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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公開收購法制 

企業為了追求營收、市佔率及獲利等，可以藉由企業內部1及外部2成長，

以達到上述目標。然而，當企業內部成長已達瓶頸時，自然以外部成長為企業

追求利潤的好方法。而外部成長中，最常見的方法，首推企業併購。藉由併購

的方式快速的增加企業利潤。 

然而，併購者為取得目標公司經營權，除了徵求委託書外，就是取得目標

公司控制性的股份。在敵意併購中，因為目標公司經營者不願意收購者併購公

司，故收購者大多只能由市場或其他管道（如大股東）取得目標公司股份。若

目標公司為公開發行公司，收購者可經由公開收購來大量取得目標公司股份。

雖然在善意倂購中，因目標公司的股權過於分散，收購者也有可能藉由公開收

購取得目標公司股份（如台新銀行收購大安銀行），但在敵意併購中，公開收購

則為收購者併購所採用的主要方式。故有必要先就公開收購為說明。加以，目

標公司為抵禦收購者之防禦行為，亦多針對公開收購而設計，在討論敵意併購

時，有必要先理解公開收購制度。 

然在正式進入公開收購前，須了解收購者所出的收購價格多會高於市價，

亦即收購人多會溢價收購目標公司股份。其原因大致上有二
3： 

（1）收購者相信目標公司之資產在現有經營者之管理下，並未達到最佳的

利用狀態。因此，藉由收購不但可驅逐現任經營者，以懲罰其無效率經營。同

時由自己或由自己指派之人經營目標公司，發揮公司最佳的效用，藉此彌補因

溢價收購所帶來的損失。 

（2）不論經由收購者較佳的經營能力，或是兩公司間合併產生的综效

（synergy），或是收購者對目標公司有其他特殊的計畫等，收購者相信其能為

目標公司創設出更高的價值。 

                                                 
1 企業的內部成長，係指企業對於營運資源的擴張乃是藉由企業本身發展而來。如自行擴建廠

房、增加員工、研發產品、開發新市場等。楊佳璋、張子，經營權爭霸，商周出版，2001 年

11 月，頁 30。 
2 企業的外部成長，係指企業對於營運資源的擴張乃是透過與外部現有的營運資源相結合而

來，其中以併購為重要方式之一。楊佳璋、張子，前揭註 1，頁 30。 
3 See John C. Coffee Jr., Regulating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the 
Tender Offer’s Role in Corporate Government, 84 Col L. Rev. 1145,1163-1165 (June 1984); Hsin-Ti 
Chang, Regulating Sale of Control Transactions in Taiwan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Analysis，台大法學論叢，第 31 卷 4 期，2002 年 7 月，頁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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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經濟分析的角度言，有效率（efficiency），乃是將資源或權利分配給對

該資源或權利賦予最高價值的人4。在公開收購中，收購者取代現任無效率經營

者，繼而為目標公司創造更大的價值，自然為有效率的交易，自寇斯理論（Coase 

Theorem）5觀察，交易雙方會自願締結有利於雙方之契約，特別是在敵意併購

中。因為在敵意公開收購中，目標公司經營者因無法與收購者達成合作關係，

故收購者只能直接訴諸目標公司股東，以公開收購溢價來「賄賂」目標公司股

東，進而達到取代現有無效率經營者之目的
6。 

另外，收購者除了藉由創造目標公司更高之價值以獲利外，亦得以消極的

財富移轉方式來獲利。換言之，因取得目標公司經營權，收購者得以各種合法

或非法方式為自己謀利，如從事自我交易（self-dealing）、挪用公司商業機會、

給予自己較高之報酬等，即收購者之控制地位賦予其「打開公司金庫之鑰匙」

（key to treasury），並且得利用各種理由賦予該等鑰匙經濟上之價值7。 

第一節 歐美各國公開收購制度 

併購熱潮最初是從美國開始延燒到歐洲及亞洲以至於到我國。此外，我國

公開收購制度亦是從美國及英國繼受而來，因此，在探討我國公開收購制度前，

需先認識歐美國家關於公開收購制度之規定。 

第一項 美國 

在美國，公開收購制度稱為「tender offer」，其主要法源依據為 1934 年美

國聯邦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 d 項。當時因未特別針對 tender offer 做規範，當收

購者宣布 tender offer 時，不須為任何「公開」行為，造成目標公司股東在面對

tender offer 時，因為無足夠資訊知悉收購者之計畫、目的，甚至不知道收購者

之真正身分，加上收購期間通常很短（一般不超過十天），使得股東倉促做決定，

甚至做出錯誤的決定。因此，美國遂於 1968 年通過 the Williams Act（通稱為威

                                                 
4 Robert Cooter & Thomas Ulen , Law and Economics , 81(4thEd. 2003). 
5 寇斯理論係指，在交易成本為零的情況下，不論法律如何規定，經由交易雙方之協商，可將

資源做最有效的使用與分配。有關寇斯理論之介紹，可參見王文宇，從經濟觀點論保障財產權

之方式－以財產法則與補償法則為中心，民商法理論與經濟分析，元照出版，初版，2000 年 5
月，頁 1 以下；簡資修，經濟推理與法律，2004 年 4 月，元照出版，初版，頁 15 以下。 
6 See John C. Coffee Jr., supra note 3 , at 1164 (1984）.中文說明請參照張心悌，從經濟分析觀點

探討強制公開收購制度，輔仁法學第 28 期，2004 年 12 月，頁 59、60。 
7 Solomon, Schwart, Bauman & Weiss, Corporations－Law and Policy,1139 (3rd Ed.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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廉斯法案），作為 1934 年證券交易法的修正案。並在證交法中加入 Sec.13(d)、

(e)兩項，並在第十四條加入 Sec.14(d)、(e)、(f)三項8。各條文簡要說明的如下9： 

(1)Sec.13(d)項 

A.Sec.13(d)(1)：任何人直接或間接取得四種股權證券（equity security）10，

成為超過百分之五的受益所有權人（beneficial owner）時，必須在取得後的十

天內，藉由掛號信通知發行人的辦公室，及該證券掛牌交易的交易所，並向證

券管理委員會登記相關資料，以保障公益及投資者。其目的在通知大眾及目標

公司經營階層，可能有人企圖取得公司經營權。 

但依據 1934 年證交法，下列情況，無論以 tender offer 或是其他方式取得

發行人發行之股權證券，均不受 Sec.13(d)與 Sec.14(d)申報義務之規範11： 

(a) 在最近十二個月內所取得之證券，不超過該種證券的百分之二，則不論取

得人是否因此超過 Sec.13(d)所規範之百分之五之比例12； 

(b) 發行人或其控制百分之百股權之子公司，取得發行人之股份
13； 

(c) 因不涉及控制權移轉或無意影響發行人之控制權，而被證管會豁免申報義

務14； 

                                                 
8 易建明，美國、日本與我國「公開出價收購」公開制度之比較研究（上）－以相關書件之申

報及其內容之公開為中心，證券暨期貨管理第 16 卷第 9 期，1998 年 9 月，頁 3；羅怡德，企

業組織法論集，三民出版，1992 年 12 月初版，頁 313。 
9 以下參照易建明，美國、或日本與我國「公開出價收購」之比較研究（上），證券暨期貨管理，

第16卷第2期，民國1998年2月，頁1以下；易建明，美國、或日本與我國「公開出價收購」之比

較研究（下），證券暨期貨管理，第16卷第3期，1998年3月，頁10以下；易建明，前揭註8，頁1
以下；易建明，美國、日本與我國「公開出價收購」公開制度之比較（下）－以相關書件之申報

及其內容之公開為中心，證券暨期貨管理第16卷第10期，1998年10月，頁1以下；陳錦旋，試論

公收購公開發行公司有價證券之法規範，證券市場發展季刊，第22期，1994年3月，頁404以下；

呂佩珊，從公司治理談公開收購目標公司董事之責任，國立中正大學財經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

文，1994年6月，頁84以下。 
10 四種股權證券分別是依照下列四種規定的證券：section 781、section 781(g)(2)(G)、Investment 
Company Act of 1940 [15 U.S.C.A. §80a-1 et seq.]、section 1629c(d)(6) of Title 43。 
11 以下參照 Sec.13(d)(6)(15 U.S.C.A. §78m(d)(6))與 Sec. 14(d)(8)(15 U.S.C.A. §78n(d)(8) )。 
12 Sec.13(d)(6)(B) (15 U.S.C.A. §78m(d)(6)(B)) 與 Sec. 14(d)(8)(A)(15 U.S.C.A. §78n(d)(8)(A))。
惟取得人若因此持有該類股份百分之十以上時，仍須依 1934 年證交法 Sec.16(a)之規定，填報

Form 3；而該持有人若再有變動，須另行填報 Form 4。 
13 Sec.13(d)(6)(C)(15 U.S.C.A. §78m(d)(6)(C))與 Sec. 14(d)(8)(B)(15 U.S.C.A. §78n(d)(8)(B))。 
14 Sec.13(d)(6)(D)(15 U.S.C.A. §78m(d)(6)(D))與 Sec. 14(d)(8)(C)(15 U.S.C.A. §78n(d)(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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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依 1933 年聯邦證券法規定，向證管會註冊登記，而取得目標公司發行之股

份者； 

(e) 已持有發行人所發行之某類證券超過百分之五之股東，依發行人的規定，

此類股東可行使之「股東優先認股權」，按其持股比例優先認購之股份15。 

關於上述通知的相關事項，規定在 Rule 13 條 d 項(Regulation 13d)，其事項

包括：個人或團體的聲明必須包含本身及其成員、主管與主要營業項目的資料，

及有關此一購買行為的財務來源，並應提出對目標公司計畫的聲明（如收購者

欲對目標公司為公開收購，或是進行其他方式之併購行動等。） 

所謂「受益所有人」之判斷標準，依 Rule 13d-316： 

(a) 任 何 人 直 接 或 間 接 ， 以 契 約 (contract) 、 安 排 (arrangement) 、 認 知

（understanding）、關係(relationship)或其他方式（otherwise），取得或可

分享： 

(1)表決之權利(voting power)（包括自己表決或指示他人表決之權利）。 

(2)投資之權利(investment power)(包括自己處置或指示他人處置之權利）。 

(b) 如果任何人之目的係為規避第 13 條 d 項之報告義務，而以信託、委託書、

授權書或其他任何契約、協議或方法，直接或間接地將其受益所有權分散，

或避免將此等受益所有權集中在一人身上，該等人仍會被視為該證券之受

益所有人。 

(c) 當計算受益所有權時，應將某人所持有之同種類證券全部加在一起計算，

而不論其受益所有權之型態為何。 

(d) 若任何人有權在 60 日內依下述方式取得證券之受益所有權，則其即屬受益

所有人： 

(A)實行選擇權（option）、認購權(warrant)或其他權利。 

(B)透過證券之轉換。 

(C)實行停止信託、「全權委託帳戶」(discretionary account)17或類似安排之

                                                 
15 Rule 13d-6(17 C.F.R. §240.13d-6). 
16 Rule 13d-3(17 C.F.R. §240.13d-3). 
17 全權委託帳戶，指在這個戶頭中，客戶授權經紀人或第三人完成證券或商品的買賣。被授權

人可自行決定買賣的種類，時機，數量，和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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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利。 

(D)前述(C)之信託等關係之自動終止。 

上述規定，雖以 60 日內可行使之證券為限，但如取得這些權利之目的或效

果，係在改變或影響發行人之控制權，則由取得這些權利當日起，權利人將被

視為所有人，而不論此種權利是否可在 60 日內行使。 

依 Sec.13d(3)規定，二人以上為取得、持有或處理目標公司之有價證券，

而以「團體」（group）方式行動，則該團體本身應被視為證券之所有權人，而

必須在持股超過目標公司所發行該類股份百分之五時，向證管會申報 Schedule 
13D。 

在一般併購案中，無論併購公司計劃以何種方式取得目標公司之控制權，

可能都會希望獲得第三人之協助，因為一方面可以減少市場上的注意力，另一

方面可以降低併購的成本。因此如何認定倂購公司和第三人是「團體」，將會

成為爭議。尤其，「盟友」的出現，有時是因併購行為之特殊性而自然形成，

未必都是併購者本身計畫所形成。這時須視當時的情況，才能認定是否有「團

體」存在。例如：A 公司欲併購 B 公司，因 A 財力雄厚而無須他人協助，但由

於 A 公司收購 B 公司股份之行為引起市場上有心人士 C 之注意。C 判斷有人要

收購 B 公司。雖然 C 不一定知道倂購者是誰，仍決定以自有資金，自行單獨在

市場上收購 B 公司股份。雖然 A 公司未尋求任何人之協助，但因併購之發展，

造成部分人持有相當數量的 B 公司股份，使 A 公司必須考量如何處理 C。如果

A 公司與 C 合作，則不論合作方式為何，均會成為威廉斯法案的「團體」，故

當 A 公司與 C 合計持有股權證券數超過目標公司所發行同類股權證券百分之五

時，就須向證管會申報。但如 A 公司係單純向 C 購買其所持 B 公司股份，則

無所謂「團體」之存在。
18 

（２）Sec.13(e) 

股權證券之發行人不得違反證管會制定的規則，而購買自己所發行之股權

證券，否則可能被認定為詐欺、欺瞞或操作，或者證管會會採取合理的手段來

避免發行人買回其股份。而第 13 條 d 項與 13 條 e 項均僅適用於受證券交易法

管理之證券。 

（３）Sec.14(d) 

                                                 
18 Globe-Union, Inc. v. UV Indus., Inc., Op. Civ. No. 77-C-711(E.D Wis. May 1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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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以公開收購方式購買受上述受證券交易法管理之四種股權證券者，必

須提出與公開收購相關之聲請，且必須在公開收購之前提出。收購者必須依

Rule 14d-1 提出所列之各項要件說明：A.收購之證券及發行公司、B.收購者的

身分及背景、C.與發行公司以往的接洽、交易或協調、D.資金來源及數額、E.
收買證券之目的及公開收購人之計畫或提議、F.證券上的利益歸屬、G.是否和

他人有約定或安排或協議、H.是否受雇或被給予報酬、I.公開收購人之財務報

告、J.其他事項、K.提出各項之附件。 

值得注意者，依 Rule 14d-9，目標公司若欲對其證券持有人為任何建議（包

括拒絕或接受收購要約），則應在建議公布或發送給證券持有人前，向美國證

管會申報 Schedule 14D-9，並交付收購人及相關之證券交易所或全國證券自營

商協會各乙份 Schedule 14D-9。換言之，目標公司必須先符合前述要求，否則

不得對股東或證券持有人提出建議。 

並且，依照 Sec.14d(5)，除證管會所制定之規則或有其他規定外，已同意

出售其持股之股東，得在下述期間內，撤回其同意： 

1.在 Tender Offer 開始後 7 日內；或 

2.在 Tender Offer 開始進行之 60 日後。 

而證管會更於 Rule 14D-7 中規定，股東可在 Tender Offer 有效期間內之任

何期間撤回。換言之，Rule 14D-7 放寬了股東反悔之機會。 

（4）Sec.14(e) 

本項係為防止參與收購程序之人所提出之資料，有欺騙、虛偽、誤導或遺

漏等情事。美國證管會並依據本條項制定下述規定： 

A.Rule 14e-1 

為禁止任何人以詐騙或操縱之手段從事收購要約，明定要約人應以下述四

項方式實行其要約： 

(a) 自其要約公布或發送予證券持有人之日（即正式開始要約之日）起算，該

要約之效力至少應維持 20 個營業日。但此項規定不適用於發行人所發行之

收購要約，只要發行人要約之目的不在防止他人提出要約，亦非針對他人

之要約而提出者（即以自我收購來對抗其他人的要約）。 

(b) 若有提高收購要約之對價或自營商之徵求費用時，自提高之通知公布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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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與證券持有人之日起算，其效力至少應維持 10 個營業日。另前款但書之

規定於此仍有適用。本項之延長期間，須與上述之 Tender Offer 的最短期

間合併（concurrent）計算。舉例言之：如收購者在公開收購開始後第六個

營業日增加所要購買之股份數量，並於當日向目標公司股東宣布此變更，

則公開收購之期間不須延長。因為由宣布變更之日起計算十個營業日，仍

在公開收購應持續二十個營業日以內
19。 

(c) 要約人應於要約終止後，迅速將同意支付之對價交付予證券持有人，如要

約人撤回要約，亦應迅速將已交出之證券退還給證券持有人。 

(d) 要約人展延要約之有效期限時，應以公開方式為之，且於宣布時，應同時

說明截至該日為止已交出之證券之總數。另外，該通知至遲應於原預定結

束日期之次營業日早上 9 點以前宣布之。如該等證券係於證券交易所上市

之證券，要約人應在預定結束日期之次營業日，證券交易所開市買賣前（如

該證券不只在一家證券交易所交易，以其中最早開市者為準）發出通知。 

B.Rule 14e-2 

Rule14e-2(a)要求目標公司經營階層應在收購要約正式開始後 10 日內，以

公開聲明或直接寄送通知於股東之方式，說明目標公司之立場，經營者得為下

列行為，不過皆應在聲明或通知中說明其理由： 

(1)不建議證券持有人接受或拒絕某收購要約。 

(2)不發表任何意見，聲明對該要約保持中立。 

(3)聲明目前尚無法決定採取何種立場，或無法決定採何種立場。 

Rule14e-2(b)規定，目標公司董事可以變更其原先之建議。但仍須依上述規

定揭露給其股東。 

C.Rule 14e-3 

規則 14e-3 之訂定，係為防止在公開收購情況下，發生利用內部消息買賣

證券圖利之情形發生，其主要規定內容如下： 

(a) 如有任何人實質上在進行公開收購，凡持有關於該收購要約之重要消息之

人，明知或應知其持有之消息尚未公開，且其消息係直接或間接自下述人

士取得： 
                                                 
19 Rule 14e-1(b) (17 C.F.R. §240.14e-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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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擬提出要約之人。 

2.收購要約所欲收購之證券之發行人。 

3.前二者之職員、董事、合夥人、雇員或其他代表前二者之人。 

則該等持有消息之人，除非在從事任何相關之證券買賣前，已將該消息及

其來源予以適當之公布，否則其所為或指使他人買賣此等證券之行為，皆為

Sec.14 條 e 項所稱之詐騙或操縱的行為（此處之證券尚包括可轉換證券、選擇

權或其他可取得或處分該等證券之權利之證券）。 

(b) 任何自然人以外之人（通常指具有法人資格之機構投資人），如能証明代

其為決定之人，於從事前面(a)項所述之證券買賣時，並不知悉此等未公開

之重要消息，則可免責。另外，若此等自然人以外之人曾在決定有關之政

策或程序時，禁止代其從事投資決定之人從事此類證券買賣，或禁止其取

得此類消息；縱使代為投資決定之人違反其政策而為前述之買賣，該自然

人以外之人亦不必為此等人之行為負責，此即一般機構投資人對此類交易

之「安全港」（safe harbor）的規定，即只要符合前述規定即可免責。 

(c) 證券商代要約人買入前述之證券，或任何人將其持有之證券售予要約人，

其行為皆非不法。 

(d) 除出於實行要約程序所不可避免者外，要約人、證券發行人（指目標公司）

或代表前二者之人，包括各人之職員、董事、合夥人、雇員及顧問，以及

任何前(a)項所述之人，皆不得相互告知他方其所知曉有關該要約之重要消

息（包括該要約之計畫、融資、準備或實行之情形）。 

（5）Sec. 14(f) 

公開收購者應依證管會之規定提出聲明，揭露目標公司在經營權轉換過程

中，董事人選的姓名、背景及任何與董事有關之事宜。 

最後，美國關於公開收購之規範，雖規定在威廉斯法案中，然威廉斯法案

並未就公開收購做一明確之定義。甚至證管會也認為，因為公開收購之多變性，

以及為更有彈性解釋威廉斯法案，其亦認為不需要在其制定之規則或規章中，

對公開收購為定義性之規定。證管會反而舉出下列八項重要事實，以判斷某項

併購行為是否為公開收購20： 

                                                 
20 SEC Rel No. 34-15548 (Feb. 5,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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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對股份持有人為大規模且活躍地(Active and Widespead)的要約。 

B.向持有目標公司「相當比例」（Substantial Percentage）股份之大股東洽

談購買股份之事宜。 

C.收購價格高於公開市場上的股份價格。 

D.收購的要約內容幾乎沒有磋商協議的空間。 

E.收購股份要約有購買股份的最低量及最高量。 

F.收購的要約僅存續一定期間。 

G.股份持有人，有遭受出賣持股的壓力。 

H.在進行收購股份要約之計劃前，先向公眾宣布其收購之意。 

對於公開收購之認定，不以完全符合上述八項重要事實為必要。為了擴大

威廉斯法案的適用範圍，在判斷是否為公開收購時，法院採用較寬鬆的認定，

好藉由威廉斯法案的規範，給予股東更多的保護。但相對地，這樣不明確的認

定，也造成了收購人之併購行為是否為公開收購之不確定性，增加收購人之風

險及成本。 

第二項 歐盟21 

歐盟（EU）關於公開收購最重要的法制，莫過於「公開收購指令」（Directive 

2004/25/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1 April 2004 on 
takeover bids），又稱為「公司法第十三號指令」22。該指令第五條第一項規定，

                                                 
21 以下主要參照，李智仁，強制公開收購法制之發展與問題檢視－以我國法為中心，軍法專刊

第 51 卷第 12 期，2005 年 12 月，頁 22 以下。 
22 公司法第十三號指令主要適用於有價證券已在歐盟會員國內之合法證券市場交易之公司（第

一條第一項）。不論收購人取得有價證券之行為係自願或被強制，其所取得之股份，依會員國

法令，已達到足以控制被收購公司者，或收購行為本身即在取得被收購公司之控制權為目的，

均屬本指令之適用範圍。該指令制定的構想最早是在 1985 年，歐盟執委會於 1989 年便提出第

一次之指令建議案，然因第一次建議案規範內容過於詳細而難達共識，遂告整合失敗。其後，

執委會在第二次建議案中，僅針對收購要約做原則性規範，而將執行細節交由各會員國依其國

情自行訂定。惟第二次建議案仍因執委會對部分議題的規範建議，始終無法得到歐洲議會之認

可，因此，又告失敗。然而，有鑑於歐盟視該指令之通過為完成歐盟資本市場整合之重要步驟

之一，為達歐盟理事會所揭櫫 2005 年完成資本市場整合之行動綱領，執委會在 2001 年 9 月設

置「公司法專家高層小組」（High Level Group of Company Law Experts），並於 2002 年 10 月提

出第三次建議案。該指令於 2004 年 4 月在法國召開之歐盟理事會中正式通過。關於各議案之

說明，請參見黃慧嫻，歐盟第十三號公司法指令草案「收購要約指令草案」簡介，科技法律透

析，第 14 卷第 12 期，2002 年 12 月，頁 20~24；黃正一，歐洲聯盟之公開收購規定，法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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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一自然人或法人或其共同行動之人取得目標公司股份後，連同自己原已持有

及共同行動人所持有之股份，已使其直接或間接取得該公司一定比例之表決

權，從而取得該公司之控制權者，歐盟之會員國應當強制要求該收購人，必須

對該目標公司之全體股東發出公開收購之要約，以作為保護該公司少數股東利

益之方式。且該要約應儘早向所有股東發出，並應以公平合理價格予以收購
23。 

有關「合理價格」之問題，歐盟執行委員會特別委託公司法專家高層小組

（High Level Group of Company Law Experts）加以研究。該小組認為，若指令

本身對此問題未提供明確之判斷標準，則一旦發生爭議，勢必由法院裁決，而

收購的利益在法院作出判決前，恐已消失。此外，若未先就合理價格為定義並

規範其判斷標準，在個案中，對於價格公平性，將給與法院過多的解釋空間。

因此，專家小組建議，收購價格適當性之定義，與判斷標準之問題，須透過指

令加以整合，如此可提高收購者對於收購成本的預見性，並讓收購案更容易進

行，進而使歐盟資本市場的運作更有效率。基此，執委會接受專家小組的建議，

在第三次建議案中，針對「公平價格」訂定更明確的標準24。即在指令第五條

第四項規定，收購價格之公平與否，主要依據最高價原則與流通性原則判定。

易言之，於正常情形下，收購價格為公開收購要約前六至十二個月內，收購人

為取得被收購公司股份所支付之最高對價25。若收購者使用其他有價證券為支

付工具，而該有價證券不具流通性時，各會員國內國法應要求收購者須另外提

                                                                                                                                             
刊，第 52 卷第 12 期，2001 年 12 月，頁 51~67。另請參閱 Niamh Moloney, EC Securities Regulation, 
832-833 (Oxford University, 2002) 
23 Article 5(1): “Where a natural or legal person, as a result of his/her own acquisition or the 
acquisition by persons acting in concert with him/her, holds securities of a company a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1(1) which, added to any existing holdings of those securities of his/hers and the holdings of 
those securities of persons acting in concert with him/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give him/her a 
specified percentage of voting rights in that company, giving him/her control of that company,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such a person is required to make a bid as a means of protecting the 
minority shareholders of that company. Such a bid shall be addressed at the earliest opportunity to all 
the holders of those securities for all their holdings at the equitable price as defined in paragraph 4”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int/eur-lex/lex/Notice.do?val=387147:cs&lang=en&list=387147:cs,&pos=1&page=1
&nbl=1&pgs=10&checktexte=checkbox&visu=#texte  (last visited on 2007/07/03) 
24 黃慧嫻，前揭註 22，頁 22。 
25 Article 5(4):” The highest price paid for the same securities by the offeror, or by persons acting in 
concert with him/her, over a period, to be determined by Member States, of not less than six months 
and not more than 12 before the bid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shall be regarded as the equitable price. 
If, after the bid has been made public and before the offer closes for acceptance, the offeror or any 
person acting in concert with him/her purchases securities at a price higher than the offer price, the 
offeror shall increase his/her offer so that it is not less than the highest price paid for the securities so 
acquired.”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int/eur-lex/lex/Notice.do?val=387147:cs&lang=en&list=387147:cs,&pos=1&page=1
&nbl=1&pgs=10&checktexte=checkbox&visu=#texte  (last visited on 2007/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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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金，作為應賣股東另一種對價之選擇26。 

關於強制公開收購之門檻為何？第十三號指令並未提出一具體標準，該指

令第五條第三項僅謂：「得享有目標公司控制權之持股比例及其計算方法，由

公司註冊地之會員國法律自行規定。」27即該指令僅從框架上對該臨界點

（threshold）為規定，具體比例則由各國自行訂定。這種方式，不但包容了各

會員國間的差異，同時也賦予各會員國某程度的自由裁量權，並造就了各國保

障少數股東利益之實質公平28。 

第三項 英國 

由於我國強制公開收購制度係採英國法制，因此有必要就英國公開收購法

制為認識29。首先須說明者，不同於我國、德國及荷蘭等，在公司內有監察人，

尤其德國還有勞工代表一同參加公司監督與決策，而英國僅設有董事會。此外，

在英國，任何人只要取得過半數之投票權便確定可以取得公司經營權。 

在英國的公開收購，主要是由市場為自律規範，但卻衍生出不少問題，造

成收購者日夜騷擾個人股東，並且會用不同收購的價格，以致於發生股東間不

平等的現象。因此，直致 1968 成立”the Panel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公開

                                                 
26 Article 5(5):  
“By way of consideration the offeror may offer securities, cash or a combination of both. 
However, where the consideration offered by the offeror does not consist of liquid securities admitted 
to trading on a regulated market, it shall include a cash alternative. 
In any event, the offeror shall offer a cash consideration at least as an alternative where he/she or 
persons acting in concert with him/her, over a period beginning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period 
determined by the Member State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4 and ending when the offer closes for 
acceptance, has purchased for cash securities carrying 5 % or more of the voting rights in the offeree 
company. 

Member States may provide that a cash consideration must be offered, at least as an alternative, in all 
cases.”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int/eur-lex/lex/Notice.do?val=387147:cs&lang=en&list=387147:cs,&pos=1&page=1
&nbl=1&pgs=10&checktexte=checkbox&visu=#texte  (last visited on 2007/07/03) 
27  Article 5(3):” The percentage of voting rights which confers control for the purposes of 
paragraph 1 and the method of its calculation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rules of the Member State in 
which the company has its registered office.”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int/eur-lex/lex/Notice.do?val=387147:cs&lang=en&list=387147:cs,&pos=1&page=1
&nbl=1&pgs=10&checktexte=checkbox&visu=#texte  (last visited on 2007/07/03) 
28  童 玲 ， 試 論 歐 盟 強 制 要 約 收 購 制 度 － 結 合 「 公 開 收 購 指 令 」 加 以 解 讀 ，

http://64.23.187.104/search?q=cache:vSVLq7bJAVUJ:www.lichangqi.com/wz/wzl.asp%3Fid%3D95
+%E6%AD%90%E7%9B%9F%E7%AC%AC%E5%8D%81%E4%B8%89%E8%99%9F%E6%8C
%87%E4%BB%A4&hl=zh-TW 轉引自李智仁，前揭註 21，頁 26。 
29 以下主要參照曾宛如，英國公開收購制度之架構，萬國法律第 105 期，1999 年 6 月，頁 41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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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暨合併小組30，以後簡稱 the Panel)，同年並頒佈”the City Code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公開收購暨合併規則，以後簡稱 the Code），英國方有一套完整

公開收購的自律規範。 

The Panel 並非政府機關，其主席與副主席是由英格蘭銀行任命（the Bank of 

England），其會員由多達十一個不同的組織31組成，藉此多元化的成員，使 the 
Panel 及 the Code 有強烈的說服力。加上 the Panel 不是政府機關，因此不似政

府機關般機械化，而具有相當的彈性，這都是其優點。並且，倫敦證交所、自

律機構（SROs）及專業人員組織（RPBs）在其規則上均要求遵守 the Code，使

the Code 因此取得間接的法律拘束力。再者，英國公司法雖賦予取得超過目標

公司股份 90%以上者，得強迫少數股東出賣其股份，但法院對此仍有裁量權。

而法院裁量的基準，依 Browne-Wilkison V.-c 在 Re Chez Nico(Restaurants)Ltd.4
一案中指出，其裁量包括了收購者是否遵守 the Code。這也顯示 the Code 雖然

不具法律上的強制力，但法院仍會希望並期許業者能遵循之。 

the Code 主要是由「一般原則」（General Principles）及「規則」（Rule）

組成。在 the Code 的引言中特別指出，the Panel 及 the Code 最主要的目的，是

在確保股東受到平等及相同之待遇，藉由 the Code 的制定，可以為公開收購提

供一個有秩序的運作架構。由於 the Panel 的組成員來自各方，故其訂定的 the 
Code 是集合這些成員的專業知識，以決定什麼才是良好商業標準，及如何公平

對待所有股東所形成的集體意見。因此，組成員明白表示，自律才是他們所要

保持的法律狀態
32。 

（一） 一般原則 

The Code 中，雖然原則之用語過於廣泛，卻是希望這些原則可以彈性地適

                                                 
30 學者曾宛如將”the Panel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譯為「公開收購暨合併委員」，然本文認

為，” the Panel” 原意應是指該機構為一委員會或是小組，因此將該機構譯為「公開收購暨合

併小組」。曾宛如，前揭註 29，頁 42。 
31 其組織成員包括：the Association of British Insurers、the Association of Investment Trust 
Companies、the Association of Unit Trusts and Investment Funds、the British Banker’s Association、
the British Merchant Banking and Securities House Association、the 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in England and Wales、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ension Funds、the Investment Management Regulatory Organization、
the Security and Funds Authority 等十一個組織。 
32 See Introduction to the City Code. In (c), it provides: “The Code has not, and does not seek to 
have, the force of law. It has, however been acknowledged by both government and other regulatory 
authorities that those who seek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facilities of the securities market in the 
United Kingdom should conduct themselves with best relating to takeovers in accordance with best 
business standards and according to the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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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所有情況，故原則之解釋偏重論理解釋，而不拘泥於所用之文字。總計 the 
Code 有下述十項原則： 

1. 收購者對於持有同種股票之股東須給予相似對待。 

2. 公開收購中，不論是收購者、目標公司、或其顧問，均不得僅提供資訊給

部分股東，置其他股東於不顧。 

3. 收購者在宣佈公開收購前，須經過非常小心及負責的考慮，其中包括有無

能力及意願完成該次收購行為。 

4. 收購者應給予股東足夠的資訊及時間以做成決定。 

5. 收購者、目標公司董事會、或其顧問，在寄送或提供任何文件或廣告給股

東時，須確保已盡最佳之注意義務及文件之正確性。 

6. 所有當事人應盡一切努力，防止收購者及目標公司之證劵產生市場上錯

誤，並誤導市場。 

7. 當一個善意的公開收購已向目標公司董事會提出，或者該董事會有合理之

基礎相信，將有一個善意的公開收購33會發生，則董事會在未經股東會同

意前，不得為任何行為阻礙該公開收購，或使股東無法決定是否接受該收

購。 

8. 行使控制權應符合誠信原則，不得為任何迫害少數股東的行為。 

9. 收購者及目標公司董事，在對股東提供任何建議時，要摒除個人或家族之

利益，完全以董事之立場為之。在給予股東建議時，要將股東、公司受雇

人及債權人之利益一併考慮。目標公司董事更要注意，不得違反忠實義務，

若對收購人或其他人有所承諾，以致於將來可能受此限制而無法建議股東

時，更要仔細考慮。 

10. 當一個人或數人合意共同取得公司控制權時，原則上須對其他股東為公開

收購。若任何人因取得目標公司股份致有上述義務時，在取得前，須先確

定其未來有能力及意願完成這個接續的公開收購。 

（二） 規則 

                                                 
33 這裡的善意，非指該收購行為是否得到目標公司經營階層的同意，而是指收購人是否以損害

目標公司為目的所進行的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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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de 並進一步在各項規則中，具體規定了公開收購之流程。原則上，

是否公開收購，由收購人自行決定。但在例外情形，規則會要求收購人須公開

收購，其所要求之「強制公開收購」情形有二： 

1. 任何人（自行或與他人合謀）取得目標公司超過 30%有表決權之股份； 

2. 任何人（自行或與他人合謀）取得目標公司超過 30%以上但未達 50%有表

決權之股份，在十二個月內，意欲再取得超過 1%有表決權股份。 

收購人符合上述兩種情形之一時，就需要公開收購。而其適用的規則與一

般公開收購相同，但收購對象更廣泛，包括所有有表決權及不具表決權的權益

資本之持有人（any class of equity shares capital, voting or non-voting），及收購

者與其共謀之人所持有具表決權的非權益資本之持有人（any class of voting 
non-equity shares capital in which the acquirer of his concert parties hold shares）

（如有投票權的優先股）34。 

在強制公開收購時，收購者之真實身分須被清楚的揭露35。由於公開收購

常使市場上股價有劇烈波動，因此在未向目標公司表示收購前，收購者應慎防

消息走漏。 

目標公司在收到收購者之通知時，應立即將收購的條件及相關資訊告知股

東及 the Panel。因收購者主觀意思之不同，將有兩種不同的宣布：（1）可能收

購之宣佈（the announcement of a possible offer）及（2）確定公開收購之宣布。

前者指在確定公開收購前，雙方已有接觸，並開始一些談判，此時應為此項公

布，但收購者之名稱得保留不公開。 

後者係在收購者及其顧問均確定收購者有能力，且將會持續完成收購行為

之情形下，方得宣佈之。且宣布時須包含下列資訊：A.收購條件；B.收購者；

C.現在對目標公司持股之明細
36。 

在確定公開收購之宣布後，目標公司董事會須先諮詢有能力且獨立的專

家，提供關於該次收購之意見。因為董事會嗣後須向股東會提出說明時，須以

這些專家意見為基礎。倘若專家均無法評估是否接受該次收購之要約，則說明

書應將收購之利弊分別清楚陳述
37。 

                                                 
34 See Rule 9.1 
35 See Rule 1 
36 See Rule 2 
37 See Ru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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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過專家建議後，Rule 25 規定，目標公司董事會有義務向股東會提出說

明，並要建議股東接受或拒絕收購要約。但若是建議拒絕收購，必須表明其財

務顧問對此建議為無保留之同意；此外，董事會在說明中應對收購者就收購成

功後之計畫提出回應。並且，收購者及目標公司間彼此股權持有之情形，目標

公司董事會成員對自身公司及收購公司之持股狀態（尤其是因此次收購所受之

利益）、目標公司董事之服務契約及收購公司間可能產生的安排，均需向股東

明白揭示。 

上述規定，係避免董事為自身之利益而犧牲股東的權益，股東僅能從這些

資訊中判斷，董事在公開收購中內心所持之心態及利益。 

另一方面，收購公司也有類似提出文書之責任。文書中應包括在收購後是

否繼續公司之營運、是否有任何重大之營業改變及資產處分、及員工有無裁撤

之可能等事項38。 

因為收購過程中，相關資訊對目標公司股東非常重要，故而 Rule 20 中特

別規定，對所有股東提供資訊時必須公平。因此，對任何媒體發布消息時，必

須確保股東至少會同步得知。若對於是否為公平待遇產生爭議時，the Panel 會

要求公司的財務顧問或經理人提出說明。 

接下來的問題是公開收購的流程。於一般情況下，在公開收購提出收購文

書時，公開收購期間至少需 21 日以上，確保股東有足夠的考慮時間，但除非有

特別情況，公開收購須於提出收購文書後 60 日內截止。此期間規定，是為了確

保公開收購不會受到其他競爭收購的阻撓，也可使目標公司董事會不受到過長

的公開收購的壓力。收購公司在此期間內，可以反覆修正其收購內容，但須給

目標公司股東 14 日以上的考慮期。因此，任何修正最遲應於收購之第 46 日前

提出
39。 

英國強制公開收購之流程大致如下：第一天收購者須提出收購文書，說明

收購期間。除非有明確表示「不准延期」或「不准修正」，否則最多均可延期

到 60 日。目標公司董事會得在 12 日內提出文書反對被收購。監理機關會在第

20 日 指 出 ， 該 收 購 行 為 不 會 被 移 送 到 MMC （ Monopolies and Merger 
Commission），使收購行為繼續下去。若在第 21 日時，收購行為尚未完成，

收購者可於第 22 日表示延期收購。之後，收購者與目標公司可分別採取不同的

                                                 
38 See Rule 24 
39 See Rule 30 and Graham Stedman,Takeovers,1993,PP. 283 et seq.轉引自曾宛如，前揭註 29，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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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例如，目標公司董事可以表示今年營收良好，藉以留住股東；相對的，

收購者可調整收購價格。股東若要撤回其應賣的承諾，最快可在第 42 天後表

示。但前提是收購者將撤回定為無條件。於第 60 日時，若收購成功，則收購截

止，除非收購過程中，將收購改為無條件，則收購在原定截止日後須再保留開

放 14 天為收購行為。之後，目標公司須召開董事會，並告知未應賣股東，其未

來可能之選擇。 

若收購期間超過 60 日，須經 the Panel 的同意，但 the Panel 僅在例外情形

下允許延期。可能的例外情形有：有另一競爭之公開收購；或是目標公司董事

會同意延長收購期間；或是目標公司在公開收購滿 39 日後才公佈一些財報資訊

等。 

原則上，目標公司董事會在未得股東會同意下，不得妨礙任何善意
40公開

收購，而 Rule 21 更進一步禁止下述行為： 

（1）發行新股； 

（2）對未發行之股份給予選擇權； 

（3）創造或發行轉換或附認股權之證券； 

（4）取得、處分或同意取得或處分資產達一實質數量； 

（5）在一般企業經營之外締結契約。 

若董事會欲為上述行為，須先經過股東會之同意。其中，（4）所謂的「實

質數量」，以 the Panel 的標準而言，通常指公司資產的百分之十。即便不是上

述妨礙行為，目標公司董事會也不行在未經股東會同意時即展開，因為在 the 
Code 中的一般原則第七點規範到，目標公司董事在面對公開收購時，必須經股

東會同意，才得為防禦行為。因此，即便不是上述行為，目標公司董事會也不

能任意為防禦行為。也因為取得股東會同意為目標公司發動防禦措施的要件，

為了防止目標公司董事會以徵求委託書方式，對收購者為不利行為，如解散公

司、發行新股給董事會友好之人等，大多數的收購者所定的收購條件中，都會

包括目標公司不得為任何阻礙收購之行為，因此，目標公司股東會面臨二選一

的抉擇：接受收購或同意董事會防禦。 

關於 the Panel 所做公開收購爭議的決定，是否受到司法審查？由於司法審

                                                 
40 這裡「善意」之意義，同註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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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標的，應該是行使國家公權力機關所作之決定，the Panel 是一個自律組織，

非行使國家公權力之機關，其是否要受到司法審查，一開始就受到爭議。事實

上，the Panel 所發揮的功能，與一般公眾利益有相當的關連，因此，英國實務

上認為，其有受司法審查之必要。尤其在 R. v. Panel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 

exp. Datafin and Prudential-Bache Securities Inc.41案中，有相當仔細之說明。 

因為針對 the Panel 的決定為司法審查，很可能成為拖延公開收購的訴訟手

法，必須慎防此類效果。因此，法官在為審查時，需要考慮時效性。對於 the Panel
的判斷結果，即對 the Code 之解釋均須加以適當尊重，不宜過分介入，畢竟商

場上瞬息萬變且有高度的專業性，對於 the Code 的真正精神，應以制定者 the 
Panel 知之最稔，是以除 the Panel 之解釋過份偏離文義解釋外，法院原則上應

尊重之。 

以上即為歐美各國對於公開收購制度之規定。 

 
 
 
 
 
 
 
 
 
 
 
 
 
 
 
 
 
 
 

                                                 
41 ［1987］2 W.L.R. 669,C.A.轉引自曾宛如，前揭註 29，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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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公開收購制度 

第一項 立法沿革 

我國公開收購制度在民國七十七年修正證券交易法時引進，規定在證券交

易法第四十三條之一。惟公開收購之制度頗為複雜，當時僅以單一條文為規定，

似略嫌不足，而由該條文授權財政部證券管理委員會（現金融管理委員會証券

期貨局前身）訂定行政命令。即「公開收購公開發行公司管理辦法」及「公開

收購說明書應行記載事項準則」
42，其後亦有數次修正。直至民國九十一年併

購三法43通過，證券交易法在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二項以下增設了相關規定44，可

謂公開收購制度歷來修正最大的一次。 

第二項 公開收購制度之規範目的  

公開收購制度的設計目的，是因收購人若於市場上（證券交易所或櫃檯買

賣中心）收購大量股權時，可能會造成股價波動，並且無法正面評估係收購之

成效或是基於其他理由所引起，故以一定程序之設計，避免收購人或目標公司

濫用收購或防禦手段。學說上有認為，制度設計之目的有
45： 

（一） 為控制公司經營權而取得股份之規範 

                                                 
42 財政部八十四年九月五日(84)台財證(三)字第 02046 號函及財政部九十一年八月十二日台財

證三字第 0910004289 號函。原依財政部八十四年九月五日（84）台財証（三）第 02046 號函

頒佈的「公開收購說明書應行記載事項要點」已依財政部九十一年八月十二日依台財證三字第

0910004290 號函發布廢止。  
43 併購三法係指企業併購法、公平交易法及證券交易法中有關企業併購之修正的簡稱。其中，

證券交易法除了私募制度之引進外，最重要者莫過於公開收購制度之修正。 
44 行政院說明證交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二項增訂理由如下：「英、美、日、韓等諸國於其證券交

易制度皆有公開出價收購（Tender Offer; Take Over Bid）之規定，其規定之旨，在使對公開出價

收購涉及公開發行公司經營權之有價證券（如股票、轉換公司債、新股認購權利証書、新股權利

證書、附認股權公司債等）有管理，以保障投資大眾……對擬參與或控制他公司經營權之個人或

公司，得不經由集中交易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直接以廣告、書函、廣播等方式，對非特定人

公開出價買入該等有價證券。以免……於集中交易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大量買入該等有價證

券，致影響市場行情或其他對發行公司不利之行為。……爰於本條第二項規定須經主管機關核

准，並於第三項授權主管機關訂定管理辦法」。立法院公報，第76卷第96期，頁56-57。其他有關

公開收購的討論，參閱賴英照，股市遊戲規則－最新證券交易法解析，2006年2月，作者自版，

頁189～209；余雪明，證券交易法，2003年4月4版，頁76 -103；陳俊杉，證券交易法，2004年9
月7版，頁147-154；吳光明，證券交易法論，204年4月6版，頁88-100。 
45 紀天昌，併購三法通過後我國公開收購法制之分析，法令月刊，第 53 卷第 4 期，2002 年 4
月，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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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某公司大量股份之目的，通常係為取得該公司經營權，故要求欲取得

目標公司一定股份之人遵循一定程序，避免因市場上資訊不完全，造成公司控

制權落入無效率經營者之手中，或是內部人因此資訊謀取不法利益。因此，若

取得股份與經營權移轉無關，則公開收購之規定即無必要。 

（二） 建立控制權市場 

於敵意併購中，併購者及目標公司經營階層將形成競爭市場，目標公司之

股東將成為市場之決定者。收購者與目標公司會盡所能的取得目標公司股東之

認同，以決定經營權屬何人。若缺乏公開收購制度，因收購人可透過不同時間

及方式取得目標公司股份，造成目標公司股東無法透過公開收購制度形成的市

場，來決定由誰取得該公司經營權，亦無法透過集中的程序要求雙方資訊公開。

更甚者，縱使在善意收購，目標公司股東亦可藉由該制度，來決定是否認可新

的經營者46。 

（三） 避免股東權益受損 

在公開收購受到規範前，收購者可能藉由兩階段收購（two tiered bid）
47，

壓迫股東倉促作出出售股份的決定。另一方面，目標公司經營者為避免喪失經

營權，所進行的防禦手段，可能造成股東權益的損失48。 

基於上述目的，有必要訂定公開收購制度。 

第三項 公開收購之制度 

第一款 公開收購之定義 

我國的公開收購制度規定在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二項以下。惟本

                                                 
46 此多半是因為目標公司股權過於分散，故需要採用公開收購制度。 
47 兩階段收購，係指收購者將收購行為分為兩階段，在第一階段，以溢價收購目標公司股份至

其持有目標公司股份超過半數，再於股東會中決議目標公司與收購公司合併，並以低於市價的

收購價格，收購其餘股東的股份。由於收購者在第一階段持有過半數之股份，因此很容易取得

股東會的決議。故而，小股東為避免自己未於第一階段應賣，而只能在第二階段取得較低的收

購對價，在第一階段時，會競相出賣其持股，加速收購者在第一階段收購的速度。也因為小股

東會有這樣的顧慮，所以兩階段收購會帶給小股東相當大的壓迫（coercion），成為許多敵意併

購者的利器。 
48 目標公司董事可能藉由黃金降落傘（gold parachute）、綠色郵件（green mail）或是出賣皇冠

上寶石（crown jewel）來抵抗併購者，但同時會造成目標公司價值的減損。關於防禦措施的介

紹，詳情請第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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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並未對公開收購為定義性之規定49，而依本條第四項授權所訂定的公開收購

公開發行公司有價證券管理辦法（以下簡稱管理辦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本

辦法所稱公開收購，係指不經由有價證券集中交易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對

非特定人以公告、廣告、廣播、電傳資訊、信函、電話、發表會、說明會或其

他方式為公開要約而購買有價證券之行為。」亦即公開收購係排除由集中或店

頭市場購買，或是向特定人購買有價證券之行為。 

惟細查管理辦法第一條，係由證交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四項授權
50。而證

交法僅就有價證券之範圍、條件、期間、關係人及申報公告事項與第三項之持

股比例及條件授權由主管機關定之，卻未將公開收購之定義授權給主管機關定

之，管理辦法似有逾越母法授權之嫌。抑或是立法者原希望仿照美國之作法，

不就公開收購加以定義
51？頗耐人尋味。 

第二款 公開收購之標的 

關於公開收購之標的，證交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二項52所規範者為「有價

證券」，與第一項規範的「股份」不同，亦即其規範範圍較第一項更廣，目的

在於將可能影響經營權變動的有價證券均納入範圍。修法後，第一件公開收購

案為致達科技公司收購台灣慧智公司普通股案。 

在管理辦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本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公開收

購有價證券之範圍係指收購已依本法辦理或補辦公開發行程序公司之股票、新

股認購權利證書、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特別股、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

債、存託憑證及其他經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核定之有

價證券。」公開收購規範之目的，既在避免造成目標公司股東權益有重大影響，

                                                 
49 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二項僅規範公開收購之方式及對象。 
50 證交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四項：「依第二項規定收購有價證券之範圍、條件、期間、關係人

及申報公告事項與前項之一定比例及條件，由主管機關定之。」 
51 紀天昌，前揭註 45，頁 62。 
52 證交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第一項）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取得任一公開

發行公司已發行『股份』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份者，應於取得後十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其

取得股份之目的、資金來源及主管機關所規定應行申報之事項；申報事項如有變動時，並隨時

補正之。（第二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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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左列情形外，應先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後，始得為之：

一、公開收購人預定公開收購數量，加計公開收購人與其關係人已取得公開發行公司有價證券

總數，未超過該公開發行公司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總數百分之五。二、公開收購人公開收購其

持有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總數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之有價證券。三、其他符合主管機關所定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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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公開收購標的之範圍，應限於收購公司之股權證券（equity securities），即可

行使表決權的有價證券，而不包括公司債及無表決權特別股53 

若是認股權憑證（warrant）、可轉換公司債（convertible bonds）、附認股

權公司債（convertible bonds with options）等，其可認購或轉換有表決權股份之

日期距離公開收購甚遠，將其納入公開收購規範，是否妥適？在解釋上，似應

將辦法所規範的股權憑證等為限縮解釋，限於短期內可以行使認購權或轉換權

之有價證券，始為規範之標的。美國法上認為，以該證券是否在 60 日內可以行

使權利為標準，判斷該證券是否為公開收購所規範之客體，似值我國參考。避

免收購人因持有上述證券，而超過本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二項第三款除外規定

或同條第三項
54強制公開收購之門檻55，而被要求強制公開收購，造成收購人之

不利益。 

第三款 公開收購之當事人 

公開收購之當事人為併購者與目標公司。因為證券交易法所規範者為公開

發行公司，故受本法規範的目標公司亦應為公開發行公司。且就我國現狀而言，

非公開發行公司適用公開收購甚無實益。因該等公司股份之流通性較低，股東

人數亦少，較無資訊揭露之實益，加上並無交易市場的存在，故對於非公開發

行公司亦無法為公開收購。 

至於外國人得否公開收購上市(櫃)公司和興櫃股票公司發行之有價證券？

對此，實務認為56，外國人得公開收購上市(櫃)公司和興櫃股票公司發行之有價

證券。有價證券之公開發行公司如屬法定外資投資比例上限者，外資參與公開

收購除應依證券交易法及公開收購管理辦法規定辦理外，並應在公開收購日前

三個營業日內，洽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確認擬認購股份加計當時全體外資已持有該公司股份，未逾法定投

資比例上限，並經前揭機構將擬收購股份納入控管後，始得為之。 

此外，外資收購人如須依公開收購管理辦法第七條第一項57向本會申報及

                                                 
53 羅怡德，美國聯邦證券交易法規對於「公開收購要約」（tender offer）相關規定之介紹與討

論，輔仁法學第 11 期，1992 年 7 月，頁 150；另請參照李智仁，前揭註 21，頁 29。 
54 證交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三項：「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取得公開發行公司已發行股

份總額達一定比例者，除符合一定條件外，應採公開收購方式為之。」 
55 關於強制公開收購之門檻，請參照第七款之說明。 
56 財政部 93 年 3 月 5 日台財證八字第 0930107280 號函。 
57 公開收購公開發行公司有價證券管理辦法第七條第一項：「公開收購公開發行公司有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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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始得為公開收購者，其申報與公告日應於依前開規定確認擬收購股份未逾

法定投資比例上限後及公開收購日 (含) 前辦理58。 

關於當事人，最有疑問的爭點在於，如何認定本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二項

第一款的關係人。若關係人認定過寬，則幾乎所有公開收購都需要先經申報並

公告，造成收購者的負擔。若認定過狹，則會有許多漏網之魚規避公開收購的

規範。關於這問題，管理辦法的第三條認為：「一、公開收購人為自然人者，

指其配偶及未成年子女。二、公開收購人為公司者，指符合公司法第六章之一

所定之關係企業者。」並且，「關係人持有之有價證券，包括利用他人名義持

有者。」只是，所謂的「利用他人名義持有者」又要如何認定？適用上似又有

疑問
59。有認為60二人以上合意，為取得公司控制權之目的，而分別收購目標公

司股權者，似無法涵攝在內。而進行併購時，又以收購人利用與其友好之人取

得目標公司股份為常見之法，故上述情形將形成脫法行為。 

第四款 公開收購之除外 

惟並非所有大量購買股份之收購者都為公開收購，依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二

項： 

第一款：當公開收購人預定公開收購數量，加計公開收購人與其關係人持

有目標公司有價證券總數，未超過目標公司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總數百分之

五。蓋立法者似認為，持股未達百分之五對於公司經營權並無重大影響，因此

無須經申報。 

第二款：收購者公開收購其持有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總數超過百分之五十

之公司之有價證券。因收購者在公開收購前應已握有公司過半股權，其公開收

購對於經營權並無太大影響，故無須向主關機關申報並公告。 

第三款：其他符合主管機關所定事項。 

                                                                                                                                             
者，除有本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外，應向本會申報並公告後始得為

之。」 
58 民國 92 年 02 月 26 日台財證八字第 0920000783 號令。 
59 

證交法施行細則第二條：「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三項所定利用他人名義持有股票，指具備

下列要件：一、直接或間接提供股票與他人或提供資金與他人購買股票。二、對該他人所持有

之股票，具有管理、使用或處分之權益。三、該他人所持有股票之利益或損失全部或一部歸屬

於本人。」似可為參考依據。 
60 紀天昌，前揭註 45，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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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上述三款規定者，即非公開收購，自無受公開收購之相關規定所拘束。 

第五款 公開收購之程序 

關於公開收購之程序，在九十一年修法前，採申請核准制。公開收購人須

依當時的管理辦法第八條檢具申請書、公開收購說明書、資金來源說明書及其

他證明文件、最近三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收購行為對該從事收購法人之

財務及業務於未來三年所可能產生之影響說明等文件，向證期會提出申請。收

購人須經證期會的核准，始得為公開收購。惟在修法後公開收購已改採申報制

（證交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二項），其可能的原因為： 

1. 核准制將導致公開收購訊息揭露與收購行為開始之時間差，而訊息揭露後

通常會造成股價上揚，當股價上揚到與收購價格相差無幾時，股東應賣之

意願將降低，造成收購的困難。 

2. 時間差會造成收購行為過早被競爭對手或目標公司發現，造成收購的失敗。 

另外，公平交易法第十一條、第十一條之一
61亦配合修正，將「事前申請

許可制」改為「事前申請異議制」，針對對市場競爭機能無減損的事業結合，排

除公平法之適用。減少公開收購的程序負擔。 

第六款 公開收購之限制 

（一） 同一收購條件的限制 

                                                 
61 公平交易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事業結合時，有左列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中央主管機

關提出申報：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率達三分之一者。二、參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

場占有率達四分之一者。三、參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超過中央主管機

關所公告之金額者。（第二項）前項第三款之銷售金額，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就金融機構事業與

非金融機構事業分別公告之。（第三項）事業自中央主管機關受理其提出完整申報資料之日起

三十日內，不得為結合。但中央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將該期間縮短或延長，並以書面通知

申報事業。（第四項）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但書延長之期間，不得逾三十日；對於延長期間之

申報案件，應依第十二條規定作成決定。（第五項）中央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三項但書之延長

通知或前項之決定者，事業得逕行結合。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逕行結合：一、經申報之

事業同意再延長期間者。二、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不實者。」 

第十一條之一：「前條第一項之規定，於左列情形不適用之：一、參與結合之一事業已持有他

事業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再與該他事業結合者。二、同一事業所持有

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事業間結合者。三、事業將其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

業、財產或可獨立營運之全部或一部營業，讓與其獨自新設之他事業者。四、事業依公司法第

一百六十七條第一項但書或證券交易法第二十八條之二規定收回股東所持有之股份，致其原有

股東符合第六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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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第四十三條之二第一項：「公開收購人應以同一收購條件為公開收

購，且不得為左列公開收購條件之變更：一、調降公開收購價格。二、降低預

定公開收購有價證券數量。三、縮短公開收購期間。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

之事項。」避免收購人藉改變收購之條件，造成應賣人不利益。若有違反上述

規定，同條第二項規定「公開收購人應於最高收購價格與對應賣人公開收購價

格之差額乘以應募股數之限額內，對應賣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 購買同種類有價證券之限制 

為避免收購人一面在市場外公開收購股份，另一方面又趁申報之初，市場

上的股價未趨近於收購價格時，而以低於收購的價格買進所欲收購之有價證

券，造成投資人的損失，故本法第四十三條之三第一項規定：「公開收購人及

其關係人自申報並公告之日起至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止，不得於集中交易市

場、證券商營業處所、其他任何場所或以其他方式，購買同種類之公開發行公

司有價證券。」限制收購人以其他任何方式購買同種類之公開發行公司有價證

券。然條文只限制為購買行為，故無償取得者，應不在此限。並且，無償取得

亦不會有損害投資人之虞。 

（三） 期間的限制 

依管理辦法第十八條
62，收購期間不得低於十日，多於五十日。因為時間

過短，將造成原投資人應賣時倉促決定。期間過長，會使公開收購這種證券交

易的例外，反成為交易常態，因此有收購期間的限制。 

惟若是有競爭公開收購者，或是有其他正當理由，原公開收購者得申請延

長期間，使其為相當之應變。但延長期間總計不得低於三十日。 

關於期間的起算，若是申報日與公告日非同一日時，依管理辦法第六條63，

以先行申報或公告日為準。 

（四） 對價之限制 

公開收購，除了以現金為對價外，依管理辦法第八條，限於以下三者： 

                                                 
62 管理辦法第十八條：「公開收購之期間不得少於十日，多於五十日。有第七條第二項之情事

或有其他正當理由者，原公開收購人得向本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購期間。但延長期間合計不得

超過三十日。」 
63 管理辦法第六條：「公開收購人申報與公告非屬同一日者，本法第四十三條之三第一項期間

之起算以先行申報或公告之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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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已在證券交易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國內有價證券；外

國有價證券之範圍由金管會另定之。 

（2） 公開收購人為公開發行公司者，其募集發行之股票或公司債；公開

收購人為外國公司者，其募集發行之股票或公司債之範圍由金管會

另定之。 

（3） 前款公開收購人之其他財產。 

由上述可知，並非所有股份有限公司所發行之有價證券皆得為對價，其中，

上市或上櫃公司所發行的有價證券，得為對價。另外，若收購人為公開發行公

司，得以公司自己發行的公司債或股票為對價，即對價範圍擴張。做為對價的

有價證券中，尤以股票及公司債使用最廣，且依企業併購法第三十六條，以有

表決權股份為對價來收購目標公司股份時，將享有許多租稅上的優惠，提供收

購者非常大的誘因。再者，對於應賣人而言，因公開收購非自市場上交易，若

應賣人取得者為現金，將不被認定為証券所得，而是股利的發放，而無免徵證

所稅的適用，反須課徵股利所得稅。 

實務上並認為，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六條第六項
64或企業併購法65實施股份

交換（實則企併法所規定者為股份轉換，實務似有誤認之嫌），以發行新股作為

受讓其他公開發行公司股份之對價者，其受讓股份之行為屬管理辦法第十一條
66第二項第五款之規定，不適用同條第一項應公開收購有價證券之規定67。 

關於公開收購價格的訂定，本法及管理辦法中，均未明訂公開收購價格應

如何訂定，故此部分應由公開收購人自行衡酌；管理辦法亦未明文禁止公開收

購人，於同次收購中以部分現金及部分有價證券為對價。 

                                                 
64 公司法第一五六條第六項：「公司設立後得發行新股作為受讓他公司股份之對價，需經董事

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數決議行之，不受第二百六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

之限制。」 
65 企業併購法第四條第五款：「股份轉換：指公司經股東會決議，讓與全部已發行股份予他公

司作為對價，以繳足公司股東承購他公司所發行之新股或發起設立所需之股款之行為。」 
66 管理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於五十日內取得公開發行公司

已發行股份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股份者，應採公開收購方式為之。（第二項）符合下列條件者，

不適用前項應採公開收購之規定：一、與第三條關係人間進行股份轉讓。二、依臺灣證券交易

所股份有限公司受託辦理上市證券拍賣辦法取得股份。三、依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辦

理上市證券標購辦法或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辦理上櫃證券標購辦法取得股

份。四、依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取得股份。五、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六條第

六項或企業併購法實施股份交換，以發行新股作為受讓其他公開發行公司股份之對價。六、其

他符合本會規定。」 
67 民國 92 年 06 月 11 日台財證三字第 0920002520 號令。 



第貳章 公開收購法制   

 31

（五） 公開收購期間關係人不得賣出  

依管理辦法第二十條規定，「（第一項）公開收購人依本法第二十八條之

二規定買回其股份者，其依公司法第三百六十九條之一規定之關係企業或董

事、監察人、經理人之本人及其配偶、未成年子女或利用他人名義所持有之股

份，於公開收購人買回本公司股份之期間內不得應賣」。避免有內線交易的發

生。 

「（第二項）政府持有股份超過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五十之公營事業，

經事業主管機關報請行政院核准依本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三款買回其股

份者，得不受前項之限制。」公營事業則不受公開收購之內線交易的限制。 

因為公開收購價格多高於市場價格，在價格高低與投資人決策密切相關情

形下，為減低對股價之衝擊，並避免內部人藉抬高收購價格圖利自己，及避免

小股東應賣空間遭到技術性擠壓，以貫徹股東平等，故於本條第三項明定，「前

項公開收購之價格不得高於公告公開收購當日有價證券收盤價或最近期財務報

告之每股淨值二者中較高者；且公開收購期間不得變更預定收購價格以及預定

公開收購有價證券數量。」惟第二項將公營事業排除在外，似無法律依據68。 

第七款 收購人的權利義務 

（一） 交付公開收購說明書 

公開收購人，為使原有價證券持有人知悉其公開收購之目的等，依本法第

四十三條之四69第一項於應賣人請求時或應賣人向受委任機構交存有價證券

時，交付公開收購說明書。關於公開收購說明書應記載事項則依「公開收購說

明書應行記載事項準則」之規定。 

（二） 不得停止公開收購之進行 

公開收購開始後，原則上不得停止進行。因公開收購會影響市場上目標公

司的股價。若得任意停止，可能遭有心人士炒作股價。此點更可由本法第一百

                                                 
68 賴英照，前揭註 44，頁 197。 
69 證交法第四十三條之四：「（第一項）公開收購人除依第二十八條之二規定買回本公司股份者

外，應於應賣人請求時或應賣人向受委任機構交存有價證券時，交付公開收購說明書。（第二

項）前項公開收購說明書，其應記載之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第三項）第三十一條第二項

及第三十二條之規定，於第一項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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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條之一第四項70，公開收購為重大影響股價之消息得印證。故原則上不

得任意停止公開收購之進行。 

惟若完全不得停止公開收購，似乎又過於僵化。故在主管機關的核准下，

加上本法第四十三條之五第一項71的三款例外規定時，得例外停止公開收購之

進行：(1)被收購有價證券之公開發行公司，發生財務、業務狀況之重大變化，

經公開收購人提出證明者。(2)公開收購人破產、死亡、受禁治產宣告或經裁定

重整者。(3)其他經主管機關所定之事項。另外，公開收購經主管機關核准停止

公開收購者，應於二日內公告並通知各應賣人、受委任機構、被收購有價證券

之公開發行公司（管理辦法第二十一條）。 

（三） 誠實申報事項之義務 

公開收購人所申報及公告之內容有違反法令規定之情事者，主管機關為保

護公益之必要，得命令公開收購人變更公開收購申報事項，並重行申報及公告

（本法第四十三條之五第二項）。 

（四） 一年內不得再對同一目標公司公開收購之義務 

公開收購人未於收購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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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有正當理由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公開收購人於一年內不得

就同一被收購公司進行公開收購（本法第四十三條之五第三項）。一方面避免

炒作目標公司股價，另一方面避免目標公司為防禦併購者的收購行為，而消耗

目標公司資源。所謂正當理由，係指左列情形之一：(1)有競爭收購者；(2)經被

收購有價證券公開發行公司董事會決議同意且有證明文件。但被收購有價證券

公開發行公司之全體董事不符合本法第二十六條規定者不適用之；(3)有其他正

當理由者（管理辦法第二十四條）。 

（五） 召集臨時股東會之權利 

依本法第四十三條之五第四項：「公開收購人與其關係人於公開收購後，

所持有被收購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超過該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五十者，

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理由，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臨時會，不受公司法第一

                                                 
70 證交法第一五七條之一第四項：「第一項所稱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指……公開收

購，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 
71 證交法第四十三條之五第一項：「公開收購人進行公開收購後，除有左列情事之一，並經主

管機關核准者外，不得停止公開收購之進行：一、被收購有價證券之公開發行公司，發生財務、

業務狀況之重大變化，經公開收購人提出證明者。二、公開收購人破產、死亡、受禁治產宣告

或經裁定重整者。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所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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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因收購者已取得目標公司過半數股權，故應

許其召開臨時股東會改選董事，或為其他重要決策，以遂行其取得經營權之目

的。 

第八款 強制公開收購 

第一目  制度設計及其存廢 

除了上述公開收購之外，本法並有強制公開收購之規定，係指收購人在限

定期間內，欲取得被收購公司之一定股權時，要求其必須向所有股東發出公開

收購之要約。立法例上已有多數國家採取相似之制度，如英國、香港、西班牙、

新加坡及歐盟等。其制度背後的思考方向，大致分為三種： 

（一） 公平待遇說：為了避免收購者只購買控制股東所持股份，以壓低其收

購成本，造成少數股東無應賣權利。因此為維護股東平等原則，強迫

收購者以相同價格收購所有股東的股份。避免小股東遭受兩階段收購

的壓迫，使小股東得與控制股東享有相同權利72。 

（二） 選擇權說：少數股東持有某公司股份係出於對該公司經營者的信任，

若該公司經營權發生移轉，少數股東投資依據將變更。對經營權移轉，

少數股東雖無實質影響之權利，但應予其機會以合理價格撤資，故法

律應給少數股東這樣的權利73。 

（三） 控制權溢價（controlling premium）分享說：因為多數決制度，使得控

制性股東能實質影響公司決策，進而享有比少數股東更多且實質的利

益。為使少數股東得彌補上述不公平的情況，當控制性股東在出賣控

制權時，其溢價應由全體股東一起分享。故每位股東應享有相同機會，

按相同條件出售持股，以分享溢價
74。 

然而，對於強制公開收購，亦有學者反對該制度的存在，其所持理由為： 

（一） 該制度不能有效維持股東平等原則。按解決股東平等及利益均衡等問

題，終須倚賴資訊公開、建立健全股東保障體系及完善的董事義務權

                                                 
72  參 閱 寧 金 成 、 趙 麗 麗 ， 論 公 司 收 購 中 的 強 制 收 購 制 度 ， 資 料 來 源 ：

http://www2.zzu.edu.cn/lawc/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39（last visited on 2007/7/4）. 
73 See J.H.Farrat, Farrar’s Company Law,2d ed,545(1988). 
74 See Jesper Lau Hansen, When Less Would be More: the EU Takeover Directive in Its Latest 
Apparition, 9 Columbia J. of European 1.275(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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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規範等制度，而非單獨依賴強制公開收購。 

（二） 強制公開收購會增加收購者成本，抑制其發起收購之意願，進而降低

藉由併購所發揮公司外部監控之功能，最終將影響股東及公司利益最

大化的目標。 

（三） 控制性股東因公司營運不佳所擔負的風險，較少數股東為大，因此給

予其高溢價收入並無不妥75。 

然而，我國通說仍肯定強制公開收購制度之設計，以維護股東平等原則，

使少數股東亦可分享控制權溢價。且於民國九十一年證交法修法時，增訂了強

制公開收購制度。 

第二目  立法目的及沿革 

我國強制公開收購制度規定在證交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三項：「任何人單

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取得公開發行公司已發行股份總額達一定比例者，除符合

一定條件外，應採公開收購之方式為之。」亦即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

定取得目標公司股份總數一定比例者，法律強行規定其須採公開收購，不得從

市場上，或其他方式購買目標公司有價證券。其實益在於，原有之大量股份取

得之規範，應不足以保護目標公司之股東，以及提供充分的資訊與市場。 

按照證交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收購者取得目標公司股份百分之

十以上時，須向主關機關申報。但該申報，並不能使一般股東即時知悉。縱使

其他股東知悉，若無強制公開收購制度，股東仍不易出脫持股，或是必須認賠

出脫。若無法強制收購者於一定期間內，對所有股東提出收購要約，控制權市

場將無法形成，收購者可藉由與其他股東個別交易，進而壓低股價，造成其他

股東的損失。 

本制度主要是參照英國法上的強制公開收購。英國採行該制度的法源依據

在「公開收購暨合併規則」（The City Code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該規

則要求，收購人收購目標公司股份已達可有效控制該公司時，除非經英國公公

開收購暨合併小組（the panel）的同意，否則收購人必須收購目標公司所有之

股份。該制度在避免收購人取得目標公司控制權後，少數股東所持股份價值過

低至無法出脫。且基於股東平等原則，避免收購人預先利用其他管道收購目標

公司股份，取得控制權，以確保全體股東均有公平出售股份的權利，並能分享

                                                 
75 李智仁，前揭註 21，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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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權，同時讓股東在公司經營權發生變動之時得選擇退出公司76。 

第三目  強制收購之內涵 

關於我國的強制公開收購之適用，依照本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三項文義觀

之，似可有兩種解釋77：一為依據立法理由，解釋為兩階段強制收購制度，即

任何人於第一階段取得被收購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 20%以上有價證券時，必須

於第二階段對所有股東為收購要約。倘作如此解釋，我國的規定似過於簡單，

特別是有關強制公開收購的免除適用及決定收購價格
78之相關規定79。 

另一種解釋是該規定僅規範單階段收購80。即任何人或與他人一開始即預

定，於五十日內共同取得被收購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 20%以上之有價證券時，

就必須以公開收購的方式為之。而非跨過 20%之門檻時，始須對其他股東為收

購要約之規定。蓋實務上常有大筆股權移轉交易，收購人往往以高價向目標公

司大股東購買高比例之股權，而其餘小股東卻無法獲得此被高價收買之機會，

故以本條之規定保護小股東之權益
81。惟實務上認為，將大股東移轉股權予特

定人之行為，排除於強制公開收購之適用82。如此，更將模糊強制公開收購之

適用。由於第一種解釋有著規範上過於簡單的問題，加上本文從條文中無法看

                                                 
76 Kenyon-Slade, Mergers and Takeovers in the US and UK, Law and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at 676.轉引自賴英照，前揭註 44，頁 192。 
77 張心悌，前揭註 6，頁 54~56。 
78 雙階強制公開收購價格之決定至為重要，英國的收購價格以跨過強制收購門檻之時點起算，

之前十二個月內被收購公司最高股價計算。目的在確保收購之溢價能為全體股東共享。然收購

價格之計算期間並無一定之標準，如香港與馬來西亞以六個月為價格之計算期間；澳大利亞則

為四個月。See Lan Luh Luh, Ho Yew Kee, and Ne See Leng, Mandatory Bid Rule: Impact of 
Control Threshold on Take-over Premiums, 2001 Singapore J. of Legal Studies 433 (2001).然而我國

對如何決定公開收購價格之規定，則付之闕如。財政部 91 年 08 月 29 日台財證三字第

0910004555 號函：「證券交易法及公開收購公開發行公司有價證券管理辦法中，均未明訂公開

收購價格應如何訂定，故此部分應由公開收購人自行衡酌。」此函是適用於公開收購應無疑義，

然適用於強制公開收購時，倘立法者引進該制度目的係為「基於股東平等之精神並使被收購公

司全體股東有參與應賣之機會」，則其強制公開收購價格之決定，應有明確之規定，否則將失

去保護小股東得分享溢價目的之原意。尤其是，若強制公開收購之目的在保護第二階段之小股

東，更應該明確規定收購價格之標準。因為兩階段收購中，最引人爭議的，是在第二階段對小

股東給予較低的收購價格，造成在第一階段應賣之壓力。因此，若採此解釋，更應對收購價格

之計算訂有規範。 
79 張心悌，前揭註 6，頁 54~56。 
80 單階段收購，指收購者直接收購目標公司股份，而不採取兩階段收購之方式。為與兩階段收

購為區分，故本文稱之為「單階段收購」。 
81 劉連煜，新證券交易法實例研習，元照出版，2004 年 2 月，增訂二版，頁 176。 
82 財政部 92 年 8 月 26 日台財證三字第 092000344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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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第一種解釋的可能，因此，以下擬採第二種解釋方式為討論。 

依照本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四項授權主管機關訂定的管理辦法，其中第十

一條第一項83，係指在五十日內取得百分之二十以上股份者。 

關於共同預定取得，管理辦法第十二條規定，係指預定取得人間因共同之

目的，以契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取得公開發行公司已發行股份84。 

本法及管理辦法雖未明文限制取得之股份種類，但解釋上應限縮為有表決

權的有價證券。因取得公司無表決權有價證券並不會造成經營權的影響，進而

無保護公司其他股東的必要。 

雖然強制公開收購之立意甚佳，但會使以往大量取得股權之收購行為，亦

被納入公開收購規範內，是否對收購者規範過嚴？是否會造成併購者需藉由其

他方式收購股份，以規避公開收購之規範？ 

此外，英國除了強制公開收購制度外，另外規定，當有人因部分股權收購

而取得公司控制權時，雖未達強制公開收購之門檻，仍須經目標公司股東會決

議之同意85。亦即英國法揭櫫了一個基本原則：「當公司經營權發生變動時，

應賦予公司股東參與決議之權利」。 

我國卻無相當之規定，在引進強制公開收購後，若收購人在不引發強制公

開收購之門檻下取得公司經營權（尤其大型公司的股權更為分散），證交法或

其他相關法令對此似乎就束手無策，主管機關亦認為「收購人已取得標的公司

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股份，嗣有意經由證券集中交易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再買

進標的公司之股份時，如未有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於五十日內取得公開發行

公司已發行股份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有價證券情事者，自不受證券交易法第四

十三條之一第三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行公司有價證券管理辦法第十一條規定之

                                                 
83 管理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於五十日內取得公開發行公司已

發行股份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股份者，應採公開收購方式為之。」 
84 該規定係因大法官解釋釋字第五八六號解釋，對於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取得股

份申報事項要點第三條及第五條中關於共同之文義，其認為「『共同』二字依一般文義禮理應

具備以意思聯絡達到一定目的（如控制、投資）之核心意義，不問股份取得人間主觀上有無意

思聯絡，一律認定其意思與行為共同肩之必然性…可能造成股份取得人間主觀上無共同取得之

意，卻因其具備客觀之親屬關係與股份取得行為，為依法倂同申報而成為母法第一百七十八條

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九條處罰之對象，顯已逾越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共

同取得』之文義可能範圍，…」因而有修改之必要。而公開收購公開發行公司有價證券管理辦

法亦有相同之問題，故亦修正為現行規定。 
85 The City Code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 Rule 27。 



第貳章 公開收購法制   

 37

限制。」86如何保障其餘（總計持股可能近 50%）的股東，將成為公開收購制

度今後的研究重點之一。 

第四目  強制公開收購之排除 

惟強制公開收購仍有其例外，依管理辦法第十一條第二項87規定，與關係

人間轉讓股份、以拍賣88或標購方式取得股份、依主管機關規定由目標公司內

部人取得股份
89、依公司法第一五六條第六項或企業併購法以發行新股為股份

轉換取得目標公司股份90、或其他符合金管會規定者，可以不須經公開收購程

序，取得目標公司股份。避免對不影響股東權益之股份取得行為予以過度限制。 

強制公開收購的規定雖參考英國立法例，但二者仍有不同。英國法上公開

收購人如其所持有股份加計擬收購的數量，達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數 30%以上

者，應對持有其餘 70%股份的股東，以同樣的條件提出要約，並負有收購全部

股份之義務。依我國證交法規定，如擬收購人收購 20%之股份，雖應向全體股

東發出收購要約，但收購數量仍為 20%，如應賣的股份超過 20%時，則按比例

收購，收購人並無收購全部應賣股份的義務91、92。因此，我國的強制公開收購，

收購人無需承受所有的應賣股份，僅就其預定的收購數量，向股東為比例收購，

故不增加收購成本。然英國法則要求收購人應承受所有應買的股份，其成本相

對較高。 

有學者認為，我國證交法雖不採英國式的強制公開收購，但公司法對於公

司為重大事項決議時（如公司法第一八五條第一項、第三一六條、第三一七條

第一項），賦予股東請求公司收買股份的權利
93，實質上為強制收購的規定。

                                                 
86 民國 92 年 04 月 15 日台財證三字第 0920111262 號函。 
87 此為民國 94 年 6 月 22 日修正後之規定，未修正前，依下述各該函釋之規定。 
88 民國 91 年 10 月 31 日台財證四字第 0910005506 號函。 
89 民國 92 年 08 月 26 日台財證三字第 0920003441 號函。 
90 民國 92 年 06 月 11 日台財證三字第 0920002520 號函。 
91 管理辦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應賣有價證券之數量超過預定收購數量時，公開收購人應依

同一比例向所有應賣人購買，並將已交存但未成交之有價證券退還原應賣人。」 
92 賴英照，前揭註 44，頁 192。 
93 公司法第一八六條：「股東於股東會為前條決議前，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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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請求公司以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所有之股份。但股東會為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決議，同時決議解散時，不在此限。」第三一七條第一項：「公司分割或

與他公司合併時，董事會應就分割、合併有關事項，作成分割計畫、合併契約，提出於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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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請

求公司按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持有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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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義務人為目標公司，而非公開收購人，此點與英國法不同94。 

強制公開收購雖有其優點，卻限制收購的彈性，增加收購人的成本及風險

負擔，因而降低併購成功的可能。美國的威廉斯法案雖不採此制度，但賓州、

緬因州及猶他州有所謂的”cash out statutes”95，事實上為強制收購制度96。 

第九款 目標公司的揭露義務 

依照管理辦法第二十四條97，目標公司收到公開收購申請書及相關文件後

七日內，應向主關機關申報並公告下列事項：(1)現任董事、監察人及持有本公

司已發行股份超過 10%之股東目前持有之股份種類、數量；(2)就本次收購對其

公司股東之建議，並應載明任何持反對意見之董事姓名及其所持理由；(3)公司

財務狀況於最近期財務報告提出後有無重大變化及其變化內容；(4)其他相關重

大訊息。 

有關目標公司對股東的建議，係仿自英國 City Code Rule25，及美國 1934
年證交法 14(d)4、Schedule14D-9 及 14(e)2 等規定。依美國法，目標公司應自公

開收購開始之日起 10 個營業日內，就該公開收購案向股東明確表示贊成、反

對、持中立或無法表示任何意見的立場，及其理由，做為股東是否應買的參考；

事後若有變更立場，並應儘速通知股東
98。我國的管理辦法僅要求反對收購的

董事說明理由，不但股東所獲資訊相對較少，且隱含有鼓勵董事贊同被收購的

                                                 
94 賴英照，前揭註 44，頁 193。 
95 現金購買法(cash out statute)，規定收購人取得一定比率的股份後（通常為 20%或 30%），即

使未進一步進行合併，目標公司股東有權請求收購人以公開收購的價格收買其股份。法院在

Pennwalt Corp. v. Centaur Partners, 710 F. Supp. 111 (E.D. Pa 1989)案中，確認賓州的現金購買法

合憲，賴英照，前揭註 44，頁 193，205 及註 88。 
96 賴英照，前揭註 44，頁 193。 
97 管理辦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被收購有價證券之公開發行公司於接獲公開收購人依第

九條第三項或本法第四十三條之五第二項規定申報及公告之公開收購申報書副本及相關書件

後七日內，應就下列事項公告、作成書面申報本會備查及抄送證券相關機構：一、現任董事、

監察人及持有本公司已發行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目前持有之股份種類、數量。二、就本次

收購對其公司股東之建議，並應載明任何持反對意見之董事姓名及其所持理由。三、公司財務

狀況於最近期財務報告提出後有無重大變化及其變化內容。四、現任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

百分之十之大股東持有公開收購人或其符合公司法第六章之一所定關係企業之股份種類、數量

及其金額。五、其他相關重大訊息。（第二項）前項第一款及第四款之人持有之股票，包括其

配偶、未成年子女及利用他人名義持有者。」 
98 See William W. Bratton, Corporate Finance, Cases and Materials, (Foundation Press, 5th ed. 2003) 
at 1059-1060. 



第貳章 公開收購法制   

 39

意涵99。 

〇第一 款 公開收購之流程 

（一）向投審會或公平會送件 

公開收購案件如涉及外國人或華僑，要先經財政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之核

准；如為事業結合目的而提出者，尚須向公平會申報（公平法第十一條）。 

依管理辦法第九條第二項，公開收購如須經其他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

者，申報書件須經律師審核出具具有合法性之法律意見；且載明公開收購案件

如經其他主管機關不予核准、停止生效或廢止核准，公開收購人應對受損害之

應賣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公開收購人與受委任機構簽訂契約 

管理辦法第十五條100規定，公開收購人應與受委任機構簽訂契約，訂明辦

理有價證券交存、公開收購說明書交付及公開收購券款收付事宜。 

（三）公告及申報 

依證交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二項規定，除簡易收購的情形外，應先向主管

機關申報並辦理公告後，始得為之。一般稱為事前申報制。所謂「事前」，指

在公開收購開始日前（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九條第四項101）。與美國威廉斯

法案的同時申報時，及日本法的事後報備，均有不同102。 

收購人並須將收購意旨通知被收購公司，被收購公司並應於接獲通知後七

日內申報並公告內部人持股狀態等（管理辦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依管理辦法第二十六條，併購公司為非公開發行公司時，其辦理公告應登

                                                 
99 賴英照，前揭註 44，頁 195。 
100 管理辦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公開收購人應委任下列機構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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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證券商。二、銀行。三、其他

經本會核准之機構。（第二項）受委任機構接受應賣人有價證券之交存時，應開具該有價證券

種類、數量之憑證與應賣人。（第三項）受委任機構接受應賣人透過證券商以帳簿劃撥方式交

存有價證券者，應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相關規定辦理。」 
101 管理辦法第七條第一項：「公開收購公開發行公司有價證券者，除有本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

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外，應向本會申報並公告後始得為之。」第九條第四項：「公開收購

人應於公開收購開始日前公告公開收購申報書、第二項之事項及查詢公開收購說明書等相關資

訊之網址。」 
102 賴英照，前揭註 44，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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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於報紙並檢具公告報紙送證期會備查，並抄送證券相關機構（第一項）。公

開發行公司依管理辦法辦理公告時，應登載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資訊系統，不適

用前項規定（第二項）。 

此外，實務認為
103：本法及管理辦法僅明訂公開收購依法應向證期會申報

並公告後始得為之，至於申報並公告後係隔日即得進行公開收購，或須於公告

後幾日後始得進行公開收購，可由公開收購人自行決定。 

公開收購人為變更收購條件前（依本法第四十三條之二，不得調降收購價

格、降低預定收購數量，及縮短收購期間），應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且通

知應賣人、受委任機構及目標公司（管理辦法第十七條104）。 

（四）交付公開收購說明書 

依證交法第四十三條之四第一項，公開收購人除依第二十八條之二規定買

回本公司股份者外，應於應賣人請求時或應賣人向受委任機構交存有價證券

時，交付公開收購說明書。 

且依照公開收購說明書應行記載事項準則第六條第二款105有關應賣有價

證券之數量，得記載預計收購之最高及最低數量。避免應賣有價證券過多，造

成收購人經濟負擔過重。且依管理辦法第二十三條，收購人應依比例向應賣人

收購。若是應賣有價證券過少，則收購人無法達到收購之目的，若仍要求其收

購反造成收購人損失，甚至將造成收購人使用公開收購制度之意願降低，故規

定收購人得訂定收購之最低及最高數量。 

（五）公開收購期間 

依管理辦法第十八條，公開收購期間不得少於十日，多於五十日；有競爭

公開收購時，原公開收購人得向金管會申報並延長收購期間。但最多不得超過

三十日。 

（六）競爭公開收購之申報 

如有競爭公開收購人（即有其他人欲對相同的目標公司為公開收購）時，

                                                 
103 財政部 91 年 8 月 29 日台財證三字第 0910004555 號函。 
104 管理辦法第十七條：「公開收購人為本法第四十三條之二第一項以外之條件變更前，應向本

會申報並公告，且通知各應賣人、受委任機構及被收購有價證券之公開發行公司。」 
105 公開收購說明書應行記載事項準則第六條第二款：「公開收購條件應記載下列事項：……
二、預定公開收購之最高及最低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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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管理辦法第七條第二項106，收購人應於原公開收購期間屆滿之日五個營業日

以前，向本會辦理公開收購之申報並公告。 

（七）撤銷應賣 

應賣人得於公開收購條件成就前，以書面撤銷其應賣（若證券已交付集中

保管者，另依集保事業規定辦理）。但收購人於該次收購之條件成就公告後，

除法律另有規定外，不得撤銷其應賣（辦法第十九條第三項107）。 

（八）公開收購之結束 

依管理辦法第二十二條
108公開收購期間屆滿之日起二日內，向金管會申報

並公告公開收購之結果。且依管理辦法第二十七條，「公開收購人單獨或與他

人共同取得公開發行公司已發行股份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份者，該次公開收

購所取得之股份，免依本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辦理取得之申報。」 

收購人於本次收購之條件成就後，應即公告並申報，並副知受委任機構。

前項公開收購之條件應依收購期間屆滿前達公開收購人所定之最低收購數量為

標準（辦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 

（九）款券撥付與交存 

依管理辦法第二十三條，應賣有價證券之數量超過預定收購數量時，公開

收購人應依同一比例向所有應賣人購買，並將已交存但未成交之有價證券退還

原應賣人。公開收購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者，應按各應賣人委託申報數量之比

例分配至壹仟股為止。如尚有餘量，公開收購人應按隨機排列方式依次購買。 

（十）公開收購失敗之限制 

若公開收購失敗或經金管會依本法第四十三條之五的規定核准停止公開收

購者，除有因競爭公開收購、經被收購公司董事會決議同意且有證明文件以及

                                                 
106 管理辦法第七條第二項：「對同一公開發行公司發行之有價證券競爭公開收購者，應於原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之日五個營業日以前向本會辦理公開收購之申報並公告。」 
107 管理辦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公開收購人於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成就後，應即公告並申

報，並副知受委任機構。（第二項）前項公開收購之條件成就應以收購期間屆滿前達公開收購

人所定之最低收購數量為標準。（第三項）應賣人向受委任機構申請撤銷應賣時，除依第十五

條第三項規定辦理外，應以書面為之。但應賣人於公開收購人依第一項規定公告後，除法律另

有規定外，不得撤銷其應賣。」 
108 管理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公開收購人應於第十八條所定之公開收購期間屆滿之日起二

日內，向本會申報並公告下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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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正當理由並經金管會核准者外，公開收購人不得於一年內對家公司進行

收購（管理辦法第二十四條）。 

第一一款 民事責任 

關於民事賠償的部分，主要規定在第四十三條之二以下109： 

（一） 購條件公開收購者，公開收購人應於最高收購價格與對應賣人公開收

購價格之差額乘以應募股數之限額內，對應賣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本

法第四十三條之二第二項）。 

（二） 違反公開收購期間不得以其他方式買進之規定者，公開收購人應就另

行購買有價證券之價格與公開收購價格之差額乘以應募股數之限額

內，對應賣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本法第四十三條之三第二項）。 

（三） 公開收購說明書應記載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匿情事者，準用證交法第

三十二條110有關公開說明書的規定（本法第四十三條之四第三項）。 

                                                 
109 證交法第四十三條之二：「（第一項）公開收購人應以同一收購條件為公開收購，且不得為

左列公開收購條件之變更：一、調降公開收購價格。二、降低預定公開收購有價證券數量。三、

縮短公開收購期間。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第二項）違反前項應以同一收購條件

公開收購者，公開收購人應於最高收購價格與對應賣人公開收購價格之差額乘以應募股數之限

額內，對應賣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四十三條之三：「（第一項）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自申報並公告之日起至公開收購期間屆滿

日止，不得於集中交易市場、證券商營業處所、其他任何場所或以其他方式，購買同種類之公

開發行公司有價證券。（第二項）違反前項規定者，公開收購人應就另行購買有價證券之價格

與公開收購價格之差額乘以應募股數之限額內，對應賣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四十三條之四：「（第一項）公開收購人除依第二十八條之二規定買回本公司股份者外，應於

應賣人請求時或應賣人向受委任機構交存有價證券時，交付公開收購說明書。（第二項）前項

公開收購說明書，其應記載之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第三項）第三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三十

二條之規定，於第一項準用之。」 
110 

證交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前條之公開說明書，其應記載之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匿

之情事者，左列各款之人，對於善意之相對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就其所應負責部分與公司

負連帶賠償責任：一、發行人及其負責人。二、發行人之職員，曾在公開說明書上簽章，以證

實其所載內容之全部或一部者。三、該有價證券之證券承銷商。四、會計師、律師、工程師或

其他專門職業或技術人員，曾在公開說明書上簽章，以證實其所載內容之全部或一部，或陳述

意見者。（第二項）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人，除發行人外，對於未經前項第四款之人簽證部

分，如能證明已盡相當之注意，並有正當理由確信其主要內容無虛偽、隱匿情事或對於簽證之

意見有正當理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免負賠償責任；前項第四款之人，如能證明已經合理調查，

並有正當理由確信其簽證或意見為真實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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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款 公開收購制度之疑義 

關於修正後的公開收購制度，學說上仍有認為有些許待改進之處： 

第一目  未引進強制收購少數股東股份制度（squeeze-out） 

強制收購少數股東股權（squeeze-out right），係指多數派股東要求少數派股

東將其股份出賣之權利。而與 squeeze-out right 相對者，係 sell-out right，即少

數股東要求多數派購買其股權之權利111，例如我國股東的股份收買請求權。而

我國缺少 squeeze-out right，可能是因我國向來注重保護少數股東權益所故。 

squeeze-out 是避免當少數股東可以影響股東會特別決議時，可能藉其持股

來杯葛公司經營；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少數股東對公司經營權幾乎無影響力，

故給予其 sell-out 之權利，以退出公司。 

squeeze-out 正當化的基礎在於，少數股東之存在可能造成併購者之成本及

風險如：併購者無法全面有效的經營公司；公司可能需要為少數股東支出資訊

揭露、股東會通知等成本；少數股東可能影響公司營運等。Sell-out 的正當化理

由在於：多數股東可能侵害少數股東權益，如非常規交易；流通在外之公司股

票少而喪失流通性，少數股東不易出脫持股；作為與 squeeze-out 相對稱之權利
112。 

第二目  限於在集中或店頭市場以外對不特定人為收購 

證交法上的公開收購限於在集中或店頭市場以外之不特定人交易。但這樣

的限制會不會被有心人士操作，使收購人不經由公開收購制度卻仍能取得公司

經營權（例如在市場上於特定時點對敲113）？若是收購人不經由證交法上的公

開收購，卻仍取得公司經營權，對於其他股東的保護如何維護？ 

相較於我國，美國法並未對公開收購有明確之定義。原則上實務不會將私

人間股份轉讓，以及公開市場中大量取得目標公司股權認定為公開收購。但如

果上述移轉行為可能對目標公司股東造成控制權移轉的壓力時，法院會例外認

                                                 
111 See The High Level Group of Company Law Expert, Report on Issued Related to Takeover Bid, 
at 54.本報告即為 The High Level Group of Company Law Expert 首次提出之報告。該報告亦可由

下數網址取得：http://europa.eu.int/comm/internal_market/en/company/company/official/index.htm  
(last visited on 2007/7/5 ) 
112 See Id, at 60-62 ,  
113 對敲，係指在集中交易市場買賣，是由買賣雙方約定，由一方掛單賣出，另一方立即掛單

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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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該行為構成公開收購。而法院判斷的標準在於，某項收購行為是否足以導致

目標公司股東，在缺乏足夠資訊下為不明智的投資決定114。 

雖然我國有強制公開收購制度，得略微彌補公開收購的漏洞，但強制公開

收購制度仍有限制，必須收購者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在五十日內取得目標公

司百分之二十以上的股份。但在股權分散的大型公司中取得經營權，似乎不需

要持股到百分之二十。換言之，在大型公司中，以收購股份的方式取得公司經

營權時，可能不會觸動強制公開收購之門檻，無法以公開收購來保障少數股東

之權益。 

就以公開收購制度的基本精神來看，公開收購是在避免因收購人的行為，

使得股東在資訊不足的情況下輕率做決定，致喪失對公司經營權轉讓的表決

權。從上所述，現行法似乎需要考量公開收購制度是否需要擴大適用範圍，以

達到保護股東的目的。 

第三目  公開收購說明書之交付時點 

證交法第四十三條之四第一項規定，收購人僅於應賣人請求或應賣人向受

委任機構交存有價證券時，才有交付公開收購說明書之義務。雖收購人除公開

收購說明書外，仍需要將公開收購相關資訊揭露，但其揭露之內容，仍不若公

開收購說明書般詳細，且未必通知所有目標公司股東，如此，將造成股東於應

賣後才知悉較充分之資訊，顯然不當。縱然股東得於應賣後撤回應賣，但似有

本末倒置之嫌
115。似乎可考慮以電子化方式寄送公開收購說明書給所有股東，

並配合較為詳細之公告，以盡可能達揭露之目的
116。 

第四目  目標公司防禦行為之規範 

對於公開收購，目標公司經營者應表達其對該次收購之意見117並公告之。

除此之外，在面對敵意倂購時，目標公司的董事，可能採取防禦措施，然而，

在目標公司為防禦行為時，可能產生一些弊病： 

（一）若係因目標公司董事為無效率經營，致使收購者的出現，目標公司

                                                 
114 羅怡德，前揭註 8，頁 331-334。 
115 林仁光，公開收購制度之研究，證券交易法學術研究會論文，1999 年 3 月 20 日，頁 18。 
116 對此，美國法是以較為詳細之公告代替將資料寄送給所有股東，或以摘要方式公示，並於

股東要求時，將該資料寄送給請求之股東。See Rule 14D-4 (17C.F.R. §240.14D-4.) 
117 公開收購公開發行公司有價證券管理辦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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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禦行為可能導致公司失去經營改善之機會，造成股東損失。 

（二）目標公司買回自己公司股份甚至為競爭公開收購時，將會影響公司

資本維持原則。 

關於防禦措施的行使，各國立法例不同。有採董事會決議者（如美國），

有採股東會決議者（歐盟）。在我國防禦措施的決定，似乎應屬業務決定。但

是否如此肯定？或者說，股東對於防禦措施是否完全無置喙之餘地？對於本問

題，本文將留待在第五章中再為詳盡探究。 

第五目  相較於英國的強制公開收購 

我國的強制公開收購雖然源於英國，但二者仍有相當之不同，茲分述如下： 

（一） 構成要件 

目前各國普遍所採的強制公開收購，規範重點在於「控制權移轉」所帶來

的問題，而我國的強制公開收購則不要求控制權移轉，只一味要求取得股數達

一定比例以上，即應採強制公開收購，其理論基礎何在？並且，我國的強制公

開收購僅要求收購者按比例收購，對於超過其預定收購的數量，並無收購義務，

亦與英國的強制公開收購不同。 

（二） 法律效果 

英國制的強制公開收購由自律規章規定，不具有刑罰效果；然而在我國，

違反強制公開收購的效果是證交法第一七五條
118之刑罰效果，其處罰是否過

重？ 

（三） 啟動門檻 

英國強制公開收購之啟動門檻，是收購人取得百分之三十以上有表決權的

股份，因此時，收購人對公司已有一定程度的控制權；但我國管理辦法第十一

條則規定，收購人取得目標公司百分之二十以上有表決權的股份，其門檻相較

於英國為低，造成對我國收購人較為嚴格的要求。而五十日期間的要求，亦為

一般強制公開收購較為少見的。 

就上所述，我國法之強制公開收購似較傾向限制大額交易之類似強制公開

                                                 
118 

證交法第一七五條：「違反第……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二項、第三項、

第四十三條之五第二項、第三項、……之規定者，處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一百八十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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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制度，而非純粹英式的強制公開收購之制度119。 

第六目  民事賠償之疑問 

有疑問者，因公開收購而申報或公告之相關文件，或公司有關贊成或反對

公開收購之陳述，有內容不實或隱匿的情事，致股東或其他相關人員受損害，

應否負賠償責任？本法雖未規定，得否適用本法第二十條第二項及第三項120亦

未有定論。公開收購相關文件應屬本法第二十第二項的「其他有關業務文件」，

惟若收購人為個人而非該條所定之「發行人」，似乎便無法規範。即便收購人

為公司，第二十條所定之賠償對象為「該有價證券之善意出賣人」，似指收購

公司之股東，是否包括目標公司股東仍有疑義。 

相對於此，美國 1934 年證交法§14(e)規定，任何人為公開收購要約或反對

公開收購要約時，不得對重要事實有隱匿或為虛偽或足致他人誤信的陳述或為

詐欺、操縱之行為。證管會為貫徹本項規定，應制定防止詐欺或操縱行為之規

則。本條明定公開收購的民事責任，目標公司股東得依§14(e)請求損害賠償，

其要件包括：1.公開收購人或目標公司有虛偽隱匿或詐騙情事。2.被告明知其陳

述為虛偽不實或有隱匿的情勢而故意為之（scienter）。3.虛偽或隱匿的事項有

重要性（materiality），亦即該事項對理性的股東決定是否應賣時，具有重要影

響。4.虛偽隱匿的情事，與股東關於收購案的決定，具有因果關係（transaction 
causation ; reliance）。甚至有法院認為，當全體股東如有被欺騙或誤導的情事

時，即成立因果關係，無須由個別股東提出具體證明
121；但亦有法院認為，原

告股東須個別提出證明122。5.虛偽隱匿情事與原告的損失間有因果關係（loss 
causation）；惟美國法院對此問題尚無定見。 

另外，在下列情形中，當公司內具有控制權的股東出售其控制權，會被法

院認為是不當的行為，違反其對於公司或其他股東的受任人義務： 

1. 出售控制權的股東，明知購買控制權者，有意剝奪公司的資格，影

                                                 
119 李智仁，前揭註 21，頁 27。 
120 

證交法第二十條：「（第一項）有價證券之募集、發行、私募或買賣，不得有虛偽、詐欺

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行為。（第二項）發行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

文件，其內容不得有虛偽或隱匿之情事。（第三項）違反第一項規定者，對於該有價證券之善

意取得人或出賣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第四項）委託證券經紀商以行紀名義買

入或賣出之人，視為前項之取得人或出賣人。」 
121 Plaine v. McCade, 792 F. 2d 713 (9th Cir. 1986). 
122 Lewis v. McGraw, 619 F. 2d 192 (2nd Cir. 1980). 



第貳章 公開收購法制   

 47

響公司與其他股東的權益123； 

2. 具有控制權的股東，出售其控制權的行為係擷取公司的商業機會124； 

3. 出售控制權的股東，除了出售其控制權外，並將其在公司董事會之

席次一併讓出125； 

4. 出售控制權的股東之所以會得到公司的控制權，是先以不當手段向

其他股東收購股份之結果126。 

當併購者與具有控制權的股東接洽時，該股東應設法使其他股東取得相同

之機會。換言之，股東應該與其他股東共同分享此一出售持股之機會
127。因為

實際上，不易區分股東取得出售控制權的機會，係因其個人的關係，或是因公

司關係。當然，並非在所有出售控制權的狀況中，有控制權的股東需將該機會

與其他股東分享。但在控制股東決定不分享機會時，須仔細衡量每一個狀況本

身的特殊性，即公司本身的狀況128。 

綜上所述我國公開收購制度，仍有許多疑問待學說及實務進一步的發展，

俾建立一健全的制度。 

 
 
 
 
 

                                                 
123 Swissney v. Keebler Co., 480 F.2d 573(4th Cir.1973) 
124 Perlman v. Feldmann, 219 F.2d 173 (2nd Cir), cert. denied, 349 U.S. 952(1955). 這種情形通常是

因為購買者想收購公司，欲透過該股東通知公司，但該股東並未通知公司，反將其控制權出售。 
125 Rower v. Lemars Mutual Insurance Co., 282 N.w.2d 639 (Iowa.1979).這種情形通常是購買控制

權的一方有意將公司併吞，於是除了收購足夠的股份取得控制權外，並與出售控制權的股東約

定，由後者先於股東會中運用其影響力，使併購者取得董事會的多數席次後，再完成控制權買

賣。 
126 Fax v. Consqriff, 159 P.2d 224 (Idaho. 1945). 這種情形通常是併購者先與大股東接洽，但大股

東持股不足以取得控制權，故大股東先以個人名義向其他股東購買股份，但不透露收購目的。 

再將所收購的股份併同原來所持股份，一起出賣給併購者。此與前述的擷取公司機會不同。因

本類型中，併購者原來就是要買大股東的股份；而擷取公司中，併購者原希望與公司交易而非

與大股東交易。 
127 Ruder, Duty of Loyalty : A Law Professor’s Statute Report, 40 Bus. Law, 1383 (Aug.1985). 
128 羅怡德，美國公司法中董事所負之「忠實義務」之研究，輔仁法學第 9 期，1997 年 7 月，

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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