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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併購決策與董事權責 

 

第一節  董事於併購程序中應負之義務與責任 

 

第一項 前言 

 

    企業併購係企業進行組織再造手段之一，適度運用併購策略能節

省企業本身開拓業務的時間和成本，藉由外部成長方式取得或維持其

競爭優勢。而企業併購之決策及過程係屬公司業務之執行，自應由股

份有限公司之法定、常設業務執行機關，亦即董事會來負責。本章擬

先說明美國法上對董事於併購決策所應負之責任，再以之對照探討我

國現行法之規定，最後以國內併購實例加以分析之。 

 

第二項 美國之規定 

 

第一款 受任人義務 

     

因應近代公司所有與經營分離之理論，經營者為公司所有代為經營之

「代理成本」於焉產生。為確保代理人之行為係以本人之利益為依

歸，美國習慣法（Common Law）發展出董事、控制股東及高階經理人

（以下統稱董事）對公司及其股東負有受任人義務（Fiduciary Duty）

161
。而受任人義務又可分為忠實義務及注意義務，所謂忠實義務係指

指公司董事在處理公司事務時，必須全心為公司之利益行事，不得犧

牲公司之利益，而圖謀個人或第三人之私利，應將公司之利益置於自
                                                 
161 See Hamilton, supra note 62, at.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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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利益之上。有關忠實義務之內涵業於第四章中詳述，茲不贅述。以

下僅就注意義務為說明。 

    所謂注意義務，係指公司董事必須以合理的技能水準、合理的謹

慎和注意程度去處理公司事務，又被稱為「技能義務、勤勉注意義務」

（duty of skill and diligence）。即公司董事必須扮演稱職的執行

機關角色，同時執行職務時，應本於善意（good faith），並盡相當

之注意（good care）
162
。。 

    事實上，因公司董事是否已盡其注意義務，涉商業判斷，司法不

宜過度干預，爰美國法院由其長期累積之判決發展出「經營判斷法則」

作為公司董事執行業務已盡其受託人義務之避風港，故原告主張公司

董事違反受託人義務者，應負證明該公司董事不受經營判斷法則推定

保護之責任。 

 

第二款 經營判斷法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 

 

一、 經營判斷法則之基本概念 

    經營判斷法則係美國法院在長期的司法實踐過程中所建立之原

則，其理論係建構在保護公司董事，於使其免於負擔經營判斷責任之

基礎上，發展成避免法院二次審查董事之經營決策之法則
163
。至其意

義，無論是判決或學者見解，均是以程序上的推定原則來加以說明，

例如，德拉瓦州最高法院於Aronson v. Lewis案中表示「所謂經營判

斷法則乃為一種推定（Presumption），即推定公司董事所作出的商業

決定，係在資訊掌握的基礎上（on an informed basis），以善意（in 

                                                 
162 劉連煜，董事責任與經營判斷法則，月旦民商法雜誌，2007 年 9 月，第 17 期，頁 181。 
163 See Lewis D. Solomon and Alan R. Palmiter, Corporations: examples and explanations (Aspen Law 
& Business, New York, 3rd ed., 1999), pp.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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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faith）且誠實的（honest）相信其所為的行為是符合公司之最

佳利益。……在無裁量權濫用下，法院將尊重董事們的經營判斷。原

告應負擔舉證責任而以相關事實來推翻此一推定
164
」；而依美國著名

法律辭典Black＇s Law Dictionary對於經營判斷法則之解釋則為：

「所謂經營判斷法則乃是一種推定，即推定公司董事所作的商業決定

乃是在無自我利益（self-interest）或自我交易（self-dealing）

之情況下而為的，且該決定乃是在資訊掌握的基礎上，以善意（in 

good faith）且誠實的相信該行為是符合公司之最佳利益的。此一法

則乃是在保護公司董事或經理人對於其權限範圍內以善意且適當注

意（due care）而為之無利益（unprofitable）或有害於公司的交易

行為，得予免除其法律上之責任」
165
。申言之，經營判斷法則係司法

審查董事行為之基準，並非董事之行為標準，其推斷不具個人利害關

係與獨立自主之董事，倘其所為之經營決策係依據充分之資訊、誠信

之信念，並認該項決策符合公司最大利益，則不論該決策之結果係對

公司有利或不利，則法院不得進一步審查經營決策之實體內容，避免

以後見之明對董事經營決策重加評斷
166
。故經營判斷法則乃係將舉證

責任轉換，亦即公司董事之經營判斷，原則上受該法則之推定保護，

而對於董事經營判斷事項提起訴訟之原告，則負有提出事實證據之責

任。 

    綜上所述，經營判斷法則可歸納具有下列特質：（一）該法則乃

是對於公司受託人之行為所建立的司法審查標準（二）該法則乃是一

種程序上的推定，推定該公司之經營判斷係由無利害關係且具有獨立

                                                 
164 Aronson v. Lewis, 473 A.2d 805（1984 Del., LEXIS305）。轉引自戴志傑，公司法上「經營判斷

法則」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2004 年 3 月，106 期，頁 159。 
165 Bryan A. Garner（ed.）, Black’s Law Dictionary（West Group, MINN., 7th ed., 1999）, P.192。轉

引自戴志傑，公司法上「經營判斷法則」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2004 年 3 月，106 期，頁 160。 
166 See Robert W. Hamilton, The Law of Corporations, 5th ed, West Nutshell Series, 2003, pp45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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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董事，在掌握資訊的基礎上，以善意且誠實的相信其判斷對公司

與股東具有最大利益（三）該法則的推定係在保護任何具有合理商業

目的經營判斷（四）法院將會尊重公司董事所為之經營判斷，而不會

逕以客觀合理的標準（objective reasonableness test）對該判斷

為事後審查（second-guessing），即便該經營判斷之結果係有爭論或

甚至是錯誤的
167
。 

 

二、經營斷法則之法理基礎 

經營判斷法則之法理基礎，在於「司法認知董事會之經營管理特權」，

茲闡釋如下： 

 

（一） 經營判斷的失誤必然存在於商業環境中 

    人並非全知全能，面對商業活動之複雜性，公司董事不可能對於

所有公司之經營判斷事項達到萬無一失，實不應判斷失誤即遭受責

難，否則將造成董事因畏懼責任而不能勇於任事，不利於企業之經營

及社會之發展。 

 

（二） 公司經營判斷事項不應於日後訴訟中加以評價 

    公司董事在面對不確定風險下，為爭取公司最大利益，往往須立

即作出合理的經營判斷，而就該決策過程倘欲於數年後由法院來加以

重建，實非易事。美國第二聯邦巡迴法院在Joy v. North一案中指出

「 事 後 訴 訟 為 評 斷 公 司 經 營 決 策 良 窳 最 不 妥 當 之 方 法 」

（After-the-fact litigation is a most imperfect device to 

                                                 
167戴志傑，公司法上「經營判斷法則」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2004 年 3 月，106 期，頁 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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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e corporate business decisions
168
）。再者，美國聯邦最高

法院於Ashwander v.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案中表示，法官

並不像公司董事一般，具有判斷經營事項之能力與技術，故將經營判

斷事項交由法院審查，無異認為法院之經營判斷能力勝過公司董事，

進而生法院取代董事會之功能
169
。 

 

（三） 股東自願承受錯誤經營判斷所帶來之風險 

    投資人認購公司股票而成為公司股東之行為，本係為一投資行

為，故應承受投資風險。而於企業所有與經營分離之原則下，董事應

較股東更具有經營公司之能力，故股東既已委任董事經營以獲取收

益，倘若允許股東輕易請求法院審查董事會之經營決策，將可能使決

策權移轉至好訟成性之股東。況董事係由股東所選任，股東若認董事

執行職務不當，亦有權解任不適任之董事。故投資人經自主判斷公司

董事之經營能力後，認購該公司股票成為其股東，以藉之獲取投資收

益，並在相信其經營能力而未將其解任之情形下，自應承受該公司董

事經營判斷所帶來不利益之風險。 

 

二、 經營判斷法則之推定 

經營判斷法則係保護董事歸因於合理經營目的所為行為之推定。在此

法則下，為主張並證明其請求權存在，原告必須先主張並證明足以推

翻此項推定之事實，故此項事實若被原告之舉證推翻，董事即負有證

明其行為符合公平性之責任，始能免責
170
。所謂推定，依美國法院之

                                                 
168 Joy v. North 692 F.2d 880.886（2d Cir. 1982）。 
169 Ashwander et al. v.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et al., 297 U.S. 288;56 S. Ct. 466;80L.Ed. 688
（1936 U.S. Lexis 947）。轉引自戴志傑，公司法上「經營判斷法則」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2004
年 3 月，106 期，頁 162。 
170 劉連煜，前揭註 162，頁 188。 



 126

見解，認經營判斷法則作為有利於董事行為之推定，係屬強而有力

的、實體的法律原則（asubstantive rule of law），並非只是一種

抗辯而已
171
。在美國除德拉瓦州外，已有其他至少二十五州之法院肯

認其係適用法律時之ㄧ项推定
172
。 

 

三、 經營判斷法則之構成要件 

（一） 積極要件 

1. 須為經營判斷事項（A Business Decision） 

    經營判斷法則建構之目的，在於權衡公司董事經營上之風險，以

調和其所應負擔之責任。故凡未涉及經營上風險之公司事務，均無該

法則之適用。美國紐約州最高法院於Casey v. Woodruff Inc案中明

白揭示：「公司若已行使其於經營判斷前提下所為之決策，法院不會

加以干涉
173
。」之原則自明。而所謂經營判斷事項應包含資產取得與

出售、轉投資、股利分派、合併、發行新股等事宜
174
。 

 

2. 須為善意（Good Faith） 

    所謂善意係指具備誠實信念或目的（honesty in belief or 

purpose），履行其忠實責任或義務（faithfulness to one＇s duty or 

obligation），而於商業過程中遵守合理商業標準（reasonable 

commercial standards），以為公平交易且無意圖從中詐取或獲得不

                                                 
171 Dennis Block, Nancy Barton & Sephen Radin,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Fiduciary Duty of 
Corporate Directors,12-18（5 ed. 1998）；Edward Welch & Andrew Turezyn, Folk on the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Fundamentals 100-102（2003）。轉引自劉連煜，董事責任與經營判斷法

則，月旦民商法雜誌，2007 年 9 月，第 17 期，頁 189。 
172 同前註。 
173 Casey v. Woodruff et al, 49 N.Y.S.2d.,p.643。 
174 吳秉佑，論關係企業不合營業常規之經營，輔仁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 年 8 月，

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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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利益之狀態
175
。亦即，董事在經營判斷時，應真實地相信其所作

之決定係符合公司之最佳利益，且無任何圖謀私利或非法行為存在。 

 

3. 須無利益衝突（No Conflict of Interest） 

    蓋一個具董事個人與公司利益衝突之交易，該具利益關係之董事

多無法以其專業性獨立自主地為公司作出良好的經營判斷，故倘公司

董事於公司交易過程中獲得個人的利益，該董事之責任便不受經營判

斷法則之推定保護。而判斷公司董事於經營判斷上是否具有利益衝

突，可從董事就該判斷是否無利益關係（disinterested）及具有獨

立性（independ）加以測試。所謂「無利益關係」，法院於前述之Aronson 

v. Lewis案中，即認公司董事必須不屬於交易雙方當事人之一方，且

亦無任何為其個人私利之意圖而從中獲取任何私人財務上之利益，並

對於交易之利益應完全移轉與公司
176
。至於「獨立性」係指公司董事

會之經營判斷係以事務價值為基礎，而不及於其他不相關之因素。至

原告應如何證明公司董事不具獨立性，美國法院於Cede & Co. v. 

Technicolor案中，指出原告應以「二階段測試標準」（two-part test）

以推翻公司董事具有獨立性之推定保護。此二階段測試標準為（1）

董事的自我利益對於其獨立性判斷之影響與否之重要性

（materiality）；（2）董事的自我利益對於董事會集體的獨立性判斷

之影響與否的重要性
177
。 

 

4. 須無裁量權之濫用（No Abuse of Discretion） 

                                                 
175 Bryan A. Garner（ed.）, Black’s Law Dictionary（West Group, MINN., 7th ed., 1999）, P.701。轉

引自戴志傑，公司法上「經營判斷法則」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2004 年 3 月，106 期，頁 169。 
176 Aronson v. Lewis, 473 A.2d 805（1984 Del., LEXIS305）。轉引自戴志傑，公司法上「經營判斷

法則」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2004 年 3 月，106 期，頁 170。 
177 Cede & Co. v. Technicolor, 634 A.2d 345（1993 Del.LEXIS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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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在為經營判斷時，倘有不明智、不合理或不合法之情事

者，將被視為裁量權濫用而不受經營判斷法則之保護。美國法院於

Cramer v. General Tel. & Elec.Corp. 案中揭示，倘董事之決定係

不智或不合理達到超過其裁量權可得容許之範圍時，法院即可對該判

斷之合理性加以評斷
178
。 

 

5. 須有合理的注意（Due Care） 

    所謂合理的注意係指公司董事應以合理且勤勉的態度對於公司

經營判斷上的業務或重要資訊，加以調查或考慮
179
。換言之，董事於

其決策程序中應對與決策內容相關之資訊充分掌握，否則將可能構成

注意義務的違反而不受經營判斷法則之保護。如Simth v. Van 

Gorkom
180
一案，即為董事因未踐行一定程序而無經營判斷法則適用之

適例。 

 

（二） 消極要件 

1. 詐欺（Fraud） 

    所謂詐欺係指故意對事實為虛偽的陳述（misrepresentation），

或對於重要的事實加以隱瞞（concealment），致他人受有損害。董事

行為若已構成詐欺，通常已屬民法上之侵權行為，但倘涉及不法意圖

時，將構成刑事犯罪，此時，不論該行為是否具有公平性，該等行為

均屬無效。 

 

                                                 
178 Cramer v. General Tel. & Electronics Corp, 582 F.2d 259（1978 U.S. App. LEXIS 10077）。 
179 See Constance Frisby Fain, Corporate Director and Officer Liability（18U. Ark. Little Rock L.J.417, 
spring 1996）,p. 424。 
180 吳淑莉，論企業併購實務中董事之義務與責任，萬國法律，145 期，2005 年 2 月，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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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不法行為（Illegality） 

    所謂不法行為係指未受法律授權的行為或未經合法授權的狀

態，爰當公司董事從事不法行為時，縱該行為是在充分資訊下且有利

於公司者，仍會失去經營判斷法則之適用
181
 

 

3. 不合理的決定（Irrational Descision） 

    公司董事之經營判斷若欠缺合理商業目的，其受經營判斷法則保

護之推定將會被推翻。蓋因缺乏合理的商業目的行為通常會被質疑董

事就該判斷具有惡意，亦即當中可能具有個人的利益衝突、詐欺或不

法行為之存在
182
。 

 

四、 經營判斷法則之法典化 

    由於經營判斷法則是透過法院相關判決不斷累積補充之概念，故

法院於具體個案中往往提出該法則應有適用要件，亦難免有不同之見

解。故美國法律機構（American Law Institute, ALI）於1993年3

月公佈之「公司治理原則：分析與建議」（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ALI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ject＂）
183
，將傳統經營判斷法則，予以法典化

184
。

依該治理原則第4.01條（c）款規定，「以善意而作成經營判斷的董事

或經理人，符合下列規定者，即已完成注意義務：（一）與其所作成

的經營判斷間不具利害關係；（二）按情形，其已依合理的確信，其

                                                 
181 戴志傑，公司法上「經營判斷法則」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2004 年 3 月，106 期，頁 173。 
182 See Lewis D. Solomon and Alan R. Palmiter, supra note 163, p.205。 
183 See Samuel C. Thompson, Jr.,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Provisions of The ALI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ject as Applied to the three Steps in the Time-Warner Acquisition（Colum. Bus. L.Rev. 
145,1996）。 
184 See Robert W. Hamilton, The Law of Corporation: in a nutshell, 5th ed 2003, p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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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掌握經營判斷所需的相關資訊；（三）合理的相信其所為的經營判

斷是最有利於公司的」
185
。而同條第4.01（d）款規定：「原告股東在

本條規定下，欲對董事或經理人之行為違反注意義務而提起訴訟者，

應負舉證責任。」
186
。亦即依上開2款規定，欲對公司董事或經理人

提起注意義務違反的原告，應先舉證證明該公司董事或經理人具有關

係或惡意或者是無充分資訊或無合理確信是最有利於公司的經營判

斷，以推翻經營判斷法則的適用保護。而當經營判斷法則被推翻時，

該公司董事或經理人便應舉證證明該交易對於公司來說是公平且合

理的。 

 

第三款 董事於企業併購程序應盡之義務 

 

第一目 前言 

 

    董事基於受任人之地位，應對公司及股東負忠實義務及注意義

務，而在具體判斷董事是否已盡其義務而得以免於為其經營判斷負責

任時，美國法實務上發展出「經營判斷法則」以保護董事，已如前述。 

而企業併購亦屬公司經營決策之一，自有經營判斷法則之適用，惟基

於下述理由，美國法院在適用經營判斷法則時，通常對董事之決策程

                                                 
185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4.01(c)：” A director or 
officer who makes a business judgment in good faith fulfills the duty under this Section if the director 
or officer:（1）is not interested in the subject of the business judgment;（2）is informed with respect to 
the subject of the business judgment to the extent the director or officer reasonably believes to be 
appropriat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and（3）rationally believes that the business judgment is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 
186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4.01(d)：” A person 
challenging the conduct of a director or officer under this Section has the burden of proving a breach of 
the duty of care, including the inapplicability of the provisions as to the fulfillment of duty under 
Subsection(b) or (c), and, in a damage action,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at the breach was the legal cause  
of damage suffered by the corporation. 



 131

序採取較嚴謹之審查標準
187
： 

 

一、 併購係一獨特（unique）、即時的（on-time）且攸關企業存

亡（life and death）的行為，故其決策應獲董事以較高密度審慎思

考之。而法院於審查董事會之決策採取較高之標準將有助於提升董事

會之決策品質，以達成保護公司及其股東最大利益之目的。 

 

二、 董事或公司之高階人員常為併購後企業調整組織之主要對

象，而併購過程難免涉及如何確保其職位或取得較優惠之退職條件等

議題，故企業併購於本質上對上開人員存有潛在之利益衝突。 

 

第二目 董事於併購程序中違反注意義務之著名判例－Smith v. Van       

Gorkom
188
 

 

    德拉瓦州最高法院於1985年Smith v. Van Gorkom 案中認董事於

併購程序中未盡其義務具有重大過失而應負責，該案對後續之併購實

務造成深遠之影響，仍持續至今。茲就該案之事實及法院之判決說明

之。 

一、本案事實 

    Trans Union為一公開發行股票公司（在外流通股份為

20,000,000股），主要營收來自於汽車租賃，然因Trans Union未有足

夠之收入以抵減投資稅額扣抵，於1970年代一直採取收購小公司之模

                                                 
187 Melvin A. Eisenberg, The Director’s Duty of Care in Negotiated Dispositions, 51 University of 
Miami Law Review 579,p.592,1997。 
188 Robert W. Hamilton, The Law of Corporations in A Nutshell, Fifth edition, West Group, 
2000,pp.45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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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增加應稅所得。該公司之董事長兼執行長Jerome V. Van Gorkom

持有Trans Union在外流通股份75,000股，在思索公司未來發展後，

認將公司出售對公司而言較有利，當時公司在市場之交易價格約在每

股24至39美元間，而其基於個人對公司財務狀況之認知，認每股55

美元出售公司應為一合理之價格。嗣後Van Gorkom僅依據公司經理人

所提供之初步報告，而未在進一步調查公司之真正價值，亦未再尋求

其他可能之買主，逕自私下與併購專家Jay A. Pritzker接觸，在未

有任何依據的前提下，提出了每股55美元之售價，經過幾次的談判後

（均未對每股55元之價格作任何實質討論），Pritzker 同意以每股55

美元之價格收購Trans Union，並要求Trans Union應於三日內答覆。 

    Trans Union部分經理人基於該價格過低且未經充分的鑑價程序

之理由，反對以每股55美元出售該公司。然 Van Gorkom仍於1980年9

月20日緊急召開董事會，並告知董事該併購案只有3天的考慮時間，

並以該價格將可經由90天市場測（market test）試期間來判斷其合

理性為由說服董事。該公司董事會即在無任何進一步之討論下，通過

該議案。 

    在董事會通過該案之次日，Van Gorkom即在沒有閱讀併購合約之

情形下代表公司簽署該契約。而該契約於1981年2月10日股東會議以

69.9%同意，7.25%反對之情形下通過。嗣後，部分股東對公司董事提

起集團訴訟，要求撤銷該併購契約，Court of Chancery 判決被告勝

訴，原告不服上訴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廢棄原審判決，認董事於併

購決策中未善盡注意義務具重大過失（gross-negligence），應對公

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最高法院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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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拉瓦州最高法院以3比2之表決推翻了Court of Chancery之見

解，認被告無法受經營判斷法則之保護，因原告已成功舉證證明該公

司董事未充分掌握關於系爭併購案之相關資訊，顯然具有重大過失，

茲摘述其認之重大過失如下
189
： 

（一） 未對Van Gorkom於本併購案中之角色作適當之調查與了解； 

（二） 未對每股55美元之收購價格如何產生作充分了解； 

（三） 未對Trans Union之企業價值作充分了解； 

（四） 該董事會開會通知未載明事由，且於會議前、會議中均未有 

任何書面資料、亦無認關於併購契約草案之資料； 

（五） 公司在無須如此緊急之情況下召開董事會，董事僅憑Van 

Gorkom之口頭說明，即在2小時內作出同意併購之決議，顯然具有重

大過失。 

 

    雖被告以每股55美元之併購價格已較Trans Union當時之市價高

出甚多，股東已享有溢價為抗辯，然最高法院並未採信此抗辯，其認

「溢價或許是贊成併購的原因之一，但在缺乏其他健全評價資訊下，

單憑『溢價』此一事實不能作為判斷收購價格是否公平之判斷依

據。……以市價作為判斷公司價值之基礎係錯誤及不合理的前

提…
190
」。 

    本案法院雖未實質認定企業之價值並對該併購價格之合理性作

出判斷，而係以董事會併購決策「程序」上之瑕疵，認董事會未告知

                                                 
189張詩芸，論企業併購程序中目標公司董事之義務，國立台北大學法律專業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年 6 月，頁 112。 
190 其原文為“ A substantial premium may provide one reason to recommend a merger, but in the 
absence of other sound valuation information, the fact of a premium alone does not provide an 
adequate basis upon which to assess the fairness of an offering price…..Using market price as a basis 
for concluding that the premium adequately reflected the true value of the Company was a clearly 
faulty, indeed fallacious, prem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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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在其合理範圍內可取得與該合併案之所有重要資訊，違反受託

人義務之注意義務，而無經營判斷法則之適用。 

 

第三目 董事併購決議義務之具體化 

 

    從前目德拉瓦州於Smith v. Van Gorkom案中所闡釋之見解可

知，董事欲於併購程序中受到經營判斷法則推斷之保護，必須於併購

「程序」之各個環節盡其受任人之義務，包括最初之評價、雙方之磋

商、外部專家之意見及引進潛在購買者所進行之市場測試等，茲將其

併購決策應盡之義務分述如下： 

 

一、 踐行評價程序 

    公司董事會決洽談一併購案前，首應評估其企業之價值。然企業

評價涉及多面向之評估，而現金流量折現法（Discounted Cash Flow 

Approach）、資產評價法（Asset Appraisal Approach）及相對評價

法（Relative Valuation Model）等，為實務上常見之評價模式。 

    所謂現金流量折現法係指將企業未來各期預測產生之現金流量

以適當之折線率加以折現，以求得企業價值之方法
191
。現金流量折現

法之優點在於其係立於對企業未來發展情形之了解，透過長期觀點以

衡量企業價值，將企業未來之利益數量化並評價之。惟其缺點在於，

要能準確、客觀預測未來並非易事，且運用了過多之假設，若其假設

有所偏誤，將影響折線之結果，使企業價值產生顯著之差異。
192
。而

                                                 
191 Aswath Darodaran, Investment Valuation: Tools and Techniques for determining the value of any 
asset, 2002,New York: NY: John, Wiley & Sons. Online edition on the website: 
http://pages.stern.nyu.edu/~adamodar/ 
192張詩芸，前揭註 189，頁 118。 



 135

資產評價法則為企業之價值取決於其所擁有之資產，故將企業各項資

產之市場價值加總即為企業之價值
193
。而透過不同估計資產公平價格

之方式便衍生出「帳面價值法」、「重製成本法」及「市場價值法」等

不同之評價方法。至相對評價法又稱「乘數定價法」，係認公司之價

值應從市場上營業項目、成長率、風險、財務及規模均類似之公司為

樣本，以其市值、併購價格或初次公開發行之價格算出公司之價值

194
。然欲找到上述標準均類似之公司實屬不易，故影響評價結果之準

確度。 

    綜上，可知各評價模式均有其優點與盲點，故至今學說上仍認為

並無「決定性、唯一客觀的判斷基準」
195
。而董事於進行公司價值評

價時，究應採行何種評價模式？實應考量其產業特性、其所重視之要

素及可掌握之變數後，就各評價方法之優劣綜合判斷之。 

 

二、他併購公司進行初步磋商 

    公司於完成企業評價程序後，應得出一自行評估之價格區間，此

際，即可與有意併購之公司進行初步磋商。同時不排除多方與有興趣

之潛在併購對象接觸，就其各自之報價供公司參考。當雙方之磋商有

較明確之結果時，應簽定意向書（letter of intent）、備忘錄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來確認彼此認可之事項，以確保

公司利益。而在此階段，為免消息曝光，影響公司股價，公司董事會

得考慮是否簽定保密合約（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或獨家協

                                                 
193 張儷馨，金融控股公司換股比例評價之研究，國立台灣大學會計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

6 月，頁 15-16。 
194 陳文舘，以一般化夏普決策法則看台灣金控換股比例，私立長庚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碩士論

文，2003 年 7 月，頁 11。 
195 廖大穎，公司合併與換股比例的爭議－聯華電子與合泰半導體的吸收合併案，月旦法學雜誌

第 57 期，2000 年 2 月，頁 10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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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合約（No-shop, Exclusivity agreement），以避免發生不必要之

困擾
196
。 

 

三、 審慎面對收購公司之實地查核 

    在公司與他公司簽定意向書後，有意收購公司會對公司進行業

務、財務及法律之實地查核（due diligence）。此時公司雖負有提供

業務資訊、會計報表及相關帳冊、法律文件、重要合約其他資訊之義

務，惟因此時併購可否成功仍在未定之天，倘日後併購破局，將使公

司陷於機密資料外洩之風險，故公司董事會於同意交付供其閱覽時，

仍應審慎為之，並採取相當之防弊措施，如言明只許閱覽不得抄錄影

印、要求併購對造預付一定比例之價金或簽定損害賠償條款，以確保

公司權益，方得謂已盡相當程度之注意
197
。 

 

四、 徵求獨立專家之意見 

    雖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及德拉瓦州公司法均未見強制公司董事

於作成併購決策時應徵求獨立專家出具意見之規定
198
。而前述之

Smith v. Van Gorkom 案中，法院雖認Trans Union董事未於併購程

序中盡其義務而應對公司負責，然判決理由中亦不認為必然應徵求獨

立專家之意見。惟由於該案非難董事具重大過失之重點在於該董事未

於決策前掌握充分資訊，且其文字中亦有提及董事未曾諮詢獨立投資

銀行乙節
199
，故論者多認倘董事會事先諮詢獨立專家之意見，將「大

                                                 
196 林進富，董事會與企業併購決策，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理協會課程講義，2006 年 4 月，頁 43。 
197 同前註，頁 44。 
198 Helen M. Bowers, Opinion and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arget 
Firm’s Use of Fairness Opinions, 96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567, p.570, 2002。 
199 其判決原文如下： 
Board of directors’ collective experience and sophistication was insufficient basis for finding that it 
reached its decision to approve proposed merger with informed, reasonable deliberation, 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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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增加」法院認定董事會已充分掌握相關資訊之可能性
200
。 

    事實上，自Smith v. Van Gorkom案後，學者多主張當董事會須

作成重大決策時，應徵求外部獨立專家之意見，而實務上公司亦多會

徵求獨立專家之意見以強化其決策受經營判斷法則保護之可能性
201
。 

 

五、 進行市場測試 

    德拉瓦州最高法院在1986年 Revlon, Inc. v. MacAndrews 

&Forbes Holdings, Inc.一案中指出，當企業進行併購時，目標公司

之董事應專注於一個最重要的目標－確保出售公司之交易將使股東

獲得最好之出價，即所謂之「Revlon Duties」，而董事在確保其已履

行Revlon Duties時常用的方法，即為市場測試（Market test）
202
。 

    市場測試的功能有二，一為透過市場測試程序可比較多數潛在對

象所提出之條件或價格，從中找出最有利於公司與股東之併購者；另

一則為透過該測試程序可避免董事會受某特定董事或經理人個人以

非善意之動機操控公司經營權。 

    至市場測試之方式，在Smith v. Van Gorkom 案中，被告董事曾

抗辯其於併購決議通過後已進行為期90天之市場測試，而該測試期間

並無其他併購對象願提供更高之出價（查該期間曾有General 

Electric Credit Corporation及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 

兩家公司與Trans Union接觸，然GE Credit 拒絕提出報價，而KKR

則是撤回其報價），故可證明其接受Pritzder之出價實已為股東爭取

                                                                                                                                            
directors’ reliance on both premium over market price for shares and market test of fairness of offer 
were unfounded, and board lacked any advance notice of its proposal, deliberations were short, and 
directors did not consult with their investment banker or obtained fairness opinion prior to approving 
merger. 
200 Supra note 198, pp571-572. 
201 張詩芸，前揭註 189，頁 131。 
202 同前註，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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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最大利益。然此抗辯遭法院所駁斥，蓋因依該併購契約之內容，限

制Trans Union不得主動尋求其他潛在併購對象，亦不能對其他潛在

併購對象提供相關資訊。在此限制下之市場測試，將無法有效的測試

出原併購價格是否確實係「最高」，故董事們無法免責
203
。 

    與Van Gorkom 案相對者乃1988年之In re Fort Howard Corp. 

Shareholders Litigation乙案，Fort Howard 公司在簽定出售公司

之併購契約後亦進行了市場測試，惟與Trans Union不同之處在於，

依該併購契約約定，Fort Howard 得於簽約後30個工作天之測試期間

內主動提供資訊與任何對該公司有興趣之潛在併購者，並與之進行談

判；若其中有任何一人出價高於原併購契約之價格，則該公司得支付

6,780萬美元之終止費用（相當於每股1美元之代價）終止原併購契

約。此外，本案Fort Howard在簽定設有此終止條件之併購契約後，

並將此消息（包括公司於測試期間之權限）發表聲明並廣泛刊登於新

聞媒體，而在這段期間Fort Howard實際上共獲得了八個潛在併購者

之報價，雖最後並無任何報價高於原併購價格
204
。 

    德拉瓦州Court of Chancery於本案中認董事會所為之市場測

試，認該測試能「有效率地測試市場上是否存在其他交易之可能性」，

稱許該公司「適當的提供了完整的資訊」。 

    故由上述二案可知，公司在進行市場測試時，不得於原契約中訂

定「僅得消極等待更高出價，不得主動提供資訊與其他潛在併購對象

以爭取更高出價」之自我設限條款，方可視為已盡其為市場測試之義

務。 

    美國法律協會於1992年公佈之公司治理原則：分析與建議

                                                 
203 同前註，頁 134-135。 
204 同前註，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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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第5.15條（b）第（2）款
205
即為有關市場測試之

規定，其規定如下： 

「當本條（a）項經營權移轉之交易涉及公開發行公司時，若該公司

已符合下列情事，則質疑該交易有浪費公司資產之人應負舉證責任。

（1）已公開揭露該交易（2）提供公司相關資訊予對該交易表達興趣

之人，並賦予其提出競爭方案之合理機會（3）該交易已於事前由非

利益關係之董事依據本項第（1）及（2）款所規定之程序授權為之；

且（4）該交易於揭露利害衝突並作成後經非利害關係股東授權或批

准」。 

    另依德拉瓦州相關判決累積之見解，學者建議公司在進行市場測

試時應注意下列三點： 

（一） 該市場測試之相關資訊應於媒體上公告週知。 

（二） 市場測試須有足夠之期間，使其他有興趣之潛在併購者得以

與之競爭。 

（三） 倘原併購契約定有當未通過市場測試實之費用補償（expense 

reimbursement）或拆夥費（break up fees）之規定，該費用之金額

應合理，且不得預先排除其他可供選擇之出價。 

                                                 
205 第 5.15 條（b）原文如下： 
（b）If in connection with a transaction described in Subsection（a）involving a publicly held 
corporation「§1.31」： 
（1） Public disclosure of the proposed transaction is made; 
（2） Responsible persons who express an interest are provided relevant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corporation and given a reasonable opportunity to submit a competing proposal; 
（3） The transaction is authorized in advance by disinterested directors「§1.15」after the procedures 

set forth in Subsections（1）and（2）have been complied with; and  
（4） The transaction is authorized or ratified by disinterested shareholders「§1.16」（or, if the 

transaction is effected by a tender offer , the offer is accepted by disinterested shareholders）, 
after disclosure concerning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1.14（a）」and the transaction「§1.14（b）」

has been made; 
then a party challenging the transaction has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at the terms of the transaction are 
equivalent to a waste of corporate assets「§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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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我國現行法制關於併購程序董事義務之規定 

 

第一款 我國現行法制關於併購程序董事義務之規定 

 

    按企業併購決策為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執行之意思決定，屬董事會

之權限，而處理企業併購之相關事宜屬業務之具體執行，則由執行董

事擔任，董事在企業併購程序中，應受企業併購法之特別規範，企業

併購法未規定者，始依公司法等法之規定（企業併購法第二條第一項

參照）。 

    而為加強董事之經營責任，我國於2001年11月14日公告生效之公

司法，乃於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揭明：「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行業務並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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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課予股份有限公司之當然負責人－董事之「忠實義務」

與「注意義務」。而從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立法理由：「為明確規

定公司負責人對公司應踐行之忠實義務及注意義務，並對公司負責人

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觀之，得其所稱之「忠實

義務」與「注意義務」實繼受自美國法上之董事對公司所負之「受託

人義務」而來。 

    又依企業併購法第五條規定，「公司依本法為併購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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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公司董事違反法令、章程或股東會決議處理併購事

宜，致公司受有損害時，參與決議之董事，對公司應負賠償之責；但

經表示異議之董事，有紀錄或書面聲明可證者，免其責任。」，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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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理由謂：「一、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係由股東會選出，董事執行

業務自應以全體股東之最大利益為之，故第一項明定董事於進行併購

決議時，應為全體股東最大利益行之，不得為董事本人之利益或公司

之大股東或指派其擔任董事之法人股東等其他人之利益作為決議併

購行為之考量，且董事受公司有償委任，執行公司業務，參照民法第

五百三十五條及公司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處

理公司併購事宜。二、第二項係參考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三條規定，明

定董事違反第一項規定或違反法令、章程或股東會決議處理併購事

宜，致公司受有損害時之損害賠償責任；但經表示異議之董事，有紀

錄或書面聲明可證者，不在此限」。此即我國現行法制上關於企業併

購程序中董事應負忠實及注意義務之法源依據。 

           再者，依同法第六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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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分別提報董事會或股東會」，故公開發

行股票公司之董事於併購事項有委請獨立專家表示意見之義務。蓋因

於併購案中，公司評價乃為保障股東權益之關鍵，除如何評估公司價

值或決定公平之換股比例均屬專業問題外，於管理階層併購下，因標

的公司管理階層之利益衝突之考量，更有聘請獨立專家為公司評價之

必要性。而何謂「獨立專家」，依經濟部商業司95年5月25日經商字第

09300553740號令，係指會計師、律師或證券承銷商。倘董事違反第

六條所定之諮詢義務而未委請獨立專家提出相關意見，致公司受有損

害時，應依上開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對公司依法應負賠償之責，而

且執行董事及參與決議而未有紀錄或書面聲明可證其經表示異議之

董事均應對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害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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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我國與美國就併購程序董事義務規定之比較 

     

    按我國現行企業併購法第五條及民法第二十三條規範公司董事

於併購程序中應負忠實及注意義務，已如前款所述。惟該等義務之內

涵究竟為何？是否與美國法上相當？容有加以釐清之必要。 

 

第一目 應盡注意之程度 

 

    依企業併購法第五條第一項後段及民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規

定之「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若採與民法第五百三十五條相同之

解釋，則董事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為公司處理事務，其注意義務之

程度係為抽象輕過失
206
。而實務上之見解，多認其係指「依交易上一

般觀念，認為有相當知識經驗及誠意之人應盡之注意」
207
、「依一般

社會上之觀念，認為具有相當知識及經驗之人對於一定事件所能注意

者，客觀的決定其標準；至於行為人有無盡此注意義務之知識或經

驗，在所不問」
208
，亦認「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程度為抽象輕過失。

與美國公司董事所負之重大過失相比，我國公司董事負的責任似乎高

於美國董事。 

 

第二目 經營判斷法則在我國有無適用之餘地 

    在美國法制上，公司董事應對公司及股東負忠實及注意義務，然

為避免法院過度干涉董事對公司業務之經營暨尊重董事之專業，美國

                                                 
206 吳淑莉，論企業併購實務中董事之義務與責任，萬國法律，145 期，2005 年 2 月，頁 81。 
207 最高法院 42 年度台上字第 865 號判例。 
208 最高法院 79 年度台上字第 120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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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實務上發展出「經營判斷法則」作為董事決策之「避風港」（safe 

harbor），亦即當董事對公司業務之執行符合經營判斷法則時，法律

上即推定該董事已盡其受任人義務，藉此鼓勵董事勇於任事。 

    而我國企業併購法及民法雖引進美國法上之忠實義務及注意義

務，並未一併引進「經營判斷法則」，故該法則於我國是否有適用之

餘地不無疑問。我國實務上就此問題看法分歧，台灣台北地方法院

92年度訴字第 4884號民事判決認由於經營判斷法則未經我國法明文

化，並無適用之餘地
209
；惟同院 93 年度重訴字第 144 號民事判決則

認為法院可將經營判斷法則視為法理而引用之，惟其判決謂，「…又

公司負責人在經營公司時，若已經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此即英

美法所謂『經營判斷法則』（Business Judgement Rule）。…故經營

判斷法則並非董事之行為標準，係司法機關審查董事行為（依我國法

論即司法機關判斷公司負責人是否負善良管理人注意義務）之基準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s serves as a standard of judicial 

review, not as a standard of business conduct）。並藉此避免事

後（hindsight）重加評斷（second-guessing）公司負責人之當初所

為經營決定。據此我國法院在判斷公司法負責人所為之營業行為是否

符合「經營判斷法則」，似可採取與美國法院相同之營業標準，……。

若公司負責人為經營行為當時若具備此五項經營判斷法則，則可推定

其具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而無庸對公司及股東負損害賠償責

任。」，此項見解應屬誤解經營判斷法則之法律效果。正確見解應是：

                                                 
209 台灣台北地方法院 92 年度訴字第 4884 號民事判決：「…被告雖援引美國法院在司法實踐過程

中建立之『經營判斷法則』（Business Judgement Rule）即推定不具個人利害關係與獨立自主之董

事，其所為之經營決策係依據充分資訊之基礎，基於誠信，認為此項決策符合公司最大利益，如

因該項決策被訴……。但我國公司法未經經營判斷法則予以明文化，且該原則適用對象為公司董

事，與公司法第 23 條、第 8 條所稱公司負責人包含董事、監察人、經理人等之規範主體並不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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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判斷法則推定五項要件均具備，若此項推定未被推翻，董事及其

決策即受保護，免受法院之事後評斷。非謂只要符合經營判斷法則之

要件，公司負責人即當然毋庸負責
210
。 

    雖有人認為，因我國現階段就公司負責人損害賠償之判決並不多

見，故無引進經營判斷法則之必要性。惟本文以為基於鼓勵董事承擔

風險，勇於任事，我國實以引進美國之經營判斷法則為宜。 

 

第二節 日月光案之模擬評析 

 

    私募基金凱雷擬收購國內上市公司日月光乙案，堪稱為近來外資

收購國內上市公司最受注目之一樁併購案，該案最後雖以破局收場，

然因其係典型之管理階層併購及融資併購之態樣，公司經營階層於該

併購程序中所應履行之義務對股東權益之保障益發顯得重要。而現行

國內雖已有法規明定公司董事於併購程序中應盡之義務，如前述之企

業併購法第五條及第六條、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等，惟該等法規之具體

適用情形仍有賴於大量司法判解之補充。故於國內判解仍極為有限之

情形下，本文以下乃以我國現行法規輔以美國法院判決累積之董事於

併購程序中應盡之義務，評析凱雷收購日月光案中，該公司董事義務

履行之情形。 

一、事實介紹 

    日月光被收購消息之公開，始見於經濟日報 2006 年 11 月 24 日，

該報以頭版報導凱雷斥資 2,100 億元相中台灣電子業，報載中點名四

家公司（日月光為其中之ㄧ）。而日月光隨即在當日下午七點半於公

                                                 
210 劉連煜，參見前揭註 162，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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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資訊觀測站發布重大訊息，明確指出已收到由凱雷投資集團（The 

Carlyle Group）組成之投資團隊（以下稱「投資團隊」）表達有興

趣以每股新台幣 39 元（相當於每單位美國存託憑證約美金 5.94 元）

收購該公司全部已發行股份之潛在要約。同時表明張董事長同意在一

定條件下加入凱雷集團，並將其個人所控制之股權轉換為凱雷集團之

股權，並且與凱雷投資集團簽訂獨家合約同意於一定期間內不與凱雷

投資集團以外之人洽談
211
。 

 

二、案件評析 

（一）未進行實地查核前即已決定收購價格 

    如上開所述，日月光於2006年11月24日當天即於重大訊息公佈凱

雷集團之收購價格為每股新台幣39元，惟據報載凱雷所委任之財務顧

問於該事件曝光後始赴台進行實地查核。而日月光遲至2007年2月7

日才宣佈委任財務、法律顧問對凱雷集團的收購要約，進行評估與提

供意見。此未進行實地查核前即已先行決定收購價格，似難謂該公司

董事已盡企業併購法第五條之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亦未符合德拉

瓦州於Smith v. Van Gorkom
212
案中所建立有關公司董事於併購「程

序」應盡其受任人之義務。 

 

（二）獨家條款排除市場測試原則之適用 

    本案日月光董事長與凱雷集團於公開收購前簽定獨家條款，無異

限制日月光同時與其他潛在買家談判之可能性，如果日月光最後決定

出售給凱雷集團以外之第三人，必須支付相當可觀之賠償金。換言

                                                 
211 相關公告內容，請參見 http://mops.tse.com.tw/server-java/t05st01。 
212 Supra note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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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案並無法經由美國司法上之「市場測試」原則探求最高收購價

格，實難謂公司董事已為全體股東之最大利益為併購之決議。嗣日月

光於2007年2月15日宣告該公司董事長決定終止與凱雷集團所簽定之

獨家出售條約，意謂其可有空間與其他潛在買家洽談併購事宜，對日

月光之少數股東而言上述舉動，毋寧是有益的。 

 

（三）獨立之公正人士組成評估委員會之選任基礎不具獨立性 

    日月光雖在重大訊息提及董事會決議授權外部董事選任相關顧

問及其他獨立之公正人士組成評估委員會，惟依日月光公司當時董事

會結構觀之，其所授權「外部董事」選任獨立之公正人士組成評估委

員會之基礎本身，極具相當爭議性。首先，當時日月光有七席董事，

董事長與副董事長互為兄弟，且董事長所控制之香港商微電子公司占

有四席董事，故董事長家族直接握有七分之六之董事席位，另一位其

所稱之外部董事雖未在日月光任職，然根據年報資料顯示該名外部董

事當時兼任臺灣福雷電法人代表董事、宏璟建設的董事、日月光新加

坡與韓國子公司的董事及監察人，故可算是集團內部董事。爰於典型

之管理階層收購下，該收購價格與董事會成員間本具利益衝突之情況

下，其所委任之獨立之公正人士組成評估委員會所出具價格合理性之

意見之參考價值將大為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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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我國現行法雖已於企業併購法第五、六條及公司法第二十三條明

定董事於併購中應對公司及股東負忠實義務及注意義務，然董事於併

購程序中究應踐行何程序，方可謂已盡其義務，尤在管理階層收購

下，注意程度是否應與一般併購行為有所區分又應如何區分，仍有待

後續司法判解及解釋加以補充。本文認上述企業併購法及公司法之相

關規定既係繼受美國法上董事對公司負有「受託人義務」而來，未來

類此相關案件之司法審判，或可參考美國實務上累積之標準輔以我國

之國情作為判斷之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