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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題目之提出與說明研究題目之提出與說明研究題目之提出與說明研究題目之提出與說明 

企業經營者在決定企業組織型態時，就特定產業，立法者或考量其產業特

性，或因其攸關公益，就會在產業法律中針對組織形式予以限制。因此，專門職

業者如律師、會計師即要求以合夥型態組成
1
。其考量因素在此類產業專業知識

需求度高、專業知識傳遞困難、適合團隊式的決策模式、集中經營，且需建立當

事人對於專門職業工作者之信賴關係，故課以經營者對企業債務需承擔無限責

任，以提高經營者間相互監控程度，並有利於債權人滿足其債權
2
。 

惟此種商業法制設計的考量，同時也增加了企業經營者的交易成本。蓋在組

織發達的現今，不乏大型事務所的存在，專門職業所涉之業務，在大型企業組織

裡分工愈見細膩，執業風險也隨之提高，而原有合夥組織的設計中，合夥人需就

合夥債務負擔連帶責任，在相互監督不易、商業風險變化的情況下，會導致專門

執業企業縮編規模，避免增加責任風險，另一方面，也會使專業組織對於訴訟風

險高的簽證、審計業務躊躇挑選，使得具有高風險、特別需要進行查核的企業，

反由規模小且較不具聲譽的事務所來進行查核，對於審計查核功能造成不當的設

限
3
。 

因此現行法規對組織的管制未必能符合組織需求，甚且為了符合商業規範削

足適履，徒增營運成本而經營無效率，影響到行業發展。本論文在這樣一個背景

下，試圖以美國專業組織多數採用的「有限責任合夥(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1
 參見我國會計師法第十條：「會計師得單獨開業，設立會計師事務所，執行業務，或由兩個以

上開業會計師組織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共同執行業務，並以其登錄開業之省 (市)為其執行業務

之區域。」律師法第二十一條：「律師應設事務所，並應加入該事務所所在地及執行職務所在地

之地方律師公會。」 
2
 吳貞慧，「會計師事務所組織型態之研究—執業會計師的看法」，台大會研所碩士論文，頁 15，

1998 年 6 月。 
3
 See Larry E. Ribstein, Evaluation And Response to Risk by Lawyers and Accountants in The U.S. 

and E.U. : Limited Liability of Professional Firms After Enron, 29 Iowa J. Corp. L. 427, 436-38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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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P)」為討論重點，研究有限責任合夥組織在我國法制下的可行性。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研究動機及目的研究動機及目的研究動機及目的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筆者於民國 94 年參與經濟部委託萬國法律基金會「有限合夥法暨有限責任

合夥法」之研究計畫，負責蒐集整理美國法資料，在彙整與研讀的過程中，發現

美國有限責任合夥制度多被應用於專技人士，其倡議的立法過程，更不乏專門職

業之推手，而在有些地區，州法更限制唯有專門職業人士，始可登記為有限責任

合夥，此引發筆者欲進一步探其究竟。 

美國有限責任合夥制 度創設於 1991 年的 德州 ，由於儲貸協會 (thrift 

association & savings and loan association)在 1980 年代隨著曾被其哄抬價格的房

地產價值的崩盤，付出了鉅額的代價，500 多家破產的儲貸協會造成上千億美元

的損失，而其主管機關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FDIC）則將律師及會計師事務所一同列為被告，根據當時的統一合

夥法第 15 條(Uniform Partnership Act §15)向事務所請求瀆職及若干侵權行為的連

帶責任賠償(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由於其請求的對象是事務所全體合夥人，

因此連與案件無關的合夥人也牽連在內。這些訴訟凸顯了合夥人即使在不知情的

情況下也必須為其他合夥人負責的困境。 

    在英國，原先的專業事務所亦多以合夥方式經營，合夥人需就合夥債務負無

限責任，惟於 1990 年代中期以前，專門職業包括會計師等，亦面臨了專業疏忽

而身陷巨額賠償的情況，英國的澤西島首先制訂了有限責任合夥法，1996 年後，

英國本土也認真正視此一立法趨勢，歷經三年醞釀，於 2000 年制訂了有限責任

合夥法。 

    專門職業過去向以其負擔無限責任豎立專業形象，然英美等大型訴訟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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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使得專業人士成了求償的「深口袋」
4
，這正是英美有限責任合夥制度產生的

濫觴。在我國，國內知名的理律法律事務所爆發法務人員盜領新帝公司三十億元

股款弊案喧騰一時，會面臨這樣的責任危機，也是因為在公司形式組織裡只需負

有限責任，合夥型態的事務所律師卻要負無限責任
5
。 

另一個同樣令人震驚的博達科技前董事長葉素菲涉嫌掏空公司案，金管會陸

續處罰相關的會計師，停業之外，還要求事務所賠償，而由於事務所合夥人均對

合夥債務負連帶責任，故影響重大
6
。 

本論文的研究動機，即在於英美的有限責任合夥立法初衷，係為律師、會計

師等專業人士承擔無限責任尋求解套的途徑，而面對我國專門職業者如律師、會

計師等，亦遭遇大案，面臨無限責任沈重負擔之際，本論文嘗試從英美法制，尤

其是以有十年實踐歷史的美國法制為著眼點，尋求制度引進的可行性。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本論文以美國法為出發點，試分析美國專門職業的幾種立法選擇，進而再就

「有限責任合夥」法制作深入的研究，由於我國法體系與英美法系大相逕庭，尤

其國內法制生態亦與英美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論文除了綜觀英美法制，介紹

有限責任合夥法制於該國施行情況外，最重要的是分析有限責任合夥法制移植的

可行性，這也是本論文研究的目的，本論文將提出有限責任合夥法制立法必要性

與可行性之檢討。 

 

                                                 

 
4
 J. Freedman and V. Finch,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s : Have Accountants Sewn up the ‘Deep 

Pockets’ Debate?” J.B.L., 387 (1997). 
5
 簽到地雷股一生歸零，會計師律師財產信託，http://www.epochtimes.com/b5/5/4/8/n882266.htm，

最後瀏覽日期：2005 年 10 月 28 日。  
6
 「會計師將如何面對變化中的環境？是不是會計師現在能做的只有：更審慎的篩選客戶、投入

更多的查核人力、更機警的執行查核程序、以及祈禱有好運氣？」，＜會計師與企業進入信任危

機時代＞，商業周刊，2004 年 8 月 16 日，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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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節三節三節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論文係採「文獻蒐集」、「比較法學研究」為主要的研究方法，由於係以美

國法制及英國法制為探討對象，因此對於該國法制自需要有基礎性的認識，本論

文擬就英美法制規定作詳細之介紹，又實務判解於英美法系更有導引操作之地

位，因此本文亦儘可能針對案例多作討論，透過比較法的觀察，對於外國法制結

構作出分析歸納；而針對我國法制部分，本論文除對現有可選擇之組織架構作一

番概述外，也徵引國內實務見解，俾能結合法制時空背景，思考在繼受大陸法系

的我國規範，是否能有突破的觀點。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論文第二章主要先對美國非公司型企業組織作一通盤介紹，如前所述，本

文研究動機係探討無限責任加諸於專門職業的負擔，希望能突破無限責任的限

制，因此在本章部分，先簡介有限責任的立法政策；次就美國非公司型企業組織

作一鳥瞰，撰寫此部分的目的在於，傳統認知上「有限責任」與公司制度的發展

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然而在美國法制下，為了能同時享有合夥單一課稅、靈活

管理規則，以及公司有限責任的優點，誕生一系列的非公司型企業組織，這些企

業組織折衝於合夥與公司間， 而美國專門職業組織很大部分是在此些企業組織

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這些組織相互間也或有其相似性，因此先作出釐清。 

藉由前面部分的澄清，本論文之第三章擬針對美國專門職業發展作綜合性的

討論。首先針對美國專門職業的風險因應，本論文列舉三種方式，包括投保專門

職業保險、透過契約分擔風險、以及專門職業有限責任的建制等，其中又以專門

職業有限責任的建制最能達到斧底抽薪，根本解決專門職業所面臨的無限責任風

險。其次在專門職業有限責任的組織當中，除了後述的有限責任合夥外，美國另

有專門職業服務公司、以及專業有限責任企業兩種組織可供選擇，本論文在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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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作說明。本章第三部分介紹專門職業合夥的經濟理論，剖析專門職業對合夥組

織的適應性。 

    本論文第四章則進入對於美國有限責任合夥制度的探討，首先就美國有限責

任合夥法制作一總括介紹，由於美國各州州法歧異，本文為研究統一，以統一州

法協會訂定之「統一合夥法」為藍本，並對各州較具特色的立法輔助介紹。本章

首先對美國有限責任合夥制度的立法沿革、設立程序、組織特徵作一說明，並且

為區別前述擺盪在合夥與公司間之美國各類非公司型企業組織，本文也在此比較

有限責任合夥與其他非公司型企業組織之差異，期能提供全面視角，對制度本身

更周全掌握。 

此部分亦探討合夥負有限責任的重要配套措施。主要關注焦點在對債權人之

保護上，蓋無限責任以合夥人全體財產為求償基礎，若改制為有限責任，則必須

處理者即是債權人權益保障的議題。本文除提出美國有限責任合夥法設有最低保

險金額制度的配套措施外，也整理了在公司領域亦多所運用的「揭開面紗理論」，

這在美國法亦同被運用於有限責任合夥等非公司型企業組織上，然而，由於該等

組織非公司，自不能在判斷上等量齊觀，本文也針對此一部分多加闡述，此外，

美國各州也有類似公司法制，對於有限責任合夥設有最低資本額限制者，本文也

會一併介紹。 

本章第二部分，重點放在專門職業的適用上。由於專業人員的責任標準常常

是由當地的職業道德規則(ethics rule)管轄的，因此公會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為

免討論雜蕪枝蔓，本文擬以美國律師公會為基礎，討論公會道德規則如何銜接專

門職業日益多元的有限責任組織選擇。而即使在美國，專門職業得選擇的組織形

式更為開放，使專門職業僅負有限責任的有限責任合夥形式，卻仍充斥著正反評

價的論戰，本文希望能對此部分作出整理，提供美國專門職業組織成立有限責任

合夥的概況更全面的思考角度。 

其次，有限責任合夥制度雖於美國歷經十載之施行，但是相較於傳統企業組

織，其歷史尚稱年輕，不若傳統合夥等組織在實務上累積豐富的判例及法院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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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因此，2001 年爆發恩隆公司弊案，則更具有指標性的意義，由於涉案的安

達信會計師事務所正是於伊利諾州註冊登記為有限責任合夥，有限責任合夥在恩

隆案中於是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驗，學界間更引起廣泛的討論，有引恩隆案反對有

限責任保護傘者，亦有引恩隆案支持有限責任合夥者，本文將陳述正反評價，歸

納有限責任合夥的利弊得失。 

本章第三部分，則提出英國有限責任合夥法例，目的在對照美國的有限責任

合夥法制。由於英國有限責任合夥法制與美國有相似的立法背景，均本於無限責

任的巨大賠償責任威脅，而立法過程亦均由專門職業人士作為推手，然而二國法

制內涵卻南轅北轍，美國有限責任合夥仍以合夥為其依歸，其立法模式係置於合

夥法之章節中；相較於此，英國則明文除非法律另有規定，否則排除合夥法適用，

因此在英國，有限責任合夥法毋寧更接近公司法制。值得一提的是，英國對於有

限責任可能損及債權人權益的補救上，除了提出與美國相同的揭開面紗理論適用

可能性，英國有限責任合夥法更提出了兩項債權人保障的機制，一是「成員擔

保」，另一是「資產取回」機制，本論文也有進一步的論述。 

    第五章的部分進入我國法制研討，先定義我國專門職業之範圍，次就專門職

業組織形態的法令限制作介紹。我國律師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律師應設事務

所」；會計師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會計師得單獨開業，設立會計師事務所，

執行業務，或由兩個以上開業會計師組織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共同執行業務」，

雖然並未明文規定律師及會計師不得設立公司，惟依法務部 2005 年 1 月 17 日法

檢字第 0930052940 號函，該函釋援引公司名稱及業務預查審核準則第 12 條規

定：「公司所營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預查登記：一…二為專門職業

技術人員執業範圍者。」律師、會計師由是解釋無法以獨資、合署及合夥以外其

他方式組成。本章除對現行合夥、公司等組織之我國法制作一概述，也針對本文

研究動機、研究目的檢討我國立法可行性。此部分，本文首先就專門職業的選擇

羅列三要項，包括責任範圍、稅賦上的考量以及組織結構彈性等，俾於後述與前

所提及之英美立法時空作一連結，次分析我國實務法制變動情形，蓋我國雖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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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為基礎，實務見解亦可能左右制度彈性空間，本文最後將提出立法與否的利

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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