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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六六六六章章章章 我國專門職業我國專門職業我國專門職業我國專門職業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專業專業專業專業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專門職業具有外部性（externalities）491，而與公共利益密切相關。傳統上業

者亦不以「營利事業」自居，因此多半交由相關公會自律以及政府機關之監督492。 

「專門職業」一語最早出現在我國憲法裡
493

，然立憲者並未闡明「專門職

業」究何所指。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曾經作過幾號有關專門職業的解釋。民國 83

年 6 月 17 日作成之釋字 352 號解釋認定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即一般所稱之土

地代書）為專門職業，並且表示專門職業涉及人民之權益，故需具備專業知識

與經驗
494
；民國 88 年 4 月 14 日釋字第 378 號解釋提及專門職業人員違背其職業

應遵守之義務時，應交付懲戒，其列舉了建築師、會計師及律師為專門職業
495

；

民國 87 年 5 月 8 日作成之釋字第 453 號解釋理由書則首次對專門職業加以明確

定義：「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所稱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係指具備經由現代

教育或訓練之培養過程獲得特殊學識或技能，而其所從事之業務，與公共利益

或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係者而言
496

。」到了民國 91 年 6 月

                                                 

 
491

 所謂外部性(externalities)是指經濟個體的行為影響到其他人的福利，卻無法經由一適當的價格

機能，使雙方進行協商或談判的現象，換句話說，係指系爭服務對服務之提供者及購買者以外第

三人的影響，外部性又可以為兩大類，其一為負面外部性(negative exterality)，其二為正面外部

性(postitive externality)。詳見謝登隆，前揭註 192，頁 436；李時珍，經濟學原理，1996 年 8 月，

頁 297。 
492

 劉孔中，專門職業解除管制及競爭規範之研究，律師雜誌，第 141 期，頁 67。 
493

 憲法第 86 條第 2 款：「左列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詮定之：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

業資格。」 
494

 民國 83 年 6 月 17 日釋字第 352 號解釋理由書：「土地登記涉及人民財產權益，其以代理當事

人申辦土地登記為職業者，須具備相關之專業知識與經驗，始能勝任，是故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

係屬專門職業。」 
495民國 88 年 4 月 14 日釋字第 378 號解釋理由書：「關於專門職業人員違背其職業上應遵守之義

務，而須受懲戒者，基於職業團體自治原則及各種專門職業之特性，掌理懲戒事項之組織，多由

法律授權主管機關以訂定組織規程方式，組成包括各該職業團體成員、行政主管人員及有關專家

之委員會，如會計師及建築師等之懲戒組織是。至於律師依法負有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

進民主法治之使命（見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修正公布之律師法第一條），其執行業務

與法院之審判事務相輔相成，關係密切，法律對其懲戒機構之設立，遂有不同於其他專門職業人

員之規定。」 
496

 該號解釋亦認定：「商業會計事務，依商業會計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謂依據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從事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及據以編制財務報表，其性質涉及公共利益與人民財產權益，是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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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釋字第 547 號解釋亦明確指出醫師屬於專門職業人員
497

。 

有學者提出，專門職業適當的限制應由職業團體自治原則中尋找，換句話

說，必須是國家在一般行政及刑事處罰以外，另外對其從業人員賦予參與同業

課處不利益之職業者，方屬一般認知之專門職業
498

。具體言之，凡「與公共利

益或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等重大法益有密切關係之職業，其執業以具備專

門之知識與經驗為要件，並且國家依法賦予其同業得參與懲罰會員之自治地位

的職業，為專門職業。」檢視我國法律，僅律師法、會計師法、醫師法、建築

師法及技師法等有懲戒規定，而其中僅有律師懲戒委員會
499

、會計師懲戒委員

會
500

、醫師懲戒委員會有同業人員參與懲戒
501

，而技師懲戒委員會全由政府機關

代表組成；建築師懲戒委員會之組成亦未保障建築師之參與，後二者排除同業

參與並不恰當
502

，因此專門職業確切應包括律師、會計師、醫師、建築師及技

師
503

。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專業組織專業組織專業組織專業組織型態選擇型態選擇型態選擇型態選擇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專門職業專門職業專門職業專門職業組織的考量因素組織的考量因素組織的考量因素組織的考量因素 

專門職業組織形態的選擇，除法令上的限制外，其考量點不外乎有責任範

                                                                                                                                            

 
理商業會計事務為職業者，自須具備一定之會計專業知識與經驗。同法第五條第四項前段規定：

「商業會計事務，得委由會計師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商業會計記帳人辦理之」，其所以於會

計師外亦得由商業會計記帳人辦理，旨在解決中小規模營利事業無力負擔雇用會計師之問題，惟

為確保商業會計事務詳實無訛，以利主管機關稽核，執行商業會計記帳業務之人，仍必須對記帳

及稅務會計有相當之專業知識與經驗，始足以勝任。因而商業會計記帳人既在辦理商業會計事

務，屬專門職業之一種，應經依法考試或檢覈始能取得執業資格。」 
497

 民國 91 年 6 月 28 日釋字第 547 號解釋：「醫師從事醫療行為，不僅涉及病患個人之權益，更

影響國民健康之公共利益，自須具備專門之醫學知識與技能，醫師既屬專門職業人員，其執業資

格即應按首開規定取得。」 
498

 劉孔中，前揭註 492，頁 69。 
499

 由高等法院法官三人、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一人及律師五人組成。 
500

 由財政部代表五人、主計官、審計官、法務部參事各一名、經濟部商業司長、會計師二人、

律師、及會計學者或專家二至四人組成。 
501

 由行政院衛生署指派或聘任業務主管及醫學或法學專家八至十四人組成。 
502

 劉孔中，前揭註 492，頁 70。 
503

 劉孔中，前揭註 492，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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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稅賦上的考量、組織結構等。 

 

第一款 法令限制 

根據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453 號解釋所指出，專門職業與公共利益或人民之

生命、身體、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係。我國專門職業法規也有不少與公共利益

有關之規定，例如律師法第 1 條規定，律師以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

民主法治為使命，而應本於使命誠實執行職務，維護社會秩序及改善法律制度；

建築師法第 24 條亦規定，建築師對於公共安全、社會福利及預防災害等有關建

築事項，經主管機關之指定，應襄助辦理之。 

立法者考量專門職業特性，故於法律中就其組織型態予以限制。在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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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建築師法第

6 條亦規定：「建築師開業，應設立建築師事務所執行業務，或由二個以上建築

師組織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共同執行業務。」相較於此，我國專門職業中，僅

有技師根據技師法第六條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工程技術公司管理條例」504，

使技師得以成立股份有限公司505；此外，醫院也可以辦理財團法人登記，由不

                                                 

 
504

 技師法第六條：「技師應依左列方式之一執行業務：一、單獨設立技師事務所或與其他技師組

織聯合技師事務所；二、受聘於技術顧問機構或組織技術顧問機構；三、受聘於前款以外依法令

規定必須聘用技師之營利事業或機構。前項第二款所定技術顧問機構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505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第 5 條：「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董事長或代表人應由執業技師擔

任。但下列公司，不在此限：一、置執業技師達二十人以上者。二、股票公開發行上市、上櫃者。 

三、我國依平等互惠原則簽署國際組織之條約，其會員國在我國設立從屬公司或分公司時，該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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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醫師資格者擔任院長，掌管行政、財務，而由受雇醫師看診506。 

 

第二款  責任範圍 

專門職業組織形態受到法令的限制，向來認為乃因此類產業對於專業知識的

需求度高，專業知識傳遞困難，適合以團隊方式作決策，且專門職業與服務對象

往往具有特殊信賴關係，而課以經營者對組織債務負有無限責任，也可以提高經

營者間的相互監控的程度，並有利於債權人的保障。 

由於立法政策及職業角色的特殊性使然，我國專門職業傾向以合夥方式執

業，此一組織形式蘊含了平等、合作決定的理念，也與專門職業的特質十分接近，

而合夥人必須就合夥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也為專門職業樹立了權威公正的專業

形象，尤其一般認為此種責任拘束也為專業人士充分發揮所長、致力專精領域創

造了更有效率的制度條件。 

然而隨著現代社會結構變遷，法律制度牽涉的複雜度日深，無限責任成了專

門職業的桎梏，相較於股份有限公司與有限公司股東，其所承擔之風險僅以所認

股份、出資額為限，不及於個人財產，以人力資本見長的合夥事業合夥人卻因為

對合夥債務負無限責任，而以個人財產承擔全部風險。 

此在近來幾起專門職業合夥人負連帶責任的案例中，更可以看出專門職業困

                                                                                                                                            

 
國公司在本國設立登記滿五年，且最近五年內承攬國內外工程技術顧問業務累計金額達新臺幣二

十億元以上者。四、本條例施行前已依技術顧問機構管理辦法領得技術顧問機構登記證之技術顧

問機構，其董事長或代表人原非由執業技師擔任，而其所置執業技師達三人以上，或其所置執業

技師為二人且其中一人為公司經理人，另一人為公司股東者。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所置執業技師，

應有一人具七年以上之工程實務經驗，且其中二年以上須負責專案工程業務。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應按登記營業範圍之各類科別，各置執業技師一人以上。」第 6 條：「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董事、

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應有三分之一以上為該公司營業範圍之執業技師。但其所置執業技

師達二十人以上，或股票公開發行上市、上櫃公司，不在此限。」第 7 條：「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負責工程技術業務之經理人或工程技術部門負責人，均應由執業技師擔任。」 
506

 醫療法第 16 條規定，私立醫療機構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一定規模以上者，應改以醫療法人形

態設立。另依同法第 5 條第 1 項之規定，醫療法人包括醫療財團法人及醫療社團法人。其設立程

序、業務範圍、組織規模、權利行使等均應受醫療法及其子法嚴格限制。李忠雄，法律事務所之

經營，月旦法學雜誌，第 29 期，1997 年 10 月，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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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於傳統合夥泥沼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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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0 月 15 日，理律資深合夥人徐小波和發

言人蔣大中，正式對外宣布發生重大盜賣案情507。根據報載，理律共有十餘位合

夥人，以負責跨國案件著稱，盈餘係在每個年度均分給合夥人，這次爆發盜領案，

理律的十餘位合夥人均要自掏腰包來賠償美商新帝，在償還計畫中，前四年賠償

四千八百萬美元，接下來十八年，每年提供一百萬美元的服務才能償還508，會面

臨這樣的責任危機，主要是因為在公司形式組織裡只需負有限責任，合夥型態的

事務所律師卻要承擔無限責任509。 

近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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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董

事長葉素菲等人涉嫌以上游原料供應商做為假進貨、洗錢人頭，逐步掏空博達可

能超過 5 百億元511。博達案後，會計師的角色亦成為爭議焦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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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根據經濟部委託萬國法律基金會研擬之「有限合

                                                 

 
507

 關鍵三十天，火線三十小時，埔心社教站，http://village.gov.tw/webnew/376476700008/upload/ 

maway/88-02.html， 最後上網日期 2005 年 10 月 4 日。 
508

 ＜杜邦公司管理員工操守的內控制度－四道防線讓舞弊無從滋生＞，《商業周刊》，第 942 期，

2005 年 12 月 18 日，頁 172。 
509

 銀行發現，愈來愈多會計師和律師事前先進行財產信託，萬一將來踩到地雷而被處罰，起碼

財產已經移轉，不致於孑然一身，愈來愈多律師和會計師，怕簽証財報的時候，不小心踩到地雷，

就像博達案，會計師除了停業之外，事務所還要負起無限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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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上網日期 2005 年 10

月 4 日）。 
510

 「士林地方法院今天認定，葉素菲偽造業務上不實文書，從事假交易罪證確鑿，依違反證券

交易法和侵占罪，合併判處她有期徒刑十四年，併科罰金新台幣一億八千萬元。經法院審理，董

事賴哲賢坦承受葉素菲指示找配合廠商，自去年四月起從事假交易，且經多位被告作證，金流、

物流和帳流方向明確掌握，並有扣案客戶信用評估表、存摺影本等物佐證，葉素菲等人犯罪事實

罪證確鑿。判決書表示，所有博達訂貨單，無論真假交易都須經葉素菲親筆核准，才能進入電腦

系統，向公司請款。判決書說，葉素菲以不法手段製造假業績，誤導大眾競相投資後血本無歸，

士林地方法院認為，葉素菲造成公司損害重大，判處她有期徒刑十四年，併科罰金一億八千萬元。」

博達案－法院：葉素菲從事假交易罪證確鑿，奇摩新聞，http://tw.news.yahoo.com/，（最後瀏覽

日期 2005 年 12 月 12 日）。 
511

 博達案假進貨真洗錢，檢調搜索原料供應商，

http://www.epochtimes.com/b5/4/9/9/n654825.htm，(最後瀏覽日期：2005 年 12 月 12 日。)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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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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法暨有限責任合夥法」之研究案，公聽會會計師代表之發言表示，投保中心不

僅將簽證會計師事務所列為被告，亦將該事務所下百餘位會計師一併列為被告，

其打擊層面過廣，會計師界深感風險承受過鉅513。 

 

第三款 稅賦差異 

稅賦的問題亦是影響組織選擇的重要考量，由於不同的組織在法律上有不同

之規定，稅法上也可能作不同之處理。就我國稅制而言，獨資、合夥事業係將年

度盈餘直接併入獨資資本主或合夥人之綜合所得稅，其無保留盈餘，合夥人等視

其盈餘分配比例計算扣繳稅額，本無雙重課稅問題；公司之盈餘分配，亦為股東

個人所得扣抵之稅額，惟需視公司累積未分配盈餘之多寡計算稅額扣抵比率514。 

整體看來，由於我國實行兩稅合一制度，相較於美國公司採雙重課稅原則、

合夥採構成員直接課稅原則，稅賦上的影響較小。惟依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9 第

1 項規定，公司當年度之盈餘為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營利

事業所得稅；同法第 66 條之 1、第 66 條之 6 規定，公司應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

帳戶，且設有複雜的稅額可扣抵比率上限限制515；此外，公司之損失無法攤提，

需認列損失或累積於公司，無法如合夥依個人所得分配比例，將虧損歸屬個人，

是以合夥在我國稅賦安排上仍有其優勢。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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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2005 年 12

月，頁 172。 
514

 所得稅法第 14 條、同法第 71 條第 3 條參照，公司可扣抵稅額，係指股利憑單所載之可扣抵

稅額；獨資資本主與合夥組織合夥人所經營事業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額。又參照同法第 3-1

條、第 66-1 條及其立法理由，營利事業應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用以記錄可分配予股東之

所得稅額；獨資、合夥則無須設置可扣抵稅額帳戶，因獨資或合夥年度盈餘直接歸併予獨資資本

主與合夥人之綜合所得稅，並以所繳納之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全數扣抵當年度應納之所得稅，由於

繳稅與抵稅在同一年度，無保留盈餘的問題，所以無須設置。 
515

 經濟部工業局，我國產業之租稅金融政策研究—「兩稅合一」後產業租稅政策之研究，中華

經濟研究院 90 年度專案計畫執行成果報告，2001 年 12 月 31 日，頁 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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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組織結構 

合夥此一組織型態在簡單化、彈性化、非正式化以及成本方面，較公司具有

優勢地位，因為合夥在事務處理上，決策與溝通的程序不需如公司要依照制式程

序，此外，公司之營運成本一般而言也較合夥來得昂貴，公司集資均需遵循一定

的法律程序與費用，合夥因為是契約，只要在合夥人間意思表示合致即可。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現行法下的組織現行法下的組織現行法下的組織現行法下的組織 

國外專門職業除了得成立合夥外，亦得成立專業公司、與其他非公司型組

織，若以我國普遍施行之組織相比擬，合夥是人合組織，於我國法律亦適用於專

門職業，固不待言，而公司法上的股份有限公司與有限公司則得作為與外國法制

參照的對象。資以我國專門職業所採之合夥以及其他企業組織普遍適用之公司法

制作為我國專門職業法制架構參考之基礎。 

 

第一款 合夥法制 

第一目 合夥的特徵 

一、合夥的性質 

合夥目的在於經營共同事業，其種類無限制，營利或非營利、存續之長短久

暫亦在所不問。民法第六百六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

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由此可見合夥與我國公司等其他企業組織型態最

大的不同在於，合夥為契約，雖無法人格，民法學者咸認為我國合夥具有強烈公

同共有的團體性516，稱之為非法人團體517。由於合夥不具有權利能力，並不能享

                                                 

 
516

 此強烈的團體性具體表現於條文者有如合夥人之出資構成合夥財產，與各合夥人合夥清算

前，不得請求合夥財產之分析，而應獨立加以區別；民法第 673 條則規定合夥業務之執行，採取

多數決表決之方法；此外，合夥之業務執行人於執行權限內，不獨就法律行為有代理合夥之權限，

就非法律行為亦得代表；最後，我國合夥法不僅僅承認退夥，對於入夥及解散亦均有規定，在在

顯示了合夥有獨立的團體性。 
517

 最高法院 56 年台上字第 1609 號謂：「按合夥為二人以上出資，所經營之共同事業，雖因未取

得法人資格，不能認係法人，然究不失為非法人團體，該團體與人涉訟時，自應以該團體為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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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利與負擔義務，故實體法上權利義務主體仍為全體合夥人518。又各合夥人的

出資及其他合夥財產為合夥人全體公同共有519。 

 

二、資格限制 

我國民法對於合夥人之資格並無任何限制，故原則上自然人與法人皆得成

為合夥人。然因依公司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公司不得為無限責任合夥

事業之合夥人，故公司雖為法人，亦不得為合夥人520。 

合夥事業之種類並無任何限制，惟若合夥以營利為目的時，依商業登記法

第三條規定，除有商業登記法第四條規定之小規模商業外，必須經主管機關登

記後，始得開始營業。至於合夥事業應登記之項目則依商業登記法第八條第一

項第七款規定，應登記合夥人姓名、住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出資種類、

數額及合夥契約副本。若登記事項有變更時，則依商業登記法第十四條規定，

除繼承登記外，應於十五日內為變更登記。若應登記事項未登記，或已登記事

項變更而未為變更登記者，則依商業登記法第十九條規定，不得以之對抗善意

第三人。 

 

三、內部關係 

                                                                                                                                            

 
人，而由其代表商號人或管理人為其法定代理人。此與獨資經營之商號，應列經營之自然人為當

事人，而附註商號名稱者迥異。」 
518

 例如民法第 671 條第 1 項規定合夥事務的執行應由合夥人共同為之；民法第 679 條規定合夥

對外訂立契約時，原則上仍應由合夥共同為之，其有合夥人被委任執行合夥事務者，於依委任本

旨執行合夥事務範圍內，對於第三人為他合夥人之代表。 
519

 民法第 668 條參照。 
520

 參見最高法院 80 台上 1886 號、86 台上 546 號、86 台上 1857 號、86 台上 2754 號。93 台上

2078 號判決指出：「按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民法第六百六十

七條第一項定有明文。系爭契約載明兩造共同出資合作興建大樓出售營利意旨，自屬合夥契約，

而公司不得為合夥事業之合夥人，公司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前段定有明文。兩造均為公司組織兩造均為公司組織兩造均為公司組織兩造均為公司組織，，，，渠渠渠渠

等所訂系爭合夥契約等所訂系爭合夥契約等所訂系爭合夥契約等所訂系爭合夥契約，，，，依民法第七十一條規定依民法第七十一條規定依民法第七十一條規定依民法第七十一條規定，，，，自屬無效自屬無效自屬無效自屬無效。而契約無效，乃法律上當然且確定的

不生效力，其當事人於行為當時，知其無效或可得而知者，應負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之責任。至

契約之解除，則以溯及的除去現已存在之契約關係為目的，於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互負回復

原狀之義務。故契約無效與契約解除，其性質及效果並不相同。系爭契約既屬無效，則上訴人依

契約解除之法律關係，請求冠誌公司負回復原狀之義務及依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陳炳文負連

帶保證責任，於法自有未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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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夥的出資 

關於合夥的出資，得為金錢或其他財產權，或以勞務、信用或其他利益代之

521。合夥人不履行出資義務時，構成債務不履行給付遲延，除得成為合夥人開除

之理由外522，在我國民法適用給付遲延的規定。 

 

(二)、事務之執行與監察 

由於濃厚的人合團體色彩，合夥決議原則上應由合夥人全體同意為之，且每

人均僅有一表決權；且全體合夥人皆有事務執行權，而以合夥人全體共同執行為

原則523。對於合夥事務的監察，若決議由部分合夥人執行合夥事務時，其他合夥

人雖喪失了事務執行權，然其他合夥人本於合夥財產公同共有，以及對於合夥債

務負有連帶責任的利害關係之下，根據民法第 675 條規定，縱契約有反對之約

定，無執行業務權之合夥人仍得隨時檢查合夥之事務及財產狀況，並得隨時查閱

帳簿。 

 

(三)、合夥財產 

1 合夥財產之保全 

合夥財產為合夥人全體之公同共有，與各合夥人個別所有之財產獨立，其目

的不僅在強化經營共同事業之基礎，維持合夥人共同事業之經營得以存續發展，

並以之作為合夥債權人之第一次擔保，以保障合夥債權人之權益。而為了實現此

一目的，民法遂另有財產保全之規定，我國民法相關規定有：合夥人於合夥清算

前，不得請求合夥財產之分析524；對於合夥負有債務者，不得以其對於任何合夥

                                                 

 
521

 民法第 667 條第 2、3 項參照。在金錢以外之出資，合夥人間應估定價額以為其出資額，明確

其權益。至若未經估定者，明訂為以他合夥人之平均出資額。史尚寬，債法各論，民國 56 年，

頁 651。鄭玉波，民法債編各論（下），民國 86 年，頁 652。黃立主編，民法債編各論（下），2002

年 7 月，頁 395。 
522

 民法第 688 條參照。 
523

 民法第 670、671、673 條參照。 
524

 民法第 682 條第 1 項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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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債權與其所負之債務抵銷525；合夥人非經其他合夥人全體之同意，不得將自

己之股份轉讓於第三人526；合夥人之債權人，於合夥存續期間內，就該合夥人對

於合夥之權利，不得代位行使。但利益分配請求權不在此限527；而為了調和合夥

事業進行及債權人保護，並求其二者間權益規範之平衡，合夥之債權人，就該合

夥人之股份，得聲請扣押，其次並規定扣押實施後兩個月內，如該合夥人未對債

權人清償或提供相當擔保者，自扣押時起，對該合夥人發生退夥的效力528。 

2 損益分配 

合夥人間的損益分配成數，原則上依合夥協議約定，如無約定，則依各合夥

人出資額比例定之529。 

3 出資轉讓之限制 

在出資轉讓方面，合夥的股分為合夥人對合夥財產整體之抽象比例，與合夥

人的身份具有不可分的關係，因此合夥股分轉讓具有退夥及入夥的雙重性質，屬

於人的變動530，將會影響到合夥人間的信用關係，因此合夥出資之轉讓除經合夥

人全體同意外，不得為之531。 

 

(四)、退夥與解散 

                                                 

 
525

 民法第 682 條第 2 項參照。 
526

 參照民法第 683 條立法理由前段：「謹按合夥人非經他合夥人全體之同意，不得將自己之股份

轉讓於第三人，此亦當然之理。蓋以合夥契約因合夥人彼此信任而成立，第三人非其他合夥人全

體之所信任，自不應許其擅入。」 
527

 民法第 684 條參照；另參照邱聰智，新訂債法各論（下），2003 年 7 月，頁 40：「此亦本於合

夥契約之成立，係基於合夥人彼此之信賴，合夥人對於合夥之權利，本於合夥關係所生，具有專

屬權的性質，其行使不能與合夥人地位分離，故不許合夥人之債權人於合夥存續期間內代位行

使。不過，合夥人對於合夥之利益分配請求權，以成為一種獨力的財產權而不具有專屬性，且與

合夥人間之信任無涉，故縱令於合夥存續期間內，仍得由合夥人之債權人代位行使。」 
528

 民法第 685 條第 1、2 項。 
529

 87 年台上字第 608 號判決：「合夥分配損益之成數，未經約定者，按照各合夥人出資額比例

定之，第 677 條第 1 項訂有明文。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及鄭登瑞，於 59 年 4 月 1 日成立合夥關係，

每人出資二萬元，共計六萬元，經營裕益煤氣行，……其參照被上訴人提出之成本分析表鑑定裕

益煤氣行自 74 年 5 月起至 82 年 8 月止，稅後純益為二百六十一萬八千一百七十四元，利潤為百

分之八點九六，已較同業利潤標準百分之十為低，故上開鑑定應屬客觀可採。則被上訴人請求合

夥利潤三分之一，……應予准許，(下略)。」 
530

 鄭玉波，前揭註 521，頁 657。 
531

 民法第 683 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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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夥係指喪失合夥人資格之事實532，原因可以區分為二，一是聲明退夥、二

是法定退夥。聲明退夥係指合夥人得任意退夥533；法定退夥則包括合夥人死亡

534、破產等535。合夥人退夥之效力，得分為內部效力與外部效力觀之：內部效力

主要有三，即合夥人資格喪失、財產結算、出資抵還536；外部效力則是指合夥人

對於退夥前合夥所負債務仍應負責537。 

解散事由包括依契約約定、合夥存續期間屆滿或經全體同意解散等，至於破

產，雖然現行法未將破產明定為合夥之解散原因之一，然在解釋上既承認合夥有

破產能力，自亦得宣告破產而解散538。合夥縱經解散，尚須經過清算程序，於清

算完結後，合夥關係始歸消滅。 

 

四、外部關係 

合夥並非法人，故合夥人依約定決議，有執行合夥事務之權限時，其對外之

關係，於執行合夥事務範圍內，對第三人為其他合夥人的代表539。有代表權之人，

                                                 

 
532

 鄭玉波，民法債編各論（下），民國 86 年，頁 683。 
533

 聲明退夥為有相對人的單獨行為。鄭玉波，前揭註 532，頁 684；錢國成，合夥人之退夥及加

入，法令月刊，第 24 卷，第 11 期，頁 3。任一退夥人得隨時聲明退夥，惟為保護其他合夥人、

及合夥事業，民法亦設有兩項權衡雙方利害之設計。其一為合夥人之退夥聲明，需於兩個月前通

知其他合夥人（民法第 686 條第 1 項但書）；其二為退夥不得於不利合夥事務之時期為之（民法

第 686 條第 2 項）。參閱黃立主編，前揭註 521，頁 419；此外聲明退夥尚區分定有存續期間者與

未定有存續期間者。邱聰智，前揭註 527，頁 116。 
534

 參照最高法院 86 年台上字第 3840 號判決：「按合夥人死亡時，其繼承人並不當然成為合夥人其繼承人並不當然成為合夥人其繼承人並不當然成為合夥人其繼承人並不當然成為合夥人，，，，

除合夥契約有關於繼承人得繼承為合夥人之約定外除合夥契約有關於繼承人得繼承為合夥人之約定外除合夥契約有關於繼承人得繼承為合夥人之約定外除合夥契約有關於繼承人得繼承為合夥人之約定外，，，，合夥人死亡合夥人死亡合夥人死亡合夥人死亡，，，，即當然退夥即當然退夥即當然退夥即當然退夥，此觀民法第 687

條第 1 款規定自明，本件上訴人與江某所訂立之合夥經商契約，並無約定得由繼承人繼承為合夥

人，故於江某 76 年 1 月 12 日死亡時，故發生退夥之效力，惟因合夥人僅餘上訴人一人，其合夥

當然歸於消滅。縱被上訴人確有與上訴人維持合夥關係之合意，亦屬另一契約，上訴人不得援引

上訴人與江某間之合夥經商契約，作為新合夥關係之規範。」此乃因合夥契約之成立，係因各合

夥人彼此相互信任所致，注重人格信任關係，因而合夥人死亡時，其合夥人之地位非可由其繼承

人當然繼承。邱聰智，前揭註 527，頁 121。 
535

 民法第 685、687 條參照。另請參照黃立主編，前揭註 521，頁 421。 
536

 民法第 689 條參照。另請參照邱聰智，前揭註 527，頁 125-128。 
537

 民法第 690 條參照。需注意的是合夥人此處之連帶責任無期限限制，無限責任股東同樣對公

司資產負連帶責任，然無限股東連帶責任則有時間上之限制，依公司法第 96 條規定，無限公司

股東之連帶責任，自解散登記後滿五年而消滅；至於退股之無限責任股東，則依公司法第 70 條

之規定，其責任自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為退股登記後兩年而消滅。參閱黃立主編，前揭註 521，

頁 417。 
538

 關於破產得否為合夥解散原因，有肯定與否定不同見解，詳見鄭玉波，前揭註 521，頁 686。 
539

 民法第 679 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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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之行為效力係對合夥人全體發生效力，因此在代表權下，所獲得的財產屬於

合夥財產，所負擔的債務則為合夥債務，而由於合夥不具有法律實體的地位，合

夥在存續期間對外的債務，本質上係各合夥人對外之共同債務540。 

我國採連帶責任主義，合夥財產不足清償合夥之債務時，各合夥人對於不足

之額，連帶負其責任541，學說上稱為補充的連帶責任，所以合夥負有債務時，係

由合夥財產先行清償，待合夥財產有不足清償情事時，合夥人始以其固有財產清

償合夥債務。 

由於合夥人對於合夥債務，僅於合夥財產不足清償時，始以合夥人個別財產

清償，因此，合夥之債權人請求合夥人清償合夥之債務時，應就合夥財產不足清

償合夥之債務，負舉證責任542。 

 

第二款 公司法制 

第一目 股份有限公司 

一、類型特徵 

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在規範大型企業，通常規模較大、公開型的公司，都具有

下列特點：一、股東人數眾多，因此形成經營與所有分離；二、資產大眾化，多

透過股票之發行以募集資金；三、以強行規定取代公司利害關係人之協議磋商。

首先，股份有限公司係以公眾的短期資金支應公司的長期資本，在股權分散的情

況下，公司所有者—股東－就必須將經營決策權賦予少數人，以避免經營無效率

的情況；其次，於資產大眾化後，對於股票之發行流通，因為影響及於投資大眾，

政府勢必設置一套控管程序，以維持交易市場的秩序與安定；最後一點，由於股

                                                 

 
540

 黃立主編，前揭註 521，頁 416。 
541

 民法第 681 條參照。 
542

 參照最高法院 29 年上字第 1400 號判例：「民法第 681 條，合夥財產不足清償合夥債務時，各

合夥人對於不足之額連帶負其責任。是合夥財產不足清償合夥之債務，為各合夥人連帶責任之發

生要件，債權人請求命各合夥人對於不足之額連帶清償，自應就此項要件之存在，負主張並舉證

責任。」最高法院 49 年台上字第 118 號判例：「於合夥之債務應由合夥財產清償，於合夥財產不

足清償時，各合夥人對於不足之額始負連帶清償責任，故合夥人之債權人請求合夥人清償合夥之

債務者，應就合夥財產不足清償合夥之債務，負舉證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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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人數眾多，若所有公司事務均直接由利害關係人個別磋商決定，對利害關係人

及市場總體的交易成本將會過高，因此法律會預先強制規定利害關係人間的權利

義務，並配合一定的公示制度，以節省交易成本543。如此架構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具有五點特徵，包括法人格化、賦予有限責任、股權的自由轉讓性、授權與分工

經營、及以投資人為中心的制度設計544。 

 

(一)、法人化 

我國民法規定以營利為目的的社團，其取得法人資格需依特別法規定545，公

司法為民法之特別法。依照我國公司法第 1 條的規定，公司乃是依照公司法組織

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法人格成為整合相關交易的媒介，可以發揮節省交易成本

的功能。 

 

(二)、有限責任。 

有限責任反映了資本市場的需求與風險分散的考量，而在股分自由轉讓的市

場中，有限責任也有促進股分轉讓，活絡交易的作用。股份有限公司中，股東僅

以其所認股份，對公司負其責任546。在現行的公司法規定下，股東除了負有繳清

股款的出資義務外547，別無其他義務存在。 

 

(三)、股份自由轉讓性 

股分自由轉讓得以使公司永續經營不因股東異動受到影響。我國公司法規定

公司股分之轉讓不得以章程禁止或限制之，此即股分自由轉讓原則548。股分自由

                                                 

 
543

 王文宇，公司法論，2005 年 8 月，頁 60。 
544

 王文宇，同前註，頁 78。 
545

 民法第 45 條參照。 
546

 公司法第 2 條第 4 款參照。 
547

 公司法第 139、254 條參照。 
548

 公司法第 163 條第 1 項。股分轉讓自由僅為原則，公司法亦設有數個例外，包括公司設立登

記前不得轉讓股分（公司法第 163 條第 1 項）；發起人股分轉讓的限制（公司法第 163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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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原則係來自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人數眾多，以公眾之短期資金維持公司永續經

營之資本，由於不重視股東之個人條件，故表彰股東權益的股分因不具個人性而

得自由轉讓。此外由於股份有限公司無退股制度，股東收回其投資的方式即係透

過股分之轉讓，且股分有限公司之經營係由董事會為之，其股東債權人化，更有

必要使股東依其判斷隨時收回其投資以控制損失549。是以股分之轉讓以章程限制

或禁止者，其規定應屬違反強行規定，依民法第 71 條無效。 

 

(四)、法定機關 

股份有限公司為法人，無法自己運作，故需設置機關。從機關分權的觀點550，

我國公司法設有股東會、董事會及董事、監察人為法定必備機關。公司最高意思

決定機關是股東會551，鑑於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人數通常較多，無法使每位股東均

參與公司營運，且亦非每位股東均有志為公司之經營，乃以股東會透過多數決的

原理，集體形成股東意志552，例如股份有限公司必須依規定於每營業年度或一定

之事項召開決議，以形成公司之意思而後執行；而為了落實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

的理念，董事會被賦予業務經營權553，本法採集體執行制，即以董事長為公司對

外之法定代表機關554，個別董事無法代表公司，但董事仍得個別行使各種權限

555；此外還有監察人監督機關的設置556，按股東會雖係公司最高意思決定機關，

就董事會之業務執行亦得加以監督，惟股東人數眾多，不但召集不易，且不經常

集會，勢必無法隨時就公司之業務及財務加以監督，故本法乃設有此一常設機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其董事及監察人任期中股分轉讓之限制（公司法第 197 條第 1 項）；員工行

使新認股權所承購股分轉讓之限制（公司法第 267 條）；禁止公司取得自己之股分，即股分回籠

禁止（公司法第 167 條第 1 項）等。 
549

 柯芳枝，公司法論（上），2003 年增訂 5 版，頁 185。 
550

 現代型公司，尤其是大型公司，其特徵就是管理階層與專業分工，因此更需要設置不同機關，

並制訂各機關的角色與權責，以便順暢有效率的運作。王文宇，前揭註 543，頁 266。 
551

 公司法第 170-191 條參照。 
552

 賴源河，股東會，新修正公司法解析，2002 年 3 月，元照出版，頁 225。 
553

 公司法第 192-215 條參照。 
554

 公司法第 208 條第 3 項參照。 
555

 如公司股票或公司債券簽章之權利以及召集董事會之權利。 
556

 公司法第 216-227 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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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就公司之業務及財務隨時進行監督，以補股東會之不足。 

 

(五)、以投資人為中心的制度設計 

包括行使投票權與分享盈餘的權利，均是公司法的重要規範。股東在所有與

經營分離的原則下，雖無業務執行權，但仍得透過表決權間接支配公司，在現行

公司法下，除有本法第 157 條第 3 款的情形外，每股擁有一表決權557；股東投入

資本成為公司所有者，除了轉讓股分之資本利得，公司正常營運所得之盈餘分

派、解散清算時之剩餘財產分派，均是股東回收投資的重要方式558。 

 

二、資本制度 

公司資本重大的意義在於其係公司對外營業與對內管理之重要財產基礎；而

其作為財產基礎的另一層含意，即在於資本也是公司債權人的根本保障。故我國

除了對股份有限公司籌措資本之方式及限制詳加規定外，亦對資本的狀況多所規

定以保障債權人。公司法關於資本的規範包括資本三原則概念的納入559，授權資

本制560，以及就資本總額設有最低限制561，目標即在平衡股份有限公司設計之

                                                 

 
557

 公司法第 179 條參照。 
558

 公司法第 240 條參照。 
559

 資本三原則可以分為資本確定原則、資本維持原則以及資本不變原則。資本確定原則係指股

份有限公司於設立時，需於章程中確定資本總額，而該資本額應由股東全部繳足、認足、或募足

之。我國雖改為授權資本制，但並未完全拋棄資本確定原則，例如第一次發行之股份應認足（公

司法第 131 條第 1 項前）或募足（公司法第 132 條第 1 項）。此外，公司欲分次發行股份者，應

載明於章程中，章程並應載明公司設立時之發行數額（公司法第 130 條第 1 項第 2 款）以及上述

得分次發行股份之規定（公司法第 156 條第 2 項）；資本維持原則原則又稱資本充實原則，係指

公司存續中，至少需維持相當於資本之現實財產，以具體現實財產充實抽象資本。本法落實此原

則之規範有股票原則禁止折價發行（公司法第 140 條）、用以抵作股款之財產如估價過高者，主

管機關或創立會得減少其所給股數或責令補足（公司法第 147 條後段）、股份回籠之禁止（公司

法第 167 條）、分派股利前應先彌補虧損及提存法定盈餘公積（公司法第 232、237 條）等；資本

不變原則係指公司之資本一經公司章程確定即不得任意變動，若欲變更需踐行嚴格的增資、減資

程序。本法對公司之增減資設有嚴格的規定（公司法第 278、281 條）。 
560

 授權資本制係指股份有限公司於設立時，只需於章程上載明股份總數，此一股數得分次發行，

為一源於英美法的制度。授權資本制有使公司易於成立且籌措資金的優點，因為公司成立時發起

人僅需就章程所定資本各任一股以上即得成立公司，且成立後公司董事會亦可以彈性是公司資金

需求於章程授權資本範圍內決議發行新股，無須經過變更章程等繁雜手續；惟亦有認為授權資本

制使公司成立之財產基礎不夠確實，並且在股東僅負有限責任情況下，恐會對公司債權人保護不

周。王文宇，公司法論，前揭註 543，頁 222。我國於民國五十六年修法採「折衷式授權資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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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限責任對股東有利卻對債權人難免保護不周的缺憾562。 

 

第二目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首見於 1892 年的德國有限公司法，立法目的在創設一種由少數有

限責任股東所組成的閉鎖型公司563，其創設本旨應是為閉鎖性資合公司量身訂

作，以利中小企業利用，此種公司係由對公司債務負間接有限責任之股東所組

成，惟在設立程序及機關組織等方面添加無限公司簡易性，同時，並緩和公示主

義的要求，且不得向公眾招募股東，股東地位之移轉亦受相當限制，屬於一種由

少數股東所組成的閉鎖性、非公開性之公司，俾符合希望由少數親朋好友聚資而

負有限責任之企業家或投資家經營中小規模企業之要求564。我國有限公司同時具

有資合公司與人合公司之雙重性格565，就資合性而言，如股東僅以其出資額為限

對公司負責；就人合性而言，如不得向公眾招募股東、股東地位移轉受限等。 

 

一、類型特徵 

(一)、股東責任 

有限公司的股東責任與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責任同屬「間接有限責任」，此

                                                                                                                                            

 
折衷式授權資本制意指，公司設立時雖不需要將章程所定股份全數發行，得於公司成立後由董事

會視實際需要，在章程授權之範圍內分次發行新股；惟考量公司債權人利益，復規定其第一次發

行之股份不得少於授權股份總數之四分之一（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換句話說，係以

授權股份總數之四分之一作為保障公司債權人的最低門檻。王文宇，前揭註 543，頁 222。我國

於民國五十六年修法採「折衷式授權資本制」，公司法於 2005 年 6 月修正時刪除公司法第 156

條第 2 項後段，改採「授權資本制」，經濟部修法時主要係著眼於「避免企業計算股份總數四分

之一的困擾」，投資人與債權人應注意者不再是「章程上載明股份總數」，而是要看公司財報上「實

際發行的股份」，畢竟公司實際發行的股份才是公司債權人的保障。 
561

 經濟部根據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三項之授權，制訂了「有限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最低資本

額標準」，根據經濟部 90 年 12 月 5 月商字第 09002253490 號函，股份有限公司最低實收資本額

總額為新台幣一百萬元整。 
562

 賴源河，實用商事法精義，五南圖書，83 年 9 月，頁 118-120。 
563

 曾宛如等合著，＜有限公司導讀＞，《新修正公司法解析》，2002 年 3 月，頁 117。 
564

 林國全，＜有限公司法制應修正方向之探討＞，《月旦法學雜誌》，2002 年 11 月，頁 198。 
565

 針對閉鎖型公司特質立法規範者，主要有兩種立法系統，其一是德國的「有限責任公司」，另

一是美國的「close corporation」，前者之有限責任公司係定位在人合與資合公司之中間型態，為

日本與我國所繼受；後者仍屬股份有限公司，係規模較小的資合公司。王文宇，＜企業組織之核

心法則—以公司、信託、合夥為例＞，《法令月刊》，第 54 卷第 6 期，頁 5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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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各股東對公司之責任以其出資額為限566，股東僅就其出資額對公司負有繳款義

務，除此之外，股東並無其他義務567。而此處的間接責任指的是股東對公司債權

人並不直接發生任何法律關係，公司債務完全由公司財產清償，而公司財產既由

股東出資形成，因此股東實際上是對公司債務負間接責任568。 

關於出資的種類，根據主管機關頒佈之「公司登記及認許辦法」下之「有限

公司設立登記表」格式中，於「出資種類及金額」欄位中，列有「1.現金__2.現

金以外財產__」之項目，足徵實務仍承認有限公司之股東得以現物出資569。然而

除現物出資之外，學者認為有限公司的股東並不對公司債務直接負責，基於公司

資本充實性的要求，有限公司股東應不得以「信用、勞務、或其他權利」出資570。 

 

(二)、人合色彩 

有限公司之股東只需一人以上即得成立571；每一股東不問出資額多寡，均有

一表決權572，也就是股東原則上享有平等的表決權573，此表現出濃厚的人合公司

色彩574；在出資轉讓上，由於有限公司具有閉鎖性，為維持股東相互間密切的信

賴關係，股東出資無法任意轉讓，而需獲得其他股東的同意，非董事之一般股東

需得其他全體股東過半數之同意575；身為董事之股東576，則需得到全體股東的同

意始得轉讓出資577，此亦有限公司人合色彩之體現578，又此處之「轉讓」，解釋

                                                 

 
566

 公司法第 99 條。 
567

 公司法第 106 條但書參照。 
568

 應區別者，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所負責任以所認股分為限，而有限公司之股東所負責任則是

以出資額為限。 
569

 林國全，現行有限公司法制解析，政大法學評論，第 73 期，92 年 3 月，頁 59。 
570

 林國全，同前註，頁 59。 
571

 公司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 
572

 公司法第 102 條第 1 項。 
573

 柯芳枝，公司法論（下），2003 年增訂 5 版，頁 645。 
574

 「公司法雖允許公司以章程訂定，按出資比例多寡分配表決權，但實務上以章程訂定按出資

比例分配表決權之有限公司似非多見。」林國全，前揭註 569，頁 77。 
575

 公司法第 111 條第 1 項。 
576

 公司法第 111 條第 3 項。 
577

 參見民國 69 年公司法第 111 條修正理由一，董事係有限公司法定必備業務執行機關，地位至

為重要，故要求其出資轉讓應得其他全體股東之同意。 
578

 有學者認為有限公司限制股東轉讓出資，係因「有限公司股東責任有限，公司對其債權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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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應包含所有有償與無償的權利移轉579，至若原股東死亡而生之遺贈、繼承，學

者認為自股東出資轉讓限制的目的，係在維持公司股東間和諧信賴關係的觀點，

原股東之繼承人或遺贈相對人未必為其他股東所信賴，故應認有本條適用580，而

基於同一信賴理由，有限公司欲增資引進新的資金時，亦需經全體股東同意，新

股東始得加入581。 

 

(三)、機關 

有限公司的意思機關為全體股東，而凡依公司法須經股東同意之事項，於股

東行使同意權時，無須以會議方式為之582，縱採書面表決亦為法所不禁。而由於

公司法廢除執行業務股東與董監事雙軌制，改採董事單軌制，董事為法定必備之

業務執行機關583，因此規定有限公司應至少置董事一人執行業務、並代表公司，

最多置董事三人。至於有限公司的監督機關，在 69 年修法後，有限公司已無監

察人制度，公司業務之監察專屬於不執行業務之股東584，也就是非董事之股東。 

 

三、資本制度 

                                                                                                                                            

 
以公司財產負責償還，而股東對於公司債務不負直接償還責任，更需要股東好好地經營公司，而

不准其私自轉讓股權給無信譽的第三人而逃脫股東責任」王仁宏，有限公司債權人與少數派股東

之保護的現行法檢討及立法修正建議，台大法學論叢，第 21 卷第 2 期，1992 年 8 月，頁 254；

然另有學者持反對見解認為「有限公司股東既僅對公司債務負間接、有限責任。債權人權益保護

之主要基礎為公司資產狀況，與股東為何人並無直接關係，且股東出資轉讓，係股東與受讓人間

資金流動問題，對公司資產狀況亦無任何直接影響，故公司債權人之保護應非限制股東出資轉讓

的理由之一。」林國全，前揭註 569，頁 70。 
579

 參見經濟部 72 年 1 月 15 日商 01989 號。 
580

 林國全，前揭註 569，頁 71。有不同見解認為「就股東資格之取得，基於繼承、遺贈、公司

合併或出資額受讓等原因，得繼受股東資格」王文宇，前揭註 543，頁 565。 
581

 公司法第 106 條第 3 項。 
582

 經濟部亦同此見解，參見經濟部 89 年 11 月 7 日商字第 89222613 號函：「至有限公司之意思

機關為全體股東，凡依公司法之規定，須經股東同意之事項，於股東行使同意權時，無須以會議

之方式為之，是以，有限公司尚無股東會之設置。」 
583

 公司法於 1980 年修法前，就有限公司之業務執行原採雙軌制，其設置「執行業務股東」者，

準用無限公司之有關規定；其設置「董事監察人」者準用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惟此種準用結果，

造成兩者之法律地位不同，法律關係複雜，為簡化有限公司組織，並強化其執行業務機關之功能，

現行法已廢除「執行業務股東」及「董事、監察人」雙軌制，改採「董事」單軌制。詳見王文宇，

前揭註 543，頁 575。 
584

 公司法第 109 條。 



 

 161 

 

 

 

由於有限公司兼具資合性色彩，股東間僅負間接的有限責任，因此為保護債

權人利益，除對有限公司之最低資本總額有加以規範外，股份有限公司之資本三

原則於有限公司亦有適用。 

首先就資本確定原則而言，有限公司應於章程載明資本總額585、公司資本總

額應由各股東全部繳足，不得分期繳款586；就資本維持而言，有限公司於分派盈

餘時，應先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同時公司亦得另提特別盈餘公積587；

就資本不變原則而言，有限公司未經全體同意並修改章程，不得減少其資本總

額、未經股東過半數之同意並修改章程，不得增加資本588。 

有關最低資本額的限制，公司法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有限公司之最低資本

額589，目前經濟部規定有限公司最低資本額為新台幣 50 萬元590。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法制檢討法制檢討法制檢討法制檢討 

第一項 專門職業與我國公司法制 

第一款 法人化的呼聲 

    近來專門職業中不乏法人化的呼聲，律師法、建築師法及會計師法均規定

應以設立事務所之方式執行業務，事務所之法律上地位並不具有獨立法人格，

無論獨資或合夥均不利於維持事務所制度化與永續經營，使聯合經營的事務所

只能依賴契約而非法律制度建立組織，增加專業間合作之障礙與變數，也不利

於其取得因經營規模擴大而需要的資金591。 

                                                 

 
585

 公司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 款。 
586

 公司法第 100 條第 1 項。 
587

 公司法第 112 條第 1、2 項。 
588

 公司法第 106 條第 1、2、4 項。 
589

 公司法第 100 條第 2 項。 
590

 參見「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最低資本額標準」，經 90 商字第 09002253490 號令。 
591

 劉孔中，前揭註 492，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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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事務所專業法人化，其目的係為使律師事務所於組織經營上更有彈

性，對內得使組織永續發展，對外之有限責任可以相對地減低執業風險，也可

有助於人才的培養、權利義務歸整，並得以享受政府各種輔導或優惠措施，對

於律師事務所之律師、員工及當事人亦較有保障592。 

實務界人士有認為，法律事務所如果能夠法人化，益處甚多，因為法人化

之後，有利於永續生存、購置不動產等財產，建立制度，並有益於經驗傳承。

法人化亦可將每年業務所得累積，不必如現行規定，依據所得稅法每年盈餘需

分配給各合夥人，並各自納稅，致無法累積財富。如無法人化，法律事務所有

人亡政息之嘆。又法人化使對外權利義務由法人負責，較之律師個人承擔為宜，

至於法人化可能逃避之「律師無限責任」仍可以用法律加以規範593。 

有論及律師事務所法人化的必要性及理由謂，其優點在於確立律師事務所

之法律地位為權利主體，得確保事務所同一性、繼續性；並能提升法律服務品

質；也較易實踐律師職務之公共性；更能提供住民多元、專精之法律服務；另

一方面也充實律師及事務所職員之福利，提供法曹一元落實之基礎594。 

 

第二款 專門職業成立公司之可行性 

    呼應專業事務所法人化，有認為公司可以不以營利為目的，在法制上設計

非營利的專業法人595；以律師事務所為例，另有認為律師事務所應放寬以公司

組織設立，理由包括公司組織未妨礙律師對倫理規範的遵行；並且亦得選擇適

合律師事務所之公司組織；公司組織之律師事務所得有效平衡當事人與律師之

權益；公司組織之律師事務所得提高律師競爭力596。 

                                                 

 
592

 李念祖，＜律師制度改革應有的議題＞，《律師雜誌》，第 275 期，頁 3。 
593

 李忠雄， ＜法律事務所之經營（上）＞， 《月旦法學雜誌》，第 29 期，1997 年 10 月，頁

152。 
594

 詳見黃三榮，＜論我國律師事務所現有型態之檢討及未來型態之展望──為律師事務所法人化

催生＞，《律師雜誌》，第 197 期，頁 52。 
595

 李念祖，前揭註 592，頁 3。 
596

 詳見林桓，＜設立公司型態律師事務所之可行性初探＞，《律師雜誌》，第 275 期，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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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亦有實務界人士提出不同看法，由於公司係營利性社團法人，就其營利性

質而言，資以律師為例，依照律師法第一條之規定宗旨，律師若列為營利事業，

有認為「不僅泛抑律師之地位，而且有漠視法律神聖之虞」。何況以營利事業視

之，「則交際應酬及廣告支出均可開銷，法院的指定辯護（無酬）也將不可行矣」，

再加以營業稅課之，也極易轉嫁給消費者，徒然造成中低收入人民難以尋求法律

服務，「對於社會造成之損害，絕對大於政府所課得之營業稅」597。 

就盈餘分配而言，專門職業中，以律師事務所為例，其分紅制度即與股份有

限公司依股權多寡分配盈餘大相逕庭，依照公司法第 228 條規定，每營業年度終

了，董事會應編造盈餘分派之議案提交監察人查核，再由股東會決議，依股東持

股多寡分派；依照有限公司的規定，有限公司盈餘分派之比例，係章程必要記載

事項，悉依章程規定598，原則上以各股東出資額之比例為準599。此外無論是股份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均需先彌補虧損完納稅捐，甚至提列公積，始得進行分派

600。而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或依約定之比例分紅，或依約定之公式分紅。尤其就國

際性大型事務所合夥人動輒上百人來看，不可能就事務所之盈餘事先約定合夥人

間之百分比，而需要依照公式分紅，其約定之公式，可能係以客戶積分、工作積

分、年資積分（seniority）、受僱人盈餘（associate profit）等項目為標準601。由此

可知，公司之會計準則很難適用在注重專業能力、以知識為財產標的專門職業中。 

 

第三款 本文見解 

第一目 立法一貫性 

美國專門職業立法概況如前所述，最初是便於租稅上之優惠，因此有專業

                                                 

 
597

 李忠雄，前揭註 593，頁 152。 
598

 公司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5 款參照。 
599

 公司法第 110 條第 3 項準用公司法第 235 條第 1 項。 
600

 公司法第 112 條；第 228-237 條參照。 
601

 詳細介紹參見李忠雄，法律事務所之經營（中），月旦法學雜誌，第 29 期，1997 年 10 月，

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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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創設，而美國專門職業與商業的界限日趨模糊，也是推波助瀾的原因之

一，早期的美國學者曾經認為，律師是唯一有能力確認和追求公共利益的階層

602，專業所得的高收入不是首要目的，而只是附帶的結果。對於律師、醫生等

職業來說，最根本的價值是為公眾服務的精神。然而世易時移，美國除了在其

專業法領域或職業倫理規範中可以散見使命性條款，人們已經越來越習慣從營

利事業的觀點來理解專門職業服務。 

在律師業方面，具有觀念突破里程碑意義者，當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Goldfarb v. Virginia State Bar 一 案 中 認 為 律 師 亦 為 營 利 事 業 603 ； 緊 接著 在

Bates v. State Bar 一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又判決，各州不得禁止律師廣告，更是

確認了律師得從事商業行為604。法律商業主義(legal commercialism)給美國帶來

了規模龐大的事務所、內部階層化的執掌，追逐救護車的廣告方式、將大部分

賠償金納入所得，具有賭博性質的風險代理模式，惟專門職業成立營利組織與

專業傳統認知公共性的差異，立法妥當性的論爭始終存在，美國律師協會至今

仍在反復宣揚著職業的理念，甚至展開「反商業主義」的運動605。 

相較於我國國情，姑且不論稅賦差異，我國公司法第一條即開宗明義揭示

公司以營利為目的，專業若納入公司體系，亦需允許其以營利為目的，然此易

扭曲倫理規範的執行，恐怕不易為政策所接受。再者，美國專門職業如律師業，

從事商業活動有其歷史背景，更透過法院判決確認律師得為營利事業、得以作

廣告、甚至得採酬金競爭制度，相較之下，我國現行法尚對專門職業有諸多管

制，以律師法、會計師法、技師法及建築師法之規定為例，律師及建築師法均

要求各公會之章程或業務章則載明承辦事件之酬金標準，律師法甚至禁止律師

要求期約、或收受律師公會章程所定以外之酬金606；技師法要求載明酬金標準

                                                 

 
602

 George Sharswood, An Essay on Professional Ethics , 75(1999, reprint of 5th ed 1884). 
603

 Goldfarb v. Virginia State Bar, 421 U.S. 773, (U.S.Va. 1975) . 
604

 Bates v. State Bar, 433 U.S. 369, (1977). 
605關於此部分論述請參考李學堯，這是一個職業危機的時代嗎？——後職業時期，美國律師研究

的評述，http://www.law-thinker.com/，最後瀏覽日期：2005 年 12 月 27 日。 
606

 律師法第 16 條、第 37 條；建築師法第 37 條第 1 項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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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最高最低限制607；會計師法則要求需有酬金標準及其最高額之限制608，尚

不允許酬金競爭制度。 

在專業廣告的限制上，則有會計師法規定，會計師不得「為開業、遷移或受

委託以外之宣傳性廣告」609，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職業道德研究委員會於職業

道德規範公報中亦認為「會計師服務之品質及能力，無法由廣告內容加以評估。

廣告可能損害專業服務之精神，導致同業間不當之競爭」610；律師倫理規範中則

強調，律師不得以誇大不實之宣傳支付介紹人報酬、聘雇業務人員或其他不正當

之方法招攬業務等611。為維持我國立法一貫性，避免立法精神出現矛盾，並避免

對原有法體系的衝擊，不易於公司法制裡另闢專章以適用於專門職業。 

 

第二目 公司階層經營無法切合專業所需 

集權化與分工化管理為公司之特色，各國公司法多規定公司必須設有董事

會，反之，合夥並無集權式管理設計，每一合夥人享有平等之權利，在管理上是

均權的。公司有分層負責的內部機關，股份有限公司從股東、董事、董事會到監

察人，各執司意思決定、事務執行與監督審查，適合經營與所有分離、資產大眾

化的組織形態，但是如此架構卻也付出相當的代理成本，對於經營者即所有者的

合夥組織而言，強制性的程式規定反使其欠缺彈性。 

再以較相近的閉鎖型企業—有限公司觀之，有限公司雖以全體股東為意思機

關，行使同意權時也無庸經過會議，形式較之股份有限公司更加開放，唯其基本

架構仍限制最少置董事一人；最多置董事三人，此對專門職業間平等、共同視事

的傳統價值，仍加諸了經營上的限制，形式上有僵化之虞，尤其硬性規定董事上

限，組織運用還是欠缺純粹人合組織的靈活度。 

                                                 

 
607

 技師法第 32 條第 8 款。 
608

 會計師法第 34 條第 6 款。 
609

 會計師法第 22 條第 9 款。 
610

 會計師全國聯合會職業道德研究委員會，「廣告、宣傳及業務招攬」職業道德規範公報第 3

號，民國 76 年 2 月 25 日。 
611

 律師倫理規範第 1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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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儘管專業分工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惟專業事務所終究與一般企業

之經營方式不同，因為一般企業，無論是生產事業或服務業均是金字塔式的組織

與管理，由上層人員決策產銷或服務，而下層多屬執行人員，因之易於管理，而

專業事務所是「扁平式組織」，再以律師事務所為例，其係由個別律師對客戶提

供服務，亦即各律師都是獨立的服務單位，上層資深律師不易完全掌控下層律師

之服務，尤其是下層律師電話答詢、外出開會或開庭，其服務內容與品質非上層

律師所能掌控。何況法律見解之良窳與律師之層級無關，上級或資深律師其法律

見解非必然優於下層或資淺律師，此與一般公司經營有重大差異612。因此，專門

組織較難套用公司法的一般經營架構。 

 

第三目 欠缺彈性 

    公司法規往往具有強行法的色彩，不容許企業另為約定或排除。專門職業若

置於公司中，首先遭遇的即是公司法總則之規定，依公司法第 7 條規定，公司申

請設立之資本額，應先經過會計師的查核簽證，此種規定對於以人力資本為主之

專門職業，是否有其必要性有待評估。此外，在盈餘分派上，以同樣具有人合色

彩之有限公司觀之，有限公司於公司法第 110 條第 3 項準用同法第第 235 條第 1

項，股東得受之盈餘分派，原則上依出資或股份比例計算，雖然章程允許另外規

定，然修訂章程尚須經過繁複程序及變更登記613，此外，公司發放盈餘時，尚須

先彌補虧損、完納稅捐，並依規定提出法定盈餘公積等614，若公司不依循上述規

定而為盈餘分派，除公司負責人應負刑事責任外，公司債權人尚得請求股東退

還，並得請求賠償因此所受之損害615。也由於上述規定均不脫強行法色彩，而不

容許公司另為規定，使其在組織適用上欠缺彈性。 

 

                                                 

 
612

 李忠雄，前揭註 593，頁 150。 
613

 公司法第 113 條準用同法第 27 條。 
614

 公司法第 112 條參照。 
615

 公司法第 110 條準用 23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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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 會計師法草案法人事務所 

    事實上，會計師法草案現已制訂「法人會計師事務所」的新型組織，除了

股東、董事等職稱，及盈餘、公積等規定形式上與公司組織名稱相關；財報揭

露於主管機關等條文間歇規定者外，草案第 38 條仍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準用民法之規定616。」本文認為採取此種立法方式極可能是避免直接修訂公司

法的成本，並且考量公司法制體系若適用於專業組織，勢必對傳統適用的合夥

架構帶來難以預見的衝擊所致，蓋公司法規多屬強行規定，難以契約變更之，

且若以另立專章的模式置於公司法中，更面臨需就公司法總則之相關規定逐條

說明是否適用於專門組織，在立法考量上有其困難。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項項項項 專門職業與我國合夥法制專門職業與我國合夥法制專門職業與我國合夥法制專門職業與我國合夥法制 

現行合夥法制於專門職業所生之爭議主要在於，依民法規定，合夥雖具有團

體性，卻未被賦予法人格，造成實務上交易之成本，另一問題在於，合夥人必需

對合夥財產負連帶清償責任，而國內接連發生理律案與博達案後，專業人士的責

任範圍成了討論的重點，此種無限責任是否加諸專業人士過重之限制，有進一步

討論之必要。 

 

第一款 合夥法人格 

第一目 合夥之當事人能力 

就合夥的法律實體地位而言，實務有否定合夥之當事人能力者如，49 台上

188 號判例：「此種合夥組織之團體，於台灣光復後，日常用此項團體名義而為

交易，似不能謂為非法人之團體，按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有當

事人能力，為民事訴訟法第四十條第三項所明定。此項代表人或管理人為該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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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根據 2005 年 7 月 25 日，中華民國九十四年行政院送請第六屆立法院審議法案。 



 

 168 

 

 

 

與人涉訟時，自應以該團體為當事人，而由此項代表人或管理人為其法定代理

人，業經本院著有成例（參照二十七年上字第七六六號判例）。」 

92 台上字第 1350 號判決：「當事人適格為訴權存在之要件，屬法院應依職

權調查之事項。又合夥財產係合夥人全體公同共有，合夥並無獨立之人格，其因

合夥事務涉訟者，除由執行業務之合夥人代表合夥為原告或被告外，應由全體合

夥人為原告或被告，其當事人始稱適格。」 

然就合夥於民事訴訟程序的當事人能力，實務仍多肯認之。最高法院 41 台

上字第 1040 號判例謂：「以合夥名義為交易之商號始有當事人能力以合夥名義為交易之商號始有當事人能力以合夥名義為交易之商號始有當事人能力以合夥名義為交易之商號始有當事人能力，此觀民事

訴訟法第四十條第三項之規定自明，其由私人獨資經營之商號，雖亦係以商號名

義為交易，然既與非法人之團體有別，自仍應以該私人為當事人。」反面推之，

若具備合夥資格，即得以合夥名義為當事人。 

91 台上第 1030 號判決則認為：「自然人及法人為權利義務之主體，惟非具

有權利能力之「團體」，如有一定之名稱、組織而有自主意思，以其團體名稱對

外為一定商業行為或從事事務有年，已有相當之知名度，而為一般人所知悉或熟

識，且有受保護之利益者，亦應受法律之保障。故未完成登記之法人，雖無權利

能力，然其以未登記法人之團體名義為交易者，民事訴訟法第四十條第三項為應

此實際上之需要，特規定此等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亦有當事人能力。至

於因其所為之法律行為而發生之權利義務，於實體法上應如何規範，自應依其行

為之性質，適用關於合夥或社團之規定。不能以此種團體在法律上無權利能力即

否定其一切法律行為之效力。」該判決認合夥雖無權利能力，仍具有當事人能力，

能為訴訟上解決紛爭之主體。 

86 台上第 1569 號判決：「光復醫院對外仍屬合夥組織，而王生雲等三人對

於光復醫院之經營權既未變更，自不因石漢興申請歇業、張錦堂重新申請開業而

變更其主體。光復醫院為合夥組織，有一定之財產，並設有代表人即張錦堂，自

屬非法人團體，而有當事人能力，原審未依上訴人之主張，逕列張錦堂即光復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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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為被告，並加以裁判，為訴外裁判，當事人均不受其拘束。」均肯認合夥為非

法人團體，在訴訟上有當事人能力，得為訴訟主體617。 

 

第二目 合夥之權利主體地位爭議 

儘管實務上多已承認合夥為非法人團體，具有訴訟上的當事人能力，惟並未

進一步承認其法律主體地位。 

最高法院 50 年台上字第 2719 號判例對於非法人團體請求清償票款之訴訟中

謂：「非法人之團體雖無權利能力，然日常用其團體之名義為交易者比比皆是，

民事訴訟法第四十條第三項為應此實際上之需要，特規定此等團體設有代表人或

管理人者，亦有當事人能力。所謂有當事人能力，自係指其於民事訴訟得為確定

私權之請求人，及其相對人而言，若僅認許其為當事人得以其名義起訴或被訴，

而不許其為確定私權之請求，則上開規定勢將毫無實益，當非立法之本意。」本

                                                 

 
617其他如 91 台上第 812 號判決：「合夥具備非法人團體之要件者，固有當事人能力。惟合夥為二

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各合夥人之出資及其他合夥財產，為合夥人全體之公同

共有，公司並不得為合夥事業之合夥人。」80 台上 1963 號於「當事人之適格要件，為法院應依

職權調查之事項。本件被上訴人所訴上訴人侵占「合夥」購買土地價款之事實，其被害之標的應

屬合夥之財產，而「合夥」有當事人能力，合夥之財產又為合夥人全體之公同共有，被上訴人就

關於其與訴外人張鴻章、張福亭合夥營業所生之訴訟，有無逕以自己名義起訴之權限？殊非無

疑。」76 台上第 380 號判決：「縱上訴人係日據時期之公司組織，於台灣光復後未依我國公司法

改組登記為公司，亦應認係民法上之合夥而有當事人能力。」72 台上第 2016 號判決：「在台灣

地區，日據時期已成立之合名會社，光復後，如未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應認其為民法上之合夥，

於裁判上固不妨認其有當事人能力，惟若台灣地區之祭祀公業，不過屬於某死亡者後裔公同共有

祭產之總稱，則難認其有當事人能力。」71 台上第 734 號判決：「依據該契約書之內容以觀，陳

榮壎等十人僅係約定系爭土地之處理，不足證明係約定經營共同之事業，自難認係合夥，且正德

公司既無一定之事務或營業所，亦無一定之目的及章程，核與非法人團體之要件不符，並經台灣

高等法院另案（六十九年抗字第七○九號）民事裁定審認無異。仍難認正德公司有當事人能

力。……原審見未及此，竟謂上訴人正德公司並非合夥，進而據以認定正德公司無當事人能力，

已有未合。」58 台上 1721 號判決：「獨資經營之事業與合夥不同，該事業殊無從認係民事訴訟

法第四十條第三項所稱之非法人團體，倘以該事業之名義為原告或被告，而將原來經營事業之人

列為法定代理人時，自難謂非欠缺當事人能力。」57 台再字第 25 號則就為登記的公司闡述其性

質：「公司未經登記，雖不得認為法人，然仍不失為訴訟當事人之合夥團體 (參閱本院十九年上

字第一四○三號及二十年上字第一九二四號判例) ，非至解散清算完結後，其非法人之合夥團體

不能謂為已經消滅。 (參閱本院十八年上字第二五三六號判例) 如有訴訟之必要，應有當事人能

力。」43 台上第 401 號判決：「上訴人原係由臺灣光復前之林本源興殖產業株式會社改組而成，

因未依公司法辦理登記，不能認為同法第一條之社團法人，而仍應以合夥論，自屬民事訴訟法第

四十條第三項所謂有當事人能力之非法人團體，從而被上訴人以之為被告提起訴訟，尚難謂其訴

訟要件有欠缺。」以上實務均肯認合夥的訴訟上當事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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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一語道破實務處理此類非法人團體，切割訴訟法上當事人能力以及實體法上

權利主體地位的困局。 

有學者亦主張，民事訴訟上之當事人，係有以自己名義接受裁判之意思，亦

即就系爭訴訟標的，可承受判決結果者稱之。而法院之判決，主要在宣示某一權

利義務關係，故以非法人團體為當事人，即承認其可以承受法院就法律關係或具

體權利義務之判斷結果；承認非法人團體有當事人能力，即應承認非法人團體得

透過訴訟確定應否成為該當訴訟標的有關之具體權利義務主體
618

。 

除了上述判決效力的問題外，未具有權利主體地位之團體，在實務登記上每

每需付出更多交易成本。以同為非法人團體的公寓大廈或社區管理委員會為例，

依據內政部民國 85 年 4 月 17 日(85)台內營字第 8502532 號對於「管理委員會是

否具有法人資格及不動產登記之權利主體」解釋如下：「主旨：關於管理委員會

是否得依法具有法人資格又得否為不動產登記之權利主體備乙案，復請查照。說

明：一  復楓丹白露管理委員會八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八十四) 楓字第○六○

號函及郭○東先生八十五年三月十六日申請書。二 按法人係指自然人以外法人係指自然人以外法人係指自然人以外法人係指自然人以外，，，，由由由由

法律創設之團體法律創設之團體法律創設之團體法律創設之團體。。。。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雖依法有當事人能力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雖依法有當事人能力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雖依法有當事人能力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雖依法有當事人能力，，，，惟除另依法取得法惟除另依法取得法惟除另依法取得法惟除另依法取得法

人資格者外人資格者外人資格者外人資格者外，，，，尚不得當然視為法人尚不得當然視為法人尚不得當然視為法人尚不得當然視為法人。。。。如其具有法人資格並依法登記者如其具有法人資格並依法登記者如其具有法人資格並依法登記者如其具有法人資格並依法登記者，，，，自得為不自得為不自得為不自得為不

動產登記之權利主體動產登記之權利主體動產登記之權利主體動產登記之權利主體。。。。」乃以法人資格為是否准予登記之標準，雖公寓大廈管理

委員會依法有當事人能力，然因不具有法人格，仍然不得為不動產登記之權利主

體
619

。有學者即指出，為便於公寓大廈或社區管理委員會的永續經營，此一見解

有進一步檢討之必要
620

。 

另有實務見解認為，非法人團體未具有獨立之人格，無實體法上之權利能

力，原不得為土地登記之權利主體，然為適應社會實際需要，凡經主管機關認許

設立，有一定名稱、組織、事務所或營業所、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並且有特定

                                                 

 
618

 呂太郎，所謂非法人團體之權利能力，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 期，1999 年 8 月，頁 183。 
619

 黃立、陳立夫合著，公寓大廈或社區管理委員會得否登記為房地產所有人的問題，人與地雜

誌，87 年 5 月號，頁--。 
62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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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其財產為團體所有，與其個別財產有別，且日常活動，以團體名義對外進

行，有當事人能力者(民事訴訟法第 40 條第 3 項)，如法院、各級黨部、同學會、

同鄉會、婦女會等，在登記實務上在登記實務上在登記實務上在登記實務上，，，，仍予權宜處理仍予權宜處理仍予權宜處理仍予權宜處理，，，，准許為登記主體准許為登記主體准許為登記主體准許為登記主體，惟對其所惟對其所惟對其所惟對其所

有土地建物處分時有土地建物處分時有土地建物處分時有土地建物處分時，，，，不得僅由代表人或管理人單獨為之不得僅由代表人或管理人單獨為之不得僅由代表人或管理人單獨為之不得僅由代表人或管理人單獨為之，應經由其內部意思機關

決定，並主管機關許可後，再依法定程序辦理621。由此觀之，儘管登記實務上權

宜處理登記主體，非法人團體在處分上仍然相當不便。 

關於上述爭議，學者因此指出，權利義務主體之產生，係基於社會之需要而

來，如果一團體在社會上已將其視為超越其構成員而獨立從事法律活動之主體，

並願意以之為交易對象，法律就有必要確認其法律實體的地位622。 

 

第二款 合夥的有限責任 

合夥人就合夥債務負連帶責任向為合夥的基本概念，惟合夥人得否透過約定

改變其責任範圍？法院實務的態度可由此二判決觀之：26 年上字第 971 號：「合

夥契約訂定，合夥人中之一人，於其出資之限度外，不負分擔損失之責任者，在

各合夥人間，固非無效，但不得以之對抗合夥之債權人。合夥財產不足清償合夥

之債務時，該合夥人對於不足之額亦連帶負其責任。」最高法院 91 台上 1337

號判決亦指出：「合夥分配損益之成數，得以合夥契約或其他特約約定，約定合

夥人之一人僅享受利益不負擔損失，雖不得以之對抗合夥之債權人，惟在各合夥

人間並非無效。合夥人與他合夥人倘有此項約定，該合夥人退夥時，合夥財產縱

有虧損，亦非不得請求他合夥人返還其出資之全部。」由上觀之，合夥約定僅就

出資額負責只有內部效力，因此民法第 681 條是強行法規，合夥人不得透過約定

改變其對合夥債務負連帶責任。 

                                                 

 
621

 李鴻毅，土地法論， 86 年增訂版，頁 217。 
622

 呂太郎，前揭註 618，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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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會計師的責任 

    會計師主要的問題是對於與其沒有直接契約關係的第三人，所需負的民事

賠償責任，由於律師、醫師等專業人員的情形，其服務對象多僅限於與其締結

服務契約者，從而受有損害而得請求賠償之人，亦多僅限於此等人之間，相對

於此，會計師所提供的簽證服務，利用其簽證報告者，除被簽證公司外，尚包

含公司之股東、債權人、金融機構及一般投資大眾，因此會計師提供服務遭受

求償的機率，更加高於其他專業人士，內容也更具多樣性
623

。 

    會計界鑑於國外會計師責任之改革經驗，曾委託學界作相關研究，根據問

卷調查，約有 96％的會計師認為，目前所面臨的訴訟壓力較諸以往來得重
624

。

然而對於避免民事賠償責任之方式，多數會計師均認為，會更審慎選擇客戶，

有學者分析此種結果可能造成的影響包括 1 選擇性挑選簽證客戶，將減少企業

資訊公開量，間接影響資本市場的健全運作；2 其所迴避的高風險客戶，正因

為其資訊揭露不充分，而致風險偏高，若會計師人人迴避查核，則會加深的利

害關係人資訊不對稱，權益反而更加無法保障；3 此種避險方式，最有可能對

於成長迅速的中小企業如創投等，造成歧視，導致其無法自市場獲得所需資金，

影響經濟發展；4 積極活動於企業併購市場的企業，對會計師而言，為一特別

風險形態，會計師若迴避此類企業簽證，可能影響到企業購併；5 由於企業的

國際化，財務經營均日趨複雜，簽證風險隨之提升，若會計師因此迴避此類企

業查核簽證，亦將有礙我國企業之國際化
625

。若民事責任內容過重，很有可能

反使會計師迴避簽證，減損會計師擔任企業公正且獨立的監控角色。 

 

 

                                                 

 
623

 黃銘傑，＜從公司監控之觀點論會計師民事責任制度改革之方向與作法＞，《公開發行公司法

制與公司監控》，2001 年，頁 257。 
624

 周志誠，台灣會計師法律責任之實證研究，會計師會訊，第 202 期，2000 年，頁 7。 
625

 黃銘傑，前揭註 623，頁 257。 



 

 173 

 

 

 

第四款 本文見解 

第一目 合夥的權利主體性 

我國民法體系中，合夥為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屬於非法人團體，就合夥之

財產形成公同共有關係，因此一方面對合夥財產享有所有權，他方面就合夥債務

負連帶責任，乃當然之理626，然人之集合為便利交易，有創設法人之必要，從法

人本質的各種學說中627，亦可認識到，法人實為目的性的創造物，在使一定的人

或財產成為權利義務的歸屬主體，得經由其機關從事法律交易，在社會實際生活

有其自我活動作用的領域，滿足社會生活之需要628。 

創設法人制度的主要理由有二，其一是使多數的人及一定的財產得成為權利

義務主體，便於從事法律交易；其二是將法律的責任限定於法人的財產，俾免個

人的財產因此而受到影響629。 

企業組織能長期穩定經營者，方能傳承經驗累積信譽，而依現行法，合夥由

於不具獨立之法人格，一旦合夥人死亡，除非契約中有繼承人得為繼承之規定，

否則將導致合夥人退夥，若合夥人之退夥使合夥事業僅剩一名合夥人，甚或造成

合夥之目的事業不能完成者，將面臨解散命運，如此一來將扼殺企業永續經營。 

 

第二目 無限責任對於債權人保障的效果 

國家機關保護私權之程序，通常可分為確定私權之民事訴訟程序及實現私

權之強制執行程序兩種，因此，儘管實體法上經由法院獲得勝訴判決，尚須仰

賴強制執行程序進一步實現其權。然而國內債務人往往藉由脫產方式，逃避債

務， 此外，國內報導銀行業者表示，已有愈來愈多會計師和律師進行財產信託，

                                                 

 
626

 黃立，民法總則，2005 年 9 月，頁 107。 
627

 參見王澤鑑，民法總則，2001 年 2 月，頁 162。 
628

 王澤鑑，同前註，頁 162。 
629

 王澤鑑，前揭註 627，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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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遭到民事求償，起碼財產已經移轉，不致於孑然一身630。事實上，專業合

夥人透過將其財產透過移轉給家族成員等方式，亦免除無限責任賠償的壓力，

因此就執行面而言，無限責任未必能真正保障債權人631。 

 

第三目 私法自治原則 

依現行法規定，由於合夥不具權利主體性，合夥人為合夥財產之共有人，

需對合夥財產負連帶清償責任。最高法院 64 年台上字第 1558 號判例要旨謂：「法

人依非訟事件法聲請設立登記後，一經法院依法登記於法人登記簿，即行成立

而取得法人資格，得為權利義務主體，此觀民法第三十條 (舊) 之規定自明。

已經為設立登記之財團法人之董事，無與財團法人對財團法人之債權人負連帶

責任之可言，與民法規定合夥財產為合夥人公同共有，合夥人對合夥債務負連

帶責任者，迥不相向。某私立高級中學，請臺灣台北地方法院准予為財團法人

之設立登記並將聲請登記事項登記於法人登記簿，雖未領得登記證書，但該校

已取得法人資格，上訴人依民法規定之合夥關係，請求為該校董事之被上訴人

對於該校向上訴人所借款項負清償責任，於法無據。」 

    從我國實務解釋得以看出，我國的民法第 681 條為一強行法規，合夥人間有

限責任的約定僅具內部效力，不得以之對抗債權人。另一方面，依照民法第 690

條之規定：「合夥人退夥後，對於其退夥前合夥所負之債務，仍應負責。」及民

法第 691 條第 2 項之規定：「加入為合夥人者，對於其加入前合夥所負之債務，

與其他合夥人負同一之責任。」由此可知，無論加入或退出合夥，合夥人均需面

臨連帶責任的高風險，甚至必須付出相當的資訊成本，徵信合夥及其他合夥人之

財務狀況。 

從私法自治的角度觀之，法律制度的設計是否應凌駕交易當事人對於風險的

判斷？本文認為，法律應設之保護，係提供公平合理之可信賴交易環境，並為相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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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 月 14 日。 
631

 Alan R. Bromberg & Larry E. Ribsein, supra note23, at 113. 



 

 175 

 

 

 

對人提供充分的判斷資訊，使交易相對人得為風險評估，若交易相對人透過合理

的評估所作出的判斷，法律均無加以干涉之必要。 

此外，合夥人對合夥債務負連帶責任，由我國民法規定觀之，民法第 671

條規定，合夥之通常事務可由有執行權之合夥人單獨執行之；非常規事務亦可以

約定由合夥人中之數人或一人執行，依此規定，將可能因為某一合夥人之作業疏

失，而導致其他合夥人同負其責，亦與民法過失原則有所捍格。因此，若能創設

合夥之法人格，即得將合夥與合夥人之權利義務相互獨立，適當限制責任範圍。 

面對各式經濟活動的內在風險性，立法者實不應拘泥於傳統觀念，必須考量

到專門職業有其侷限性，現有法制亦有其盲點，而只有為專業人士提供適宜的組

織形式，保障專業人士的合法權益，才能激勵專業人士為社會提供更完善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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