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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敵意併購中目標公司的董事義務 

在面對敵意併購時，目標公司的董事通常是最具有利害衝突的。由於敵意

收購者併購成功，取得目標公司多數股份（或表決權）時，為了獲得公司經營

權，將改選董監事，造成原任董事被解職，進而無法享受在目標公司中所獲得

的各項報酬、酬勞及各式各樣的津貼。因此，目標公司董事在面對敵意併購時，

本能上會想要抗拒收購者的入侵，但是這樣的防禦行為有其本質上的危險。因

為是用公司的錢來避免對公司經營權的威脅，且董事本身將遭遇利益衝突的情

形，要其做出一個客觀的決定是很困難的
596。而且董事的防禦行為，可能不會

考慮該收購是否有利於公司之利益，因此，非常可能會違反其對公司的受任人

義務。由於我國法對此議題欠缺具體明確之規定，故有必要釐清，在立法論下，

公司防禦措施，應該由董事決定，抑或由股東會決定；董事在敵意併購中，應

該為如何的反應（不管最後是否為防禦措施，或是事後變成合意併購，由雙方

洽商併購事宜），董事才不至於違反對公司的受任人義務。因此，以下先就美

國法制為介紹，再探討在我國的立法論下，敵意併購中，董事應盡的義務。最

後再討論在現行法制下，董事應盡的義務。 

第一節 美國法上目標公司董事義務 

在敵意併購與防禦措施最為頻繁的美國，於 1960 年代併購熱潮造就了大規

模的企業集團，加上 1980 年代新型融資手段，尤其是垃圾債券（junk bond）

的出現，加速了八０年代敵意併購之盛行。到了九０年代敵意併購雖然漸趨減

緩，但在九０年代後期，敵意併購之熱潮又再度竄起597。目標公司經營者也很

自然的對敵意併購行使防禦措施。但是經營者的防禦行為是否合法？是否未損

及股東權益？美國法院發展出下述審查標準，避免經營者是為維持自己的利益

而罔顧當事人權益。 

第一項 主要目的審查標準 

最早的認定標準係 Cheff v. Mathes 一案598所建立，其認為法院並不直接肯

                                                 
596 Cheff v. Mathes,199 A. 2d 548 (Del. 1964). 
597  簡 要 介 紹 請 參 照 William A. Klein & John C. Coffee, Jr., 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Finance-legal and Economic Principles 187-192 (9th ed. 2004). 
598 199 A.2d 548 (Del.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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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經營者享有經營判斷法則的適用，而須舉證其所為防衛措施之主要目的，並

非為保護自己的職位，並有合理理由相信，該併購會對公司營運帶來危害。只

有經營者完成這樣的舉證義務，方有經營判斷法則的適用。 

第二項 Unocal 雙叉審查（Two-Prong）標準 

嗣後，在 1985 的 Unocal v. Mesa Petroleum 一案599中，德拉瓦州最高法院

建立起所謂的「Unocal 標準」來審查目標公司的董事義務。相較於先前的審查

標準，課與董事的義務是更嚴格了，亦即經營判斷法則的適用，需要更高的要

求。系爭標準也被後續的判決如：Moran v. Household International, Inc600、Revlon, 
Inc. v. MacAndrews & Forbes Holdings, Inc.601、Paramount Communications Inc. v. 
Time Inc.602等再次認可。 

Unocal 標準的要求可以從兩項測試來認定： 

1. 合理性測試：董事必須合理相信，有危害公司政策及效率的威脅存在。 

2. 相當性測試：所採取的防禦措施，在程度上是合理地對前述威脅做出

適當回應，亦即具有相當性603。 

換言之，法院此時對董事義務之審查，已不同於以往的經營判斷法則，董

事有一「加強義務（enhanced duty）」，作為其享有經營判斷法則保護之前提，

並由法院予以審查。此種對於敵意併購所採防禦措施之司法審查標準，於本案

之後即被稱為「加強司法審查（enhanced judicial scrutiny）」604。 

所謂敵意併購者所造成的威脅，法院是以下列標準為判斷：1.是否造成股

東的壓迫(Coercion)；2. 是否提供不適當的收購價格（Price Inadequacy）；3.是
否未給予足夠的資訊及時間讓股東判斷價格的合理性（Insufficient Time or 
Information to Assess Price Adequacy）；4.是否未提供股東保持股東身份的選擇

權（Failure to Provide Shareholders an Option to Remain Equity Holders）；5.併購

公司與目標公司的公司文化是否類似（Corporate Culture）；6.是否有反拖拉斯和

                                                 
599 493 A.2d 946 (Del. 1985). 
600 500 A.2d 946 (Del. 1985). 
601 506 A.2d 1346 (Del. 1986). 
602 571 A.2d 1140 (Del. 1990). 
603 Unitrin, Inc. v. American General Corp., 651 A.2d 1361, 1373 (Del.1995). 
604 林國彬，董事忠誠義務與司法審查標準之研究，台灣大學法律學院「企業經營者責任與投

資人保護」學術研討會，2006 年 12 月 7 日，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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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法律爭議（Antitrust and Other Regulatory Issues）605。 

1. 是否造成股東的壓迫：在兩階段收購中，股東不在收購的第一階段應

賣，而於第二階段應賣時，若是被迫以低於第一階段的收購價賣出持

股，股東即遭受收購者之壓迫。 

2. 是否提供不適當、合理的收購價格：針對不具壓迫性的現金逐出收購，

未應賣的股東和應賣的股東所收受的價款，可否合理的表現出真實的

股價，或者第二階段收購是否以第一階段收購的最高價格收購。 

3. 是否未給予足夠的資訊及時間讓股東判斷價格的合理性：股東是否有

足夠的資訊和時間來判斷收購價格的合理性。 

4. 是否未提供股東保持股東身份的選擇權：不具壓迫性的收購所有股東

的持股，並且是以公平價格收購，但卻沒有給股東保留持股的選擇權，

則仍被視為是一種對公司的威脅。 

5. 併購公司與目標公司的公司文化是否類似：收購者的公司文化與目標

公司不同時，其收購行為對目標公司而言，仍被視為是一種威脅。因

為將對目標公司現有的營運方式、作業流程等帶來極大的衝突606。 

6. 是否有反拖拉斯和其他法律爭議：兩家公司的合併可能違背反拖拉斯

法或是其他法規時，則該收購行為亦被視為是對目標公司的威脅607。 

相較於美國實務見解，另有學者認為
608，「所謂的『威脅』，係指因該當

敵意併購型態，可能會造成全體或部分股東利益的損害，從而縱令意欲收購者

所提出之股份收購價格，較諸現行市價為高，惟若實際上公司價值遠比該出價

為高或其他另有更佳條件的併購方案存在時，若股東因欠缺資訊或對資訊解讀

錯誤，以致可能作出對其本身不利之決定時，經營者亦得對系爭併購採取適當

的防衛措施。」故其所認定美國法上的標準，似較美國多數實務更為狹隘。 

關於相當性測試，實務上認為，「需要評價公司客觀上所受威脅的重要性；

                                                 
605 Dennis J. Block ET AL., supra note 193, at 662-681. 
606 最有名的例子即為 Time, 571 A.2d (Del. 1990). 
607 In re Unitrin, Inc. Shareholder Litigation, 1994 Del. Ch. LEXIS 187, 1994 WL 698483 (Del. Ch. 
Oct. 13, 1994), rev’d on other grounds sub nom. Unitrin, Inc. v. American Gen. Corp., 651 A.2d 1361 
(Del. 1995). 
608 黃銘傑，前揭註 189，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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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保護公司的各種方法；防禦行為對公司的影響及其他相關事實」609。因此，

「防禦措施被允許的範圍是由特定的敵意併購所劃定」610。故而，法院認為，

「司法審查僅要求董事做出『合理』的決策，而不是『完美』的決策。如果董

事是在多數合理的決策中選擇其一，法院就不會做再次的決策（second guess），

因為法院可能基於其他或後續發生的事物而懷疑董事的決策。因此，法院不會

替換董事的經營決策，但是會全面的考量，決定董事的決策是否在合理的範圍

內」
611。 

綜上所述，聯邦法院會先要求目標公司董事證明，在經過合理的、誠信的

調查後，董事會認為系爭公開收購對公司或是股東而言，會是一個威脅，進而

採取防禦措施。並且，在進入 Unocal 第二階段審查前，必須要先精確地確定有

威脅存在612。換句話說，董事行為必須受到較嚴格的審查，以確保其行為的合

理性613。儘管如此，法院也不會因為董事會不符合上述準則進而取代他們的商

業判斷。而是檢視該防禦措施，以確保該防禦是在合理的範圍內614。 

董事可以「藉由誠信並合理的調查」以達到雙叉審查的標準。相較先前的

標準，Unocal 標準是增加董事的義務，因為該標準要求董事會多數成員必須是

外部獨立董事615。然而，一旦董事舉證成功，該防禦措施將受到經營判斷法則

的保護
616。 

值得一提者，美國有許多州拒絕以 Unocal 標準審查董事會採取防禦措施的

行為617，而是直接適用經營判斷法則618，例如賓州、俄亥俄州及印第安那州法

                                                 
609 Time, 571 A.2d at 1154 (Del. 1990).（quoting and affirming Paramount Communications Inc. v. 
Time Inc., [1989 Transfer Binder] Fed. Sec. L. Rep. (CCH) 94,514, at 93,283 (Del. Ch. July 14, 
1989). 
610 Unitrin , 651 A.2d 1384 (Del. 1995). 
611 QVC, 637 A.2d 34 (Del. 1994); Unitrin, Inc., 651 A.2d 1361 (Del. 1995). 
612 Moore Corp. v. Wallance Computer Servs., Inc., 907 F. Supp. 1545, 1556 (D. Del. 1995). 
613 QVC, 637 A.2d at 42(Del. 1994). 
614 Brazen v. Bell Atlantic Corp., 695 A.2d 43, 49 (Del. 1997)(quoting QVC, 637 A.2d at 45). 
615 Unocal, 493 A.2d at 955; see also Uitrin, 651 A.2d at1375; Time, 571 A.2d at 1154. 
616 Uitrin, 651 A.2d at1373. 
617 亦有許多學者認為 Unocal 的標準是不明確的，如 Frank H. Easterbrook & Daniel R. Fischel, 
The Proper Role of a Target's Management in Responding to a Tender Offer, 94 Harv. L. Rev. 1161 
(1981); 或者對該標準抱持非常消極的看法，如 Ronald J. Gilson, Unocal Fifteen Years Later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26 Del. J. Corp. L. 491, 512(2001); Jennifer J. Johnson & Mary Siegel, 
Corporate Mergers: Redefining the Role of Target Directors, 136 U. Pa. L. Rev. 315,330 (1987); 
Robert B. Thompson & D. Gordon Smith, Toward a New Theory of the Shareholder Role: "Sacred 
Space" in Corporate Takeovers, 80 Tex. L. Rev. 261, 284 (2001) 
618  See Charles R. O’kelley, Jr. & Robert B. Thompson,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第伍章 敵意併購中目標公司的董事義務   

 161

律即作如此之規定619。 

第三項 Revlon 案的審查標準 

德拉瓦州法院在 Paramount Communications Inc. v. QVC Network Inc.一案中

表示，如果出賣公司經營權是不可避免的，董事主要的目標將是「確保系爭交

易是提供給股東合理可得的交易中最好的一個」，並且董事必須遵守其受任人

義務直到交易完成為止620。在這樣的標準下，董事的義務通常叫做「Revlon 義

務」（或是 Revlon 標準），因為是基於 1986 年德拉瓦州最高法院在 Revlon, Inc. 

v. MacAndrews & Forbes Holdings, Inc.一案621所建立。 

Revlon 案的背景是，Revlon 公司為抵禦敵意併購而引進白馬騎士，並與其

簽訂對公司不利的契約條款，以方便白馬騎士與敵意併購者為競爭公開收購。

法院即認為 Revlon 公司經營者違反了受任人義務。 

德拉瓦州法院之後認為，Revlon 標準的要求是，在「出賣」公司時，經理

人（經營者）負一個特別的義務，……在某些實質出賣公司的情況下，董事應

以公司最高價出賣公司；如果已有一個較高價的收購條件出現，就不能選擇一

個較低價的條件出售公司
622。因此，董事的義務已從防衛公司轉變成為股東尋

找最高價的收買者623。 

在 Paramount Communications Inc. v. Time Inc.624一案中，法院更為清楚的

解釋「Revlon 義務」：大體來說，有兩種情況會要求董事依照 Revlon 標準來

進行公司拍賣。第一，當公司想要出賣時，或者是想要以分割達到組織再造時；

第二，面對一個收購要約，公司放棄繼續經營，並且尋找其他可能的收購者時。

若是「董事對於敵意收購的反應是行使防禦措施，而不放棄其繼續經營時，就

                                                                                                                                             
Associations – Cases And Materials(2nd ed. 1996), at 895. 
619 See Pennsylvania Stat. Ann. Tit 15, § 1715(d); Indiana Bus. Corp. Law § 23-1-35-1 (f); Ohio Gen. 
Corp. Law § 1701.59 (C).  
620 QVC , 637 A.2d at 44 ; see also Mills Acquisition Co. v. Macmillan, Inc., 559 A.2d 1261, 1264 
(Del. 1989).” the directors must focus on one primary objective--to secure the transaction offering the 
best value reasonably available for the stockholders--and they must exercise their fiduciary duties to 
further that end.” 
621 506 A.2d 173 (Del. 1986). 
622 Equity-Linked Investors, L. P. v. Adams, 705 A.2d 1040 (Del. Ch. 1997). 
623 Revlon, 506 A.2d 182. 
624 571 A.2d 1140 (Del.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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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會有 Revlon 標準的要求出現。但還是會有 Unocal 標準的要求」625。 

「Revlon 的標準」到了 Paramount Communications Inc. v. QVC Network Inc.

一案626集大成。該判決接續先前幾個採用「Revlon 標準」的判決627，並且明確

表示這些判決的重點在：1.董事為股東尋找合理可得的最佳售價的義務；2.審慎

的檢視董事會行為，避免損及股東利益。並且認為在下述三種情況下，董事要

為公司股東尋找出價最高的收購者：1.當公司想要出售時，或者想要組織再造

以精簡公司架構。2.面對一個收購要約，目標公司想要放棄繼續經營，並尋找

其他想要收購目標公司部分部門的收購者 3.同意一個會帶來出賣公司控制權效

果的交易628。 

QVC 案並提供了兩個司法審查的標準：1.董事的決策過程是否完善，如善

盡調查能事等；2.在系爭情況下，董事的行為是否具備合理性。因此，董事在

Revlon 的標準下，董事的責任在證明，其行為是善盡調查能事並具合理性的629。 

此外，如果董事會對於競爭收購者為差別待遇時，法院會檢視：1.股東的

利益是否因為董事會對收購者的差別待遇而被提高；以及 2.董事會的行為和其

尋求的利益，是否可合理的對應，或是董事會的行為和特定收購者對股東利益

所帶來的威脅，是否相對應630。因此，在決策的過程中，董事會所採取的所有

行為，必須要和所遭受的威脅，或是所欲取得的利益合理的相對應。當董事行

為是為股東追求最大利益時，對於不同的收購者為差別待遇，並不會被非議
631，甚至可以此為發行毒藥丸的理由632，對董事會認為現階段併購者的出價不

是最高價時，發行毒藥丸。 

如果董事會的行為無法經過上述的測試，其行為將不被認為會受到經營判

斷法則的保護。董事繼而需要證明，該價格是現階段所能得到的最高價，以符

合公平性測試（請參見第肆章第四節董事責任追究部分）。 

                                                 
625 Id. 
626 QVC, 637 A.2d at 44  
627 e.g. Revlon, 506 A.2d 173 (Del. 1986).; Time., 571 A.2d 1140 (Del. 1990); Barken v. Amsted 
Industries, Inc., 567 A.2d 1279 (Del. 1989) . 
628 Time, 571 A.2d at 1150; QVC, 637 A.2d at 42-43,47. 
629 QVC, 637 A.2d at 45. 
630 Mills, 559 A.2d at 1288; see also QVC, 637 A.2d at 45 & n. 16. 
631 Time, 571 A.2d at 1151 n.14. 
632 CRTF Corp v. Federated Dep’t Stores, Inc., 683 F. Supp. 422, 439 (S.D.N.Y. 1988); Facet Enters., 
Inc. v. Prospect Group, Inc., 14 Del. J. Corp. L. 310, 320-21 (Del. Ch. Apr. 15, 19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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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lon 標準雖然有其內涵，並且加強了法院對出賣公司經營權的司法審

查，但這樣的標準卻沒有「標準的藍圖」（no single blueprint），使董事會遵循

以盡到其義務633。甚至在正式拍賣公司時，法院也認為，不論在設計上或是執

行上，出賣公司都是很複雜的，並且不需要標準公式的。相對於此，董事有非

常廣泛的磋商權限，以確保是以最高價賣出公司，甚至可以偏好某特定收購人，

只要董事會主要目的仍是為了提高股東福利
634。 

綜言之，當目標公司決定引進白馬騎士，做為防禦敵意併購的方式時，目

標公司已變相的決定出賣公司，因此，需要為股東爭取到最大的福利。而且在

董事尋找收購者時，必須要善盡調查能事，尋找到當時（而非未來）可以找到

的最高價635以出售公司。並且在決策當時的客觀環境下，董事的行為必須是合

理的。 

然而，事實上，Revlon 的標準是有疑問的。首先，這樣的義務是和一般的

經營者義務不同，前者的要求僅為：出售公司時要經過拍賣；或是呆板的以最

高價出賣公司；或是不能歧視某些收購者。後者是要求：善意追求公司福利，

並且善盡調查能事和注意。根據這樣的看法，一旦解釋成公司要出售，「Revlon
義務」會被認為是限制經營判斷法則中要求董事善意的範圍（例如董事一定要

經過拍賣才能出賣公司；或是不能和特定收購者有「閉鎖」契約
636；或是不能

特別「偏好」特定收購者等）。若董事的行為未遵循上述義務時，將無法通過

法院的司法審查。 

其次，在「出賣公司」這個主題上，每個具獨立性的董事會的作法皆不相

同，即便只檢視董事會做成決策的程序，是否是誠信並善盡調查能事，也無法

判斷董事在個案中是否違反其義務。而且只要董事有辦法滿足其基本義務的舉

證責任—獨立、誠信並具注意性，法院原則上就尊重董事會決議。在這樣的想

法下，「Revlon 義務」只是改變舉證責任和要求董事注意股東現值，但沒有實

質上干涉董事出於誠信做成決策的自由637。 

                                                 
633 Barken, 567 A.2d at1286, quoted in, e.g., QVC, 637 A.2d at 44, and Cinerama Inc v. Technicolor, 
Inc., 663 A.2d 1156, 1175 (Del. 1995). 
634 Mills Acquisition Co. v. Macmillan, Inc., 559 A.2d 1261, 1286-87 (Del. 1989). 
635 Equity-Linked, 705 A.2d at 1055. 
636 Lock-up agreement，目標公司與特定收購人事先約定出賣公司的協議。若目標公司屆時未履

約，需要支付非常龐大的違約金，以保障收購人的權利。  
637 Equity-Linked Investors, L. P, 705 A.2d 1040 (Del. Ch. 1997)(.”… I conclude that with respect to 
this transaction, the board was independent; it was motivated throughout by a good faith attempt to 
maximize long-term corporate value; and that the board and senior management were appropriately 
informed of alternatives available to implement the business plan that the directors sought to ach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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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Blasius 案的審查標準 

第三個審查標準，是 1988 年的 Blasius Industries, Inc. v. Atlas Corp.638發展

出的 Blasius 標準，提供法院對於目標公司董事義務更進一步的司法審查，並保

護股東行使其表決權。Blasius 案的審查標準是，當董事會基於防禦所為的行為

唯一或主要的目的是反對、阻撓股東投票時，董事會必須要證明其防衛行為有

令人不得不同意的正當理由（compelling justification）
639。該標準亦被 Stroud v. 

Grace640, Unitrin v. American General Corp.641, In re Santa Fe Pacific Corp. 
Shareholders Litigation642, Williams v. Geier643等判決再次確認。 

Blasius 案的背景是，持有 Atlas 公司股份 9%的股東（Blasius）要依照公司

章程增加 Atlas 公司的董事席次到十五位644，藉此取得公司經營權，進而借錢、

出賣公司特定資產、發放現金和發行公司債券以達到資本結構的改變。為反制

該行為，Atlas 董事會藉由修改內部細則（bylaw），增加公司董事席次到九名，

並直接指定兩名新董事的人選，以維持其經營權。如此，即便 Blasius 嗣後取得

多數股東同意，並取得剩下六名董事席次（當全體董事增加到十五名時），仍

然無法取得公司經營權。 

Atlas 經營派董事的行為，雖然是為了維護公司的資產，但法院認為，董事

會增加兩名董事的行為是「非故意的違反忠實義務」。此外，法院也不認為，

董事行為的主要或唯一目的是阻撓股東投票時（因為 Blausis 要藉股東會同意以

取得經營權，而 Atlas 董事會修改內部細則，將產生抑制股東會以投票表示其

                                                                                                                                             
Moreover, if reviewed under a reasonableness criterion, I conclude that the board acted in an entirely 
reasonable way to achieve its goal and that its goal, although obviously one that reasonable minds could 
disagree about--was not one that was impermissible…. we must acknowledge that the board is supposed in 
such "sale of control" circumstances, to have the single aim of maximizing the present value of the 
firm's equity.”) 
638 564 A.2d 651 (Del. Ch. 1988) . 
639 Id. at 661-62.(” …this court struck down board acts done for the primary purpose of impeding the 
exercise of stockholder voting power. In doing so, a per se rule was not applied. Rather, it was said 
that, in such a case, the board bears the heavy burden of demonstrating a compelling justification for 
such action.”) 
640 606 A.2d 75 (Del. 1992). 
641 Unitrin, 651 A.2d 1361. 
642 669 A.2d 59 (Del. 1995). 
643 671 A.2d 1368 (Del. 1996). 
644 在美國法制下，公司得以章程規定，公司董事最多及最少的員額，再由內部細則或是由章

程授權給董事會或股東會決定，在該區間內增加或減少董事的員額。Atlas 公司規定公司董事

席次最低七名，最高十五名。而公司當時僅有七名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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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希望的經營者的效果），該行為的本質就是違法的。但這些本質違法的行為，

可能因為董事證明某些事實，而賦予其正當性。德拉瓦州法院對於投票權的自

由及行使，採取一個敏感而保護的態度已行之有年，並且，就本質而言，保護

董事決策的經營判斷法則，應該不適用到股東投票權的議題645。 

德拉瓦州最高法院認為，法院基本上遵守 Blasius 這樣的法律原則，因為董

事會故意採取一些手段，不是免除就是剝奪股東會投票權的行使，無疑地，這

些行為違反了德拉瓦州法646。而 Blasius 標準的重點則在於董事要證明，其行

為有令人不得不同意的正當理由，這是非常重的責任。並且，唯有當董事會行

為的主要目的是去干涉或剝奪股東投票權，同時股東未被賦予完全而公平的投

票機會，法院才會介入
647。 

但是當董事會成員持股超過公司百分之五十時，該董事會修改公司章程

（Chart）和公司內部細則（bylaw）時，法院就不再要求董事會負證明上述行

為理由的義務。因為董事會的行為，並沒有干涉公司控制股東對公司事務投票

的權利，因此，不能認為董事會行為的主要目的，是干涉股東行使表決權。法

院甚至認為，董事會的行為已被公司受有充足資訊的多數股東授權，因此董事

會並不是片面自行決定其行為648。 

綜言之，董事會在面對敵意併購而要行使防禦措施時，若有侵害到股東投

票權，需經過股東會同意，不然，董事必須要證明，其行為有令人不得不同意

的正當理由，否則董事會之行為違法。 

第五項 股東外利害關係人利益權衡標準 

董事在決定是否為防禦措施時，除了考量股東利益外，亦需考量其他利害

                                                 
645 Blasius, 564 A.2d 651 
646 Stroud,  606 A.2d at 91： 
 ” While we accept the basic legal tenets of Stahl and Blasius…where boards of directors 
deliberately employed various legal strategies either to frustrate or completely disenfranchise a 
shareholder vote. As Blasius recognized, in those circumstances, board action was intended to thwart 
free exercise of the franchise. There can be no dispute that such conduct violates Delaware law.” 
647 Williams, 671 A.2d at 1376 (quoting Stroud, 606 A.2d at 92)： 
” Rather, ... in such a case, the board bears the heavy burden of demonstrating a compelling 
justification for such action…. burden of demonstrating a ‘compelling justification’ is quite onerous, 
and is therefore applied rarely…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pelling justification’ standard set forth in 
Blasius is appropriate only where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 board's action [is] to interfere with or 
impede exercise of the shareholder franchise, and the stockholders are not given a ‘full and fair 
opportunity to vote’.” 
648 Stroud, 606 A.2d at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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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之利益。所謂其他利害關係人，係指如員工、供應商、債權人、消費者、

公司所在社區、國家經濟以及社會整體。因為在併購完成後，收購者勢必會裁

員，或是以規模經濟壓低原物料價格等，對於上述利害關係人的影響甚大。因

此，晚近公司法學者，競相主張公司的社會責任，認為公司經營者不能只以股

東利益最大化為考量，需要考慮公司在整個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649。 

上述考量股東以外利害關係人的想法，不但在學者間引起激辯，在實務也

開始發揮其影響力。德拉瓦州法院從 1985 年的 Unocal650案就認為，董事在面

對敵意收購時，是否要為防禦措施，除了要考慮股東的權益外，也要考量股東

以外的構成份子。該法院甚至列舉出構成份子，像是：債權人、客戶、員工，

甚至是公司所在的社區
651。但是公司董事所做的考慮，以及考慮之後所做成的

決定，必須與所面臨的併購有「合理的關連性」（a reasonable inference）652。

如果董事在做決議時，偏重考慮公司債權人的權益，而犧牲股東權益，則董事

會的決議不能被認為是一個「誠信」的決議，進而不受經營判斷法則的保護653。

但這不表示董事對於公司債權人不負任何義務，因債權人與公司的關係建立在

契約關係上，因此，董事對債權人仍負契約上的義務654。 

甚至在其他案件中655，又再次確認了這樣的看法。並且，聯邦法院在 GAF 
Corp v. Union Carbide Corp.案656中，解釋紐約州法時，也持相同看法。此外，

在其他案中又陸續認為，其他地方州法也支持董事在面對敵意併購時，需考量

其他利害關係人之權益657、658；尤其是 Indiana 州之公司法更規定，該州法院在

                                                 
649 關於公司社會責任，中文文獻請參考劉連煜，前揭註 355；賴英照，從尤努斯到巴菲特－

公司社會責任的基本問題－，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93 期，2007 年 4 月，頁 150 以下；劉連

煜，公司社會責任理論與股東提案權，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93 期，2007 年 4 月，頁 181 以

下（尤其是頁 185-87）；游啟璋，從公司法的實踐看公司社會責任，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93
期，2007 年 4 月，頁 209 以下。英文文獻請參照 Kellye Y. Testy, Linking Progressive Corporate Law 
with Progressive Social Movement, 76 Tul. L. Rev. 1227(2002). 
650 Unocal, 493 A.2d 946.  
651 Id. at 955: 
“…the impact on "constituencies" other than shareholders (i.e., creditors, customers, employees, and 
perhaps even the community generally),…” 
652 Unocal., 493 A.2d 946.其實就是指 Unocal 雙叉標準中的相當性測試。 
653 Revlon.,506 A.2d 173. 
654 Katz v. Oak Industries, Inc.,508 A.2d 873 (Del.Ch. 1986). 
655 E.g. Ivanhoe Partner v. Newmont Mining Corp., 535 A.2s 1334 (Del. 1987); Mills Acquisition Co. 
v. Macmillan, Inc., 539 A.2d 1261 (Del. 1989); Time, 571 A.2d 1140 (Del. 1990) 
656 642 F. Supp. 1016 (S.D.N.Y. 1985). 
657 Lucian Arye Bebchuk & Allen Ferrell, Federalism and corporate Law: The Race to Protect 
Managers from Takeovers, 99 Colum. L. Rev. 1168, 1168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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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理公司併購案件時，不須依據上述德拉瓦州法院所謂：考慮公司債債權人之

利益，必須與公司股東之權益有「合理的關聯性」存在659。 

但是，股東外利害關係人利益權衡標準，有其致命性的缺失，即董事更可

以藉此找到其行為脫免責任的藉口。換句話說，即便董事之目的，係為保住自

己的職位而為防禦行為，仍可輕易找到該行為係攸關利害關係人權益之理由，

進而受到經營判斷法則的保護，脫免責任。因此，德拉瓦州在 Revlon 案
660中對

這樣的標準採取較為消極的看法。 

第六項 小結 

簡言之，在美國的敵意併購中，目標公司董事若想為防禦措施，依照不同

的標準，董事需要盡到不同的義務： 

1. 主要目的審查標準 

董事需證明，防衛措施之主要目的並非為保護自己的職位，並合理相信該

併購會對公司營運帶來危害。 

2. Unocal（雙叉審查）標準 

（1）合理性測試：董事必須要合理相信，有危害公司政策及效率的威脅存

在。 
（2）相當性測試：所採取的防禦措施，其程度上是合理地對前述威脅做出

適當的回應。 
3. Revlon 案的審查標準 

如果出賣公司經營權是不可避免的，董事主要的目標，是確保系爭交易係

在所有合理可得的交易中，對股東最好的，並且董事必須遵守其受任人義務直

到交易完成。 
4. Blasius 案的審查標準 

                                                                                                                                             
658 Herald Co. v. Seawell, 472 F.2d 1081, 1094-95 (10th Cir. 1972)針對 Colorado; Gelco Corp. V. 
Coniston Partner, 652 F. Supp. 829, 850 (D. Minn. 1986), aff’d in part and vacated in part on other 
grounds, 811 F.2d 414 (8th Cir. 1987).針對 Minnesota; Keyser v. Commonwealth Nat’l Fin. Corp., 
675 F. Supp. 238, 265 & n. 27 (M.D. Pa. 1987)針對 Pennsylvania;以及 Amanda Acquisition Corp. v. 
Universal Foods Corp., 708 F. Supp. 984, 1009, 1015 (E.D. Wis.), Aff’d on the grounds, 877 F.2d 
496 (7th Cir.), cert. denied, 493 U.S. 955 (1989)針對 Wisconsin。. 
659 Steinberger, Selected Regulatory Denclopments in Tender Offer and Mergers, Law Journal 
Seminar-Press: Merger & Acquisitions-Today’s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P.3 & 16 (Apr.1989) 轉引

自羅怡德，前揭註 128，頁 241。 
660 Revlon, 506 A.2d 173. 



敵意併購中 
目標公司的董事義務 

 168 

董事會在行使防禦措施時，若有侵害到股東投票權時，需經股東會同意，

不然董事必須要證明，其行為有令人不得不同意的正當理由。 

5. 股東外利害關係人利益權衡標準 
董事在決定是否為防禦措施時，除了考量股東利益外，亦需考量其他利害

關係人之利益。 

綜上所述可知，美國法上對於敵意併購中目標公司董事為防禦行為正當性

之審查是相對寬鬆的，或許會讓人起疑，目標公司經營者會否藉此來維護自己

的利益，而罔顧股東權益？然而，在美國的司法實務上，並未發現經營者有因

此濫用裁量權限的事例存在661。縱使是懷疑防禦措施存在價值的學者662，也不

得不承認防禦措施所帶來的弊端比預計的少。其甚至認為在美國防禦措施未被

濫用的原因，係因有三項機制的存在：1.獨立董事—客觀公正的獨立董事在防

止經營者自利的行為，發揮不小的作用663。2.法院—德拉瓦州最高法院針對個

案所為詳細分析、平衡各方利益的判決，使經營者無法濫用權限，任意對抗敵

意併購。3.機構投資人及市場—各種基金等機構投資人所擁有的資訊，及專業

的分析能力，對其他股東投票權的行使，扮演著重要的引導地位，對於不當防

禦措施之採行，機構投資人可適時表達不滿，以抑制經營者不當的防禦措施664。 

就結論而言，美國法院僅容許經營者「just say no」而不得「just say never」
665。亦即，防禦措施的行使在保護股東的權益，若是收購者併購條件已變更為

對目標公司股東有利時，目標公司經營者就應該接受該收購，放棄防禦措施，

否則將違反對股東之受任人義務。易言之，防禦措施的行使必須是收購的條件

不利於股東，否則妄為防禦行為將成為違法行為666。 

                                                 
661  Martin Lipton,supra note 132 ,at 1052,1059 . 
662 Ronald J. Gilson, supra note 130 ,at 33-39 . 
663 但事實上，美國許多論者認為，獨立董事在許多時候也只是臣服於資深經理人的之下，以

保障其可以繼續擔任董事之利益。因為沒有經營者希望找來的外部人（獨立董事）是跟自己做

對的。See, e.g., Dynamics Corp. of Am. v. CTS Corp., 794 F.2d 255, 256 (7th Cir. 1986), rev'd on 
other grounds, 481 U.S. 69 (1987); Norlin Corp. v. Rooney, Pace Inc., 744 F.2d 255, 266 n.12 (2d Cir. 
1981); Panter v. Marshall Field & Co., 646 F.2d 271, 300 (7th Cir. 1981). 
664 然而，根據美國學者的實證分析，機構投資人似乎並不如想像中般，致力於監控公司的運

作。甚至公司營運的表現，和機構投資人持有公司股份之間，並沒有太強烈的關連。易言之，

公司的運作並不因是否有機構投資人的存在而有差別。See Bernard S. Black, Shareholder 
Activism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and the Law 459, 460、462(1998); Stephen M. Bainbridge, Director Primacy in Corporate 
Takeovers: Preliminary Reflections, 55 Stan. L. Rev. 791, 803-804 (2002). 
665 Martin Lipton,supra note 132 ,at 1065. 
666 黃銘傑，前揭註 189，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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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國法制似乎無法「原封不動」的移植到我國。如上所述，美國基

於悠久歷史之發展，對於董事有相當程度的信任，並賦予董事相當大的裁量權。

而我國董事的權限似乎無法與其比擬。加上美國之內部監控（如獨立董事、股

東，尤其是機構投資人）及外部監控（信用評等機構、投資銀行、會計師等）

對於董事濫權，都能發揮一定程度的監控效用，而不擔心董事濫權之問題。而

我國董事不像美國董事般具有如此大的裁量權，加上監控機制之效用亦不如美

國，因此，似乎無法比附援引，最多僅得做為我們的操作董事義務時的參考。

故而，對於敵意併購中目標公司的董事義務，需要先從我國法制出發，再找出

合適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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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企業併購法第五條及第六條之規定 
觀察我國企業併購法，與目標公司董事行使防禦措施比較相關的條文是企

業併購法第五條第一項及第六條第一項。因此，本節將就我國企業併購法第五

條第一項及第六條第一項為討論。探究我國企業併購法，對於公司為防禦行為

是否有規範。然而，本文基本上認為，企併法第五條第一項及第六條第一項受

限於第四條第二款的文義解釋，兩條之規範範圍皆不及於公司為防禦措施時。

不過，該二條之法理仍為公司為防禦措施時所應參照者，因此，以下仍對該兩

條文義有簡單的介紹。 

第一項 企業併購法第五條第一項 

企業併購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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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其立

法理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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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言之，當董事在為併購決議時，其指導原則應

為股東利益最大化，並且負有善良管理人義務。 

關於本法文義需再探究。首先，就主體部分其規定為「董事會」。然而董事

會為一會議體，本身並無法為意思表示
667。探究其立法原意，立法理由明確表

示「……『董事』執行業務……『董事』於進行併購決議時……」亦即該規定

之規範主體似為董事會中的「董事」。再從體系解釋觀察，本條係規範併購行為

時之行為規範，而同為行為規範的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其規範之主體為

「『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行業務……」係有意思之人，則企併法第五條第一項

亦應規範有意思能力之人，如此才符合本條為行為規範之本質，因此，本條之

立法原意應為「『董事』應為全體股東之最大利益行之……」。 

其次，關於「為全體股東之最大利益行之」部分，立法理由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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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董事在考量併購事宜時，不得優先考量自己的利益，置股東之利益於不

                                                 
667 陳介山，前揭註 460，頁 46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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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故此部分可稱為董事在併購時的忠實義務。加以本條明確採股東價值最大

化理論，而不採「利害關係人理論」，有論者認為「……利害關係人條款應為公

司行為之準據。另若真採須『為全體股東之最大利益』，亦應全面適用於公司所

有行為，故應還原回公司法第二十三條公司負責人之行為準據，且為卻除各利

害關係人之緊張關係宜改為『為公司最大利益』」668。亦有學者主張669，傳統

上雖然認為，股東是公司所有人，故「公司的最大利益即全體股東之最大利益」，

惟此一結論僅係基本原則，有時全體股東之最大利益未必即是公司之最大利

益。如股東與員工之權益衝突即為顯著之例子：過度重視股東（企業所有者）

利益可能會犧牲若干員工利益，進而造成員工工作士氣低落，降低生產值，最

後導致股東權益受損；相反地，過度注重員工權益，同樣會造成股東股利收入

減少。因此，董事之決議應以追求「公司最大利益」為依歸，其中，又以股東

之利益為最優先考量。惟董事仍須注意其他利害關係人之利益，以創造公司最

大之價值。 

本文認為，在做併購決議時，同時考量利害關係人之權益，其目的甚為良

善。然而，如前所述，權衡利害關係人利益有其致命性缺失：董事將更容易為

其決議找出「正當」的理由，造成事後追究董事責任的困難。換句話說，利害

關係人利益權衡理論將加強董事所有行為（無論合理或不合理）正當化之基礎，

造成董事的行為皆為公司最大利益所為，符合其對公司受任人義務之要求，進

而侵蝕董事義務之內涵，導致董事義務的空洞化。觀察我國「現行」實務下，

屢見不鮮的公司舞弊案，董事優先考量個人利益的情況甚多。若董事僅單對股

東負責時都會有問題發生，何況是同時納入股東以外的利害關係人為考量，董

事將更容易為其非常規行為找到理由。因此，本文認為，「現階段」董事僅需考

量股東利益最大化，無須考量利害關係人之權益。但若是以後我國公司監控機

制更上軌道，負責人舞弊事件大幅減少後，則關係人利益權衡理論當然是董事

行為標準之首選。 

此外，有學者認為，「若將本條項所規定『為公司最大利益』，作為善良管

理人注意義務之操作標準，則本項似未就董事之忠實義務於併購決策之規範中

予以考量。相較於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而言，特別法之規定較諸一般法規

定反而相形見絀。似嫌美中不足。」
670 

                                                 
668 陳介山，前揭註 460，頁 461。 
669 王文宇，企業併購法總評，月旦法學雜誌第 83 期，2002 年 4 月，頁 77-78。 
670 王文宇，前揭註 669，頁 78。原文對於「為公司」最大利益，恐係對條文的「為全體股東」

之最大利益之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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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上述學者見解似有誤會。企併法第五條第一項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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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言

之，為全體股東利益與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應有所不同，否則條文毋須以「並

應」二字加強。而是應該定為「……董事會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為全體股

東之最大利益行之……」之類的用語，使「為全體股東之最大利益」成為善良

管理人之注意的審查標準。因此，二者應有所區別。本文認為，條文所規定的

「為全體股東之最大利益行之」，應是企業併購中董事忠實義務之要求。亦即，

董事為併購決議時，不得將其他事項列為考慮，當決議和董事利益有衝突，或

是和董事有關係人有衝突時，應以股東最大利益為依歸。甚至在公司其他利害

關係人和股東有利益衝突時，亦應優先保護股東利益。若再從體系性解釋，企

併法第五條應為董事的行為規範，與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相同。公司法既

然規範負責人的忠實義務與注意義務，企併法對於董事應有相對應的規定。因

此，「為全體股東之最大利益」應為董事的忠實義務要求，而非如學者所言，係

注意義務之操作標準之規定。 

立法理由中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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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本文第肆章第二節第四項所言，即便在設計上，股份有限公司的

董事為有給職，但董事未必真的自公司受有報酬。立法理由直接推論「董事受

公司有償委任」，似過於武斷。然無論董事與公司間是否為「有償委任」，依照

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董事於執行公司業務時，仍須盡善良管理人

之注意義務自不待言。 

此外，同為行為規範，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公司負責人應忠實

執行業務並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

償責任。」本條雖未說明負責人係對何者負受任人義務，但該項後段規定「如

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因此，負責人應係對「公司」負

受任人義務。然而，企併法第五條第一項係規定「董事會應為全體股東之最大

利益行之」，似乎意味著在企業併購中，公司負責人之一的董事，係對公司股東

負有受任人義務。如上所述，股東是公司所有人，對公司負責與對股東負責應

為相同概念。惟此一結論僅係基本原則，有時全體股東之最大利益未必即是公

司之最大利益
671。因此，董事在公司法和企併法下，似乎係分別對公司及股東

負受任人義務。然而，董事違反企併法下受任人義務時，依同條第二項「公司

                                                 
671 股東可以藉出賣股票脫離公司，所以會較注重公司的短期利益。但公司（經營者）本身會

比較希望永續經營，因此較注重長期利益。甚至「公司」最大利益，應該包括其他利害關係人

的利益在內，see Robert C. Clark, supra note 272, at.17-18, 18 n.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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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違反法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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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董事違反同條第一項的受任人義務，

應屬第二項所稱之「違反法令…處理併購事宜」，若因此造成公司損害，應對公

司負賠償責任。因此，依據第二項的規定，董事應對公司負受任人義務，與公

司法第二十三條相同。簡言之，董事依企併法第五條第一項係「對公司」負受

任人義務。 

然而，企併法第五條第一項，係規範公司依本法為「併購」決議時董事之

受任人義務。依第四條第二款：「併購：指公司之合併、收購及分割。」672依

同條第三款673、第四款674及第六款675之規定，皆不包括公司防禦併購之行為。

易言之，企業併購法對於董事可否為防禦行為之規定付之闕如，依企併法第二

條第一項
676應回歸公司法之規定。 

第二項 企業併購法第六條第一項 

為保障股東權益，並借助獨立專家之專業意見，企併法第六條第一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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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立

法理由：「為保障股東權益，並藉助獨立專家之專業意見及判斷，爰規定公開發

行股票之公司於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併購事項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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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課與董事會於併購決策前向獨立專家諮詢，目的在使董事就合併事項獲悉充足

                                                 
672 其修正草案規定：「併購：指公司及有限公司之合併、公司之收購及分割」。關於企業併購

法草案，係參照經濟部 94 年度「企業併購法之法治檢討委辦計畫」期末總結報告。 
673 企併法第四條第三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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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 企併法第四條第四款：「收購：指公司依本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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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份、營業或財產，並以股份、現金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之行

為。」 
675 企併法第四條第六款：「分割：指公司依本法或其他法律規定將其得獨立營運之一部或全部

之營業讓與既存或新設之他公司，作為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發行新股予該公司或該公司股東對

價之行為。」 
676 企併法第二條第一項：「公司之併購，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依公司法、證券交易

法、促進產業升級條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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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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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訊，藉以提昇決策的品質，降低誤判之可能677。 

本條之主體限定在公開發行公司，或許是因為公開發行公司之股東眾多，

而併購決議對公司影響甚大，為避免股東權益受損，或董事率性而為，進而要

求公開發行公司諮詢獨立專家之意見。然而，依此反面解釋，非公開發行公司

為併購時，似毋須經由獨立專家出具專業意見。這或許是成本的考量，但若是

公開發行公司先成立一完全控股之子公司，再由該子公司併購目標公司
678，因

為子公司為一人公司，且可以為非公開發行公司，故子公司併購目標公司時，

無第六條之適用，毋須事先諮詢專家意見。待子公司併購目標公司後，再由母

子公司合併。而依企併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此時母子公司合併可以為簡易合併，

毋須經過股東會決議。再依第六條但書，併購在無須召開股東會決議併購事項

時，得不提報股東會。因此，即便需諮詢獨立專家意見，也毋須提報股東會，

進而減少併購程序之繁複，並可使董事會決議不受股東會監督，變相增加董事

會權限。 

條文所稱之「獨立專家」究何所指？依經濟部 93 年 5 月 25 日經商字第

09300553740 號函釋認為，「企業併購法第六條規定之「獨立專家」係指會計師、

律師或證券承銷商。」 

而條文僅規定「應委請獨立專家」，對獨立專家之法律地位及其意見發生疏

失時的法律責任，則隻字未提。有學者認為679，獨立專家與公司間之法律關係，

大致可分為兩種見解。第一種見解係將二者定位為承攬契約，獨立專家受公司

囑託，完成換股比例等之合理性的意見報告，並交給公司，由公司支付其一定

報酬。第二種見解是認為，公司與獨立專家間為委任關係，獨立專家與公司法

上監察人或檢查人之地位相當，為確保換股比例等的合理性，將原本應由公司

本身處理之事務，由法律要求需獨立專家提供意見報告。 

若認為公司與獨立專家間為承攬關係，則獨立專家就其意見報告僅負瑕疵

擔保責任，毋須負擔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結果甚為不當。因此，應認為二

者間為委任關係，獨立專家為公司之受任人，當其受有公司報酬時為有償委任，

對公司負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惟於一般委任契約之情形，受任人處理委任

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但企併法第六條稱提出意見者為「獨立專家」，就是希

                                                 
677 王文宇，前揭註 669，頁 79-80。 
678 通稱這種方式為「正三角合併」。若是由目標公司將子公司併購，再由母公司合併該目標公

司，則稱為「反三角合併」或「逆三角合併」。 
679 黃銘傑，企業併購法之檢討與省思，月旦法學第 97 期，2003 年 6 月，頁 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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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其能獨立、客觀的提出公正的意見，使此一委任契約有別一般委任契約；故

而，民法上一般委任契約之規定，應在不妨礙其獨立性的前提下，方有適用680。

這種將公司與獨立專家間關係定性為委任關係之看法，似可從企業併購法修正

草案六條第一項中得到印證，其規定「公開發行股票之公司於召開董事會決議

併購事項前，應『委任』獨立專家就併購對價之合理性表示意見，提報董事會。」

惟本文認為有疑問者，若獨立專家與公司間為無償委任，獨立專家是否就不負

善良管理人之注意，而只負具體輕過失
681？若如學者所言682，將獨立專家視為

類似公司監察人或檢查人之地位，而監察人與檢查人在執行職務範圍內，無論

是否受有報酬，依公司法第八條第二項及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對公司負有善良

管理人之注意義務。同理，獨立專家於執行職務時，不論是否受有報酬，皆應

對公司負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所不同者在於，現行公司法第八條第二項未

包括獨立專家，未來修法時，似可考慮於企併法中明文規定，獨立專家於執行

職務時，對公司負有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 

若獨立專家未盡到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致公司受有損害，即生債務不履

行之損害賠償責任。具體而言，獨立專家可能低價高估併購一方之資產，或對

不合理的換股比例出具合理之意見，致使他方受到損害。於低價高估時，公司

可依債務不履行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惟若公司不為此種請求時，由於公司法

上股東代表訴訟之對象僅限於董事和監察人
683，股東無法藉代表訴訟向獨立專

家追究責任，而僅能請求公司董事代表公司，向獨立專家追究責任，若董事不

為追究，再對董事提起代表訴訟，迫使董事提訴，以間接達到追究獨立專家責

任之目的。另一方面，當問題發生在股份轉換的比例時，則至少有一參與併購

之公司的股東權益受損，於此，對於因股份配發比例不合理致受損害之股東，

應如何救濟？若股東在併購前發現換股比例不當，可行使股份收買請求權。若

在併購後始發現獨立專家意見有瑕疵，致換股比例不當，因委任契約僅存在於

公司與獨立專家間，股東與獨立專家間並無契約關係，無法依債務不履行規定

                                                 
680 黃銘傑，前揭註 679，頁 209。 
681 民法第五三五條：「受任人處理委任事物，應一委任人之指示，並予處理自己事務為同一之

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為之。」即受任人原則上只需盡處理自己事務之

注意義務（具體輕過失），若受有報酬時，才須盡到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 
682 黃銘傑，前揭註 679，頁 208、209。 
683 公司法第二一四條：「繼續一年以上，持有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得以書面

請求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監察人自有前項之請求日起，三十日內不提起訴訟時，前

項之股東，得為公司提起訴訟；股東提起訴訟時，法院因被告之申請，得命起訴之股東，提供

相當之擔保；如因敗訴，致公司受有損害，起訴之股東，對於公司負賠償之責。」；第二二七

條：「第一百九十六條至第二百條、第二百零八條之一、第二百十四條及第二百十五條之規定，

於監察人準用之。但第二百十四條對監察人之請求，應向董事會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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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獨立專家請求，似乎只得依侵權行為請求。即便在性質上獨立專家與監察人

或檢查人相似，後者在未盡到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股東得依公司法第八條

第二項及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向其請求。但現行法下，獨立專家並非公司法第八

條第二項的負責人，股東無法依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向其請求，就此部分之救濟，

較為薄弱。 

此外，企併法第六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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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只限定在「換股比例或配發股東之現金或其

他財產」，對於日益複雜的併購，及併購對價多元化的現今實務運作的滿足略顯

不足。然而，修正草案已將第六條第一項後段修正為「應委任獨立專家就併購

對價之合理性表示意見，提報董事會。」亦即，增加併購對價的多樣性，不再

有所限制，使公司得更彈性運用其併購對價，增加企業併購之可能。 

所謂併購對價之合理性，依修正理由：「獨立專家對『併購對價之合理性』

表達意見之範圍，自包括股份、現金、有價證券或其他財產之配發比例，並包

括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二款及第三十三條第一

項第四款規定，對不同股東配發不同之對價種類不同或組成不同時，其價值相

等之計算依據之合理性。」 

此外，修正草案第二項亦修訂為「公開發行股票之公司依前項規定提報獨

立專家之意見時，應同時說明該獨立專家之獨立性，並揭露該獨立專家與公司

間之關係。」其修正理由係：「依目前證券管理機關之函釋，獨立專家係指會計

師、律師或證券承銷商等專門職業人員或專業機構而言。惟如為公開發行公司

之簽證會計師、顧問律師或為其辦理有價證券承銷之證券承銷商，因其與公開

發行公司有密切之業務往來，過從甚密，難確保該等獨立專家之獨立性。有鑑

於此，如公開發行公司委任獨立專家表示意見時，應揭露所委任專家是否具備

獨立性及其與公司間之關係，爰增訂第二項規定。」 

草案其他修正之規定則是刪除第一項但書，將專家意見提報股東會之規

定，改於其他條文中個別規定。而原條文第二項，則可包括在修正後第一項規

定中的「併購對價」，故刪除之。 

總言之，修正草案的第六條規定為：「（第一項）公開發行股票之公司於召

開董事會決議併購事項前，應委任獨立專家就併購對價之合理性表示意見，提

報董事會。（第二項）公開發行股票之公司依前項規定提報獨立專家之意見時，

應同時說明該獨立專家之獨立性，並揭露該獨立專家與公司間之關係。」 

惟本條規範仍為決議「併購」事項，而如第五條第一項一般，無法包括反



敵意併購中 
目標公司的董事義務 

 178 

併購行為，故在目標公司為防禦行為時，似乎不須受本條規定所拘束。 

因此，目標公司董事在面對敵意併購時所負之義務，現行企併法並未有任

何規定，須回歸公司法再為討論。但是其法理，似得為公司為防禦行為時的參

考，使公司防禦行為仍能有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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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股東會與董事會的權限劃分 
在決定董事在公司法上的義務時，讓人第一個聯想到的，應該是公司法第

二十三條第一項的受任人義務。但是，要決定在敵意併購中目標公司的董事義

務，須先確認一個前提要件：依我國法，防禦措施的決定機關係何者？董事會？

或是股東會？若是防禦措施的決定機關是股東會，董事就其無權限範圍之部

分，自然沒有義務。但若是應由董事會決定防禦措施，則董事自須對其決策負

義務。因此，在探討敵意併購中目標公司董事義務時，首須探究，在我國防禦

措施的決定機關係股東會，抑或是董事會，或者是部分屬股東會，部分屬董事

會。因我國公司法未就此問題為明文規範，僅就各個防禦措施為零星式的分散

記載684，因此，本文接下來擬從董事會與股東會權限劃分出發，來探究在我國

防禦措施的決定機關為何者，再來決定董事在公司行使防禦措施時該盡的義務。 

第一項 公司法第二０二條之規定 

公司法第二０二條在民國九十年十一月十二日修正前，規定為「公司業務

之執行，由董事會決定之。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

『得』由董事會決議行之。」，於修正後則規定為「公司業務之執行，由董事

會決定之。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

決議行之。」修正前後之規定雖僅一字之差，然該條文似乎代表著董事會權限

的擴張，股東會權限的限縮。加以修法理由之說明：「原條文後段『…均得由

董事會決議之』之『得』字易生爭執，且與前段『由董事會決定之』之旨趣未

盡相符，修正本條文字，以明確劃分股東會與董事會之職權。」換句話說，立

法者似乎認為，除非法律、章程及股東會決議外，關於業務之執行，皆為董事

會之權限。然而實際上，學者認為，本次修正的實質效果在限縮股東會權限
685，

而非在擴大董事會業務執行權686。防禦措施的行使應屬於業務執行範圍。若法

律或章程未規定，則防禦措施之行使似為董事會之權限。然而，這樣的推論是

否過於粗糙而武斷？ 

                                                 
684 事實上，公司法本身並未就防禦措施為規範，僅因各該防禦措施可涵攝在公司法個別規定

中，故以公司法相關條文為防禦措施之規範。 
685 林國全，章定股東會決議事項，月旦法學教室第 56 期，2007 年 1 月，頁 24。 
686 柯芳枝，前揭註 354，頁 297；亦有認為，第二０二條之目的，「不僅在於縮小股東會之權

限，亦為董事會權限之概括規定，期能賦予董事會較寬廣之決策空間」，王志誠，股東會之權

限及議事原理，月旦法學教室第 27 期，2005 年 1 月，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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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述問題學者有認為687，業務執行之權限，若法律未明文規定為董事

會權限，亦未規定為股東會專屬決議事項（本文以下稱「非專屬決議事項」），

而該事項股東會決議與董事會決議相衝突時，若由股東會決議優先，則稱為「股

東會至上」688；若由董事會決議優先，則稱為「董事會中心」689、690。 

在舊法時代，關於「非專屬決議事項」之權限劃分，實務原則上支持「股

東會至上」，認為「股東會均有權決議，其所為決議，董事會均應遵辦」
691。

惟若董事會決議與股東會決議相衝突時，將如何處理？學者有認為692，從公司

法修法前的規定來看，該董事會的決議應屬有效。按修正前的第二０二條規定，

係非專屬決議事項「均得由董事會決議行之」，故董事會對於非專屬決議事項

有「決議權」，惟當股東會與董事會決議有衝突時，依公司法第一九三條第一

項之規定
693，應以股東會決議為準，即股東會有最終決定權。董事會之決議不

                                                 
687 邵慶平，論股東會與董事會之權限分配—近年來公司法修正之反思，東吳法律學報第十七

卷第三期，2006 年 4 月，頁 144 以下。 
688 「股東會至上」的論點在於，股東會是公司組織中法定必備的最高機關，其權限應超越作

為業務執行機關之董事會，若二者決議有衝突，應以股東會之決議為準。而公司法第一九三條

之規定（董事會執行業務，應依照法令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及第二０二條之規定，並不在限

縮股東會之權限，而在概括劃分董事會與股東會之權限。 
689 「董事會中心」之論點在於，從現代公司所有與經營分離的趨勢出發，第二０二條之規定

在限縮股東會決議範圍，避免股東會權限之擴大及複雜，並加強董事會職權，因此，在非專屬

股東會權限之事項，若兩機關決議有衝突，應以董事會為準。關於「股東會至上」與「董事會

中心」更多之說明，請參照王泰銓，公司法爭議問題，五南出版，1997 年 9 月初版，頁 230-231；

另外，亦請參照邵慶平，論股份有限公司（法制）中所有與經營合一與分離，月旦法學教室第

34 期，2005 年 8 月，頁 93-95。 
690 以下主要參照邵慶平，前揭註 687，頁 145 以下。 
691 經濟部 79 年 6 月 7 日商字第 209394 號函「查公司法第二六七條規定應保留員工認股比率，

尚非專屬董事會決議事項，根據同法第一九三條第一項規定，董事會執行業務，應依照法令、

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是以除法令與章程另有規定外，股東會均有權決議，其所為決議，董事

會均應遵辦。」；89 年 8 月 5 日商字第 89214402 號函：「按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三條規定董事會

執行業務，應依照法令章程及股東會決議。是以，經股東會決議現金增資股數，董事會尚不得

以決議變更之。」。但似有不同見解經濟部 74 年 11 月 27 日經商字第 51787 號函：「依公司法

第二百零八條規定，董事長、副董事長、常務董事之選任，係屬董事會或常務董事會之權限，

雖其解任方式，公司法並無明文，若非章程另有規定自仍以由原選任之常務董事會或董事會決

議為之較合理。況依公司法第二百零二條：『公司業務之執行，由董事會決定之。除本法或章

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得由董事會決議行之。』則除公司法或公司章程中已明

文列舉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其未列舉之事項，亦宜解為劃歸董事會權限。至於常務董事會或

董事會決議解任之出席人數及決議方法，可準照公司法第二百零八條第一項規定之董事會選任

董事長、副董事長、常務董事或董事會選任董事長、副董事長之出席人數及決議方法行之。此

外，則董事長、副董事長、副董事長或常務董事仍得因股東會決議解除其董事職務而當然去職。」 
692 邵慶平，前揭註 687，頁 145-146。 
693公司法第一九三條：「（第一項）董事會執行業務，應依照法令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第二

項）董事會之決議，違反前項規定，致公司受損害時，參與決議之董事，對於公司負賠償之責；

但經表示異議之董事，有紀錄或書面聲明可證者，免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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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因為做成在股東會決議前而無效694，但董事會若基於「衝突決議」而為行為

時，依公司法第一九三條第二項，可能須負損害賠償責任。 

但第二０二條修正後，條文已將「『得』由董事會決議」，修改為「『應』

由董事會決議」。易言之，現行法下的「非專屬決議事項」應由董事會決議，

亦即董事會之權限，除了「董事會專屬決議事項」外，並包括「非專屬決議事

項」。然有疑問者，股東會得否以其決議來操作董事會之權限？例如公司法明

文列舉屬於「股東會之專屬決議事項」，股東會得否以決議或章程，將其授權

給董事會？或是以章程決定「非專屬決議事項」，藉以限縮董事會之權限？ 

首先，就公司明文列舉為股東會專屬決議事項，股東得否以章程或股東會

決議將其授權給董事會，進而達到擴張董事會權限的效果？以現行法而言，須

視個案情形而定。如董事報酬，公司法第一九六條之規定：「董事之報酬，未

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東會議定。」係在避免董事利用其經營者地位，恣意對

公司索取高額報酬
695，實務雖認為不得以公司章程696或股東會決議697授權給董

事會或董事長決定董事報酬，但可以提供一定標準，或是由章程定明全體董監

報酬總額，由董事會決定各個董事報酬，並事後經股東會同意698。亦即，即便

是「股東會專屬決議事項」，董事會亦可藉由股東會或章程的授權，取得部分

之權限。 

其次，針對非屬於股東會之「法定專屬決議事項」，股東會得否藉章程之

變更或是股東會之決議，使該事項成為股東會的「章定專屬決議事項」，進而

限縮董事會之權限？有學者認為我國目前之架構而言，對於公司意志之形成，

「並無區別性質上股東會或董事會不得為之的理念」699。因為由於公司法第二

０二條係規定「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換句話說，當

公司章程有規定時，則董事會對該事項應無概括決定之權。但是理論上而言，

應該避免股東會藉由章程修改，將法定股東會專屬決議事項以外之事項，列為

                                                 
694 學者認為「……在董事會做成決議在後的『決議衝突』類型中，該董事會決議亦屬有效，

但董事會若據此執行業務，其必須承擔因此可能衍生的損害賠償責任。」邵慶平，前揭註 687，

頁 146。然本文認為，若是在股東會決議後董事會做成衝突決議，則這時董事會決議雖非無效，

但也無法執行，實質上形同無效，因此，僅討論股東會「決議前」的董事會衝突決議。 
695 柯芳枝，前揭註 354，頁 296；並請參照本文第肆章第二節第三項之說明。 
696 經濟部 93 年 1 月 20 日商字第 09302005550 號函。 
697 最高法院 93 年台上字第 1224 號判決。 
698 經濟部 93 年 1 月 20 日商字第 09302005550 號函。 
699 曾宛如，「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之探討—兼論董事會與股東會權限劃分之議

題，臺大法學論叢第三十五卷第一期，2006 年 1 月，頁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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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專屬決議之事項，藉此達到「復權」或「擴權」之效果。因此，對於現行法

的解釋，應為「章定股東會專屬決議事項應以公司法具體明定之董事會權限事

項為其界限。亦即，現行法明定由董事會決定之事項，即不得以章程規定之方

式，將之列為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700，這樣的限縮解釋才可避免股東會

又復活成為「萬能機關」之弊病。簡言之，對於非專屬決議事項，股東會僅得

以「章程」納入股東會「專屬決議事項」。 

若不屬於「法定專屬決議事項」，亦不是「章定專屬決議事項」之公司事務

（即非專屬決議事項），股東會可否以決議將該事項納入「股東會專屬決議事

項」？其決議是否拘束董事會？因為依照第一九三條第一項「董事會執行業務，

應依照法令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股東會決議事項會拘束董事會。但是依照

第二０二條規定「公司業務之執行，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

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行之。」似乎又表示股東會決議事項須在法律或章程範

圍內，否則將侵害董事會權限。為解決二者所產生的矛盾，應將第一九三條之

「股東會決議」做目的性限縮解釋，即「股東會決議」指股東會就「法定專屬

決議事項」或「章定專屬決議事項」所做成之決議為限，不及於「非（法定或

章定）專屬於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因董事會就此部分有概括決定權，自毋須遵

守股東會所做相關決議701。易言之，股東會不得以「決議」將「非專屬決議事

項」納入其權限內，僅得以「章程」將「非專屬決議事項」納入其權限內，成

為「章定專屬決議事項」。 

若是股東會對於「非專屬決議事項」為決議，則該決議之效力如何？有學

者認為702，第二０二條僅規定「非專屬決議事項」最終決定權屬於董事會，但

不表示股東會不得就此事項為建議性提議。亦即股東會對於「非專屬決議事項」

為決議，僅為建議性決議，對董事會雖無拘束性，但可某程度表達多數股東之

意思。並且，這樣的解釋與第二０二條之立法目的並無衝突。因第二０二條係

在限制股東會權限，而非擴張董事會權限，股東會就此之決議並無拘束性，因

此，董事會仍可自行對股東會決議事項另做相反之決定。並且，這樣的解釋較

                                                 
700 林國全，前揭註 685，頁 25。 
701 學說上對此問題有採不同的推論過程，但其結論基本上並無太大差異。請參照林仁光，董

事會功能性分工之法制課題，台大法學論叢第 35 卷第 1 期，2006 年 1 月，頁 175；洪秀芬，

董事會與股東會權限之爭議，月旦法學教室，第 31 期，2005 年 5 月，頁 32-33；王志誠，股

東會之權限與議事原理，月旦法學教室第 27 期，2005 年 1 月，頁 71-81。有認為，第一九三

條及第二０二條致董事會與股東會職權劃分認為職權劃分不夠清楚，如王文宇，前揭註 352，

頁 299。另有認為尚有討論空間者，如陳彥良，股東會決議之限制—以股份有限公司為中心，

證券暨期貨月刊第 24 卷第 4 期，2006 年 4 月，頁 28-29。 
702 邵慶平，前揭註 687，頁 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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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股東會運作的實況：蓋於股東會進行時，董事會與股東均可能對於「非專

屬決議事項」，提出各種臨時動議，請求付諸表決，若依第二０二條規定而一

概認為該等決議違反法令，勢將造成股東會決議動輒無效之情形，顯非立法者

之原意，更造成實務上之困擾703。然而本文認為，基於第二０二條為強行規定，

股東會違反該規定所為的決議，似應為無效。即便如上述學者所言，該決議為

無拘束力的建議性決議
704，但其性質應為「無效」的股東會決議。且誠如學者

所言，若承認這種無拘束力的建議性決議，將會有弊病產生，如：股東會濫行

提案；董事會藉此「民意基礎」為其事後脫罪的藉口705；加上我國並未如美國

法制般，有明文承認股東得為「非拘束性的建議性提案」，因此，在我國股東

會應不得對非專屬決議事項為「建議性提案」。 

綜上所述，公司面對敵意併購所行使的防禦措施，應屬於公司業務之執行
706，若無法律或章程之規定，應由董事會握有最終決定權。然而上述結論係針

對現行法下之法律漏洞，所不得不為的結論。本文認為上述結論並不妥適，因

此以下擬就就立法論再為更深入的論述。 

第二項 決議事項的「提出權」與「決定權」的區分 

公司法第二０二條之規定，僅針對特定機關對特定事項之「決定權」，並未

論及特定事項之「提出權」。易言之，有權決定特定事項之機關，不一定有提出

該事項的權利。這可說是公司內部的權力制衡，或者說是某程度的權力共享
707，如公司法第一八五條第一項，就公司重大交易行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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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公司重大交易行為的「決定權」由股東會行使，應無疑義。然而，依同條第

五項「第一項之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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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重大交易事項的提出權專屬於董事會，若董事

                                                 
703 邵慶平，前揭註 687，頁 150。 
704 關於無拘束力之建議性提案，請再參照劉連煜，股東書面及電子方式投票，台灣本土法學

雜誌第 72 期，2005 年 7 月，頁 158-159。 
705 林國全，二００五年公司法修正條文解析（上），月旦法學雜誌第 124 期，2005 年 9 月，頁

277-278。 
706 關於第二０二條「公司業務」之範圍，一般認為只要是公司法或章程未明定應由股東會決

議之事項，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其權限主體（如監察人等）外，有關公司意思形成之事項，皆應

解為屬董事會之權限範圍。這樣的解釋雖有部分缺漏，如第一八二條第二項的「股東會議事規

則」若由董事會規定，將造成股東對其權益影響至鉅的議事規則無置喙餘地，恐生疑義。然目

前這樣的解釋應為不得不暫採者。林國全，前揭註 685，頁 25。 
707 王文宇，股東會與董事會共享之權利，月旦法學教室第 44 期，2006 年 6 月，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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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不在股東會中提出相關議案，股東自無法在股東會中就該案表決。換言之，

重大交易行為係股東會與董事會共享之權限，單一機關無法單獨決定。 

另一個明顯的例子是第三一七條及三一七條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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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認為，公司合併的通常程序，應先由董事會以特別決議通過合併契

約，再由董事會召開股東會為合併契約承認與否之決議
708，股東會對於董事會

合併的提案，僅得為承認與否的表決，不得就合併契約內容為修改709。 

此外，在民國九十四年公司法修正前，依法「應在召集事由中列舉，不得

以臨時動議提出」的股東會專屬決議事項，在運作上亦會產生類似「提出權」

與「決定權」分別隸屬的效果710：在公司法尚未有「股東提案權」時，若董事

會不願意在股東會開會通知之召集事由中明文載入該類決議事項711，股東對於

「不得以臨時動議提出」之公司議案，即無介入之餘地。因此，就其運作的實

際效果來看，似可歸類為股東會與董事會共同決定之事項。 

然而，民國九十四年公司法修正時引進「股東提案權」，對於上述「提出權」

與「決定權」的權限劃分將有何影響？依公司法第一七二條之一：「持有已發行

股份總數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雖

然符合本項要件之股東即可提出議案，進而於股東常會中予以表決。然而該條

第四項第一款：「該議案非股東會所得決議者」，董事會得不列入議案。因此，

股東所得提出議案之範圍，仍有其限制。綜合本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一款，第

二０二條及前述說明的權限分配，股東對公司事項享有多少的「提出權」？  

首先，股東可否就「非專屬決議事項」提出議案？誠如本文前述，股東會

對於「非專屬決議事項」沒有決定權，亦不可做出提議，作為對董事會的建議。

即便股東會做出類似的「非拘束性的建議性提案」，應為無效決議。故股東不

                                                 
708 柯芳枝，前揭註 354，頁 561-563；王文宇，前揭註 352，頁 534-536。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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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頁 109-120。 
710 以下主要參照邵慶平，前揭註 687，頁 152 以下。 
711 包括公司法第一七二條第五項：「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更章程、公司解散、合併、

分割或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列舉，不得以臨時動議提出。」；

證券交易法法第二十六條之一：「已依本法發行有價證券之公司召集股東會時，關於公司法第

二百零九條第一項、第二百四十條第一項及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之決議事項，應在召集事由

中列舉並說明其主要內容，不得以臨時動議提出。」及第四十三條之六第六項：「依第一項規

定進行有價證券之私募者，應在股東會召集事由中列舉並說明左列事項，不得以臨時動議提

出：一、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理性。二、特定人選擇之方式。其已洽定應募人者，並說明應募

人與公司之關係。三、辦理私募之必要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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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對「非專屬決議事項」提出議案。 

其次，股東得否提出董監改選、變更章程及公司合併分割等其他「應在召

集事由中列舉，不得以臨時動議提出」之議案712？依照公司法第一七二條之一

的立法理由「若股東無提案權，則許多不得以臨時動議提出之議案，除非由董

事會於開會通知列入，否則股東難有置喙之餘地，為使股東得積極參與公司之

經營，爰賦予股東提案權。」因此，股東提案權本來就是針對這樣的議案而設

計。故此答案應為肯定。然而，學說上另有認為713，未必一切不得以臨時動議

提出之事項，皆為提案權所欲涵蓋之對象。以現行公司法及企併法之條文觀之，

解散、改選董監及變更章程或許可行。但不可能將所有併購方法都涵蓋進去，

像是「讓與全部或部分營業或財產」的議案，相關資訊要求太多，若只是決議

「出售與否」，似屬可行。二說相比，似以後說較為可採。但是，本文認為，針

對第一八五條及第三一七條、第三一七條之一之規定，股東會應不得為提案，

其理由詳後述。因此，若排除併購相關事項為股東會不得提案者，似乎並無其

他不得由股東會提案之事項。 

最後，關於公司合併、分割、重大營業行為等「提出權」專屬董事會者，

股東得否為提案？股東若提案，董事會得否拒絕列入股東會之召集事由中？換

句話說，股東提案權得否侵害董事會專屬權限？學說上認為應採否定說
714，頗

值認同。其理由如下：第一七二條第五項規定特定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列舉，

不得以臨時動議提出」，其目的應該是因該等事項事關股東、債權人之權益甚

鉅，為慎重考慮該等事項，故賦予股東有在股東會開會前知悉該事項之權利。

而設計「股東提案權」之用意，也在使股東有參與及決定「召集事由」之機會，

以事先通知所有股東之目的。然而，公司法將公司合併、重大營業行為等事項

之決定權賦予股東會，卻明文將該事項之提出權交由董事會手中，其目的似非

僅為事前通知股東，而可能是基於下述考量：第一，該等事項屬於公司重大事

項，影響層面極廣（如股東、員工、債權人等），為求慎重決議，將提出權與

決定權分別交由不同機關，需二機關一致同意方可行之，以求程序上的慎重；

第二，藉由提出權與決定權分別交由董事會與股東會，在不同機關間的權限分

配取得一平衡點，以免權力分配偏重股東會或董事會；第三，對於公司重大事

項，股東常缺乏足夠的資訊與專業的知識，無法做出明智的抉擇，因此需要董

                                                 
712 某些議案不得以臨時動議提出，是為了確保股東對於會議的資訊權（讓股東決定是否出席

該次股東會）。曾宛如，前揭註 699，頁 296。 
713 曾宛如，前揭註 699，頁 301。 
714 邵慶平，前揭註 687，頁 15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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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的協助，將提案權交由董事會，俾董事會善盡把關之責，同時避免提案權

交由股東後，股東恣意提出重大議案，造成股東會決議的困擾。因此，若允許

股東提出董事會專屬提出權之議案，將違反上述之立法目的，故應不允許股東

對董事會專屬提出權之議案，藉由股東提案權提出。 

另一方面，從公司法改革的趨勢似乎也可看出一些端倪。除了前述的公司

法第二０二條規定，確立公司以董事會為中心的經營模式外，經濟部亦開始對

股東會專屬決議事項之範圍從嚴解釋，以縮小股東會權限715。此外，民國九十

年修法時，將董事必須具備股東身份之規定刪除，確定了「所有與經營分離」

的立法潮流，換句話說，董事的功能就是經營公司，鞏固以董事會為公司經營

中心的想法；第三一六條第一項，將公司解散、合併與分割之股東會的定足數

已從「應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四分之三以上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數之同意行之。」修正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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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言之，修法後，董事會所提

之重大議案將更容易通過，間接提升董事會之地位。因此，在現行公司法制下

的趨勢，股東提案權制度應不得侵害董事會對特定重大議案的提出權。 

股東提案權係來自美國 1934 年證券交易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所屬之規則 14a-8(Rule 14a-8)716。該規則除了明定享有股東提案權的股

東資格，亦規定了十三項的排除事由，其中之一即規定「若依公司組織之準據

法，該提案並非股東所得處理之事項」717（the proposal is not a proper subject for 
action by shareholders under the laws of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mpany’s 
organization），董事會即得拒絕將該議案納入股東會討論決議事項中，因此一

規定係在避免「侵越董事會經營公司的法定權限」（infringe upon the directors’ 

                                                 
715 如經濟部 91 年 4 月 10 日經商字第 09102055120 號「一、按公司法第二百零二條規定（以

下略）是以，非屬本法或章程規定之股東會專屬職權，應由董事會決議之。二、又公司法第二

百四十條之規定，股份有限公司應經股東會之特別決議，將分派股息及紅利之全部或一部，以

發行新股方式為之，至盈餘配股率尚非本法明定之股東會應決議事項，併為敘明。」；經濟部

91 年 11 月 1 日經商字第 09102244550 號按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資本公積，包

括「超過票面金額發行股票所得之溢額」及「受領贈與之所得」，其資本公積之一部或全部撥

充資本，應經股東會以特別決議為之，至於資本公積來源之範圍，依本部九十一年三月十四日

經商第 0 九一 0 二 0 五 0 二 00 號令規定，「超過票面金額發行股票所得之溢額」有十種，及「受

領贈與之所得」有二種，其各款中之來源互換，依同法第二百零二條之規定，尚非本法規定應

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自應由董事會決議行之。又股東會決議非屬前揭二款之資本公積撥充資

本者，則其決議違反法令，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條規定其決議無效，併為敘明。另公司法修

正後刪除第二百三十八條規定，本部八十年十二月三日商二二五六二四號函釋，不再援用。」 
716 17 C.F.R. §240. 14a-8 (2005).中文文獻，請參照劉連煜，前揭註 355，頁 190-199；王育慧，

少數股東之保護—論引進股東提案權，證券暨期貨月刊，第 22 卷 2 期，2004 年 2 月，頁 63-67。 
717 以下之中文翻譯，皆引自邵慶平，前揭註 687，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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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tory authority to manage the corporation）718，因此，若公司提案係針對「僅

得由董事會提出之事項」（may be initiated only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或「僅

董事會有權裁量之事項」（are committed to their discretion）或其提案「要求公

司採取特定行動而忽略董事會之法定地位」（ignore the statutory role of directors 

by proposing direct adoption of specified action）
719，則該提案之內容即屬「非股

東所得處理之事項」。因此，我國公司法第一七二條之一的股東提案權似應做

相同的解釋。故針對董事會專屬提出決議事項，股東會不得以股東提案權侵害

之。 

綜上所述，公司法有將決議事項的提出權和決定權區分之想法，然目前為

止，公司法較明顯區分二者的事項包括：第一八五條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

業或財產，第三一七條合併、分割案等，蓋此等案件影響公司甚鉅，因此需要

由兩個機關共同決定該等事項。基於同一法理，關於公司事務，若本質上屬於

重大影響公司未來營運者，該事項之決定，即應由董事會與股東會分別享有提

案權與決定權。並且，對於這種董事會享有提案權之事項，股東會不得以股東

提案權來越俎代庖。 

 
 
 
 
 
 
 
 
 
 
 
 
 
 
 

                                                 
718 See SEC Release No. 34-20091 (Aug. 23, 1983). 
719 See Richton International Corp., SEC No-Action Letter (July 21, 1983).轉引自邵慶平，前揭註

687，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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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防禦措施的決定機關與提案機關 
在決定敵意併購中目標公司董事所負之義務，要先確定防禦措施的決定機

關與提案機關。在我國，決定防禦措施的機關若不是董事會，則董事要負的義

務相對要輕的多，因為有權利者，方有義務。相對的，若是防禦措施的決定機

關是股東會，則董事會又扮演著什麼樣的角色？負擔什麼樣的義務呢？因此，

在確認上述董事會與股東會權限劃分後，就要來確定我國防禦措施的決定機關

與提案機關，最後，才能決定董事在敵意併購中所負之義務。由於我國對於公

司在面對敵意併購可否為防禦措施，或是如何行使防禦措施之規定仍付之闕

如，因此，本文以下僅就學理上為立法論上之探究。 

第一項 防禦措施的決定機關—股東會 

第一款 「董事會中心」的趨勢與弊病 

在我國，防禦措施的決定機關究竟是股東會或是董事會似無定見。若依本

文上述，公司法未明文規定為股東會專屬決議事項時，因防禦措施屬於公司業

務之執行，似由董事會為決定機關，較符合我國現今公司法制係以「董事會中

心」的精神。 

但是，這樣的權限劃分是不是「理所當然」？會不會膨脹我國的董事會權

限？尤其在面對敵意併購時，董事會是一個極富爭議的角色。若董事會同意系

爭併購，該併購將成為合意併購，由雙方磋商決定收購對價、收購條件等，繼

而不會有敵意併購的問題。因此，在董事會不願意和收購者磋商協談，或是談

判失敗時，才會產生敵意併購。董事會勢必會盡可能的抵禦該收購行為，而採

取各樣的防禦手段。此外，「董事會中心」的想法是不是當代公司治理的萬靈

丹，恐仍有爭議。毫無疑問的，各國法制都傾向以董事會為公司營運中心，但

是「董事會中心」應該有其界限，否則公司內部權限劃分勢將失衡。而亦有學

者認為，有必要對「董事會中心」的思考方式再做評估，以免公司內權限失衡，

以下將簡單敘述「董事會中心」可能的弊病
720。 

從「契約連鎖理論」（nexus-of-contracts theory）來看，公司係以生產商品

或提供服務為目的之各式輸入活動（input acting）之結合體。例如員工提供勞

務、股東或債權人提供資本等，這些輸入活動皆可納入契約觀點中，而企業係

                                                 
720 以下主要參照邵慶平，前揭註 687，頁 157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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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不同的輸入活動彼此間複雜的契約關係，以法律之概念呈現。易言之，企業

體乃結合了與社會大眾的契約，並對當事人間的權利義務關係加以規制，企業

體存在的意義，在於節省市場交易機制（即個別契約之締結）所可能帶來的諸

多成本721。就此而論，股東與員工、債權人等其他關係人似無差異，僅為公司

一系列契約中的一造當事人而已，並無其特殊性，不應視為公司之所有人。 

就上述的一系列契約中，公司無疑是這些契約的連結點，且就形式上而論，

公司為一法人，具權利能力，自得為契約當事人之一造。然而，就法律行為實

質面而言，法人僅為一法律擬制出來的權利主體，並無實體存在，其法律行為

的作成，需要以自然人為其「分身」，而董事會（之成員），即扮演這個「分

身」的角色。換言之，上述一系列契約的締結，形式上為公司所締結，實質上

卻是董事會所締結。因此，董事會權限的來源，應來自組成公司的一系列契約

規範，而非公司股東之授權
722，於契約未有明文規定時，董事會的權限基本上

即不受任何限制。易言之，「契約連鎖理論」無疑的為「董事會中心」提供相

當堅強的依據。 

然而，「契約連鎖理論」仍有相當缺點。若將該理論推論至極時，公司企

業活動中應不需要法律的規範，而全部皆以形式上契約（explicit contracts）與

潛在性契約（implicit contract）723運作即可解決所有問題。然而，實際上，契

約連鎖理論有某部分需要法律規範的執行，如證券法規所要求的資訊揭露，這

點僅憑市場的運作並不能達到盡善盡美。此外，即便法規範的介入，是否可以

使欠缺形式上合意的「潛在性契約」等同於「形式上契約」，亦有疑問。其他

問題像公司之目的僅在促進股東之最大利益，而非促進所有利害關係人之最大

利益724；另外，就如本文前述，公司董事僅對公司股東負有受任人義務，對於

                                                 
721 王文宇，進出公司法—幾點跨領域的觀察，月旦民商法雜誌創刊號，2003 年 9 月，頁 10。

甚至可以此推導出，公司的利害關係人為了減少私人的交易成本，會放棄大部份的權利，進而

產生利害關係人中的股東，並不是對所有的公司業務都有置喙的權利，即股東權是有受到限制

的。See Stephen M. Bainbridge, Response to Increasing Shareholder Power: Director Primacy and 
Shareholder Disempowerment, 119 Harv. L. Rev. 1735, 1744 (2006). 
722 See Stephen M. Bainbridge, Director Primacy: The Means and Ends of Corporate Governmence, 
97 Nw. U. L. Rev. 547, 554-560(2003). 
723 潛在性契約是指，因形式上的契約關係需要雙方當事人的合意始存在，在諸多的公司組織

關係的處理，事實上並無法提供太多的磋商機會，因公司業務繁重，組織複雜，若每項權利義

務關係皆需要磋商後始成立，則公司與其相對人將付出過高的交易成本與資訊成本，因此，以

經濟的角度言，就無法形式上成立合意的契約，以潛在性契約稱之。王文宇，前揭註 717，頁

11。 
724 至少，就我國之企業併購法第五條第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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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證券交易所公告之

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第四條第一項：「上市上櫃公司執行公司治理制度應以保障股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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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契約當事人則不負此義務，在在說明「契約連鎖理論」並不是這麼想當然

爾725。雖然這些問題不足以完全否定該理論的價值，但依據上述對契約連鎖理

論的質疑，將某程度的表達出「董事會中心」並非如此牢不可破的定理。 

美國早期實務是採取「股東會至上」而非「董事會中心」的看法
726。目前

雖然是「董事會中心」取得壓倒性勝利，但「董事會中心」的普及，在各州公

司法制競爭上代表著什麼樣的意義？雖然「董事會中心」帶給公司決策及經營

相當大的彈性及效率，使公司得以適應瞬息變化的商業活動。同樣的「董事會

中心」亦可能導致經營者大權獨攬，而害及公司及全體股東的利益。再加上目

前「董事會中心」的運作結果來看，公司治理中層出不窮的問題，似乎更印證

了「董事會中心」所帶來的弊端。 

比較法制上，除了美國係落實「董事會中心」最極端的國家
727外，其他國

家似乎並未如此積極跟進，而是在採用「董事會中心」時，同時平衡股東會與

董事會的權限。以德國為例，雖然在德國體制下，董事會、監事會二元制加上

員工參與經營的公司內部權力結構下728，股東會在理論上的重要性似不如美國

                                                                                                                                             
益為最大目標，並公平對待所有股東。」另外比較第五十一條第一項：「上市上櫃公司應與往

來銀行及其他債權人、員工、消費者、供應商、社區或公司之利益相關者，保持暢通之溝通管

道，並『尊重、維護其應有之合法權益』。」可以看出，就我國法制而言，公司之主要目的在

維護股東之最大利益，而非利害關係人之最大利益。另請參照王文宇，前揭註 669，頁 76；邵

慶平，前揭註 687，頁 95-96。 
725 其他關於對契約連鎖理論的批評，請參照王文宇，前揭註 721，頁 11-12。 
726 See Union Pac. Ry. Co. v. Chicago, Rock Island & Pac. Ry. Co., 163 U.S. 564, 596 (1896)
（”When by the charter of a corporation its powers are vested in its stockholders, and this was the 
common law rule when the charter was silent, the ultimate determination of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rporate affairs rests with its stockholders.”）. 
727 如美國公司法制中最重要的兩部法典德拉瓦州公司法中第一四一條 a 項前段規定：「除本法

或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依本法組織之公司，其業務及事物應由董事會經營或在其指揮下運行

之。」（Del. Gen. Cor. Law. §141(a)： 
The business and affairs of every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is chapter shall be managed by or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 board of directors, except as may be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is chapter or in 
its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而在美國法曹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編定之模範商業

公司法（Revised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中，第 8.01 條 b 項亦規定，「除公司章程或

依第 7.32 條訂立之股東書面協議另有約定外，所有公司權限應由董事會行使或依其指示行使

之，且公司業務及事務應由董事會經營或在其指揮下進行之」 
（Revised Model Bus. Corp. Act 8.01 (b): 
“(b) All corporate powers shall be exercised by or under the authority of, and the business and affairs 
of the corporation managed by or under the direction of, its board of directors, subject to any 
limitation set forth in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or in an agreement authorized under section 7.32.”) 
中文翻譯引自邵慶平，前揭註 687，頁 159-160。 
728 關於德國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機關之介紹，參見胡浩叡，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機關之研究—以

權限分配與公司治理為中心，國立台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年 6 月，頁 12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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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下的股東會。惟德國股份法（Aktiengesetz）729第七十六條第一項雖規定董事

會負責公司之經營，但第一一九條及第一七四條明文列舉德國公司股東會之權

限，其中包括盈餘分派的決定、決算審查人員的選任、籌資與減資相關措施的

採行等，明顯超過美國法上的股東會權限；而依同法第八十三條規定，對於股

東會權限範圍內之公司事務，股東會得決議要求董事會加以準備，董事會有據

以執行之義務
730。即德國的股東會可以主動要求董事會為行為。而英國法制

下，股東會得逕行提案並以特別決議通過公司章程之修改，而公司章程範圍包

括得修改股東會與董事會權限的劃分731。因此，英國股東會得藉由修改章程間

接介入公司經營，而對董事會發揮相當的制衡作用。 

綜上所述，「董事會中心」的思考模式，並不是無懈可擊的。因此，在現

行法下董事會權限大幅提昇後，應該適度予以限制，以避免產董事會大權在握

後所產生的流弊。 

第二款 防禦措施決定權的歸屬 

第一目  防禦措施決定權的歸屬 

承上所述「董事會中心」的立法模式並非沒有缺點。在面對敵意併購時，

直接認為防禦措施為「公司業務執行」，而由董事會決定是否行使防禦措施以

及行使何種防禦措施，似乎不具說服力。尤其，在面對敵意併購時，目標公司

的董事似乎是利益衝突最大者。因為併購成功後，收購者第一件要完成的任務，

應該是改選董事會，以確實掌握目標公司的經營權。接著才是其他整合的工作，

如裁員、關閉分行、減少費用支出、擴展通路等整併工作。因此，身為利益衝

突最大者，董事在面對併購時，是不是只會說絕不（just say never）而不會只是

說不（just say no），其是否可以善盡義務，為公司股東追求最大利益，似乎有

待討論。 

若不認為董事會當然為防禦措施的決定機關，則面對敵意併購時，防禦措

施的決定機關可能是：（一）董事會；（二）股東會。以下本文將分別分析二

                                                 
729 關於德國股份法之內容，中文文獻請參照杜景林、盧諶，德國股份法．德國有限責任公司

法．德國公司改組法．德國參與決定法，中國政法大學，2000 年 1 月。轉引自邵慶平，前揭註

687，2006 年 4 月，頁 162-163。 
730 See Reinier R. Kraakman, et al., The Anatomy of Corporate Law, 47 (2004).轉引自邵慶平，前揭

註 687，頁 162-163。 
731 See Lucian Arey Bebchuk, The Case for Increasing Shareholder Power, 118 Harv. L. Rev. 833, 
848 -849(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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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優點。 

（一）董事會決定防禦措施 

1. 符合法規：學者有認為，基於公司法第二０二條之修正，股東會雖為公司

的最高意思機關，惟為避免股東會職權的複雜與擴大，過於干涉董事會經

營管理之專業決策，新公司法已規定股東會專屬事項。故本條規定會限制

股東會得決議事項，因此，「即便無企業併購法之規定，關於企業併購之

相關事宜，因係屬公司業務之執行，仍應由董事會為最終決策與負責機關。」
732若學者所謂「企業併購之相關事宜」包括公司面對敵意併購時得否行使

防禦措施，則其自認為，防禦措施應由董事會決定。即便學者所言「企業

併購之相關事宜」不包括防禦措施的決定，但是防禦措施的決定應屬廣義

的公司業務執行，在沒有法律明文規定該事項由股東會決議時，依照公司

法第二０二條規定，似仍由董事會決議。 

2. 決策迅速：若防禦措施由股東會決定，但從決定召開股東會到開完股東會，

將耗費相當時間，對於敵意併購行為的因應，可能緩不濟急。加上召開股

東會耗費公司相當多資源，甚不經濟。相較於由董事會決定防禦措施，其

反應速度比股東會迅速許多，而對於防禦措施的成功，無疑地，時間是非

常重要的武器。 

3. 決策的保密與資料齊全：對於某些防禦措施有其機密性，為避免敵意收購

者因具有股東身分，在股東會中知悉目標公司的防禦策略，應由董事會決

定是否為防禦措施，以達攻其不備之效果。若是將防禦措施的決定權交由

股東會，董事會為達保密效果，必然不會將所有資訊都交給股東會，則股

東會在欠缺完備的資訊下，很難做出完善的決定。 

4. 就專業性而言：相較於股東會，董事會更常決定公司大小事務，對於事務

之決定應比股東會更易容易進入狀況。即便董事真的不具更專業的決策能

力，但董事在經理人之協助下，仍然可以完成防禦措施的相關事宜。並且

避免股東短視近利，只要是溢價收購就同意，而不問該溢價是否合理及充

足。相較於此，董事會較不易發生這樣的情形733。 

                                                 
732 王文宇，前揭註 669，頁 77。 
733 實則，董事相較於股東未必是更專業的經營者。在實務上，股東所選的董事，未必每個皆

是因為善於經營而被選出。並且，在公司實務上，公司事務之作成，多由董事會或董事長所委

任之高階經理人及其分層授權之公司職員為之，而非由董事會自己完成。因此，董事相較於股

東未必更為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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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國實務上所有與經營高度結合：在我國，部分類型產業之公開發行公司

存有「所有與經營高度重疊」之現象734，大股東身兼董事而能有效控制股

東會與董事會者，比比皆是，因此董事會與股東會不易發生決議衝突之情

況。故而，董事會之決議即可某程度代替股東會之意思。 

6. 股東易於意氣用事：對於某些持股不多的股東，可能認為股東會決議「不

差我這一票」，進而不會參加股東會，造成股東會決議無法通過，或是股

東會無法充分表達所有股東之意思。若將決定權交由股東會，可能會因無

法通過防禦的決議，造成將經營權拱手讓人之局面。此外，股東的決議有

可能會有「投票矛盾」（paradox of voting）與「私益的謀求」（private gains）

的病態現象。所謂「投票矛盾」，係指在以多數決為決策規範時，儘管所

有的個人可以依其遞移性的偏好做理性的選擇，但理性的個人偏好的總

和，可能成為一種不理性的「循環多數決」（cyclical majority）
735。例如

X、Y、Z 三股東組成公司股東會，針對甲、乙、丙三個方案投票表決，X
的偏好為甲>乙>丙；Y 的偏好為乙>丙>甲；Z 的偏好為丙>甲>乙。若僅就

甲、乙兩案為表決，甲方案會獲得多數。若就乙、丙兩案為表決，乙方案

會得多數同意。若就甲、丙方案為表決，丙案會得多數。因此，當股東會

就三個方案為投票時，可能會出現不合理的現象，即 XZ 可以聯手通過甲

方案，但可能嗣後又由乙丙聯手通過丙方案而推翻甲方案。換句話說，股

東會的決策有其矛盾性與不可預測性，甚至受到股東會議程的影響。相較

於此，董事會因成員同質性高，互動較為密切，決策循環之現象較不易發

生736。 

7. 股東的利益未必一致：即便由股東決定是否行使防禦措施，但股東對於最

有利決策的想法並不一致，例如個別股東的稅制不同，可能因為是否併購

所要繳的稅並不一致；也可能因為有些股東著眼於短期利益，也些則著重

長期利益；有些著重社會利益，有些著重經濟效益737。因此，股東間的利

                                                 
734 關於我國股權結構之討論，請參照胡浩叡，前揭註 728，頁 267-269。 
735 See Jeffery N. Gordon, Shareholder Institute: A Social Choice and Game Theoretic Approach to 
Corporate Law, 60 U. Cin. L. Rev. 347,359-363(1991).另請參照謝碧瑩，全國教師會之集體行動分

析，國立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頁 29。對於團體中此一循環多數決的現

象，經濟學家 Kenneth Arrow 曾有詳細的分析，其結論常被稱為「亞羅不可能定理」（Arrow 
Impossibility Theorem）。See Kenneth J. Arrow,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1963).轉引自

邵慶平，前揭註 687，頁 171-172。 
736 關於「亞羅不可能定理」在股東會決議之適用，亦可參照張心悌，股東提案權之省思—兼

以代理成本與 Arrow 定理觀察之，現代公司法制之新課題—賴英照大法官六秩華誕祝壽論文

集，元照出版，2005 年 8 月，頁 300-306。 
737 See Iman Anabtawi, Some Skepticism About Increasing Shareholder Power 5 , UCLA Sch.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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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並不相同，由股東決定防禦措施，未必是最有利於股東權益的。 

8. 立法例上有採「補充性原則」：係指凡認為法律或章程未明文保留給股東

會之權限者，該權限應分派與其他機關（主要指董事會），立法例上如葡

萄牙、義大利及德國等。德國學說甚至表示，股東會之權限僅限於公司基

本事項之改變，若欲干預董事會有關日常業務之決定為不可能之事738。 

（二）股東會決定防禦措施 

1. 併購將影響公司的存亡：敵意併購若是成功，公司可能面臨被合併或是被

拆解的命運，對於股東權益影響甚大，因此，應該有讓股東表達意見之機

會。並且，股東為公司的所有者，並享有剩餘財產請求權739，係最後承擔

公司成敗之人，在決定公司未來命運時，應使股東有置喙的餘地。即便防

禦成功，很有可能造成公司資本損失（改變公司資本結構，或是大量舉債

以進行小精靈防衛戰）或是股權稀釋（發行大量股份給白馬侍從），對於

股東權益損害甚鉅，應賦予股東表達意見之機會，始屬公平。 

2. 股東投資終止（若收購之對價為現金）：兩階段合併中，若收購者在第一

階段收購成功，其第二階段收購之對價若為現金（現金逐出合併），等於

強迫股東終止其投資。然而股東投資目標公司，可能基於相當多的考量，

強迫其終止投資前，應使其有表達意見之機會。換言之，在第一階段收購

時，就讓股東有表達意見的機會，決定公司是否為防禦措施。 

3. 股東投資改變（若收購之對價為股份）：目標公司股東取得併購公司或他

公司股份後，成為他公司之股東，在概念上，目標公司之股東投資並未終

止，而是轉換投資內容，繼續以他公司股東身分延續原來之投資（substantial 

continuity of ownership interest in the surviving company）
740。然而股東對於

併購公司或他公司之營運狀況不一定相當清楚，等於增加股東的投資風

險，更遑論股份對價是否充足等問題。即便股東在取得公司併購公司股份

後可以出脫持股而終止其投資，」但市場可能看壞系爭併購，繼而造成併

                                                                                                                                             
Law, Law & Econ. Research Paper No. 05-16, 2005 , available at http://ssrn.com/abstract=783044 ; 
Bebchuk, supra note, at891. 
738 See T. Baums and E. Wymeersch (eds), Shareholder Voting Rights and Practic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London, pp. 318, 1999 轉引自曾宛如，前揭註 699，

頁 295。 
739 第三三０條：「清償債務後，賸餘之財產應按各股東股份比例分派；但公司發行特別股，而

章程中另有訂定者，從其訂定。」see also Robert C. Clark, supra note 272, at 17-19. 
740 Robert C. Clark, Corporate Law, supra note 272, at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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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公司股價大跌，目標公司股東出脫持股時，反而造成其損失，因此，應

給予目標公司股東在敵意併購前表達意見的機會。 

4. 股東的利益當然是股東最清楚：無論是依企業併購法第五條第一項，或是

依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公司應該都是為追求公司股東最大利益而存

在，因此，對敵意併購為防禦措施，是否係為股東最大利益，應該是股東

自己最清楚。因此，目標公司是否為防禦行為應經股東會決議。 

5. 董事有更高的利益衝突：相較於公司其他決議事項，目標公司的董事在決

定防禦措施時，會面對更大的利益衝突。因為敵意併購，很大的原因就是

要驅逐現任經營者，換句話說，當敵意併購成功後，董事是第一個被趕走

的人。董事為了保護其地位，以及因擔任董事所獲得之利益（如董事報酬

等），在面對敵意併購時，非常有可能僅為了保護自己的利益而為防禦行

為。而防禦行為多會造成目標公司的損失或股權稀釋，已如前述。因此，

董事可能會犧牲公司來維護其利益。這也是前述美國實務要求目標公司董

事負擔相當重大證明義務的原因。相較於此，股東為公司所有者，對於併

購條件是否充足，心中自有一把尺，同意足額的對價，而反對不足額的對

價，繼而行使防禦措施，而不會一股腦的為防禦行為，造成公司資源的浪

費。同時可以藉同意併購，制裁無效率的經營者。 

6. 就所有和經營結合而論：若如「董事會中心」所言，部分類型產業之公開

發行公司存有「所有與經營高度重疊」之現象，則董事會之提議股東會自

然會同意，讓股東會正式同意董事會的提議，將使防禦行為更具正當性。

並且，在我國，不是所有公開發行公司皆呈現「所有與經營高度重疊」的

現象。 

7. 非公司正常營運之重大處分：基於第一八五條第一項之規範，應認為「如

非屬公司正常營運下之重大處分行為，理應由股東會加以決定（但如屬公

司平常商業營運之事項，則應由董事會決定之）」
741。而敵意併購並非公

司平常商業營運之事項，似乎應由股東決定。 

8. 體現「多數決」的精神：防禦措施畢竟決定公司是否可以繼續營運，或是

被他人收購，由公司所有者的股東決定尚無不妥。即便公司股東間對於股

東利益最大化的想法並不一致，但某程度上正好表現公司「多數決」的精

神。因此，應由股東決定防禦措施。 

                                                 
741 劉連煜，公司法理論與判決研究（三），2002 年 5 月初版，作者自版，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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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比較法：英國及歐盟皆規定，目標公司原則上不能對敵意併購為防禦行為，

例外在經過股東會同意後，才得為防禦措施。因此，在歐洲各國防禦措施

的行使的決定權，原則上在股東會，而非董事會。 

本文認為應該由股東會決定「是否」行使防禦措施以及可以行使哪幾種防

禦措施。從合併、解散清算等本質上會改變公司繼續營運的事項，皆需經過股

東會特別決議之同意才得為之，其目的應在表達，股東才是公司真正的所有人，

在決定公司重大營運時，應由股東來決定。加上如前所述，「董事會中心」的

思考模式並非理所當然。此外，在考量目標公司董事會在敵意併購中，所扮演

的角色本身就極具爭議性，為了避免爭議的發生，勢必要適度減少董事會在決

定敵意併購時的權限。最後，公司是否被併購，會影響到股東投資的繼續與否，

就此面向來看，應賦予股東參與表達意見之機會。若是收購者之對價為股份，

其收購成功時等於改變目標公司股東的投資標的，若不讓股東有表達意見的機

會，甚不合理。 

就其具體實施，董事會可於股東會中提供相當資料給股東，雖然防禦措施

的資料或許有其機密性，若是只讓股東決定「是否」為防禦行為以及決定行使

哪幾種防禦措施（可於股東會中提議多種選擇供股東知悉董事會可能的行為），

似乎可以避免讓對手知悉，目標公司「如何」行使哪種防禦措施之弊病
742。並

且，在股東同意行使防禦措施後，董事會可在股東會同意的防禦措施中，找出

較適當的手段來抵禦侵略者。  

第二目  其他問題 

若是讓股東會決定是否為防禦措施，皆下來的問題將是，股東會應該為普

通決議抑或是特別決議？本文認為應該為特別決議。雖然公司法第一七四條規

定：「股東會之決議，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

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行之。」亦即，當公司法為明文規

定時，股東會之決議應為普通決議。 

然而，針對較重大之事項，公司法特別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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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742 收購者這時應該已經是目標公司的股東，因此不宜讓股東知悉董事會會採取何種防禦措

施，避免收購者事先防範，而是由董事會決定行使何種防禦措施，讓股東會事後追究董事濫用

防禦措施的責任。這樣的作法，可能會造成股東所得資訊有限，無法做出「最明智」決定之缺

失。但本文認為，這是一個價值取捨的問題，一是讓股東徹底知悉防禦方向好做決定，但收購

者也會因此而知悉；另一個想法是不讓股東知悉太多資訊，而讓股東事後追究董事責任。本文

擬採後說，以免防禦措施行使的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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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臨敵意併購，就像公司解散、分割、合併一般，會影響公司的存亡，應該是

屬於重大之事項。因此，就立法論上採特別決議似乎較為妥適。 

此外，公司法雖然未對防禦行為為規範，但是有些防禦措施會有對外交易

行為，如綠色郵件、白馬侍從等，若是董事會未經股東會同意即為該防禦行為，

或是僅以普通決議通過防禦措施的行使，效力如何？ 

（一）未經股東會決議而為防禦行為之情形 

法律對此並未規定，實務亦未表示過意見。但對於相關問題，即應經股東

會決議事項（如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董事會未經股東會同意

即為行為，實務對此有兩種看法，即無效說743與無權代表說744。 

本文認為，防禦行為之成功，其中一個重點在於時間。若是讓董事會的行

為率皆無效，似乎不利於防禦行為迅速性的要求，因此，應以無權代表說較為

可採，讓股東會得嗣後追認董事會之行為，對於目標公司股東的權益影響不大，

亦不致喪失行使防禦措施的時點。 

（二）僅以普通決議通過防禦措施的行使 

對於應以特別決議之事項股東會僅以普通決議為之，學說和實務之見解分

歧。學者和少數實務有認為，特別決議為該法律行為之成立要件，若未經股東

會決議，該決議自不生效力，認為決議不成立745。另有實務認為，該決議有瑕

疵，依公司法第一八九條之規定，決議得撤銷746。 

然而若是採實務多數說之見解，該決議後三十日未經撤銷，則決議將自始

有效，似乎並不妥適。因此，似乎以不成立說較為妥適，若公司股東會以普通

決議為防禦行為，則決議不成立。該防禦行為係無權代表或無權代理之行為，

效力未定。公司仍得嗣後以特別決議追認其效力
747。 

當董事會未經股東會同意即行使防禦措施，或是未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同意

而行使防禦措施時，董事會成員之責任為何，雖然可以董事對內及對外的責任

                                                 
743 86 年台上字第 1893 號判決；80 年台上字第 434 號判決；69 年台上字第 3362 號判決。 
744 台北地院 91 年重訴字第 2465 號判決；77 年台上字第 1918 號判決。 
745 柯芳枝，前揭註 354，頁 274；林國全，訴請撤銷股東會程序瑕疵之決議，月旦法學雜誌第

79 期，2001 年 12 月，頁 21；65 年台上字第 1374 號判決。 
746 63 年台上字第 965 號判決；85 年台上字第 1885 號判決；91 年台上字第 2183 號判決。 
747 更詳盡的敘述請參照曾宛如，前揭註 699，頁 286-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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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然本文之重點在董事對內之義務，因此，對於董事因上述瑕疵所造成對

外之責任則不擬涉獵，以免失焦。 

猶如本文前述，董事會要行使防禦措施前，應先經過股東會之同意，且需

要是股東會的特別決議。在董事會未經上述程序而為防禦行為時，即違反其善

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應依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對於公司因此所

受之損害負有賠償責任；另一方面，董事會在面對敵意併購時，有可能因為敵

意收購的成功，造成目標公司董事地位不保，使董事有利益衝突的情形。董事

會未經股東同意而為防禦行為，原則上會有其置己身利益於公司利益之前之效

果，進而違反其忠實義務（除非董事能證明其行為非為自己之利益）。因此，

股東亦得對於董事違反其忠實義務為由，請求董事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二項 防禦措施的提案機關 

關於防禦措施的提案機關是否如決定機關一般，由股東會提案？如果要讓

股東會在防禦措施的行使中，握有絕對的權力，則應讓股東會擁有提案權。然

而，是否真有必要將提案權交給股東？股東是否真能獲悉敵意併購者的存在，

而在事先或是收購行為開始不久後提出該議案，甚有疑問？ 

本文認為，防禦措施的提案權，應回歸給董事會，較為合理，其理由如下： 

（一）防禦措施的本質為業務執行 

就防禦措施提案權的本質來看，應為公司業務之執行。即便是公司的「非

專屬決議事項」（然本文認為，此應為董事會專屬決議事項，詳後述），依照

公司法第二０二條之規定，「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

應由董事會決議行之。」因此，即便是在立法論上，若沒有其他特殊的考量，

應由董事會行之，較符合董事會為公司業務執行機關之設計。而提案權的設計，

無如決定權一般，有其特殊考量，因此，由董事會決定提案權，應屬可採。 

（二）董事較有可能及早發現 

防禦措施最重要的考量點之一，是時間問題。因為併購行為要成功，莫不

是在最短的時間內取得過半數的股權，不但可以快速的取得公司經營權，也會

造成目標公司來不及抗拒收購者的攻勢，進而節省相當的成本。因此，目標公

司若要能有效抵禦併購公司之收購行為，需要及早發現收購者的存在，以及收

購者採取何種收購行為。針對迅速性的考量，董事會無疑是最佳的吹哨者

（whistler），因為相較於股東，董事更容易發現公司股份的異常交易，進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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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是否有人意圖收購公司；或是收購者通常會先向公司董事會表達收購之意

圖。此外，如果是公司經理人發現收購者的存在，其通知董事亦較通知股東容

易的多。 

相反的，即便股東有能力提早發現併購者的存在，在未做任何評估前，甚

至是評估做成後，股東如何判斷應該為合意併購，或是為防禦行為？ 

（三）防禦措施的前提取決於董事會的態度 

防禦措施的前提，要以敵意併購存在為前提。但是，收購者的收購行為是

否為敵意併購，取決於目標公司經營者的態度。若是經營者同意該收購行為，

則該收購即為合意收購，繼而無需為防禦行為的必要。只有當經營階層不同意

該收購行為，該收購始成為敵意併購，進而有防禦的必要。因此，當董事會不

同意該收購行為後，可以迅速的決定為防禦行為的提案，請求股東會同意，此

應為最迅速的程序。（當然，若由董事會決定防禦行為之行使，會比經股東會

同意後才為防禦行為更為迅速，但本文前已論及，由股東會擔任防禦措施的決

定機關應該較為妥適，因此，就不考慮這種可能。） 

（四）第一八六條、第三一七條的共享權 

此外，對於公司重大事項如分割、合併等，因為影響層面廣大，所以交由

不同的機關提案與決定，由兩機關皆同意後，才可執行，以求程序上的慎重，

並避免公司內部權力劃分的失衡。而行使防禦措施亦應為公司重大事項，會影

響公司可否繼續營運。因此，為求程序上的慎重及權力平衡，需由兩個機關的

同意，較為妥當。因此，當決定權交由股東會時，提案權應交由股東會以外的

機關為之。而公司內部機關中，似乎以董事會最適合享有此權力。因此，將防

禦措施的提案權交由董事會，決定權交由股東會，使防禦措施的行使由兩個機

關共同分享。 

（五）確保公司所有與經營分離之潮流 

從上述分析可知，目前公司法制的潮流，是從「股東會至上」朝「董事會

中心」靠攏。若是防禦措施的發起和決定皆由股東會決定，勢必回復九十年修

法前，股東會為「萬能機關」的弊病，因此，將提出權交由董事會，決定權交

由股東會，使公司內部權限分配達到一平衡點，避免權力特重任何一方。加上

該年度的修法亦確定了另一大原則—「所有與經營分離」（如第一九二條第一

項規定，董事不以股東為限），為尊重董事會成為專門的經營機關，應使董事

在重大決策中有表達意見的機會，其表達方式即為防禦措施的提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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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可以要求董事會負受任人義務 

藉由董事會的提案權，股東可以要求董事於提案時，同時提供足夠的資訊，

使股東有表達意見之參考依據。一方面可以協助股東行使股東權；另一方面，

若董事所提供之資料有瑕疵，則可以此追究董事之責任。 

基於上述理由，本文認為由董事會為防禦措施的「提案權」，是較為妥適

的作法。 

然而，有疑問者在於，由董事會掌控提案權，是否會有利益衝突的問題。

詳言之，在面對敵意併購時，目標公司的董事可能失去董事職務，其所面臨的

利益衝突已如前述，因此，由董事會提出防禦措施的議案，交由股東會決議，

是否會發生「有利害關係」董事參與決議的問題。 

本文認為，公司法第二０六條第二項準用一七八條之規定748，也只有要求

利害關係董事不得參與表決，並未禁止利害關係董事提案或是參與討論，已於

本文的第肆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一款中討論過。因此，即便吾人認為董事在此具

有利害關係，也不會因此剝奪董事的提案權。此外，這時董事會全體可能因為

全部都有利害關係，而無法參與表決「防禦措施提案權」的議案。然而，細探

究之，實務在認定公司法第一七八條的利害關係，係以「因其事項之決議該股

東特別取得權利或負義務，又或喪失權利或負新義務」749為標準，董事並不會

僅因為提出案的通過與否，就造成喪失權利（如繼續擔任目標公司董事），或是

取得權利（頂多是維持其權利）。比較會影響董事權利義務的，應該是股東會所

表決的「決定案」。因此，董事似乎沒必要在董事會中迴避該議案。 

反面言之，若是董事會需要迴避，防禦措施的提案權將因全體董事皆有利

害關係需要迴避，而無法通過，造成公司在面對敵意併購時，完全不能為防禦

行為，這似乎意味著，立法者鼓勵敵意併購的出現。不然，就是在制度設計上，

要將提案權亦交由股東會行使。但是，其弊端已如前述，由股東會同時握有「提

案權」及「決定權」並非妥適。因此，在決議提出防禦措施的提案權時，董事

應該不需要迴避。 

防禦措施的提案權是否為董事會的「專屬決議事項」？因為若是董事會的

                                                 
748 公司法第二０六條：「（第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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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之規定，

於前項之決議準用之。」第一七八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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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 大理院十一年度統字 1766 號判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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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決議事項，則股東會自不得以修改章程的方式，將該權限移轉給股東會行

使。若不是董事會「專屬決議事項」，則股東會可藉由修改章程取得該權利（但

卻不得以決議取得該決議事項之提案權）。 

綜上所述，吾人很容易可以認為，防禦措施的提案權應該是專屬於董事會

決議者，因為防禦措施的行使，應將提案權與決定權分別交給公司兩個不同的

機關，以求內部權限劃分之平衡，並且可以使其決定程序更為慎重。並且，若

該權限屬於「非專屬決議事項」，則股東會雖不得以決議取得該提案權，但仍

可以修章的方式取得該權利。則上述基於不同考量區分「提案權」與「決定權」

將成具文，並非吾人所樂見。因此，該權利應該為董事會「專屬決議事項」，

非股東會所得享有。 

依第一七二條之一的股東提案權，股東似乎對於其所得決議之事項，皆得

為提案750。而依本文上述，防禦措施的決定權係由股東會所行使，則股東會似

乎亦得對於防禦措施決議為提案。本文認為，若股東得對防禦措施為提案，將

造成前述防禦措施由股東會提案的流弊。加上，本文前述所提，對於某些議案

（如合併、讓與主要營業或財產等），因事關重大，遂將權力分由二機關共同

行使，並可避免權利失衡等因素，針對這樣的議案，股東應不得再藉由提案權

侵害董事會之權限751。故應不允許股東針對防禦措施為提案752。 

第三項  現行法下個別防禦措施的決定權劃分 
綜上所述，我們有必要針對個別防禦措施的決定權為探討。現行我國法制

下所承認的防禦措施有：毒藥丸（私募附認股權特別股、附認股權公司債、可

轉換公司債）、黃金降落傘、錫降落傘、白馬侍從、改變公司資本結構（包括

發放現金、實質減資退還股款）、鯊魚驅逐的超級多數決、白馬騎士、小精靈

防衛戰、皇冠上珠寶或焦土政策、變更股東會日期。 

                                                 
750 公司法第一七二條之一第四項第一款：「……有左列情事之一，股東所提議案，董事會得

不列為議案：一、該議案非股東會所得決議者。……」 

751 請參照本章第四節第二項之說明。 
752 或有謂第一七二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該提案不

予列入議案；……」，因此，在有限的字數限制中如何將，防禦措施的行使及行使的理由說明

清楚，有相當的困難。惟提案股東依同條第三項規定，需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會，目的在

使其能在會中說明提案，因此，對於防禦措施的提案，三百字的限制似乎不是太大的問題。真

正的問題應該在於股東不能侵犯董事的專屬提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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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毒藥丸 

我國所允許的毒藥丸包括私募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特別股、附認股權公

司債、可轉換公司債四種。惟上述四種有價證券的發行，依照證券交易法第四

十三條之六753，皆需要經過股東會之特別決議。故而以此為防禦措施，其決定

權在股東會，且須經股東會之特別決議。 

第二款黃金降落傘及錫降落傘 

黃金降落傘是給予董事的退職津貼，依照公司法第一九六條規定，董事之

報酬，未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東會議定。且該條無特別規定決議之方式，根

據公司法第一七四條規定754，係屬普通決議事項。若是由章程規定時，則依照

公司法第二七七條755章程增訂之相關規定，係屬股東會特別決議。 

若為錫降落傘，因為公司法沒有針對公司員工退職金的為相關規定，而屬

於公司業務之執行，依照公司法第二０二條，為董事會決議事項。然而，在董

事身兼公司經理人之情形下，因有個人利害之情形，其報酬之決定依照公司法

第二０六條第二項756準用第一七八條757，針對其經理人身分之報酬決議，應予

以迴避。但本文認為錫降落傘既為防禦措施之一種，其決定權即應屬於股東會，

由股東會決定公司得否設立錫降落傘。然其數額及內容，再交由董事會為具體

形成。 

                                                 
753 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之六：「公開發行股票之公司，得以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

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對左列之人進行有價證券之私募，不受第二

十八條之一、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二項及公司法第二百六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之限制：…」 
754 公司法第一七四條：「股東會之決議，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

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755 公司法第二七七條：「（第一項）公司非經股東會決議，不得變更章程。（第二項）前項股東

會之決議，應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二以上之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

意行之。（第三項）公開發行股票之公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數不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

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行之。（第四項）前

二項出席股東股份總數及表決權數，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756 公司法第二０六條第二項：「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之規定，於前項之決議

準用之。」 
757 公司法第一七八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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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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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白馬侍從 

關於白馬侍從，則區分其持有目標公司股份之來源。若是由目標公司以私

募方式售予股權時，依照上述證交法第四十六條之六的規定，須經過股東會之

特別決議。 

若其是從市場上自行買進目標公司之股票，本文認為應不需要目標公司股

東會之同意。畢竟，任何人皆可自公開市場上取得目標公司之股份，且目標公

司並未因此而給予白馬侍從任何優惠，自然無須經過目標公司股東會之同意。 

若是白馬侍從係依照公司法第一五六條第六項規定758，以股換股的方式取

得目標公司之股份，似乎僅需董事會之特別決議即可。然依本文前述見解，防

禦措施的決定機關為股東會，若是目標公司係以系爭以股換股方式達成防禦的

目的，應該經過股東會之特別決議較為妥適。 

第四款改變公司資本結構 

第一目 發放現金 

公司以發放現金的方式來改變公司資本結構，繼而減少公司保留盈餘，增

加股東對持有目標公司股份之信心，依照公司法第二二八條、第二三０條759，

須經過股東會之普通決議。 

本文認為，公司以發放現金當作防禦措施，是將公司內的資金交還給股東，

並沒有像其他防禦措施一樣，係拿公司資源跟收購者做消耗戰，而股東並未得

到實質的經濟上利益不同。因此，僅以股東會普通決議授權，即可行使這種防

                                                 
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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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 公司法第二二八條:「（第一項）每會計年度終了，董事會應編造左列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

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二項）前項表冊，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規章編造。（第三項）第一項表冊，監察人得

請求董事會提前交付查核。」 

第二三０：「（第一項）董事會應將其所造具之各項表冊，提出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經股東常

會承認後，董事會應將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決議，分發各股東。（第二項）公開

發行股票之公司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股東，前項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決

議之分發各股東，得以公告方式為之。（第三項）第一項表冊及決議，公司債權人得要求給予

或抄錄。（第四項）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第一項規定不為分發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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禦措施，本文認為尚無不妥。 

第二目 提高公司財務槓桿比率 

公司以借錢的方式來醜化自己的財務報表，繼而動搖收購者想要收購公司

意圖。而公司舉債的方式不外發行公司債或是直接舉債。依照公司法第二四六

條，公司發行公司債，須經董事會的特別決議為之。而公司若直接舉債，應屬

於公司法第二０二條董事會專屬權限。故公司以提高其財務槓桿比率，藉以醜

化其財務報表之防禦措施，在現行法下係由董事會決定。本文亦認為，公司舉

債應由董事會決定，才能夠靈活調度。加以，舉債會產生問題，應該不是在舉

債行為，而是舉債而來的資金如何運用，才是弊端產生的原因。因此，現行法

下，由董事會決定以提高公司財務槓桿比率來達到防禦收購行為之效果，本文

認為並無不妥。 

第三目 實質減資退還股款 

以實質減資退還股款，依照公司法第一六八條、第二七九條至第二八一條、

第七十三條及第七十四條，須經股東會普通決議並履行保障債權人之程序。因

為是將錢直接還給股東，其效果與發放現金相同，對於股東的權益影響甚小，

因此例外以普通決議為之，本文認為並無不妥。 

第五款鯊魚驅逐 

第一目 限制多數股東權 

 在我國現行法下無可實行可能性，因此本文不擬贅述。 

第二目 超級多數決 

依照公司法第三一六條第三項及企業併購法第十八條第三項，以及於企業

併購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股份轉換760，均允許公司另以章程規定更高的

出席股東股份總數及表決權數，故超級多數決條款在我國應為可行，惟須經股

                                                 
760 公司法第三一六條第三項：「前二項出席股東股份總數及表決權數，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

從其規定。」 

企業併購法第十八條第三項：「前二項出席股東股份總數及表決權數，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

從其規定。」 

企業併購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公開發行股票之公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數不足前項第一款

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行之。但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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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會修改章程，而修改章程依照公司法第二七七條，須經股東會特別決議。 

第三目 錯開董事任期 

 以錯開董事任期為防禦措施，在我國現行法下並無實行可能性已如前述，

資不再贅述。 

第六款白馬騎士 

藉由白馬騎士倂購目標公司而抵禦敵意收購者的入侵，依照公司法第三一

六條第一項及第二項，須經股東會特別決議，與本文認為防禦措施需經股東會

特別決議的授權始可為之的理論相符。 

第七款小精靈防衛  

公司為收購行為，依照現行公司法第三一六第一項規定，應經股東會特別

決議。故由目標公司反向收購公司展開併購行為的小精靈防衛，其決定權仍由

股東會決定。 

第八款皇冠上珠寶或焦土政策 

將公司重要資產出賣，以惡化公司營運的方式，達到防禦敵意併購的焦土

政策，由於公司重要資產的出賣，依照公司法第一八五條第一項第二款，需要

股東會的特別決議。因此，系爭防禦措施的決定權仍由股東會掌握。 

第九款綠色郵件  

依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及證交法第二十

八條之二第二項，在買回價格的及買回數量的雙重限制下，本文認為，以綠色

郵件當作防禦措施，在我國應該沒有存在的空間。若是有買回的空間，現行證

交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僅要求董事會的特別決議即可行使。但以綠色郵件

從收購者手中贖回公司股份，將影響公司資本，應該由股東會決定，且應與大

部分的防禦措施相同，由股東會特別決議為之，較能保障股東之權益。 

第一〇款變更股東會日期         

以變更股東會召開日期，藉此延緩改選董事之期限，以防禦收購者取得目

標公司經營權。依現行公司法規定，股東會召開為董事會之權限761，故此項防

禦措施的決定權在董事會。 

                                                 
761 公司法第一七一條：「股東會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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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文認為，在以變更股東會日期方式行使防禦措施時，會直接影響

到股東權益，且股東並不會因此而直接獲得如現金發回等的補償，故這種防禦

措施應由股東會決定，較為妥適。然而，變更股東會期日若再以召開股東會的

方式決定，反而遂行併購者欲召開股東會的意圖，是以公司應盡量避免使用這

種防禦措施，在萬不得已的情況下，方得由董事會決議變更召開股東會的期日，

也因為防禦措施會影響股東權益，本文認為仍以董事會特別決議為妥。 
以下為本文針對防禦措施所做的簡表： 

 

 防禦措施 我國法承認與否 現行法規定 本文建議 

毒藥丸 ˇ 股東會特別決

議 
 

黃金股 
多數表決權股 

X   

黃金降落傘 ˇ 股東會特別決

議（公 196） 
 

錫降落傘 ˇ 董事會普通決

議（公 202） 
股東會特

別決議 

私募—股東會

特別決議（證交

46-6） 

 

市場買賣—不

受限 
 

白馬侍從 ˇ 

 

股份轉換—董

事會特別決議

（公 156V） 

股東會特

別決議 

期限利益或授權喪失 X   
發放現金 ˇ 股東會普通決

議（公 228、230） 
 

提高公司

財務槓桿

比率 

ˇ 董事會普通決

議（公 246） 
 

有備

無患

型 

改變公司

資本結構

實質減資

退還股款 

ˇ 股東會普通決

議（公 168、

279-281、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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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多數

表決權股 
X   

超級多數

決 
ˇ 股東會特別決

議（公 287） 
 

 

鯊魚驅逐 

董事分期

改選 
X   

白馬騎士 ˇ 股東會特別決

議（公 316I、II）
 

小精靈防衛戰 ˇ 股東會特別決

議（公 316I、II）
 

皇冠上珠寶 
或焦土政策 

ˇ 股東會特別決

議（公 185I） 
 

綠色郵件 ˇ 
但本文認為沒有

使用的空間 

董事會特別決

議（證交 28-2）

股東會特

別決議 

臨時

抱佛

腳型 

變更股東會日期 ˇ 董事會普通決

議（公 171、202）

董事會特

別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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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敵意併購中目標公司董事的義務 
由於本文認為，在立法論上，防禦措施的決定機關與提案機關並不相同，

因此，董事在各該階段所要負的義務亦會略有不同。 

第一項 董事在董事會中的義務 

關於董事在董事會中的義務，可以分為董事會內部決議是否提出防禦措施

的議案，以及當股東會同意董事會為該議案後，董事在董事會中決議行使何種

防禦措施時，所應盡的義務。 

由於防禦措施的提案權在董事會，針對該提案的部分，董事自然要盡到其

受任人義務。在此，美國法上的標準可以作為我們的借鏡。比如說 Unocal 標準

要求，董事除了要合理相信有危害公司政策及效率性的威脅存在外；Revlon 的

審查標準要求，出賣公司若已是不可避免的，董事應該為股東找尋收購條件最

好者，換句話說，應以股東最大利益為其行為標準等。至於美國法上的主要目

的審查標準，即董事需證明須舉證，防衛措施之主要目的並非為保護自己的職

位，並合理相信該併購會對公司營運帶來危害，應該是董事在股東會中所應說

明者，其詳細理由，請見後述。 

此外，針對其他部分，如董事在董事會中的決議，是否確實經過評估？其

評估依據是否合理？所諮詢的專家是否專業並具獨立性等？都是我們在追究董

事有否盡到注意義務所應考量的。關於獨立專家的部分，可以類推適用企業併

購法第六條第一項之規定。雖然我們不難想像，在實務上，董事會一定可以找

到「獨立專家」出具「合理的」專家意見，作為防禦措施的依據。但是，若該

意見是如此的「特殊」，以致於一般人或是沒有其他獨立專家同意這樣的意見

時，則我們應該認為董事有違其注意義務之要求。但是，若董事可以證明，其

已「善意的」徵詢獨立專家的意見，則不應該以事後的結果來追究董事的責任。 

在取得股東會特別決議後，董事會所行使防禦措施是否具合理性，也是董

事事後要證明的。雖然股東會是以特別決議同意董事會行使防禦措施。而現行

法制下，已廢除重度特別決議（以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四分之三以上股東之

出席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之同意，方可通過決議），所以即便是公

司重大決議事項，僅需要特別決議即可通過。換言之，當股東會以特別決議授

權董事會為防禦措施時，董事會所採取防禦措施應無任何限制。因此，董事會

似乎可以毫無忌憚的決定任何一種防禦措施。但是在這裡，美國法上 Un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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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雙叉審查再度提供我們一個很好的思考點，即雙叉審查中的相當性測試，要

求董事所採取的防禦措施，必須是對敵意併購的適當回應。換句話說，公司不

可以恣意耗費資源來行使防禦措施，最明顯的例子，就是公司不能輕易使用「皇

冠上的珠寶」。因為使用皇冠上的珠寶，將使公司喪失重要資產或營業，造成

公司未來營運的困難。 

從另一面思考，股東會授權給董事會時，是概括授權，允許董事會為防禦

行為，但不是針對具體的防禦措施為決議，這種授權方式，是為了使董事會在

行使防禦措施時，可以彈性、靈活的運用各種手段以達到防禦的效果。同時，

可以避免當一種防禦措施不成功時，又要再召開股東會，請求股東同意行使第

二種防禦手段，當第二種防禦手段又無效時，再召開股東會，請求同意行使第

三種防禦措施，……。因此，股東會授權給董事會時，賦予董事會相當大的權

限，董事會對此，應不得不顧所面臨的敵意併購帶來的威脅，任意為防禦行為。

並且，因為是概括授權，所以董事會的權限會被擴張，對於其行為合理性的要

求自然會跟著增加，換句話說，董事要負擔較高的說明義務，說明其行為的合

理性。易言之，在股東會前，董事要說明應該防禦的合理性，在得到股東會同

意後，董事會要說明採取的防禦措施的合理性。 

董事會可否在提出防禦措施的提案，且股東會同意該提案後，又再度放棄

行使防禦措施？學者認為，在一般的併購案，即便股東會同意公司的合併或分

割案後，董事會在有其他正當理由下（如大環境改變，或是找到更好的交易等），

仍可以放棄執行該合併或分割案。甚至在有修正交易條件之必要時，仍可以做

必要的修改
762。但是在決定行使防禦措施後，董事會可否再放棄防禦？本文認

為應該不行。雖然敵意併購的前提，是目標公司的經營者不願意併購者的收購

行為，當目標公司董事會認為，收購者的收購行為已變更為對目標公司股東是

有利的，進而放棄防禦行為時，則該收購應已不再是敵意併購，繼而防禦措施

的前提已不存在，目標公司董事會放棄防禦行為自然合法。但是，當股東決議

公司應為防禦行為時，股東會決議同時拘束董事會的行為，依照公司法第一九

三條第一項，董事會需要遵照股東會之前的決議。當董事會認為不需要為防禦

行為時，應該再次召開股東會，請求股東會再做成決議，俾使董事會仍舊是依

照股東會的決議執行業務，同時，亦不會侵害到股東會對於防禦措施的決定權。

因此，當董事會事後認為沒有防禦的必要時，需要再召開股東會決議，董事會

不得自行放棄防禦措施的行使。 

                                                 
762 曾宛如，前揭註 699，頁 300。但這樣的解釋似乎有悖於公司法第一九三條第一項「董事會

執行業務，應依照法令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之規定，故本文不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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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董事在股東會中的義務 

既然防禦措施的決定機關是股東會，則董事在此似乎並無義務，僅需要提

出行使防禦措施的議案即可。然而，股東會的進行，不可能僅僅針對議案為表

決而無任何討論過程。在討論過程中，董事會勢必要提出相關資料給股東參考，

或者董事在說明為何要提出防禦措施時，亦需要有其根據，例如徵詢過獨立專

家，或是公司經理人的意見，或是董事會的共識等。無論如何，董事皆需要在

股東會中提出證明，認為收購者的收購條件不值得股東們應賣。藉由董事會所

提出的資料，一方面可以作為股東決定是否為防禦措施的依據；另一方面，在

該資料有瑕疵、造假等情事，股東嗣後得以此為根據，追究董事的責任。 

關於董事在股東會所提出之資料有瑕疵的部分，董事自然違反了善良管理

人的注意義務，股東得以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追究其責任。當然，如果董

事有辦法證明，其所提出的資料係經過獨立專家的意見，而其意見亦屬合理者，

則董事依其專家意見之行為可以因此免責。換言之，在股東會的部分，董事已

盡其義務之判斷在於其提出的專家意見是否合理，專家是否具有獨立性，董事

是否有蒙蔽股東之嫌疑等。而董事亦不會僅因為股東會的同意或是事後防禦成

功，脫免其提供瑕疵資料的責任。 

此外，目標公司董事在敵意併購中亦會面對利益衝突的情況，雖不至於到

「有利害關係」的程度（或可說我國實務對於利害關係的審查稍嫌機械化），

但就本質上觀察，敵意併購中衝擊最大者應為目標公司董事。因為敵意併購成

功後，最有可能被逐出公司者即為董事，俾使收購者取得目標公司經營權；被

逐出之董事亦將喪失其擔任董事所可以獲得之報酬、酬勞及費用津貼。其中比

較引人注意的，應該是酬勞的部分。因為酬勞為成功報酬，董事對其有較大的

期待，且其金額（或利益）通常較為龐大，當公司被併購後，目標公司董事當

然無法對目標公司所承諾的酬勞再有任何期待。即使董事轉任其他公司擔任董

事，因為酬勞不同於報酬，董事無法主動向新公司要求，需要經新公司股東會

之同意，才可約定。此外，即使董事與公司間無酬勞之約定，在目標公司被併

後，董事未必可找到相同性質，或是有相同報酬、費用津貼的公司任職，因此，

董事將會面對相當大的利益衝突，激發其行使防禦措施的強烈動機。故董事在

股東會中需說明，其主要目的並非為保護自己的職位，並合理相信該併購會對

公司營運帶來危害，即參照美國法上的主要目的審查。 

利益衝突在董事於董事會中之提案，或是在決定防禦措施時，應該也會有

所爭議。但是如前所述，董事為提案之討論的影響層面較小，加上所有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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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為防禦措施的所有議案中，應該皆有利益衝突（但不至於到「有利害關係」），

為避免無人提案防禦措施，因此，董事在董事會中為防禦措施的提案，以及在

股東會授權下為防禦措施時，應該認為原則上沒有利益衝突的問題，除非董事

所為提案，或是所為的防禦措施，有顯然的優先考量自身的利益。 

相較於此，股東雖然也會受到公司被併之影響，但股東可能因為現金逐出

而取回其出資，之後再尋找下一個投資標的即可。即便併購公司在兩階段合併

中的第二階段是以股份為收購對價，股東亦可出脫持股取回資金，仍然有所收

穫。因此，「相較於」董事，股東所遭受的威脅或許沒這麼大。 

因此，董事既然有這麼強烈的誘因要防禦敵意併購，在提出行使防禦措施

的提案時，董事需要盡到其對公司忠實義務的要求，不能為了一己之私利，拿

公司的資源來做消耗戰。在面對合理的收購條件時，應該要放棄防禦行為，並

可以類推適用企業併購法第五條第一項之規定，建議股東應賣，以謀求股東最

大之利益為其防禦併購決策之依歸。若董事違反為股東追求最大利益之目的

時，股東得以董事違反忠實義務而追究其責任。 

綜上所述，即便防禦措施的決定權在股東會，董事在股東會中仍要負其注

意義務與忠實義務。針對注意義務，係要求董事所提之資料完整、妥適，所尋

找提供建議的專家具有獨立性等。針對忠實義務，係要求董事為防禦行為必須

是基於為股東最大利益而為之，而非出於個人之私利。否則，在造成公司損害

時，得請求董事負賠償責任。 

第三項 董事在現行法下的義務 

在現行法下，我國可以使用的防禦措施大約有下述幾種：毒藥丸、黃金降

落傘、白馬侍從、改變公司資本結構、鯊魚驅逐、白馬騎士、小精靈防衛戰、

皇冠上珠寶、綠色郵件及變更股東會日期等。然而，不是每一種跟美國法上的

防禦措施都相同，但大致上，也可以分為需要經過股東會決議的防禦措施，以

及僅需要經過董事會決議者。前者如：毒藥丸（認股權證及附認股權特別股）、

黃金降落傘、改變公司資本結構（發放現金股利及實質減資）、鯊魚驅逐（超

級多數決）、白馬騎士、皇冠上珠寶等；僅需董事會同意者為：毒藥丸（附認

股權公司債、可轉換公司債）、變型的黃金降落傘（董事身兼員工身份）、白

馬侍從、改變公司資本結構（提高公司財務槓桿比例）、小精靈防衛戰及延後

股東會日期。 

對於僅需要董事會決議即可實行的防禦措施，董事會自然要負完全的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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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董事需要證明收購者收購條件的不適當；董事並非為了一己私利而為防禦

行為等，已如前述，不再贅述。 

針對需要經過股東會同意的防禦措施，董事對於其提案仍要負受任人義

務，易言之，董事在決定要股東會同意該議案前，需要經過合理的調查，及審

慎的評估，此外，需要類推適用企業併購法第六條，應由獨立專家提供意見。

不因為該議案經股東會同意，就可以完全免責。尤其在有些防禦措施可能導致

目標公司嗣後經營困難（如皇冠上珠寶），董事在提案這些防禦措施時，需要

更強力的理由，才能說服股東。否則，有違反受任人義務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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