckx 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基於併購案缺乏可類比公司或交易來使

用可類比公司法或可類比交易法，及未有可靠參數使用現金流量折現法計算股份

價格，且收購價格係經效率市場公平交易而得，而認收購價格可作為公平價格，

後續 Ramtron 案、 PetSmart 案、 BMC 案及 AutoInfo 案皆採類似 Ckx 案之見

解。甚而 2015 年 Ancestry.com 案與 2016 年 Lender Processing 案更是於「未缺

乏可靠數值使用現金流量折現法」及「併購過程妥適」之情況，仍採收購價格為

公平價格。上述以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之見解亦生疑義，即併購過程妥適是否即

應推定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併購過程妥適性又應如何認定？ 

 贊成併購過程妥適時推定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者認為，建立安全港之作法能

使潛在收購者願意投入更多時間及金錢進行詳細的盡職調查，亦是尊重市場機制

運作；反對併購過程妥適時推定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者則認為，股份收買請求權

具有防止併購公司出價過低、促使目標公司評估收購價格是否合理等功能，法院

必須衡量所有認定股份公平價格之攸關因素，不可逕以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方

能與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262 條第 h 項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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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爭議問題於 2017 年 Dell 案及 DFC 案上訴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時到達白

熱化地步，最終實務採後者見解。申言之，其雖肯認併購過程妥適時，收購價格

能作為認定公平價格強而有力的參考依據，惟仍堅守其於 2010 年  Golden 

Telecom 案建立之見解，即不得逕於併購過程妥適時推定收購價格等同公平價格。

而併購過程若董事未違反受託義務、股票市場健全且有效率、市場為公平競爭、

有較低的進入障礙、目標公司已盡力探詢潛在收購者或不存在利益衝突等情形，

則代表併購過程妥適，此時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應賦予收購價格一定權重，甚

至可在衡量其它攸關因素後採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 

 此外，於 2019 年 Aruba 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曾基於 Dell 案及 DFC 案

之見解，即股票市場具效率或半強勢效率，市場價格得作為衡量公平價格因素之

一，而以「未受合併因素影響的 30 天平均市場價格」為公平價格。惟該案上訴

至德拉瓦州最高法院遭廢棄發回，其強調 Dell 案及 DFC 案就效率市場之分析，

僅是說明併購過程妥適時，市場價格可作為衡量公平價格的依據之一，而非得逕

以市場價格為公平價格。嗣後於 Stillwater 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即於該案公司

股票市場經分析具半強勢效率之前提下，最終仍採收購價格為公平價格。 

第四項 我國實務認定股份公平價格問題再思考 

 我國實務面臨併購案有市場價格、收購價格、合理性意見價格或鑑定意見價

格存在時，本文認為應建立以併購過程妥適性為中心的認定公平價格方式，即併

購過程妥適時，法院應尊重雙方協議之收購價格；併購過程有疑慮時，再以財務

方法重新計算股份公平價格，而市場價格不應直接作為公平價格，而僅應為認定

之參考，理由分述如下： 

 首先，雖於 Dell 案及 DFC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肯認若股票市場為效率市

場或半強勢效率市場，則市場價格能反映公司價值，認定公平價格時應將市場價

格作為衡量因素，惟有論者認為聯結效率市場假說與股份公平價格之作法不妥。

而無論是否聯結效率市場假說，本文認為我國股市設有漲跌幅限制，且現實中投

資人非理性行為難與效率市場假說所謂理性投資人相符，不宜逕以市場價格為公

平價格，惟基於收購價格常為市場價格加計數成溢價而得，而市場價格仍能反映

部份投資人對公司營運之期待，故仍能作為認定公平價格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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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透過完整併購過程檢視，倘併購過程妥適性尚無疑慮，則本文認為應

一定程度尊重雙方協議而成的收購價格，以保護交易安定性，亦可再藉由財務方

法確保收購價格之合理性。而檢視時間範圍從簽約前階段、簽約後尋購期間，乃

至股份完成交割前；檢視面向從目標公司與各潛在收購者間是否已充分溝通、是

否具利益衝突、是否有足夠競爭、收購價格是否為併購公司充分瞭解目標公司未

來發展後協商而成、董事是否違反受託義務，以及特別委員會成員是否盡其義務

等。惟須注意我國董事及特別委員會成員所負義務與德拉瓦州不盡相同，實務審

查方式亦有不同，尚無法直接套用德拉瓦州實務見解於我國，不過該州法院見解

仍具一定參考價值，可作為我國立法或司法操作之借鏡。 

 三者，經前述併購過程檢視，若併購過程妥適性有疑慮，代表收購價格係產

出於受污染併購過程，此時可借重財務方法（如市場法、收益法或資產法等）彌

補收購價格不足處，此非表示法院即應屏棄收購價格，而是法院應合理使用裁量

權限決定收購價格與財務方法間所賦予之比重。此外，有鑑於法官受限於評價知

識不足，常出現仰賴獨立專家意見或鑑定人意見之情況，亦須充分檢驗專家客觀

性，避免誤信偏離真實價值之意見，尤以獨立專家受委任於公司，報酬來自併購

當事人，相較於受法院囑託的鑑定人，客觀性更應受重視。 

 綜上所述，於股份收買請求權裁定，人的主觀性為不可避免之問題，無論是

兩造、獨立專家、鑑定人，抑或法官，皆有可能基於相同事實卻作出相異結論，

重點在於法院應有足夠論證支撐其論點，檢視併購過程妥適性即為重要環節之一。

認定股份公平價格時不可使異議股東或公司任一方因公司收買股權而獲有額外

利益或權益受有減損，亦應於鼓勵企業進行併購與保障異議股東權益間取得平衡，

方能使最終認定結果公正而不偏私，符合公平價值之內涵。 

第二節 未來研究建議 

 本文囿於時間與篇幅，無法就企業併購股份收買請求權公平價格認定之其它

面向、議題作逐一細項討論，冀望後進得補足本篇論文不足之處： 

一、 納入更多國家之現行法與實務見解作為比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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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僅探討美國德拉瓦州現行法規定與實務認定公平價格之方式，惟未再與

如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日本公司法、德國股份公司法及英國公司法等成熟之法

規範及渠等充足之實務見解進行比較。 

二、 探研商業事件審理法（草案）對於實務裁定公平價格之影響 

司法院於 2019 年 6 月 21 日公布「商業事件審理法草案」1022，其中草案第

2 條第 3 項第 1 款明定公開發行公司裁定收買股份價格事件，係商業法院管轄之

商業非訟事件1023，草案第 47 條以下參考英美法制引進專家證人制度，以補強現

行鑑定制度不足處1024。因商業事件審理法草案甫公布而缺乏學說討論，故若後

續文獻充足，本文認為應補足該草案（或通過為法律）對實務裁定影響之討論。 

三、 分析收購價格與合理性意見之關聯性 

當實務裁定公平價格係參考合理性意見，本文認為除應實質分析獨立專家獨

立性、客觀性及專業性等，尚可從我國公開發行公司併購案1025中收購價格與合

理性意見之關聯性角度切入。申言之，既裁定實務大量仰賴獨立專家意見，為避

免其合理性意見於併購實務淪為背書收購價格之工具，故分析收購價格座落於合

理性意見價格區間何處，或可作為研究我國獨立專家客觀性之參考。  

                                                
1022  司法院，商業事件審理法草案初稿完成記者會新聞稿，http://jirs.judicial.gov.tw/GNNWS/NN

WSS002.asp?id=475503（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1023 參閱本款立法說明：「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裁定收買股份價格事件，涉及少數股東權益及公

司經營權紛爭，並影響市場交易秩序甚鉅，應由商業法院管轄，爰於第三項第一款明定為商業非

訟事件。又本款所稱裁定收買股份價格事件，例如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七條、企業併購法第十二

條聲請法院裁定價格等事件，均屬之。」 
1024 參閱商業事件審理法草案第 47 條之立法說明。 
1025  本文建議挑選公開發行公司之原因其一係公開發行公司併購資訊可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上取

得；其二係企業併購法第 6 條僅規定公開發行公司之特別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進行審議時，應委

請獨立專家協助就收購價格合理性提供意見。 

http://jirs.judicial.gov.tw/GNNWS/NNWSS002.asp?id=475503
http://jirs.judicial.gov.tw/GNNWS/NNWSS002.asp?id=47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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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劉紹樑，強化企業併購法則，月旦法學雜誌，128 期，頁 5-25，2006 年 1 月。 

61. 劉連煜，三角合併的規劃，台灣法學雜誌，69 期，頁 166-169，2005 年 4 月。 

62. 劉連煜，公司分割與營業讓與，台灣法學雜誌，54 期，頁 133-140，200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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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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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一號判決及其歷審判決評析，月旦法學雜誌，

195 期，頁 225-243，2011 年 8 月。 

64. 劉連煜，合併異議股東之股份收買請求權，月旦法學教室，23 期，頁 26-27，

2004 年 9 月。 

65. 劉連煜，股份收買請求權與控制權溢價，月旦法學教室，65 期，頁 26-27，

2008 年 3 月。 

66. 劉連煜，股份轉換、股份交換與股份收購，台灣法學雜誌，82 期，頁 271-

279，2006 年 5 月。 

67. 劉連煜，股東及董事因自身利害關係迴避表決之研究－從台新金控併購彰化

銀行談起，台灣法學雜誌，112 期，頁 19-35，2008 年 9 月。 

68. 劉連煜，讓與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之判斷基準，台灣法學雜誌，29 期，頁

114-121，2001 年 12 月。 

69. 蔡昌憲，下市交易中利益衝突之淨化機制：從美國 Dell 公司收購案談起，國

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44:2 期，頁 533-597，2015 年 6 月。 

70. 蔡昌憲，自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談私有化併購交易之利益衝突迴避爭

議：兼論與國巨案、美國戴爾電腦案的比較，萬國法律，224 期，頁 12-35，

2019 年 4 月。 

71. 蔡英欣，股份收買請求權制度之檢討，全國律師，18:2 期，頁 49-61，2014

年 2 月。 

72. 鄭婷嫻，企業併購法下之少數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制度－以我國法與美國法

為研究中心，財金法學研究，1:2 期，頁 257-287，2018 年 9 月。 

73. 鄭婷嫻，董事忠實義務行使與股份收買請求權之實踐－評臺灣高等法院一〇

四年度上字第一三四九號民事判決，月旦法學雜誌，275 期，頁 139-148，

2018 年 4 月。 

74. 戴銘昇，股東會決議成立要件相關問題之研究，華岡法粹，35 期，頁 261-

299，2006 年 7 月。 

75. 戴銘昇，董事該迴避嗎？董事利益迴避的迷思！－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重

上更（一）字第 59 號判決，台灣法學雜誌，251 期，頁 36-47，2014 年 7 月。 

76. 羅登義、李瑋婕，台電股權評價實作，貨幣觀測與信用評等，127 期，頁 16-

35，2017 年 9 月。 

77. 蘇怡慈，由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金上字第 11 號判決論併購交易中之少數

股東權益保護，57 期，月旦民商法雜誌，頁 104-114，2017 年 9 月。 

78. 蘇怡慈，論併購交易中之控制股東受任人義務－兼論特別委員會之功能，東

吳法律學報，29:4 期，頁 35-72，2018 年 4 月。 



DOI:10.6814/NCCU2019012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7 
 

四、 碩博士論文 

1. 王絃如，論企業併購訊息之揭露時點和內容－分別從「盡職調查評估」和「獨

立專家制度」之觀點切入，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2011 年 8 月。 

2. 盧曉彥，美國母子公司合併子公司少數股東保護之研究－兼評台灣實務案例

與相關規範設計之缺憾，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2004 年 7 月。 

五、 其他資料 

1. 立法院公報處，院會紀錄，立法院公報，91 卷 10 期 3206 號上冊，頁 273，

2002 年 1 月。 

2. 立法院公報處，院會紀錄，立法院公報，104 卷 54 期 10 冊，頁 191，2015

年 6 月。 

六、 網路資源 

1. 公開資訊觀測站，公開收購資料查詢，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t1

62sb01（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2. 王孟倫，併購下市傷小股東 金管會促修法，自由時報，2019 年 9 月 15 日，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318198（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3. 司法院，商業事件審理法草案初稿完成記者會新聞稿，http://jirs.judicial.gov.

tw/GNNWS/NNWSS002.asp?id=475503（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4. 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

pno=770（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5. 李晴，凱雷案涉交易不公 小股東獲勝訴，TVBS，2007 年 6 月 22 日，http

s://news.tvbs.com.tw/entry/320405（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6. 林洧楨，不甘低價換股 小股東卯上大龍巖 大漢建設小吃大 價值認定各說

各話，財訊，2011 年 11 月 2 日，https://www.wealth.com.tw/home/articles/26

44（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7. 金管會證期局最近五年度受會計師法懲戒之名單，最後更新日期：2019 年 5

月 28 日，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601&parentpath=0,8,594（最

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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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坑殺的份！，財訊，2019 年 7 月 24 日，https://www.wealth.com.tw/home/

articles/21565（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9. 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IFRS9 未上市（櫃）公司及創投之股權評價

釋例，http://www.twse.com.tw/staticFiles/listed/ifrsVersion/%7BBF5CD40F-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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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十號，存貨之會計

處理準則，http://dss.ardf.org.tw/ardf/ac10.pdf（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

6 日）。 

11. 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評價準則公報第二號，職業道德準則，

http://dss.ardf.org.tw/ardf/av02.pdf（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12. 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評價準則公報第十一號，企業之評價，

http://dss.ardf.org.tw/ardf/av11.pdf（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13. 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評價準則公報第四號，評價流程準則，

http://dss.ardf.org.tw/ardf/av04.pdf（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14. 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評價實務指引第一號，現金流量折現法，

http://dss.ardf.org.tw/ardf/vbs01.pdf（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15. 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評價實務指引第二號，評價之不確定性，

http://dss.ardf.org.tw/ardf/vbs02.pdf（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16.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2016 年 9 月 9 日「關於公開收

購人未履行交割義務所衍生法制面問題之探討」座談會新聞稿，https://www.

sfipc.org.tw/mainweb/Article.aspx?L=1&SNO=URp3QJZUcQUnAFVt/VsUBw

==（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17.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第 13 號：公允價值衡量（2020 年金管會認可適

用版），http://163.29.17.154/ifrs/ifrs_2019_approved/IFRS13_2019.pdf?156603

2（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18.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第 3 號：企業合併（2020 年金管會認可適用版），

http://163.29.17.154/ifrs/ifrs_2019_approved/IFRS3_2019.pdf?1566032（最後

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19.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cbdic/search.htm

（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20. 黃煒軒，小股東爭取多五成溢價 如何讓法官買單？，今周刊，2018 年 8 月

9 日，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5/post/201808080

038/小股東爭取多五成溢價%20 如何讓法官買單（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21.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普華國際財務顧問公司與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

2019 台灣併購白皮書，https://www.pwc.tw/zh/publications/topic-invest/2019-t

aiwan-mna.html（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22. 臺灣證券交易所，放寬漲跌幅度專區，https://www.twse.com.tw/zh/page/tradi

ng/information8.html#03（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http://dss.ardf.org.tw/ardf/ac10.pdf
http://dss.ardf.org.tw/ardf/av02.pdf
http://dss.ardf.org.tw/ardf/av11.pdf
http://dss.ardf.org.tw/ardf/av04.pdf
http://dss.ardf.org.tw/ardf/vbs01.pdf
http://dss.ardf.org.tw/ardf/vbs02.pdf
https://www.sfipc.org.tw/mainweb/Article.aspx?L=1&SNO=URp3QJZUcQUnAFVt/VsUBw==
https://www.sfipc.org.tw/mainweb/Article.aspx?L=1&SNO=URp3QJZUcQUnAFVt/VsUBw==
https://www.sfipc.org.tw/mainweb/Article.aspx?L=1&SNO=URp3QJZUcQUnAFVt/VsUBw==
http://163.29.17.154/ifrs/ifrs_2019_approved/IFRS13_2019.pdf?1566032
http://163.29.17.154/ifrs/ifrs_2019_approved/IFRS13_2019.pdf?1566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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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臺灣證券交易所，個股日收盤價及月平均價，https://www.twse.com.tw/zh/pa

ge/trading/exchange/STOCK_DAY_AVG.html（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

6 日）。 

24.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個股日成交資訊，https://www.tpex.org.tw/web/stock/afte

rtrading/daily_trading_info/st43.php?l=zh-tw（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貳、 英文部分（English）（按作者姓氏字母排序） 

一、 書籍（Books） 

1. Arthur Fleischer, Jr., Alexander R. Sussman & Gail Weinstein, TAKEOVER 

DEFENS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2018). 

2. Jesse A. Finkelstein & John D. Hendershot, APPRAISAL RIGHTS IN MERGERS 

AND CONSOLIDATIONS (38-5th 2010). 

二、 期刊（Volumes & Periodical Papers） 

1. Angie Woo, Appraisal Rights in Mergers of Publicly-Held Delaware Corporations: 

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Something Borrowed, and Something B.L.U.E., 

68 S. Cal. L. Rev. 719 (1995). 

2. Ann M. Lipton, Shareholder Divorce Court, 44 J. Corp. L. 297 (2019). 

3. Barry M. Wertheimer, The Shareholders' Appraisal Remedy and How Courts 

Determine Fair Value, 47 Duke L.J. 613 (1998). 

4. Bradford Cornell & John Haut, How Efficient Is Sufficient: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Market Efficiency in Litigation, 74 Bus. Law. 417 (2019). 

5. Charles R. Korsmo & Minor Myers, Appraisal Arbitrage and the Future of Public 

Company M&A, 92 Wash. U.L. Rev. 1551 (2015). 

6. Charles R. Korsmo & Minor Myers, Reforming Modern Appraisal Litigation, 41 

Del. J. Corp. L. 279 (2017). 

7. Charles R. Korsmo & Minor Myers, The Flawed Corporate Finance of Dell and 

DFC Global, 68 Emory L.J. 221 (2018). 

8. Creola Johnson, Payday Loans: Shrewd Business or Predatory Lending?, 87 Minn. 

L. Rev. 1 (2002). 

9. Daniel R. Fischel, Market Evidence in Corporate Law, 69 U. Chi. L. Rev.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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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wse.com.tw/zh/page/trading/exchange/STOCK_DAY_AV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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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ouglas J. Leary, The M&A Landscape In 2012: The Perfect Storm?, 2012 WL 

697481 (2012). 

12. Eisenberg, The Legal Roles of Shareholders and Management in Modern 

Corporate Decisionmaking, 57 CALIF. L. REV. 1 (1969). 

13. Fernán Restrepo & Guhan Subramanian, The New Look of Deal Protection, 69 

Stan. L. Rev. 1013 (2017). 

14. George S. Geis, An Appraisal Puzzle, 105 Nw. U. L. Rev. 1635 (2011). 

15. Guhan Subramanian, Fixing Freezeouts, 115 Yale L.J. 2 (2005). 

16. Jason Mei, IX. Appraisal Arbitrage: Investment Strategy of Hedge Funds and 

Shareholder Activists, 34 Rev. Banking & Fin. L. 83 (2014). 

17. Joel Seligman, Reappraising the Appraisal Remedy, 52 Geo. Wash. L. Rev. 829 

(1984). 

18. Lawrence A. Hamermesh & Michael L. Wachter, Finding the Right Balance in 

Appraisal Litigation: Deal Price, Deal Process, and Synergies, 73 Bus. Law. 961 

(2018). 

19. Lawrence A. Hamermesh & Michael L. Wachter, The Fair Value of Cornfields in 

Delaware Appraisal Law, 31 J. Corp. L. 119 (2005). 

20. Lawrence A. Hamermesh & Michael L. Wachter, The Short and Puzzling Life of 

the "Implicit Minority Discount" in Delaware Appraisal Law, 156 U. Pa. L. Rev. 

1 (2007). 

21. Lynn A. Stout, The Mechanisms of Market Inefficienc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Finance, 28 J. Corp. L. 635 (2003). 

22. Matthew Evans Miehl, The Cost of Appraisal Rights: How to Restore Certainty in 

Delaware Mergers, 52 Ga. L. Rev. 651 (2018). 

23. Peter Welsh, Jeremiah Williams, Mark Cianci & Daniel Swartz, Management 

Projections in Delaware Appraisal Litigation: Anecdotal Evidence, 31 INSIGHTS 

15 (2017). 

24. Richard T. Hossfeld, Short-Form Mergers After Glassman v. Unocal Exploration 

Corp.: Time to Reform Appraisal, 53 Duke L.J. 1337 (2004). 

25. Scott V. Simpson, Katherine Brody, The Evolving Role of Special Committees in 

m&a Transactions: Seeking Business Judgment Rule Prot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Transactions and Other Corporate Transactions 

Involv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69 Bus. Law. 1117 (2014). 

26. Steven M. Davidoff, Fairness Opinions, 55 Am. U. L. Rev. 1557 (2006). 

27. Wei Jiang, Tao Li, Danqing Mei & Randall S. Thomas, Appraisal: Shareholder 

Remedy or Litigation Arbitrage?, 59 J.L. & Econ. 69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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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R. Garrett Rice, Give Me Back My Money: A Proposed Amendment to Delaware's 

Prepayment System in Statutory Appraisal Cases, 73 Bus. Law. 1051 (2018). 

三、 法院判決（Cases） 

1. ACP Master, Ltd. v. Sprint Corp., 2017 WL 3421142 (Del. Ch. July 21, 2017). 

2. Appraisal of Dell Inc., 2018 WL 2939448 (Del. Ch. June 11, 2018). 

3. Arnold v. Soc'y for Sav. Bancorp, Inc., 650 A.2d 1270 (Del. 1994). 

4. Aronson v. Lewis, 473 A.2d 805 (Del. 1984). 

5. C & J Energy Servs., Inc. v. City of Miami Gen. Employees', 107 A.3d 1049 (Del. 

2014). 

6. Cammer v. Bloom, 711 F. Supp. 1264 (D.N.J. 1989). 

7. Cede & Co. v. Technicolor, Inc., 2003 WL 23700218 (Del. Ch. Dec. 31, 2003). 

8. Cede & Co. v. Technicolor, Inc., 634 A.2d 345 (Del. 1993). 

9. Cede & Co. v. Technicolor, Inc., 684 A.2d 289 (Del. 1996). 

10. Cinerama, Inc. v. Technicolor, Inc., 663 A.2d 1134 (Del. Ch. 1994). 

11. Cooper v. Pabst Brewing Co., 1993 WL 208763 (Del. Ch. June 8, 1993). 

12. Dell, Inc. v. Magnetar Glob. Event Driven Master Fund Ltd, 177 A.3d 1 (Del. 

2017). 

13. DFC Glob. Corp. v. Muirfield Value Partners, L.P., 172 A.3d 346 (Del. 2017). 

14. Doft & Co. v. Travelocity.com Inc., 2004 WL 1152338 (Del. Ch. May 20, 2004). 

15. Finkelstein v. Liberty Digital, Inc., 2005 WL 1074364 (Del. Ch. Apr. 25, 2005). 

16. Glob. GT LP v. Golden Telecom, Inc., 993 A.2d 497 (Del. Ch.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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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我國股份收買請求權實務案件整理1026 

一、 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 

編

號 

裁判

法院 

裁判字號 公平價格計算方式 收購

價格 

公平

價格 

備註 

1.  最高

法院 

71,台

抗,212 

採股東會決議日收盤價

格。 

- 4.21  

2.  高等

法院 

91,抗,2560 採股東聲請日收盤價格。 - 20.1 經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

抗字第 626 號裁定維

持。 

3.  高等

法院 

91,抗,3795 採股東會決議日收盤價

格。 

- 8.5 經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

抗字第 52 號裁定維持。 

4.  高等

法院 

91,抗,5137 採股東會決議日收盤價

格，扣除現金股利。 

12.44 12.44 經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

抗字第 205 號裁定維

持。 

5.  高等

法院 

92,

抗,1980

1027
 

採股東會決議當日最高

及最低股價之平均價格。 

21.3 22 經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

抗字第 571 號裁定維

持。 

6.  臺北

地院 

108,

司,6
1028

 

採股東會決議日收盤價

格。 

8.3 8.3  

7.  臺北

地院 

107,司,232 認股東會決議當日最高

及最低股價為公平價格

之合理區間上下限，採收

購價格。 

73 73  

8.  臺北

地院 

107,司,17 採股份交換日收購公司

股價除以換股比率。 

18.06 22.31

8 

 

9.  臺北

地院 

107,司,189 採股東會決議日收盤價

格。 

11.15 11.15 經臺北地院 108 年度抗

字第 138 號裁定維持。 

10.  臺北

地院 

106,司,92 依異議股東委任之獨立

專家合理性意見，採股價

32 77.5  

                                                
1026 本附錄係以「股票」、「價格」、「買回」、「收買」或「裁定」為關鍵字，於司法院法學資料檢

索系統進行檢索至 2019 年 10 月 16 日之民事裁定，就公司上市、上櫃或興櫃與否分為兩大類，

並按裁判法院之地區由北至南、裁判決定日期由先至後之順序排列。 
1027 相同案件，尚有高等法院 92 年度抗字第 1939 號裁定（經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抗字第 36 號裁

定維持）、臺北地院 92 年度聲字第 366 號（經高等法院 92 年度抗字第 1129 號裁定維持，惟高

等法院係依臺北地院看法，採股東會決議日收盤價格）。 
1028 本案併購事實發生於 2007 年，係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闡明聲請人得按現行企業併購法

規定，以書面列明其主張之公平價格，向法院聲請為價格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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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值比法及本益比法，並

各給予 50%權重。 

11.  臺北

地院 

97,抗,281 採股東會決議日收盤價

格。 

4.35 7.03  

12.  臺北

地院 

96,司,283 採股東會決議日最高及

最低股價之平均價格。 

16.15 16.27

5 

 

13.  臺北

地院 

96,司,593 採股東會決議日之公開

收購價格。 

8.3 8.3  

14.  臺北

地院 

92,司,349 尊重雙方合意，採股東會

決議日之每股淨值九折。 

5.7 5.7  

15.  桃園

地院 

108,司,30 依併購公司獨立專家合

理性意見，採收購價格。 

15.5 15.5  

16.  桃園

地院 

106,司,26 依併購公司獨立專家合

理性意見，採收購價格。 

3.4 3.4 經桃園地院 106 年度抗

字第 208 號裁定維持。 

17.  新竹

地院 

106,司,23 依併購公司獨立專家合

理性意見，採收購價格。 

24 24  

18.  新竹

地院 

105,司,13 依併購公司獨立專家合

理性意見，採收購價格。 

195 195  

19.  新竹

地院 

105,司,20 依併購公司獨立專家意

見書，取其合理區間之中

間值，再加計現金股利。 

56.18 88.29 經新竹地院 106 年度抗

字第 13 號裁定、高等法

院 106年度非抗字第 70

號裁定維持。 

20.  新竹

地院 

105,司,25 依併購公司獨立專家合

理性意見，採收購價格。 

1,410 1,410  

21.  臺中

地院 

107,司,23 依併購公司獨立專家合

理性意見，採收購價格。 

51.2 51.2  

22.  臺中

地院 

104,

司,58
1029

 

採股東會決議翌日之實

際成交均價。 

7.23 7.23 經臺中地院 105 年度抗

字第 129 號裁定維持。 

23.  高雄

地院 

108,司,9 依併購公司獨立專家合

理性意見，採收購價格。 

53 53

1030
 

 

24.  高雄

地院 

106,司,29 依併購公司獨立專家合

理性意見，採收購價格。 

11.2 11.2 經高雄地院 107 年度抗

字第 64 號裁定維持。 

  

                                                
1029 相同案件，尚有臺中地院 105 年度司字第 4 號裁定（經臺中地院 105 年度抗字第 283 號裁定

維持）。 
1030 按裁定理由第五段「以每股 53.00000000 元計算為公平價格」，此處認公平價格為 53 元，惟

裁定主文所列公平價格為每股 53.1007542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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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 

編

號 

裁判

法院 

裁判 

字號 

公平價格計算方式 收購 

價格 

公平 

價格 

備註 

1.  高等

法院 

94,

抗,1920

1031
 

依法院選任鑑定人之鑑

定意見，採可比較公司

法。 

4 13.28 原審（新北地院 92 年度

司字第 36 號裁定）係依

異議股東委任獨立專家

之合理性意見，採每股淨

值法、市價／每股淨值比

還原法、本益比還原法，

認公平價格為 22.85 元。 

 

經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抗

字第 18 號裁定維持。 

2.  高等

法院 

91,

抗,578

1032
 

依法院選任鑑定人之鑑

定意見，採收購價格基

礎模式 7 種、原始評價

基礎模式（市值淨值比

法、本益比法及市價

法）、收購價格及金融商

品之公平價值，共 10 種

評價方式之全部加權平

均收購價格作為公平價

格，並扣除現金股利。 

7.5 9.24 原審（臺北地院 90 年聲

字 1360 號裁定）係依併

購公司獨立專家合理性

意見，採股東會決議後 2

日之股票公平價格。 

 

經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抗

字第 473 號裁定維持。 

3.  高等

法院 

88,

抗,4351 

依法院選任鑑定人之鑑

定意見，採盈餘資本化

法評估股東會決議日股

價。 

- 21.6 經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抗

字第 348 號裁定維持。 

4.  士林

地院 

107,

司,30 

依併購公司獨立專家合

理性意見，採收購價格。 

10 10  

5.  士林

地院 

106,

司,26 

依法院選任鑑定人之鑑

定意見，採股價淨值比

法，又因股票票面金額

具投資人購買股票價格

8.48 10  

                                                
1031 相同案件，尚有高等法院 94 年度抗字第 1919 號裁定（經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抗字第 42 號裁

定維持）。 
1032 相同案件，尚有高等法院 90 年度抗字第 2695 號裁定、高等法院 90 年度抗字第 2696 號裁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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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參考功能，故以 10 元

面額為公平價格。 

6.  士林

地院 

105,

司,46 

採資產法。 10 10  

7.  士林

地院 

104,

抗,46 

依法院選任鑑定人之鑑

定意見，採可類比上市

上櫃公司法與利益流量

折現法計算之平均股

價，扣除流動性折價得

出合理區間後，再取其

中間值為公平價格。 

15.51 25.7 原審（士林地院 102 年度

司字第 58 號裁定）係依

併購公司獨立專家意見

書，採收購價格 15.51 元。 

8.  士林

地院 

100,

司,156 

依併購公司獨立專家合

理性意見，採收購價格。 

10.93 10.93 經士林地院 101 年度抗

字第 68 號裁定維持。 

9.  士林

地院 

98,

司,235

1033
 

採股東會決議日每股淨

值。 

5.2 10.32 經士林地院 99 年度抗字

第 25 號裁定維持。 

10.  士林

地院 

95,

司,283 

依法院選任鑑定人之鑑

定意見，採市場法及現

金流量折現法。 

8-10 13  

11.  士林

地院 

94,

司,307 

依併購公司獨立專家合

理性意見，採調整淨資

產法，並扣除現金股利。 

- 11.48  

12.  臺北

地院 

105,

抗,621 

以「併購公司於目標公

司股東聲請法院為價格

裁定之日股價」除以「併

購公司獨立專家意見書

所得換股比例」。 

32 77.97 原審（臺北地院 100 年度

聲字第 20 號裁定）係依

資產法，認公平價格為

325.5 元。 

 

經高等法院 107 年度非

抗字第 147 號裁定廢棄。 

13.  臺北

地院 

102,

司,334 

依法院選任鑑定人之鑑

定意見，採資產法。 

0 1.51  

14.  臺北

地院 

100,

司,298 

依法院選任鑑定人之鑑

定意見，採資產法。 

2.09 4.14  

15.  臺北

地院 

99,

司,40 

依併購公司獨立專家合

理性意見，採換股比例

6 11.41 經臺北地院 100 年度抗

字第 21 號裁定維持。 

                                                
1033 相同案件，尚有士林地院 98 年度司字第 146 號裁定（經士林地院 98 年度抗字第 178 號裁定

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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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日之每股淨值。 

16.  臺北

地院 

99,

聲,385 

依併購公司獨立專家合

理性意見，採收購價格。 

20 20  

17.  臺北

地院 

96,

抗,170

1034
 

依法院選任鑑定人之鑑

定意見，採現金流量折

現法。 

26 30 原審（臺北地院 95 年度

司字第 779 號裁定）係採

併購公司對控制股東之

收購價格 32.5 元。 

 

經高等法院 97 年度非抗

字第 35 號裁定維持。 

18.  臺北

地院 

95,

司,257 

依併購公司獨立專家、

法院選任鑑定人及財務

金融教授之合理性意見

及鑑定意見，以成本法、

收益法、市場法、每股淨

值法及股價淨值比法分

析，採收購價格。 

14.68 14.68 臺北地院 102 年度抗字

第 279 號裁定、高等法院

103 年度非抗字第 46 號

裁定維持。 

19.  臺北

地院 

93,

司,923 

採資產法。 - 1.31  

20.  臺北

地院 

92,

司,358 

依法院選任鑑定人之鑑

定意見，採淨值法。 

7.59 12.8  

21.  臺北

地院 

92,

司,446 

依併購公司獨立專家合

理性意見，採收購價格。 

20.13 20.13 經高等法院 93 年度抗字

第 418 號裁定、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抗字第 934 號

裁定維持。 

22.  新北

地院 

106,

司,89 

依併購公司獨立專家合

理性意見，採收購價格。 

56.733 56.733  

23.  新北

地院 

106,

司,70 

依法院選任鑑定人之鑑

定意見，採資產法及股

價淨值比法之平均值。 

40 48.275 經新北地院 107 年度抗

字第 231 號裁定、高等法

院 108年度非抗字第 2號

裁定維持。 

24.  新北

地院 

101,

司,48

1035
 

依法院選任鑑定人之鑑

定意見，按相對人股價

淨利比及股價營收比計

算結果各給予 50%權重

39 46.58  

                                                
1034 此為盛澤股份有限公司與東禾媒體股份有限公司（合併後更名為東森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之合併案，因案件數眾多，本文不再逐一羅列。 
1035 相同案件，尚有新北地院 101 年度司字第 50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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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加權平均後，再扣

除現金股利。 

25.  桃園

地院 

107,抗

更二,1 

依法院選任鑑定人之鑑

定意見，採股價淨值比

法，並調整評價基準日

期。 

3.54 7.2 經高等法院 108 年度非

抗字第 23 號裁定維持。 

26.  桃園

地院 

107,

司,49 

依併購公司獨立專家合

理性意見，採收購價格。 

36 36  

27.  桃園

地院 

105,

司,14 

依併購公司審計委員會

及董事會各自委任之獨

立專家合理性意見，採

收購價格。 

30 30 經桃園地院 107 年度抗

字第 55 號裁定維持。 

28.  桃園

地院 

105,

司,11 

依併購公司獨立專家及

法院選任鑑定人之合理

性意見，採收購價格。 

0.15 0.15  

29.  桃園

地院 

105,

司,4 

採股東臨時會決議日後

第 9 日之股權淨值，酌

以誠信原則，認相對人

曾同意每股依淨值 5.85

元為收購價格。 

2.4 5.85 經桃園地院 105 年度抗

字第 230 號裁定維持。 

30.  新竹

地院 

107,

抗,32 

依法院選任鑑定人之鑑

定意見，採市價法、可類

比上市上櫃公司法之本

益比法、股權淨值比法

及 EV/sales 乘數法，調

整買方策略性綜效溢

價，得出合理區間後，再

取四種方法之平均值為

公平價格。 

110 166 原審（新竹地院 106 年度

司字第 22 號裁定）採股

價淨值法及本益比法，得

出合理區間後再取其中

間值 161 元為公平價格。 

31.  新竹

地院 

104,

司,8 

依法院選任鑑定人之鑑

定意見，採資產法。 

2,600 3,356 經新竹地院 105 年度抗

字第 77 號裁定廢棄，而

改採可類比上市上櫃公

司法認公平價格為 2,600

元。 

 

又上述抗告之裁定經經

高等法院 105 年度非抗

字第 133 號裁定廢棄。 



DOI:10.6814/NCCU2019012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00 
 

 

原審經新竹地院 106 年

度抗更(一)字第 1 號裁

定、高等法院 108 年度非

抗字第 45 號裁定維持。 

32.  新竹

地院 

104,

司,21 

依併購公司獨立專家合

理性意見，採收購價格。 

1.46 1.46 經新竹地院 105 年度抗

字第 67 號裁定、高等法

院 106 年度非抗字第 42

號裁定維持。 

33.  臺中

地院 

108,

司,19 

依併購公司獨立專家合

理性意見，採收購價格。 

13.602

2 

13.602

2 

 

34.  臺中

地院 

99,

聲,208 

依法院選任鑑定人之鑑

定意見，採股權淨值法

及本益比法。 

2.41 5.4 經臺中地院 100 年度抗

字第 261 號裁定、臺中高

分院 101 年度非抗字第

343 號裁定維持。 

35.  臺中

地院 

97,

抗,28

1036
 

依法院選任鑑定人之鑑

定意見，調整參數（β 值、

產業風險貼水及個別公

司風險貼水）後，採堆疊

法（Build-upMethod）得

出合理區間後再取其中

間值為公平價格。 

14.68 18.485 原審（臺中地院 96 年度

司字第 224 號裁定）係依

併購公司獨立專家意見

書，採合理區間之最高價

格 15.88 元。 

 

臺中高分院 99 年度非抗

字第 355 號裁定維持。 

36.  臺中

地院 

96,

聲,179 

依異議股東委任之獨立

專家合理性意見，採資

產法。 

-0.65 2.68 經臺中地院 96 年度抗字

第 313 號裁定（2007 年

12 月 21 日抗告、2008 年

3 月 5 日再抗告）維持。 

37.  臺南

地院 

99,

抗,87 

依併購公司及異議股東

各自委任之獨立專家合

理性意見，調整後採本

益比法、每股淨值法、可

比較公司法之股價淨值

比計算，得出合理區間

後取中間值為公平價

格。 

18 63.715 原審（臺南地院 98 年度

司字第 87 號裁定）依異

議股東委任之獨立專家

合理性意見，採可比較公

司法，認公平價格為每股

72 元。 

 

                                                
1036 相同案件，尚有臺中地院 96 年度司字第 292 號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