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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日本與我國公開收購規範對照 

 

規範項目 日本 我國 

公開收購期間 ○1 公開收購期間為公開收

購人公告開使公開收購之

日起 20營業日以上 60營業

日以下之期間（金商法第

27 條之 2 第 2 項、施行細

則第 8 條第 1 項）。 
○2 公開收購人所定公開收

購期間短於 30 營業日時，

目標公司得請求延長收購

期間（金商法第 27 條之 10
第 2 項第 2 款、施行細則第

9 條之 3 第 6 項）。 
○3 公開收購人，於公開收購

期間中，有依公開收購府令

之規定提出訂正申請書之

情形，或依主管機關之命令

提出訂正申請書時，除公開

收購府令另有規定外，須立

即公告或發表該公開收購

期間延長為公開收購府令

所規定之期間（金商法第

27 條之 8 第 8 項）。且可超

過上限之 60 營業日（施行

細則第 13 條第 2 項第 1
款）。 

○4 競爭收購人出現時，公開

收購期間之延長可超過上

限之 60 營業日（施行細則

第 13 條第 2 項第 2 款）。 

公開收購之期間不得少

於 10 日，多於 50 日。有

第 7 條第 2 項之情事（有

競爭收購人出現）或有其

他正當理由者，原公開收

購人得向金管會申報並

公告延長收購期間。但延

長期間合計不得超過 30
日（公開收購辦法第 1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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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收購條件之

變更 

依金商法第 27 條之 6 第 1
項、施行細則第 13 條第 2
項之規定，禁止變更之公開

收購條件包括下列項目： 

○1 調降收購價格。 

○2 減少預定收購有價證券

之數量。 

○3 縮短收購之期間。 

○4 附加金商法第 27 條之 13
第 4 項第 1 款所列之條件，

應賣有價證券數量合計未

達開始公開收購公告及公

開收購申報書中預先記載

預定收購數量之一部或全

部時，不全部收購應賣之有

價證券，即設有預定收購數

量之下限時，提高該數量之

情形。但在公開收購開始

後，對於目標公司發行之有

價證券有競爭收購人出

現，或該競爭收購人提高預

定收購數量時，允許公開收

購人提高上述下限之數量。

○5 延長收購期間超過 60 營

業日。 

○6 變更作為收購對價之種

類。但如是增加應賣股東可

選擇種類之數量時則不受

限制。 

○7 附加金商法第 27 條之 11
第 1 項關於撤回公開收購

之條件時，變更該條件之內

容。 

公開收購人應以同一收

購條件為公開收購，且不

得為下列公開收購條件

之變更： 

○1 調降公開收購價格。 

○2 降低預定公開收購有

價證券數量。 

○3 縮短公開收購期間。 

○4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

之事項。 

（證交法第 43條之 2第 1
項） 

公開收購申報書

之提出 

公開收購人，依公開收購府

令之規定，該開始公開收購

不經由有價證券集中交

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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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公佈之日，須向內閣總

理大臣提出記載收購價

格、收購數量及收購期間等

事項之文書及公開收購府

令規定之附件文書。但應提

出之日為星期日或其他公

開收購府令所定之日時，應

於翌日提出（金商法第 27
條之 3 第 2 項）。 

所，對非特定人為公開收

購公開發行公司之有價

證券者，除簡易收購之情

形外，應先向主管機關申

報並公告後，始得為之

（證交法第 43條之 1第 2
項）。 

應賣股東之解除

權、撤回權 
○1 應賣股東，於公開收購期

間（包括依第 27 條之 8 第

8 項必須延長之期間。）得

隨時解除公開收購相關之

契約（金商法第 27 條之 12
第 1 項）。 
○2 應賣股東依上述之規定

解除契約之情形，於該開始

公開收購公告與公開收購

申報書中附有須依政令規

定之方法解除契約之條件

時，須依該方法。在此情

形，該契約之解除，於政令

規定之時始生效力（金商法

第 27 條之 12 第 2 項）。 

○3 有應賣股東依第 1 項之

規定解除契約時，公開收購

人不得請求因該契約之解

除所生之損害賠償或違約

金之支付。應賣之有價證券

由證券公司或銀行保管

時，該返還所需要之費用由

公開收購人負擔（金商法第

27 條之 12 第 3 項）。 

應賣人向受委任機構申

請撤銷應賣時，除依第 15
條第 3項透過證券商以帳

簿劃撥方式交存有價證

券者，應依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相關規定辦理之情

形外，應以書面為之。但

應賣人於公開收購人依

第一項規定公後，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不得撤銷其

應賣（公開收購辦法第 19
條第 3 項）。 

公開收購之撤回 ○1 公開收購人，於公告開始

公開收購公告後，不得撤回

公開收購人進行公開收

購後，除有下列情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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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收購。但公開收購人於

開始公開收購公告及公開

收購申報書中附有：公開收

購之有價證券之發行公司

或其子公司對於其業務或

財產有重大變更，或其他對

於公開收購目的之大成有

重大障礙之情事時，將撤回

公開收購之條件；或對於公

開收購人有開始破產程序

之決定及其他政令所規定

重要之情勢變更之情形，不

在此限（金商法第 27 條之

11 第 1 項）。 
○2 公開收購人撤回公開收

購時，必須於公開收購期間

之末日前，依政令之規定，

公告撤回公開收購之要旨

及其理由及其他公開收購

府令所規定之事項。並於於

為該公告或發表之日，向內

閣總理大臣提出撤回公開

收購申報書（金商法第 27
條之 11 第 2 項、第 3 項）。

一，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外，不得停止公開收購之

進行： 

○1 被收購有價證券之公

開發行公司，發生財務、

業務狀況之重大變化，經

公開收購人提出證明者。

○2 公開收購人破產、死

亡、受禁治產宣告或經裁

定重整者。 

○3 其他經主管機關所定

之事項。 

（證交法第 43條之 5第 1
項） 

超過預定收購數

量時按比例分配
○1 公開收購人於公開收購

期間中就應賣有價證券之

全部，除有依第 27 條之 11
但書之規定撤回公開收購

之情形，以及於開始公開收

購公告及公開收購申請書

中附有下列條件之情形

外，對於應賣之有價證券，

必須依開始公開收購公告

及公開收購申請書中所記

○1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

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公

開收購人應依同一比例

向所有應賣人購買，並將

已交存但未成交之有價

證券退還原應賣人（公開

收購辦法第 23 條第 1
項）。 
○2 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

共同預定於 50 日內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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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之收購條件，進行該收購

相關之讓與或結算： 
A.應賣有價證券數量合計

未達開始公開收購公告及

公開收購申報書中預先記

載預定收購數量之一部或

全部時，不全部收購應賣之

有價證券。 
B.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合

計超過預定收購之數量

時，不收購超過部份之一部

或全部 
（金商法第 27 條之 13 第 4
項）。 
○2 公開收購人附有上述 B
之條件時，應賣之有價證券

數合計超過預定收購之數

量時，必須依公開收購府令

所定之按比例分配之方式

對應賣股東進行收購相關

之讓與及其他結算（金商法

第 27 條之 13 第 5 項）。 

○3 收購後持股比例達三分

之二時，必須收購全部應賣

股份數（施行細則第 8 條第

5 項第 3 款）。 

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 
額 20％以上股份者 
，除符合一定條件外，應

採公開收購方式為之（證

交法第 43 條之 1 第 3 項、

公開收購辦法第 11 條第

1 項）。 

公開收購期間另

行收購之禁止 
公開收購人，於公開收購期

間（指公佈開始公開收購公

告之日起，至收購人所定之

公開收購期間之末日止，有

延長期間之情形者，該延長

之期間亦包含在內。）中，

禁止再以其他方式收購發

行公司之有價證券。但下列

之情形不在此限：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

自申報並公告之日起至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

止，不得於集中交易市

場、證券商營業處所、其

他任何場所或以其他方

式，購買同種類之公開發

行公司有價證券（證交法

第 43 條之 3 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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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該發行公司之有價證

券之收購，於公佈開始公開

收購公告前締結不依公開

收購程序之契約時，並於公

開收購申報書中載明有該

契約之存在及內容之情形。

○2 與公開收購人有股份所

有關係、親戚關係及其他特

別關係者，依公開收購府令

之規定，向內閣總理大臣申

請其非公開收購人之共同

行為者。 

○3 其他政令所定之情形。 

（金商法第 27 條之 5） 

目標公司之揭露

義務 
○1 目標公司，須於公開收購

府令所規定之場所，於公開

收購公告之日起至政令所

定之期間內，記載關於該公

開收購之意見以及其他公

開收購府令所定事項，向內

閣總理大臣提出表明意見

報告書（金商法第 27 條之

10 第 1 項）。 
○2 表明意見報告書應記載

之內容如下： 
A. 公開收購人之姓名或名

稱、住所或所在地。 
B.對公開收購之意見及其

依據。 
C.決定該意見之董事會決

議之要旨。 
D.目標公司董監事持有與

公開收購有關有價證券之

數量及表決權數。 
E.公開收購人或其特別關

被收購有價證券之公開

發行公司於接獲公開收

購人依第 9 條第 3 項或證

交法第 43 條之 5 第 2 項

規定申報及公告之公開

收購申報書副本及相關

書件後 7 日內，應就下列

事項公告、作成書面申報

本會備查及抄送證券相

關機構： 
○1 現任董事、監察人及持

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超

過 10％之股東目前持有

之股份種類、數量。 

○2 就本次收購對其公司

股東之建議，並應載明任

何持反對意見之董事姓

名及其所持理由。 

○3 公司財務狀況於最近

期財務報告提出後有無

重大變化及其變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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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人若約定提供利益時，該

利益之內容。 
F. 目標公司有防止不當經

營者決定公司財務及事業

方針之措施時，該內容。 
（公開收購內閣府令第 25
條第 1 項） 

○4 現任董事、監察人或持

股超過 10％之大股東持

有公開收購人或其符合

公司法第 6 章之 1 所定關

係企業之股份種類、數量

及其金額。 

○5 其他相關重大訊息。

（公開收購辦法第 14 條

第 1 項） 

公開收購結果之

公告 
○1 公開收購人必須於公開

收購期間末日之翌日，依政

令之規定，公告或公開該公

開收購應賣有價證券數量

與其他公開收購府令規定

之事項。但已依第 27 條之

11 第項規定公告撤回公開

收購者，不在此限（金商法

第 27 條之 13 第 1 項）。 

○2  上述公開收購府令規定

之事項包括： 
A.公開收購人之姓名或名

稱、住所或所在地。 
B.目標公司之名稱、收購有

價證券之種類、公開收購期

間。 
C.於公開收購申報書附有

「應賣有價證券數量合計

未達開始公開收購公告及

公開收購申報書中預先記

載預定收購數量之一部或

全部時，不全部收購應賣之

有價證券」，即設有預定收

購數量之下限時，該條件成

就與否。 
D.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及

公開收購人應於公開收

購辦法第 18 條所定之公

開收購期間屆滿之日起 2
日內，向金管會申報並公

告下列事項： 

○1 公開收購人之姓名或

名稱及住所或所在地。 

○2 被收購有價證券之公

開發行公司名稱。 

○3 被收購有價證券之種

類。 

○4 公開收購期間。 

○5 以應賣有價證券之數

量達到預定收購數量為

收購條件者，其條件是否

達成。 

○6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

量、實際成交數量。 

○7 支付收購對價之時

間、方法及地點。 

○8 成交之有價證券之交

割時間、方法及地點。 
（公開收購辦法第 22 條

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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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收購之數量。 
E.清償之方法及開始日。 
F.公開收購報告書影本提

供閱覽之場所。 
（公開收購內閣府令第 30
條第 1 項） 
○3 公開收購人依上述規定

為公告或公開後，依公開收

購府令之規定，於為該公告

或公開之日，必須向內閣總

理大臣提出記載該公告或

公開內容及其他公開收購

府令規定事項之公開收購

報告書（金商法第 27 條之

13 第 2 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