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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公開收購法制之發展 

第一節  概說 

在金融、資本市場急速變化的今日，為對應金融商品的多樣化，以及

周全對投資人的保護，日本於 2006 年 6 月，國會公佈金融商品交易法，

改組原有的證券交易法，以貫徹投資人保護之規範，便利投資使市場機能

由儲蓄轉為投資為目標，邁向金融市場之國際化。 

 

另外，日本於近年企業併購的案例激增，當然，作為企業併購重要手

法之一的公開收購的件數也隨之增長。並且隨著企業併購防衛政策的多樣

化，公開收購手法也變的複雜。因此，關於今後企業併購的走向，針對在

公開收購程序中，對於收購者、目標公司、股東及投資人情報提供應達如

何之程度；利用公開收購進行合併的過程中，如何追求股東及投資人間之

公平等都是重要的議題。另外，非以企業併購為目的的股權大量取得的案

例也逐漸增加，關於大量持有申報制度之修正也是迫在眉睫。 

 

  日本關於公開收購法制分別於 1990 年、1994 年、2005 年及 2006 年

有數次重大之變革。本文以下第二節將先說明 1990 年修正前之規範，第

三節、第四節、第五節依序說明 1990 年、1994 年、2005 年之修正，第六

節簡介金融商品交易法之修正沿革及重點，第七節及第八節說明 2006 年

公開收購及大量持有申報制度之修正。最後於第九節綜合說明日本公開收

購法制發展之趨勢。 
 

第二節  1990 年修正前之規範 

第一項  立法經緯及旨趣 

 
關於公開收購之規範，日本之所以於 1971 年（昭和 46 年）證券交易

法（以下簡稱「證交法」，未特別說明時均指日本法）之修正中新設，係

因為公開收購之結果將會對公司之經營權以及股東之權益產生重大影

響。且公開收購進行過程中，其資訊是否有充分對股東及投資人公開、是

否確保應賣股東間之公平等情況，涉及股東及投資人權益保護之問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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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公開收購不依照一定之程序，將有可能使證券交易市場失序，尤其是在

公司經營權被強迫移轉之情形。所以在證券交易審議會審議之過程中，絕

大多數意見均認為為了貫徹對股東及投資人的保護以及維持證券交易秩

序，預想隨著資本自由化及經濟發展國際化，外資會進駐日本實行公開收

購，故應該創設能夠適時對應此種情況之法制度。然而，公開收購制度在

日本當時是全新的制度，對於違法收購之情形，日本是否能像美國一樣，

機動性的請求法院下停止命令是一大問題。因此為了確保公開收購人是否

按照事前申請書之記載進行，必須經過大藏大臣2的審查，也就是採行事前

申報制。 
 

如上所述，日本之所以引進公開收購之規範，純粹是預想未來可能發

生之狀況，未雨綢繆的預防性立法，故在早期此一法規範的實用性並不

高。在立法之後有兩件公開收購之案例，1972 年由美國 Bendix（ベンディ

クス）公司發動對汽車機器股份有限公司（自動車機器株式会社）之公開

收購，以及 1975 年沖繩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對沖繩配電股份有限公司進行

公開收購。但是，此兩件案例都並非當初創設法規範時所預想的有爭奪經

營權之情況發生，即並非是敵意併購，均是公開收購公司與目標公司間預

先已有合意，基於雙方之利益所進行之合併3。直至 1986 年美國投資公司

Trafalgar 控股公司（トラファルガー・ホールディングス）與英國的 Glen 
International（グレン・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兩公司收購 Nippon Miniature 
Bearing（ミネベア株式会社）的股份、可轉換公司債及認股權證等有價證

券至持股比例佔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23%。但因當時 Nippon Miniature 
Bearing 亦經營國防相關事業，基於國家安全的考量，收購的審查程序較為

耗時。Trafalgar 控股公司與 Glen International 當初收購是以部分現金與部

分新公司之可轉換公司債作為對價，而轉換之期限也逼近。最後，於 1986
年雙方達成和解，由Nippon Miniature Bearing向Trafalgar 控股公司與Glen 
International 以每股 620 日圓之價格買回 2500 萬股。該外資對日本企業首

例非合意公開收購宣告失敗4。 
 

第二項  規範之內在問題點 

 

在公開收購過程中，證交法所應扮演的腳色，應該是力求公開收購公

                                                 
2 為大藏省之首長，相當於我國的財政部長，2001 年日本中央機關再編之後，大藏大臣更名為

財務大臣。 
3 河本一郎、大武泰南，証券取引法読本，有斐閣，2006 年 2 月，頁 107-108。 
4 佐藤伊里，日本における敵対的買収の研究～3 層構造モデルによる発生要因の分析～，早稻

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博士論文，2004 年，頁 2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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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與目標公司間公開收購投資風險之平衡，維持法制之中立性。是否要對

抗公開收購公司則是委由目標公司股東之投資判斷。 

 

然而，當時證交法就目標公司應對公開收購所採取的行為並沒有完整

的規範，只有在目標公司之董監事對公開收購發表意見之情形設有規定。

因此關於目標公司的防衛政策還是只能在公司法、民法等一般法當中尋求

規範。因為此法制上之闕漏，造成當時證交法中公開收購之規範，出現過

於保護目標公司之傾向。 

 

當時最為學者所詬病的是公開收購的發動採事前申報制。證交法第 27
條之 2 第 1 項便規定公開收購的發動須經大藏大臣之審查，而審查所需花

費 10 日之時間，便可能發生情報洩漏等導致公開收購公司需要負擔不必

要風險之情形。有學者便認為，依公開收購程序下，在申請書發生效力後

進行公告之日起 20 日以內不可以取得有價證券，就算不採事前申報制，

公開收購公司在進行公開收購時有任何違法行為，大藏大臣還是有充分的

時間可以阻止5。又在公開收購過程中有競爭者出現的情形，後發動公開收

購者欲提高收購價格以對抗前公開收購公司，故意延長公開購期間。但當

時證交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第 2 款最長公開收購之期間為公告之日起 30
天，如果超過此期限，就必須要重新提出申請書，再等待審查期間之 10
日6。在分秒必爭的企業併購活動中，這樣的等待期間很容易造成公開收購

公司之損失或增加其收購之成本，證交法如此規定顯然與其應有之中立立

場有違。 
 

又當時證交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第 9 款規定在公開收購申請效力發生

後，不可以變更預計收購股份數、對價的種類等收購條件。因此在目標公

司為了對抗公開收購而發行新股之情形，公開收購公司在對應上便會產生

困難。另外，目標公司將有潛力較賺錢的部門或子公司出售與第三者時，

公開收購公司縱使想調降收購價格，亦為證交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第 3 款

所禁止7。 
 

如此看來，1990 年修正前的規範，的確說不上能夠確保公開收購公司

與目標公司間之公平性，而有很大的可能會讓公開收購公司負擔過多的風

險並且增加收購成本。而且法律偏向保護目標公司，這樣等於是事先替目

標公司股東、投資人判斷適合的投資對象是目標公司，反而有可能剝奪目

標公司股東、投資人獲利之機會。 

                                                 
5 神崎克郎，証券取引法新版，1987 年 8 月，頁 265-266。 
6 龍田節，株式公開買付，矢沢惇編，アメリカと日本の証券取引法下巻，1975 年，頁 527-538。 
7 神崎克郎監修，企業買収の実務と法理，商事法務研究会，1985 年，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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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小結 

 

縱上所述，制定公開收購法制之理由係為了保護目標公司股東及投資

人之權益，但是因為沒有發生實際案例可供參照，無法全面的考慮到公開

收購公司與目標公司間、相競爭之公開收購公司間、目標公司股東及投資

人間之平衡，立法結果上便容易造成偏頗。此階段之立法雖然就公開收購

程序有詳盡之規範，但關於目標公司防衛行為之規範卻付之闕如。如此偏

向目標公司之規範方式，不但會阻礙公開收購公司前進的腳步，也剝奪目

標公司股東及投資人投資判斷之機會。因此，證交法關於公開收購規範在

立法目的上，雖然有意要公正的分配公開收購公司與目標公司間之風險，

但因為實戰經驗之不足，導致規範本身有上述之缺失。 
 

第三節  1990 年之修正內容 

第一項  1990 年修正之意義 

 
在 1990 年之前公開收購制度利用之狀況已如前述，1990 年引進大量

持有申報制度，為了能夠對應金融、資本市場之國際化，參照外國之立法

例進行根本的修正。此次修法有以下兩個重點8： 
 
  第一，係關於資訊揭露部分之修正。在舊法下公開收購之申請係採事

前申報制，向大藏大臣提出申請，經 10 日審查期間後發生效力，而於公

告之後始可進行收購。採事前申報制之缺失已如前述，修正後則是採同時

申報制，公告之後便可開始進行收購。另外新設撤回公開收購申報書、公

開收購報告書等制度；新增公開收購申報書、公開收購說明書之記載事項

等修正。 
 
  第二，在舊法下只有在條文列舉於證券交易市場外進行的收購才有公

開收購規範之適用。但修正後，在證券交易市場外所進行之收購，只限於

幾種特定之情形才免除公開收購規範之適用。即原則上全面的適用公開收

購規範。 
                                                 
8 河本一郎、大武泰南，証券取引法読本，有斐閣，2006 年 2 月，頁 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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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關於資訊揭露之修正 

 
在 1971 年當時，為因應對外開放政策，不得不加緊腳步將公開收購

法制化。但對於外資所進行之公開收購，日本政府仍高度警戒，加上配套

體制不全及經驗不足，於 20 年後始將公開收購之申請改為申報制也是無

可厚非。改為申報制之後可減少公開收購公司進行收購之阻礙，有助於經

濟活動之活絡。 
 

撤回公開收購申報書、公開收購報告書之新設是因為在公開收購申報

書提出之後，除了有提出訂正報告書之情形之外，就沒有其他資訊提供公

開收購進行現狀，此是為了確保公正價格之形成以及收購之有價證券之流

通所引進之規範。 
 

關於公開收購申報書、公開收購說明書之記載事項，主要是為了強化

關於公開收購公司與目標公司間交易資訊之公開，並且在收購條件變更或

撤回公開收購時能夠圓滑的處理。另外，依當時證交法第 24 條之規定，

在公開收購申報書的附件記載事項中，若公開收購公司之收購資金是從銀

行借來時，除非在借入之際有在公開收購申報書上記載以融資充當收購資

金等事項，否則不揭露該銀行之名稱以及金錢消費借貸之契約書，同時亦

不須記載於公開收購說明書上。但有學者認為，收購資金是由哪一家銀行

借入對目標公司之股東來說，也是重要的投資判斷情報，應為記載事項9。 
 

另外此次修正關於公開之文件提供公眾閱覽之期間，依證交法第 27
條之 14 之規定則由 1 年延長為 5 年。這也是為了配合公開收購民事責任

損害賠償的請求權消滅時效的新規定。以往在公開收購制度中並未規定民

事責任，本次修正在因違反法令進行公開收購，或因公開收購公告、公開

收購申報書、公開收購說明書等有不實記載所造成之損害賠償，以及賠償

責任之算定等情形，均有詳細的規定10。 
 

第三項  全面性公開收購規範之適用 

 

                                                 
9 古山正明，企業買収と法制度，中央経済社，2005 年 6 月，頁 31。 
10 河本一郎、大武泰南，証券取引法読本，有斐閣，2006 年 2 月，頁 110。 



 11

公開收購在英美被認為是可節省時間及費用的有效率的企業收購手

法而廣泛的被利用11。因為其具有短期決戰的特性，且是在證券交易市場

外進行，為了能夠顧及對目標公司股東、投資人之保護，設置公開收購規

範，在程序上要求公開收購公司揭露資訊，並就公開收購的條件及方法作

了實體的規範，以確保公開收購公司與目標公司間之對等及目標公司股東

間之平等。 
 

在 1990 年修正後，關於證券交易市場外有價證券之收購行為原則上

全面性的適用公開收購規範，只有某些例外情況才可以免除公開收購規範

之適用。例如，由顯著少數之人（60 日內由 10 人以下購入）收購有價證

券之情形，應賣者通常具有充分的交涉能力，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可不受公

開收購規範之拘束。但是，如果收購之後持股比例超過目標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數三分之一時，因為在商法上已經足以阻止股東會特別決議之形成，

關係到目標公司支配權之變化，對股東會有重大的影響，故仍然須受公開

收購規範之拘束（證交法第 27 條之 2 第 1 項第 4 款）。但是如此規定在實

務上卻造成問題。1991 年 3 月 New Home Credit（ニューホームクレジッ

ト）對國際航業所進行的公開收購，以及 The Daiei（ダイエー）收購

Maruetsu（マルエツ）均僅是實行擔保權，但是擔保權實行後的結果，取

得超過目標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之股份，在 2003 年修正前均要

適用公開收購規範。但一般來說，公開收購應該是向目標公司的股東為收

購的意思表示，經不特定多數之股東為承諾後所進行之活動，上述兩個案

件僅是收購公司實行擔保權而取得股份，並沒有向股東收購有價證券。此

類情形實與公開收購之定義完全不符，並沒有必要適用公開收購規範，因

此在 2003 年修正後擔保權行使的情形便不再適用公開收購規範12。 
 

第四項  其他實體規範上之修正 

 
關於其他實體規範上之修正，有以下四點13： 

 

                                                 
11 公開收購與徵求委託書相比，簡單來說有以下幾個好處：第一，徵求委託書的花費只是純的

支出，公開收購則是對目標公司之投資，成功的話便可直接取得公司之支配權。第二，縱使公開

收購失敗的話，公開收購公司可以將已購得的有價證券出售給目標公司或第三者，以降低投資的

風險。第三，因為公開收購之期間有限，不給目標公司之經營者思考防衛措施的時間，可以節省

獲得支配權的時間和金錢。第四，事先預想目標公司可能有的防衛措施，在目標公司措手不及之

下取得支配權。參考 5L. Loss & J. Seligman, Securities Regulation 2129 (3d ed.,1990)。 
12 坂上真美，公開買付における担保株の法律問題，民商法雑誌 106 巻 6 号，1992 年 9 月，頁

825、民商法雑誌 107 巻 1 号，1992 年 10 月，頁 81。 
13 古山正明，企業買収と法制度，中央経済社，2005 年 6 月，頁 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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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則上允許公開收購公司變更收購條件。但在對應賣股東明顯造成不利

之情形便不允許公開收購公司任意變更收購條件。例如調降收購價格、減

少預定收購之有價證券數量，縮短收購期間等情形仍然禁止變更。以往在

部分公開收購之情形，在公開收購申請發生效力後禁止公開收購公司增加

預定收購數量，為了讓公開收購公司能夠機動性的應付各種情況，新法修

改為原則上承認收購條件之變更。 

 

○2 對價之支付採取選擇性型態也不可違反收購價格均一原則。為了能夠確

保應賣股東間之公平，故要求收購條件必須要均一，特別是收購價格。新

法規定收購有價證券時，對於所有應賣股東的收購價格必須均一。以往的

規定在對價的支付上列了「現金或有價證券」這樣選擇性的對價，因而引

起是否符合收購價格均一原則之質疑。新法則是規定在有多種選擇之對價

之情形下，只要所有的種類均公平的讓應賣股東選擇，而在各個種類當中

做到價格均一即可，種類間不必要價格均一。 

 

○3 延長最長收購期間（延長為開始公開收購公告之日起 60 日內），在有收

購競爭者時，亦容許再延長收購期間。這是為配合隨著公開收購之申請改

為申報制，以及應賣股東撤回期間的延長，公開收購競爭者的出現比率增

加所作之措施。 

 

○4 保障應賣股東之撤回權。關於應賣股東之撤回權，以往的規定是公開收

購之公告之日起 10 日內應賣股東可以行使其撤回權，給予應賣股東在公

開收購開始後還有深思熟慮的期間。但在以往採核准制加上有收購期間的

限制，如有收購競爭者出現，而後者提供的收購價格較為優渥時，往往已

經過了應賣股東的撤回期間。新法則是賦予應賣股東在公開收購期間內均

可行使撤回權之機會，配合公開收購申請程序的簡化。公開收購競爭者的

出現，相對的也讓目標公司股東的投資機會增加。 

 

第五項  小結 

 

距離 1971 年立法以來將近二十年的光陰，本次修正可以看出對公開

收購規範全面性的緩和以及增加其彈性的空間。除了讓公開收購公司可以

更有效的對應收購過程中的突發狀況，也增加目標公司股東的投資機會。

修改掉以往只有徒具「保護股東及投資人」美名，實際上卻有損股東及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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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人投資機會的規範，往平衡利害關係人間的投資風險及回報的方向更邁

進了一步。 

 

第四節  1994 年之修正內容 

第一項  緩和股份回籠禁止與公開收購制度之修正 

 
關於公司取得自己的股份，以往因為有可能發生操縱市場價格、內線

交易等不公正的股份交易，或公司經營者為鞏固自己是力而買回股份等情

形，基本上嚴格禁止公司取回自己之股份。只有在法定例外之情形，才可

取得自己公司之股份。而隨著企業併購之發生逐漸頻繁，公司以取回自己

的股份作為防衛措施之一，因而緩和股份回籠禁止之呼聲逐漸高漲。1994
年及 1997 年修正商法，於股份消除特例法中，追加股份回籠禁止之例外

事由。例如員工庫藏股、股份轉讓限制公司之股東死亡之情形，在公司與

其繼承人間合意由公司買受等情形。之後於 2001 年商法修正中，更改原

則禁止回籠股之方針，轉換為原則上承認公司取回及保有自己公司之股

份，而廢止股份消除特例法，將關於取得自己股份之規定統合在商法第 210
條。當然，股份回籠禁止規範之解禁不代表公司可以為所欲為，仍然必須

要遵守法令。公司取回自己的股份必須要有正當之理由，如經營者為一己

私慾想鞏固經營權自然是不被允許。即使在敵意併購中，以取回自己公司

股份作為對抗，也必須要合理且適當。 
 

允許公司為了自身利益而必須收回股份時，除了在流通市場收購外，

亦可利用公開收購程序。為配合商法之修正，1994 年證交法之修正，在第

二章之二「公開收購之資訊揭露」中新增第二節「發行公司公開收購自己

之上市股份」，並配合修正第一節「非發行公司之公開收購」之規定。本

次修正之證交法第 27 條之 22 之 2 第 1 項規定：「依商法第 212 條之 2 第 1
項之規定，公開發行公司為消除股份於証券交易市場外買回自己的上市股

份時，必須依公開收購程序。」，因此上市股份之發行公司，為了公司之

利益需消除自己的股份，而在證券交易市場外的收購便必須要依循公開收

購之規範。本次新增的公開收購自己股份的具體規範，不管是資訊揭露規

制、實體規範、民事責任等等，均是承襲非發行公司公開收購之架構。但

是，對照兩者的規範，發行公司的公開收購有以下的不同14：第一，發行

公司的公開收購因不具有獲得公司支配權之目的，故沒有必要提出收購目

                                                 
14 河本一郎、大武泰南，証券取引法読本，有斐閣，2006 年 2 月，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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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公司之表明意見報告書。第二，在公司有發生重大事件時，因公司本身

已經知情，公司在公開收購申報書提出之前有未公開的重大事件發生時，

在申請書提出之前應將事實公開，或於公開收購期間中發生時，亦應立刻

公開。 
 

第二項  敵意併購防衛措施與回籠股 

 
早在 1960 年代就有認為作為敵意併購的對抗手法之一，公司取回自

己公司之股份是有必要的15。當時，隨著資本之自由化，外資開始進行對

日本企業的收購。收購者如進行明顯對目標公司有害之行為，若目標公司

喪失支配權，將可能使目標公司蒙受損害以及損害股東之利益。因此，面

對不當之敵意併購時，為避免重大之損害必須要採取一些必要之手段。以

往因回籠股之禁止，目標公司並無法以上述之方式對抗收購者。2001 年之

後，不再限制公司之取得目的，原則上承認公司取得自己之股份，因此以

買回自己公司股份作為敵意併購防衛措施已十分普遍。如前所述，在敵意

併購中，以取回自己公司股份作為對抗之手法要合理且適當，至於如何算

是合理且適當，日本實務上是以此一手法是否為公司迴避重大且急迫之損

害所必要之手段作為是否合理且適當之判斷基礎16。 
 

然而，或許會有人質疑即使公司取得且保有自己公司之股份，並無法

行使表決權，究竟是否能夠有效的對抗敵意併購。但是目標公司著手買回

自己公司之股份，一方面可以提高股價，使對方不足資金買到原先預定的

數量，且整體上降低表決權數，可提高現經營者的持股比例，確保原有之

支配權。或者，公司對於自己之股份雖然無法行使表決權，但可以將這些

股份轉讓給友好之企業，讓其行使表決權，同樣可以達到阻礙收購者掠奪

目標公司支配權之目的。只是，即使加上須是為避免重大且急迫損害之條

件，利用買回自己公司之股份來對抗收購者，仍然存有一些問題。例如，

公司將買回的股份轉讓予第三人，使其得以利用表決權的情形來說，公司

要將自己的股份轉讓給第三人只須經過董事會之決議，但在敵意併購的情

形下，當初與收購者競爭的結果下，可能以較高的價錢買回自己公司之股

份，再轉售予友好之企業時，通常需要壓低價格，而在壓低價格出售自己

公司股份之情形，則必須要有合理的理由，但是為使第三人可行使表決權

來對抗收購者，因收購者未必會破壞目標公司之利益，只是為了鞏固自己

                                                 
15 河本一郎，自己株式の収得禁止緩和論の背景とその根拠，商事法務，No.535，1970 年 2 月

15 日，頁 4。 
16 新谷 勝，敵対的企業買収，税務経理協会，2005 年 3 月，頁 128。 



 15

的經營權壓低股價售出自己公司股份算不上合理的理由。在此種情形，未

有合理的理由廉價處分公司之股份造成公司之損失，董事對公司必須負上

損害賠償責任17。 
 

因此，目標公司的經營者必須慎重的思考以買回自己公司之股份作為

對抗方法是否必要，公司買回自己的股份所可能產生的損害，與讓收購者

成功收購對公司造成的損害比起來何者較嚴重，再作出最終的決定。公司

買回自己之股份，表示是以公司的資產來維持及確保支配權，有學者便指

出這會使得經營者為維持自己的經營權，將公司的資產作個人之使用，尤

其在公司所有與經營分離原則下，經營者本身不持有公司股份，不需承擔

風險，這樣運用公司資產以維持支配權是違反公司支配原理18。 
 

第三項  公開收購自己公司股份之資訊揭露 

 
    發行公司欲公開收購自己公司之股份者，必須於開始公開收購公告刊

載於日報當日，將公開收購申報書及附件項大藏大臣提出（證交法第 27
條之 22 之 2 第 2 項、第 27 條之 3 第 1 項及第 2 項）。公開收購申報書提

出之後，公開收購公司必須盡速將公開收購申報書的影本寄送給證券交易

所及證券業協會，在有競爭者的情況，也要一併寄送給競爭者（證交法第

27 條之 22 之 2 第 2 項、第 27 條之 3 第 4 項）。大藏大臣在公開收購期間

中可以就公開收購申報書上之記載，審查其是否完整及正確，但僅止於形

式上之審查，不及於記載是否真實。而在公開收購申報書及開始公開收購

公告有形式上之不備或記載不充分時，或者因收購條件之變更致重要之記

載事項有變更時，必須要提出並寄送或公告訂正申請書 （證交法第 27 條

之 8 第 1 項及第 2 項、第 27 條之 7 第 1 項）。公開收購申報書及公開收購

訂正書等文件，必須在大藏省受理這些文件之日起至公開收購結束之日起

五年內，置於大藏省證券局、證券交易所、證券業協會，公開收購公司之

本公司或主事務所供公眾閱覽（證交法第 27 條之 14）。 
 
    上述的規定跟非發行公司之公開收購大致相同。但畢竟在發行公司公

開收購自己公司之股份之情形，發行公司就收購目標之有價證券擁有最充

分且正確的情報，為了避免發行公司利用這個優勢，進行內部人短線交易

或趁機操縱市場價格，因此設有獨特的重要事實公開制度。 

 

                                                 
17 岩原紳作，自己株式取得規制の見直し（上），商事法務，No.1334，1993 年，頁 51。 
18 新谷勝，敵対的企業買収，税務経理協会，2005 年 3 月，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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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公司準備進行公開收購時，關於內部人短線交易所規範的「關於

發行公司業務上之重要事項」，如有未依證交法第 166 條第 1 項公開之事

項時，在提出公開收購申報書之前，必須將該重要事實公開（證交法第 27
條之 22 之 3 第 1 項）。又在公開收購申報書提出之日後至公開收購期間截

止前這段期間，發生重大事件時，必須要立刻將該重要事實公開，並且對

於已應賣有價證券的股東，也必須要立即將公開的內容通知股東（證交法

第 27 條之 22 之 3 第 2 項）。至於重要事實公開的具體方法，除了有大藏

省令之規定外，與訂正申請書的提出程序不同，並未直接準用公開收購申

報書等文件放置於證券交易所等處供公眾閱覽的規定。但是既然是關於業

務上的重要事項而必須公開，在公開收購申報書上重要事項漏未記載或有

變更之情形，仍然要按照訂正申請書的程序19。 
 

第四項  小結 

 

1994 年是回籠股禁止原則自由化之開端，也使得在敵意併購中目標公

司防衛手法增加，並將公司買回自己之股份納入公開收購規範當中。因為

伴隨著允許公司取得及保有自己公司之股份，無法避免會有弊案發生。將

取回公司之股份作為防衛手法最終之目的是為了公司及股東之利益，必須

是為防止公司之重大損害。經營者為維護自己的經營權不擇手段，則是逸

脫了作為公司防衛手法之本質。因此，為了避免造成公司及股東之損害，

公司買回自己之股份必須遵守公開收購之規範，做到充分的資訊揭露，另

外有內線交易及操縱市場禁止等規範配合。 

 

第五節  2005 年之修正內容 

第一項  修正法案與現行法 

 
導致 2005 年大幅修正的重要契機是同年 2 月活力門及富士產經集團

（フジサンケイグループ）爭奪日本放送經營權事件（以下簡稱日本放送

事件20）。事件的發端為活力門利用時間外交易的一種 ToSTNeT21（Tokyo 
                                                 
19 古山正明，企業買収と法制度，中央経済社，2005 年 6 月，頁 65。 
20 詳細內容請參閱本論文第三章說明。 
21 此為盤後交易系統，東京證券交易所於 1998 年 6 月 29 日建立 ToSTNeT 電子交易系統，此係

專為「大額」及「投資公會」支配對交易所設計之電腦系統，大額交易買賣雙方可透過系統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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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 Exchange Trading Network System）－1 大量取得日本放送的股份，

此事件引起對於場外交易與公開收購規範之檢討，因而有本次之修正。關

於公開收購規範之範圍變動之部分說明如下22： 
 

2005 年修正前證交法第 27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對於附新股認購權公

司債及其他政令規定之有價證券等（以下本章及第 27 條之 30 之 11（第 4
項除外）中簡稱「有價證券」）必須提出有價證券報告書23之發行公司之有

價証券，依該發行公司以外之人於證券交易市場外所進行之收購（指有價

證券之收購及其他有償的讓與，包含政令所定與此相類似者，本節以下均

同。），必須依照公開收購程序。但下揭有價證券之收購不在此限。」另

外，為公開收購規範除外規定之一的同項第 4 款規定：「在政令規定的情

形下由顯著少數之人收購有價證券（限於為該有價證券收購之人及其特別

關係人24之持股比例合計不超過三分之一之情形。）。」 
 

修正後證交法第 27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對於附新股認購權公司債及

其他政令規定之有價證券等（以下本章及第 27 條之 30 之 11（第 4 項除外）

中簡稱「有價證券」）必須提出有價證券報告書之發行公司之有價証券，

依該發行公司以外之人於證券交易市場之有價證券買賣（依競價以外之方

法作為有價證券之買賣等內閣總理大臣所規定之方式（在第 4 款稱為「特

定買賣」）除外，於第 1 款亦同。）所進行之收購（指有價證券之收購及

其他有償的讓與，包含政令所定與此相類似者，本節以下均同。）除外，

均須依照公開收購程序。但下揭有價證券之收購不在此限。」而於公開收

購規範除外規定中新設同項第 4 款之規定：「依特定買賣收購有價證券後

該收購者與其特別關係人之持股比例合計未超過三分之一之情形，依該特

定買賣之有價證券之收購。」。修正前第 4 款之規定移為第 5 款。 
 

對照修正前後之規定，新法下仍然維持即使是對顯著少數之人收購有

價證券之情形，若持股比例合計超過三分之一的話，須強制適用公開收購

                                                                                                                                            
交易條件之協議。ToSTNeT －1 是以單一種類交易及籃子式交易為對象，另外，為因應投資人

不同需求，交易所於 1998 年 8 月 7 日引進 ToSTNeT －2，以收盤價格執行交易。參考東京證券

交易所關於 ToSTNeT 之說明，網頁資料 http://www.tse.or.jp/rules/tost/index.html （上網日期

2007/08/22）。 
22 古山正明，企業買収と法制度，中央経済社，2005 年 6 月，頁 99-100。 
23 相當於我國證券交易法第 36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財務報告。 
24 特別關係人之定義詳見金融商品交易法第 27 條之 2 第 7 項之規定：「第一項所稱之「特別關

係人」係指下列各款之人： 

一 與有價證券之收購人，有股份之所有關係、親屬關係及其他政令所定之特別關係者。 

二 與有價證券之收購人間，共同取得、讓與該有價證券、共同行使做為該股票發行公司之股東

之表決權或其他權利，或收購該有價證券後相互讓與該等有價證券，或對讓與之事有合意。」 



 18

之規定。因即使是自極少數人中取得股份，但已產生變更目標公司支配權

之可能而影響股東，故原則上仍要適用公開收購規範。而針對日本放送事

件，原則上除了證券交易市場內的買賣之外，均要適用公開收購規範，而

盤後交易之情形，雖然是證券交易市場內之買賣，但因係屬特定買賣之情

形，如收購後持股比例超過三分之一時，仍須依公開收購之程序。 
 

第二項  時間外交易與公開收購規範 

 
在證券交易市場中，有時間內交易與時間外交易25，證交法的公開收

購規範是將證券交易市場外的收購均納入規範，證券交易市場內的收購，

因為有大量持有報告書制度，故為公開收購規範範圍之外。以下先就時間

內交易與時間外交易為說明。 
 

時間內交易是在證券交易所內，分為兩個時段，上午 9 時至 11 時，

下午 12 時 30 分至 3 時，以價格、時間優先為原則，依拍賣的方式進行。

不特定多數的投資人匿名參加，參考資訊揭露的情報及市場價格為投資判

斷進行買賣。2004 年證交法修正後，為了重整市場中之競爭制度架構，課

予證券公司最佳執行義務26（證交法第 43 條之 2）。在證券交易市場內保障

近乎完全競爭之狀態，維護投資人間之平等，促進有價證券之流通。 
 

相對的，時間外交易則有各式各樣的形態，在日本放送事件中活力門

所利用的就是東京證券交易所設置的 ToSTNeT－1 中的單一種類交易。

ToSTNeT－1 是為因應機關投資家各種交易的需求，買家要購買單一種類

股票時先透過匿名的網路系統尋找交易對象，然後進行個別條件的交涉進

而使交易成立。在不特定多數投資人以匿名之方式進行交易這點上與場內

交易無異，但價格優先與時間優先原則並不適用。交易價格是於交易前以

一般價格作為基準，在上下 7%的範圍內為個別交涉，因此，無法保障投

資人間之平等。雖然有公開個別種類之交易內容、總交易金額，但畢竟是

盤後交易，無法像時間內交易般反應瞬息萬變的市場價格，故流動性也較

低27。考慮上述 ToSTNeT－1 的特性，究竟 ToSTNeT－1 是否要需要適用

公開收購之規範，仍存有許多疑問。在 1990 年導入公開收購規範時不將

證券交易市場內之交易納入規範之理由在於，市場交易即證交法上證券交

                                                 
25 日文原文分別為「立会内取引」與「立会外取引」，即我國的盤中交易與盤後交易。 
26 指基於各公司所揭露的交易情報，斟酌價格、成本、速度、執行可能性等條件，執行對顧客

最有利的條件之義務。參照中西健太郎、小倉貴幸，証券取引法上の最良執行義務導入等に伴う

関係政令等整備の概要，商事法務，No.1726，2005 年 3 月 25 日，頁 31。 
27 古山正明，企業買収と法制度，中央経済社，2005 年 6 月，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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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之交易，就該市場具有自由且公開之本質，只要不違反法令即可，再

多加特別的規範並不妥當，且即使不加上特別的規範對投資人之保護亦無

影響28。 
 

直至 1998 年設立 ToSTNeT 系統，此一理由是否能用於場內交易與場

外交易則還有討論的空間。在企業併購的場合下，大量收購有價證券時，

若是時間內交易的情形這樣的資訊會立刻反映在股價上，但時間外交易卻

不然。時間外交易無法保障投資人間之平等，在日本放送事件中，活力門

利用東京證券交易所設置的 ToSTNeT－1，收購日本放送 29.6%的股份，

總計持有日本放送 35%之股份。當時的爭議在於 ToSTNeT－1 是否該當當

時證交法第 27 條之 2 第 1 項本文所規定的「於證券交易市場外之收購」。

若將 ToSTNeT－1 解為證券交易市場外之交易的話，活力門未依公開收購

程序取得超過日本放送已發行股份三分之一之股份便是違法。當時東京地

方法院及高等法院均認為 ToSTNeT 交易屬於證券交易市場之交易29，因此

活力門之收購未依公開收購程序收購日本放送之股份並不違法。但以

ToSTNeT 系統來說，ToSTNeT－2 是以時間優先的原則在運作，與場內交

易之特質較相近，勉強還能解釋為證交法第 27 條之 2 第 1 項的證券交易

市場內之交易，但 ToSTNeT－1 完全是個別交易，沒有時間優先及價格優

先原則，學者認為應無法免除公開收購規範之適用。因日本放送事件之影

響，金融廳事後修正證交法第 27條之 2第 1項，將ToSTNeT－1及ToSTNeT
－2 定義為雖為證券交易市場內之交易，但屬於特定買賣，如果用此種方

式收購有價證券致收購後持股比例達三分之一以上時，就必須依照公開收

購程序30。 
 

第三項  小結 

 
時間外交易因為是在場內交易時間外進行，收購者利用此種交易大量

收購有價證券時，其影響並不會立即反映在股價上。關於企業併購之情報

偏在收購者之一方，為保護投資人有必要利用公開收購法制來規範。日本

放送事件點出了 ToSTNeT 系統在企業併購上之漏洞，此次修正引進特定

買賣制度，將 ToSTNeT 交易納入公開收購規範之範圍。但若收購之數量

並不足以變更目標公司之支配權進而影響股東時，則沒有公開收購之必

                                                 
28 古山正明，企業買収と法制度，中央経済社，2005 年 6 月，頁 103。 
29 東京地方法院判決，2005 年 3 月 11 日，金融‧商事判例 1213 號，頁 2。東京地方法院判決，

2005 年 3 月 16 日，金融‧商事判例 1213 號，頁 21。東京高等法院判決，2005 年 3 月 23 日，

金融‧商事判例 1214 號，頁 6。 
30 河本一郎、大武泰南，証券取引法読本，有斐閣，2006 年 2 月，頁 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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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為公開收購作為企業併購的手法之一，證交法應僅是提供一個最低

限度之規範，不應過分干涉市場交易活動，故設有持股三分之一之比例作

為基準。 
 

第六節  金融商品交易法修正之背景與經緯 

第一項  金融商品交易法修正之背景 

 
以往在日本的金融服務法體制下，以金融業的種類為區分作縱向的規

範為其特徵之一。在縱向的規範型態下，區分為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

司，並明確規定各金融業的業務與商品的範圍，原則上禁止跨種類兼營。

在這樣的體制下，商品販賣的規定當然也依業者的類別而不同。 
 

然而，這樣的縱向規範型態有三大問題點31： 
 

第一，在開發出新的金融商品或服務時，便會產生不清楚此金融商品

或服務究應由哪一個法律規範，歸由哪一個監督機關，交由哪一種業者處

理等等問題。至 1980 年代為止，每當開發出一種新金融商品或服務時，

都會出現大藏省32的銀行局與證券局爭執權限的情形，導致證券公司或銀

行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扭曲制度的設計。例如，為了保護由證券公司所獨占

的公募公司債市場而抑制私募公司債的發行；本來應該是短期公司債的商

業本票（Commercial paper），銀行為了將之納為銀行可處理的業務範圍之

一，而將其定義為本票。 
 

第二，在縱向規範體制下，市面上所流通販賣的金融商品或服務，因

不清楚其是由哪一個法律規範，歸由哪一個監督機關，而未受有效的法律

規範，致使投資人蒙受損害的事件也不少。如此事件最容易發生在未在主

管機關監督管理之下的業者販賣新商品的情形。典型的案例有 1996 年至

1997 年的「和牛商法事件」33、2002 年強迫性的勸誘和詐欺性的說明成為

                                                 
31 大崎貞和，解説金融商品取引法，弘文堂，2006 年 8 月，頁 6-7。 
32 日本中央行政機關之一，主要管財政、金融、貨幣以及稅務等，2001 年日本中央官廳改革後，

目前稱為財務省。約相當於我國的財政部。 
33 所謂的「和牛商法」是指不肖業者以「投資和牛小牛的飼養費用，將來長大變成成牛賣出時

可賺取大量的金錢」為手段，向投資人詐騙金錢，此處的商法指的是商業販賣的手段，並非法律。

網頁資料：日本消費者協會 http://www1.sphere.ne.jp/jca-home/joho/joho5.html (上網日期

200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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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問題，以及促成 2004 年金融商品販賣法修正之外匯買賣投資人受害

事件34。 
 

第三，對於已受規範的業者而言，在開發新金融商品或服務時，不但

無法預見將受哪一法律規範及哪一主管機關管理，甚至開發出來的商品最

後被劃分為其他業者種類，努力的心血都化為泡影。綜合上述，可知縱向

的規範型態有妨礙金融技術革新及阻礙競爭等不良影響。 
 

在 90 年代之後，不再禁止跨種類兼營，出現企業集團，銀行拓展證

券業務，證券仲介業制度之創設等等，都讓以金融業種類所做的區分變的

曖昧不清，即便如此縱向的規範型態在法制上仍然延續許久。 
 

隨著世界金融革新的發展，透過証券等各種不同金融商品融資的方式

與日俱增，更加突顯上述縱向的規範型態的問題點。在證交法下，因為受

規範的有價證券只限於法條上所列舉，而無法涵蓋新產生的金融商品，並

且，縱使將之定義為有價證券，銀行等金融機關便無法處理與新商品有關

之事務，亦會產生問題。因此，身為大藏省諮詢機關的證券交易審議會，

為對應金融革新而針對法律整備進行檢討。1991 年 5 月所提出的證券交易

審議會的報告書中提到，為了因應今後所可能出現的新金融商品，有必要

修正證交法中有價證券之列舉規定，改為例示規定並增列概括條款，以擴

大有價證券的概念35。 
 

可惜的是，基於此報告書而進行的 1992 年證交法的修正，卻未能導

入廣泛的有價證券的概念，僅為了能對應商業票據、住宅貸款債權信託、

可轉讓存款證書等幾項商品，進行個別列舉條款的修正。有學者指出此結

果是，因為違反證交法係科以刑罰，必須要明確規定有價證券的概念，始

符合罪刑法定，這樣的概念仍然根深蒂固所致36。直至 1997 年，日本才正

式開始著手修正縱向的規範型態。 
 

                                                 
34 日本外匯保證金的交易，在 1999 年修正外匯及外國貿易法後開放外匯買賣，投資人寄託一定

的委託保證金予相關業者，然後可進行該保證金 10 倍乃至 15 倍金額的外匯交易。當時關於外匯

保證金的交易並沒有直接的監督取締規範，交易型態也不統一，除了有期貨交易業者、證券交易

業者外，獨立的其他業者也不少，因此引發不少問題。2002 年及 2003 年發生的事件是業者針對

投資經驗少的老人進行勸誘，在沒有充分說明下，引導被害人進行高額的交易。 
35 証券取引審議会報告，証券取引に係る基本的制度の在り方について，資本市場研究会編，

1991 年 8 月，頁 3-10。 
36 近藤光男、吉原和志、黒沼悦郎，証券取引法入門，商事法務，2003 年，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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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金融商品交易法修正之經緯 

 
金融商品交易法(以下簡稱「金商法」)是修正日本在 1948 年所制定之

證交法並變更其名稱而來，嚴格來說應該是修正後的證交法。原本證交法

之規範對象都僅止於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2006 年 6 月，日本國會公佈

的證交法一部修正案（2006 年法律第 65 號），將規範範圍擴大至包含銀行、

保險的金融商品37，設計為橫貫性的投資人保護規範，並將證券交易法改

名為金融商品交易法，故實質上而言，金融商品交易法不論是在名稱或是

內容上，都可以說是一部新法律。 
 

第一款 金融商品交易法修正之階段 

 
金商法的範圍包含證券、銀行、保險等，內容龐雜，其修正自然不是

一蹴可幾，其修正主要可以分三個階段38： 
 
一、第一階段 
 

日本為強化金融市場的國際競爭力，大藏省於 1997 年 7 月設置「新

金融導向研討會」，開始檢討以業分類縱向行政規範的適當性，此研討會

以 1986 年倫敦證券交易所的大爆炸改革時所制定的整合性投資人保護規

範之金融服務法為藍本，並以制定包含多樣化金融品的日本版金融服務法

為目標。 
 

新金融導向研討會經過一年的議論，於 1998 年 6 月整理論點，並於

2000 年修正投資信託法以及制定金融商品販賣法。2000 年 7 月，大藏省

金融企劃局的權限被更動，關於銀行、保險、證券三部分的政策擬定、監

督等改由金融廳39負責，建立類似英國 FSA（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
的監督機關。此研討會之建議固然導致一定修法或立法的成果。但金融商

                                                 
37 關於日本金融商品交易法上「金融商品」，相較於證券交易法之規定，在有價證券的部分增加

了信託受益證券、抵押證券，並擴大附選擇權證券的範圍。在視為有價證券的部分，新增信託受

益權、無限公司或兩合公司之社員權以及集體投資計畫。其他有關金融商品之範圍及定義，因主

題及篇幅所囿，在此不予贅述。 
38 黒沼悦郎，金融商品取引法入門，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6 年 8 月，頁 14-16。 
39 日本中央行政機關之一，獨立於內閣府之外，負責國內外金融政策之擬定、金融機關的監督。

約相當於我國的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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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販賣法亦僅是在包含銀行、保險的「金融商品」上具有整合性之意義，

且此法之整合性規範僅及於販賣、勸誘方面設有整合性之規範，在制定整

合的監督機制上也完全沒有積極的方案，實在稱不上是具有整合性投資人

保護規範之日本版金融服務法。 
 
二、第二階段 
 
  2002 年至 2003 年發生外匯買賣投資人受害事件，在當時的法制之下，

就外匯交易沒有交易程序規範，亦沒有設置監督主管機關，充分顯示規範

的不足。另外，既存的規範中，類似的商品間存有不同的交易規範與監督

體制也是問題之一。例如，損害保險（由保險業法規範）與衍生性金融商

品（由金融期貨交易法規範）、衍生性金融商品存款（由銀行法規範）與

金融期貨交易（由金融期貨交易法規範）等，即使經濟機能相同或類似，

卻由不同的法律規範。信託投資業可以投資有價證券或不動產，但是在投

資顧問的情形，卻分有證券投資顧問業與不動產投資顧問業，如此區分規

範的用意亦不明確。 
 

因有上述之情形，金融廳的金融審議會第一部會在 2003 年 12 月整理

的部會報告「邁向以市場機能為中心之金融系統」中，指出對於多樣化金

融服務導入整合性規範之必要性，並提出關於提升投資人保護的投資服

務，以證交法為中心檢討其應有之規制。 
 
三、第三階段 
 

2004 年起，金融審議會第一部會更進一步進行檢討，在 2005 年 7 月

公佈部會的「中間整理」中明確的提出制定以英國金融服務‧市場法為範

本的投資服務法40。並在同年 12 月提出投資服務法報告書，這份報告書中

指出應修正目前縱向的金融業規範，且對於具有相同經濟機能之金融商品

應不問金融業的型態而統一適用投資服務法。惟對於當時已有其他規範規

定之金融商品（商品基金、不動產特定共同事業之出資比率、商品期貨），

報告書中並未明確指出是否同受投資服務法之規範，只謂需斟酌各法與投

資服務法之適用關係。另外在關於規範對象範圍，是要停留在「投資服務

                                                 
40 在 2003 年的部會報告書及此處的中間整理均使用「投資服務法」一詞，有別於「金融服務法」，

「投資服務法」是指只規範股票及投資信託等投資風險較高的金融商品之法制，而「金融服務法」

則是更廣泛包括銀行及保險全面性金融商品之規範。1997 年開始之金融制度改革的最終目標是

建立金融服務法，而投資服務法則是階段性之成果，直至 2006 年 6 月公佈之證券交易法修正案

尚停留在投資服務法之階段。參照神田秀樹，新しい金融の流れに関する懇談会「論点整理」に

ついて証券業報 570 号，頁 11。神田秀樹編，投資サービス法への構想，財経詳報社，2005 年，

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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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是進一步擴張至「金融服務法」的議題上，亦僅停留在投資服務法，

但是提出希望有餘力進一步檢討金融服務法之結論41。 
 

提出於國會的金商法案中，關於整合性投資服務法部分是參照上述投

資服務法報告書作成。在國會的審議中，雖未對法案內容做太大的修改，

但是眾議院財務金融委員會則就市場監督機能之強化、課徵金之提高以確

保其實質抑制效果，監察法人制度之檢討、金融服務法的進一步檢討等事

項進行附帶決議。於 2006 年 6 月 7 日通過證券交易法修正案即金融商品

交易法，並於同年 6 月 14 日公佈。 
 

茲將上述修法前後之規範變化整理為下圖： 

 
 

第二款 金融商品交易法修正後之主要內容 

 
一、金融商品交易法之四個基柱 
 

金商法的內容，可以分為四個主要的部分42： 
                                                 
41 金融審議会金融分科第一部会，投資サービス法（仮称）に向けて，2005 年 12 月 22 日，頁

6-9、41。 
42 松尾直彦、池田唯一、三井秀範，新旧対照金融商品取引法－金商法および関係法令の概要

と主要条文，金融財政事情研究会，2006 年 8 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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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關於投資服務法之部分。包括化、橫貫化規範之商品、服務，

明確集體投資計畫之包括定義，及擴大衍生性金融商品之交易範圍。另外

擴大相關業者之業務範圍，將投資人分為專門與非專門投資人，並因應業

務之類型做不同之規範，放寬對於專門投資人之業務規範。 
 

第二，關於整頓資訊揭露制度之部分。在以儲蓄邁向投資為目標的金

商法下，需要公正的價格以確保市場機能，因此市場的信賴性及透明性就

更顯的重要。本次修法內容具體而言有，明文規定季報制度，關於財務報

告內部控制之強化，公開收購及大量持有申報制度之重新檢討。 
 

第三，關於交易所自主規制適切營運之確保。為了提升場內交易之公

正性、透明性及其服務品質，金商法規定經由內閣總理大臣之認可，可將

自主規制業務之全部或一部委由自主規制法人，但自主規制法人之理事須

有過半數之外部理事 （金融品交易法第 102 條之 2、第 102 條之 23）。 
 
    第四，提高罰則，特別是扭曲、干擾市場交易秩序之證券詐欺、市場

操縱與散佈流言等行為之刑事罰則。 
 

金商法基本上維持證交法的架構，主要可以分成有價證券的揭露義務

以及進行有價證券、衍生性金融商品投資勸誘時說明義務之規範；禁止不

公正交易之規範；關於金融商品交易業者的申請、登錄及行為等業者之規

範；以及關於交易所的規範等部份。並將外國證券業法、證券投資顧問業

法、抵押證券業法以及金融期貨交易法等相關法律整合入金商法後，廢止

上述法律。43 
 

第七節 2006 年之修正內容 

第一項  概說 

 
一、檢討之背景 
 

公開收購制度是在進行影響公司經營權有價證券之交易時，對投資人

                                                 
43 松尾直彦、岡田 大、尾崎輝宏，金融商品取引法制の概要，商事法務，No.1771，2006 年 7
月 5 日，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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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事前資訊的揭露，給予股東平等的出售自己股權的機會，而要求收購

者遵守一定規範之制度。日本於 1971 年受到英美的影響，將公開收購制

度導入證交法。之後於 1990 年，隨著企業併購的活絡，公開收購大量被

應用，日本參照他國的經驗，連同大量持有申報制度的導入，進行全面的

修改。近年則是為迅速及簡化企業體改造的程序，多次進行修正。 
 

在歐美各國，特別是資本市場高度發展的英國與美國，公開收購制度

積極的被應用在敵意併購的情況。相對的，在日本因為相互持有股份的情

形普遍，要進行敵意併購十分困難，也從來沒有意識到敵意併購的可能

性，幾乎都是友好併購或者企業集團之改造所進行之併購。 
 
  1990 年證交法之修正，規定在交易所市場外由超過 10 名之人收購超

過 5％之股權時，課予實施公開收購之義務。另外若是收購完後，持股比

例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三分之一，縱使收購之對象未超過 10 名，仍然

有實施公開收購之義務。以往曾有對此強烈批判之見解，認為若是在收購

關係企業的股權時，也要經過公開收購的手續，則會阻礙企業集團再造，

而主張在由少數人取得股權之情形，不應強制其實施公開收購之手續44。

但 2003 年首先有 Steel Partners 對於 YUSHIRO 化學工業（ユシロ化学工

業）以及 SOTOH（ソトー）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敵意併購；接著有 2005 年

2 月日本放送事件；同年 10 月樂天大量收購東京放送（TBS）的股權欲取

得其經營權。因此上述之見解在近年敵意併購的案例增加之後以不復存

在。 
 

因此，公開收購規範由以往被認為是牽制企業活動自由，轉而變成為

了經營者能夠對應敵意併購的威脅所必要的規範。經濟界對於公開收購制

度之評價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為了企業之防衛應強化目前之規範的

呼聲也逐漸高漲。但另一方面，由敵意併購中的收購者的角度來看，以往

的規定也是有令人詬病之處。例如 2005 年 7 月夢真控股公司（夢真（ゆ

めしん）ホールディングス）對於日本技術開發公司進行公開收購，日本

技術開發公司為了對抗而進行股份的分割。在此情況下，夢真控股公司是

否可以撤回公開收購或者降低收購之價格成為重要的爭議45。假設不承認

夢真控股公司可以撤回公開收購或者降低收購之價格，股份分割對於收購

的防衛政策上就有很大的意義，而對於收購者會有不利之影響。而在本案

中，夢真控股公司在日本技術開發公司決議進行股份分割時，也表示可能

會撤回公開收購，或者依照分割的比率增加收購之股權數，或者調整收購

                                                 
44 2003 年度日本経団連規制改革要望，さらなる規制改革の推進に向けて，2003 年 10 月 21 日，

頁 1-5。 
45 太田洋，日本技術開発の株式分割差止仮処分命令申立事件，商事法務 No.1742，2005 年 9
月 15 日，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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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價格，並於同年 7 月 21 日向東京地方法院申請停止日本技術開發公司

分割股份的假處分。金融廳之後表示認同夢真控股公司公佈內容之意見，

惟於同年 7 月 29 日，東京地方法院認為股份之分割並不影響公開收購之

進行，駁回夢真控股公司的假處分申請。最終，應賣的股份數未達夢真控

股公司預計收購之股份數，對於日本技術開發公司之收購計畫乃告失敗46。 
 

故於 2005 年 7 月之後，金融審議會下的公開收購制度研究小組開始

進行公開收購制度修正之審議。而於 2006 年 6 月 14 日公佈之金融商品交

易法中，關於公開收購制度修正之部分，由 2006 年 12 月 13 日起施行。 
 
二、修正重點 
 

2006 年公開收購規範之修正，主要可以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修正與明確化公開收購規範之範圍。以往只有證券交易市場外

之收購列入規範範圍，但在日本放送事件發生後，突顯出結合內外交易市

場進行收購之規範漏洞，故重新界定公開收購規範之範圍。 
 

第二，充實對股東、投資人資訊之提供，確保其思慮之期間。 
 

第三，放寬以往嚴格限制的公開收購撤回事由及收購條件之變更，使

收購公司能夠應對目標公司之收購防衛策略。 
 

第四，在取得超過三分之二之表決權股時，課予收購公司全部收購之

義務。 
 

第二項  擴大公開收購規範之適用範圍 

 

第一款  適用範圍之修正概要 

 
本次修正擴大金商法第 2 章之 2 第 1 節關於由發行公司以外之人所進

行股份之公開收購（以下簡稱「公開收購」）規範之適用範圍，並變更金

                                                 
46 商事法務 News，エイトコンサルタント、日本技術開発株式の公開買付けを開始――夢真ホ

ールディングスの公開買付けは過半数確保に至らず，商事法務 No.1740，2005 年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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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第 27 條之 2 第 1 項關於適用範圍之規定之架構。原本該項之規範方

式為本文規範原則上應適用公開收購之情形，例外之情形列舉規定於同項

但書之各款。修正後改為本文規定原則上應適用公開收購之情形，並列舉

於同項各款，至於例外之情形則以列舉之形式規定於但書及施行細則第 6
條之 2。 
 

本次修正關於適用之範圍，新增加了結合有價證券交易市場內外快速

且大量之收購及於已有收購者實施公開收購之期間中大股東所進行之收

購等情形，必須適用公開收購之規範。另外關於不適用公開收購之例外情

形，亦有以下之變更：○1在特定收購47之情形，收購之後持股比例達三分

之二以上時，仍然要依公開收購程序。○2 欲收購之有價證券之持有人未滿

25 人時，經全體持有人之同意不經公開收購之情形，如收購後持股比例達

三分之二以上時，除滿足一定之要件外48，仍須依公開收購程序。○3 因行

使取得請求權、或附取得條款之股份或新股預約權取得有價證券之情形，

不須適用公開收購規範（施行細則第 6 條之 2 第 1 項第 11 款、第 12 款）。 

 

第二款 追加適用公開收購規範之交易類型 

 

一、於有價證券交易市場內外之快速且大量之收購 

 

1.修正之背景與修正內容 

 

修法前，在證券交易市場外的買賣，即使是由少數人中買入，若是收

購完後，持股比例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三分之一，仍課有公開收購之義

務（即所謂的三分之一規則，舊法第 27 條之 2 第 5 款）。關於此規定，可

以預想可能會出現例如在證券交易市場外購入 32%之股權，之後在證券交

易市場內買入 2%之股權，或是以第三人分配增資49的方式進行交易，而不

依照公開收購的途徑取得超過三分之一之股權的情況。例如，2005 年 9 月

                                                 
47 指持有目標公司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超過 50%之人，由 100 名以下之人收購目標公司之有價

証券。 
48 府令第 5 條第 3 項。詳見本節第三項第三款二之說明。 
49 指對於有業務協力的相對人、客戶或與該公開發行公司有特定關係者，授與新股買受權而發

行新股；常利用於為強化與業務協力者間的關係或經營狀態惡劣股價低迷但無法為普通增資等情

況。（資料來源：東京證券交易所網頁 http://www.tse.or.jp/glossary/gloss_t/daisansha.html 上網日

期 2007/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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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基金（村上ファンド）大量取得阪神電氣鐵道的股份時，除了運用在

證券交易市場外由 10 名以下的少數人（不成為公開收購規範對象）中購

入佔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下之股份此一手法外，尚利用於證券交易

市場內的收購或轉換附新股預約權公司債，與子公司交換股份等各式各樣

的手段取得股份。結果，沒有經過公開收購就取得阪神電氣鐵道 40%的股

份。此案件浮出檯面後，顯示現行的三分之一規則完全沒有辦法防止收購

公司對於一般投資者以及目標公司之突襲。 
 

因此，金商法第 27 條之 2 第 1 項列了五款應履行公開收購程序之情

況，其中第 4 款規定「於施行細則所定不超過 6 個月之期間內取得超過施

行細則所定比例之有價證券或依發行新股取得有價証券（指取得該有價證

券之發行公司新發行之有價證券，本款以下均同）之情形（限於進行有價

證券之收購時，依特定買賣或於證券交易市場外所進行之收購(依公開收購

者除外)之方式收購超過施行細則所定比例之有價證券。），於該收購或依

發行新股取得有價證券後，該收購者就該股票之持股比例超過三分之一之

情形（前三款之情形除外）。」為對應上述之脫法行為，將結合證券交易

市場內外之快速且大量之收購，於收購完後，持股比例超過已發行股份總

數之三分之一，均納入公開收購規範之對象內。 
 
2.金商法施行細則與發行公司以外者公開收購資訊揭露內閣府令之修正內

容 
 

於 2006 年 10 月 13 日，因應同年 6 月公佈之金商法，施行細則與發

行公司以外者公開收購資訊揭露內閣府令(以下簡稱「公開收購府令」)均
進行配合修正，故關於上述結合市場內外「快速且大量之收購」，其具體

數值標準，係交由施行細則規定。故加上施行細則之規定，可將金商法第

27 條之 2 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分析如下： 
 
（1） 3 個月內取得超過 10%之限制規則： 
 

3 個月內（金商法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2 項），依收購或取得新股之方式

取得超過超過目標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 10%之股份（金商法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3 項），於該收購或取得新股之後，持股比例超過三分之一時，必須

依照公開收購程序。 
 
（2） 3個月內非以公開收購之方式於證券交易市場外取得超過 5%之限制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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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於 3 個月內，依收購或取得新股之方式取得超過超過目標公司已

發行股份總額 10%之股份之情形，當中以收購取得有價証券時，限於證券

交易市場外（包括時間外交易）非以公開收購之方式或以特定買賣之方

式，收購超過目標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5%之股份（金商法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4 項）之情形。 
 
  依上述之規定，另外應注意在金商法第 27 條之 2 第 1 項第 4 款係規

定，於該 3 個月內所進行的結合內外證券交易市場之一連串的交易活動而

迅速取得股權之行為。因此，適用本款時，無法將一連串之交易行為細分

切割，而應全部都適用公開收購之規範。關於此點，依施行細則所定之數

值舉例說明如下50： 
 

假設於今年 4 月 1 日，甲不依公開收購之程序，於證券交易市場外向

少數人收購乙公司所發行之股份，欲將原有持有乙公司 20%之股權提高至

26%。之後於同年 6 月 1 日，如欲以公開收購之方式繼續收購致持股比例

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三分之一，係不被允許。因為 4 月 1 日之交易與 6
月 1 日之交易同視為一定期間內之交易，全部均有依照公開收購程序之必

要。換言之，因於 4 月 1 日未依公開收購程序，便必須等待施行細則規定

的 3 個月期間過後，才能繼續收購股權。因而，今後於市場外或時間外交

易之際，都必須要仔細計算過自己的持股比例，斟酌是否有依公開收購程

序之必要。 
 
  亦即，在收購者持股超過三分之一後，可能會因交易狀況使其於證券

交易市場內進行收購受到限制。換言之，在 3 個月內非依公開收購方式，

於證券交易市場外買進超過 5％之股份者，其全部取得之股份不能超過 10
％。 
 
二、關於競爭收購者之規範 
 

公開收購者在收購期間中禁止再以其他方式收購目標公司之有價證

券，如有競爭者出現卻可不以公開收購之方式收購目標公司之有價證券，

對原有之收購者來說並不公平。且在影響公司支配權的企業併購活動中，

出現競爭收購者時，股東及投資人將面臨更複雜的投資判斷。故有必要確

保收購程序之公正性及透明性。 
 

依本次之修正，在某收購者實施公開收購之期間中（以收購者於公開

收購申報書所記載之公開收購期間之末日為準），持有該目標公司已發行

                                                 
50 大来志郎，公開買付制度・大量保有報告制度，商事法務 No.1774，2006 年 8 月 5 日，頁 39-40。 



 31

股份三分之一以上之大股東加入，進行大量之收購時，該大股東也負有公

開收購之義務（金商法第 27 條之 2 第 1 項第 5 款）。至於如何算是大量之

收購，依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5 項及第 6 項之規定，係指在已有公開收購公

司實施公開收購之期間中，收購該公司之有價證券超過 5%。金商法第 27
條之 2 第 1 項第 5 款僅係規定有價證券之收購，故如果是因目標公司發行

新股而取得有價証券之情形便不受限制。又持有該目標公司已發行股份三

分之一以上之大股東，如係在證券交易市場外取得有價證券或是依特定買

賣之方式取得，原則上依金商法第 27 條之 2 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3 款之規

定，同項第 5 款之規定係以證券交易市場內之收購為規範對象51。 
 

第三項 公開收購規範除外規定之修正 

 

第一款  持股比例超過 50%例外之限制 

 

一、修正概要 

 

修正前，在收購前持有表決權股超過 50%時進行之特定收購，一律不

適用公開收購之規範。修正後，必須是在收購後持股比例未滿三分之二

時，始不適用公開收購程序。這是因為於收購後持股比例達三分之二以上

之情形下，收購後若收購公司下市，將使小股東無法在交易市場上買賣其

股票，必須承受投資的損失，故課予收購公司公開收購之義務。此與下述

第 3 項第 3 款部份導入強制收購義務之旨趣相同。 
 
二、「50%」與「三分之二」之計算基準不同 
 

持股比例超過 50%或未滿三分之二之計算方式上，是包含持股人及其

特別關係人之持股（金商法施行細則第 6 條之 2 第 1 項第 4 款），二者在

計算特別關係人之範圍並不相同。前者是限於持續一年以上形式上之特別

關係人，時間上之限制是為了避免在公開收購前臨時製造出特別關係以規

避公開收購規範之情形。而後者則是包含形式上及實質上之特別關係人，

且無時間上之限制，此是為了能貫徹上述修正之意旨，故採取較寬鬆之標

                                                 
51 内間 裕、松尾拓也，公開買付制度・大量保有報告書制度の改正と実務への影響（上），商

事法務，No.1790，2007 年 2 月 5 日，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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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52。 
 
三、本次修正對實務之影響 
 

本次修正後，在持股比例超過 50%的情況下，如收購後持股比例達三

分之二以上時，仍需適用公開收購之規範，因此今後在持股比例超過 50%
時欲進行收購，便必須要注意持股比例是否達三分之二。又持股比例是否

達三分之二之計算基準包含形式上及實質上之特別關係人，故也必須要隨

時確認特別關係人之動向。 
 

第二款  收購對象未滿 25 人時全體同意例外之限制 

 
一、修正概要 
 
  修正前，收購之目標有價證券持有人未滿 25 人，經所有持有人書面

之同意的特定收購，一律不適用公開收購之規範。但是，本次修正之後，

○1 必須是收購後持股比例未滿三分之二；或是○2 雖持股比例達三分之二以

上，但對於目標公司有不收購之其他種類有價證券時，有其他種類有價證

券股東會之決議，或其他種類有價證券之持有人未滿 25 人時有全體之書

面同意時，始不適用公開收購之規定 （金商法施行細則第 6 條之 2 第 1
項第 7 款）。其修正理由與上述第一款相同。 
 

二、收購之目標有價證券持有人未滿 25 人與有價證券之種類 
 
    上述不適用公開收購規範之要件，必須是收購之目標有價證券持有人

未滿 25 人，且需該有價證券所有持有人之書面同意，因有價證券之持有

人為少數時，相互之間的情報不對等的可能性較低，要得到全體的同意也

比較容易。而在目標公司有發行複數種類之有價證券時，要如何判斷何為

收購目標之有價證券，日本實務上是依有價證券的「種類」來判斷，主要

是依公司法上關於股份種類之規定。但有認為並非謂公開收購之實務上僅

是形式的適用公司法之規定便已足夠，在實際操作上，為因應公開收購之

多樣性，在公開收購的規範上，或許可以透過施行細則或內閣府令在種類

                                                 
52 内間 裕、森田多恵子，公開買付制度・大量保有報告書制度の改正と実務への影響（中），

商事法務，No.1791，2007 年 2 月 15 日，頁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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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做不同於公司法之處理53。 
 

三、「三分之二」之計算基準 

 

    關於持股比例未滿三分之二之計算方式，與上述第一款持股比例超過

50%例外之限制中所提及之持股比例未滿三分之二之計算方式並不相同。

二者的修正旨趣雖然相同，但前者係採與持股比例超過 50%之計算方式，

即關於特別關係人之計算僅限於持續一年以上形式上之特別關係人。為何

採取不同之基準，修法理由並未有明確之說明，本文認為可能係因有價證

券之持有人為少數，又已得到全體持有人之同意不適用公開收購之程序，

上述修正旨趣所提及之隱憂應低於第一款之情形，故採取較嚴格之標準，

使持股比例未滿三分之二之要件容易滿足，不必動輒適用公開收購程序。 

 

四、非收購對象有價證券之特別股股東會 

 

    日本公司法第 321 條規定：「特別股股東會可決議之事項，限於本法

及章程所規定之事項。」故在公司章程未有規定時，非收購對象有價證券

之特別股股東會可否就公開收購之事項為決議則產生疑問。有學者認為公

司法第 321 條與同法第 295 條關於股東會決議之規定同樣使用「本法規定

之事項」之文字，應採相同之解釋。而第 295 條股東會可決議之範圍，應

解為只要不違反強行規定或股份有限公司之本質，關於公司之組織、營

運、管理等一切事項均可為決議，固當然包含公司法以外特別法上所規定

之事項54。但亦有認為應忠於公司法條文上之規定，既然公司法明文規定

限於「本法及章程所規定之事項」，如章程未規定時，便不應超出公司法

之範圍55。目前日本實務上是採後者的解釋，則因公司法上並未有規定可

以就公開收購之事項做決議，故只有在章程有規定之情形下，始能滿足非

收購對象有價證券之特別股股東會決議之條件56。 
 

第三款  新設因行使取得請求權、取得條款取得有價證券之例外 

 

                                                 
53 内間 裕、森田多恵子，公開買付制度・大量保有報告書制度の改正と実務への影響（中），

商事法務，No.1791，2007 年 2 月 15 日，頁 45。 
54 江頭憲治郎，株式会社法，有斐閣，2006 年 9 月，頁 290。上柳克郎、竹内昭夫、鴻 常夫，

新版 注釈会社法〈5〉株式会社の機関〈1〉，有斐閣，1986 年 10 月，頁 21 
55 前田 庸，会社法入門，有斐閣，2006 年 7 月，頁 113、342。 
56 内間 裕、森田多恵子，公開買付制度・大量保有報告書制度の改正と実務への影響（中），

商事法務，No.1791，2007 年 2 月 15 日，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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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行使○1 新股認購權，○2 附取得請求權股份，○3附取得條款股份、附

取得條款新股預約權而取得目標公司有價證券之情形，不適用公開收購之

規定（証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6 條之 2 第 1 項第 11、12 款）。關於新股預

約權的部份本即不適用公開收購之規定（修正前證交法第 27 條之 2 第 1
項第 2 款），本次修正新設○2及○3 之部份。立法理由謂此種附取得請求權

之股份含有潛在的表決權，即在收購轉換前之股份時已經計算過持股比

例，而在轉換時僅是交付對價及收受股份之行為，沒有必要加以公開收購

之規範57。 
 

第四項  公開收購程序上之修正 

 

第一款  充實對於股東、投資人之資訊提供 

 

一、充實公開收購申報書之資訊提供（公開收購公司之資訊提供） 

 

2006 年 12 月金融審議會的公開收購研究小組報告書中指出，鑒於公

開收購公司公開資訊有助於投資人提高投資判斷的正確性，應力求公開收

購公司能於公開收購申報書中充分地提供資訊58。 
 

基於此一想法，具體之修正為金商法第 27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依前

條第一項本文之規定，須依同項規定之公開收購程序（本節以下簡稱「公

開收購」）進行有價證券之收購者，依施行細則之規定，須公告關於該公

開收購之目的、收購價格、預定收購之有價證券之數量（股票之情形指股

份數，其他有價證券依公開收購府令之規定換算成股份數，本節以下均

同。）、收購之期間及其他公開收購府令規定之事項。在此情形，該收購

之期間短於施行細則所定之期間時，依第 27 條之 10 第 3 項之規定須於公

告中載明期間有延長之可能之要旨。」以及同條第 2 項規定：「依前項規

定為公告（本節以下稱「開始公開收購公告」）者（本節以下稱「公開收

購公司」），依公開收購府令之規定，該開始公開收購公告公佈之日，須向

內閣總理大臣提出記載下列事項之文書及公開收購府令規定之附件文書

                                                 
57 大来志郎，公開買付制度の見直しに係る政令・内閣府令の一部改正の概要，商事法務 No.1786，

2006 年 12 月 15 日，頁 11。 
58 公開買付制度等ワーキング・グループ報告，公開買付制度等のあり方について，2005 年 12
月 22 日，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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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以下及第 167 條、第 197 條及第 197 條之 2 稱為「公開收購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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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收購價格、預定收購之有價證券之數量、收購之期間（包含前項後段

所規定應於公告中載明之內容。）、收購後之交付、其他結算及公開收購

人於收購所付之條件（本節以下稱「收購條件」）。 
二 該開始公開收購公告公佈後，有不依公開收購程序收購該有價證券之

契約時，該契約之內容。 
三 公開收購之目的及其他公開收購府令所定與公開收購相關之事項。」 
 

關於上述規定，應注意下列事項59： 
 
（1）首先，關於收購之目的，不論是以取得支配權、參與經營為目的或

是以單純投資、政策投資為目的之情形，均要求於公開收購申報書記載取

得有價證券後就該有價證券之持有、買賣計畫、表決權的行使及其理由等

事項。又，收購後是否預定再收購同一發行公司所發行之有價証券及其理

由、內容、必要性；以及目標公司所發行之有價証券有終止上市之可能時，

其要旨與理由等事項。 
 
(2) 其次，關於公開收購價格的算定，要求公開收購公司要明確記載收購

價格算定之根據。又對於發行複數種類有價証券之公司進行收購時，即使

公開收購價格實際上為均一，因為種類不同致帳面價格有差異時，公開收

購公司亦須說明此差異之理由。另外新增須說明價格算定過程之義務，例

如在計算之過程中有聽取第三人之意見時，便有義務具體記載該第三人之

名稱、意見之概要以及依該意見決定價格的經過。但關於收購價格如要求

公開過多資訊，反而不利於企業合併整合之活動，因此價格算定公開之要

求應有一定之限度，故不要求於下述之經營者收購所須提出之算定評價

書。 
 
(3) 在經營者收購（Management Buy-Out, MBO）之情形60，公司之經營者

為收購人，因為與股東之間會產生利害相反的問題，為了公開收購價格之

妥當性或利害相反之迴避，有必要公開更詳細之資訊。因此，在經營者收

購之情形，有以下之要求： 
○1 於收購價格算定時，有參考第三人之意見作成評價書時，須附上該評價

                                                 
59 大来志郎，公開買付制度の見直しに係る政令・内閣府令の一部改正の概要，商事法務 No.1786，

2006 年 12 月 15 日，頁 5-6。 
60 依平成十八年(2006 年) 公開收購府令第 86 號第 13 條第 1 項第 8 款之規定，MBO 之公開收

購人指的是○1 目標公司之董監事，○2 依目標公司董監事之要求進行公開收購且與該董監事有利害

關係之人，○3 目標公司之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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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之複本。 

○2 如設有擔保收購價格公正性之機制時，該具體內容之記載。 

○3 附有記載公開決定進行公開收購討論之過程，以及有迴避利害相反之機

制時，其具體內容之義務。 

 

(4) 其他如依目標公司之請求延長公開收購期間時，公開收購期間之明確

化、調降公開收購價格時條件之明示等力求資訊公開之完善。 

 

二、表明意見報告書之提出義務（目標公司之資訊提供） 

 

  在公開收購的過程中，目標公司有如何之意見，對於股東、投資人來

說是進行正確投資判斷重要的資訊。特別是在敵意收購的情況，股東與投

資人投資判斷之正確性，會隨著公開收購者與目標公司間主張的公開而有

所提高。基於此觀點，日本於此次修正中，將原本為任意制度的目標公司

表明意見，以法律明文課予目標公司有表明意見之義務。 

 

金商法第 27 條之 10 第 1 項規定：「公開收購之有價証券之發行公司

（本節以下及第 27 條之 30 之 11 第 3 項稱為目標公司），必須於公開收購

府令所規定之場所，於公開收購公告之日起至施行細則所定之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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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稱表明意

見報告書），向內閣總理大臣提出。」依金商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之 2 第 1
項之規定，此處施行細則所規定之期間為 10 日，行政機關休息之日不算

入。之所以定為 10 日的理由是，因公開收購期間的範圍是 20 個營業日至

60 個營業日，如公開收購人定最短期間為 20 營業日時，希望在公開收購

期間之前半就可以判斷目標公司是否行使延長公開收購期間之請求權，以

確定公開收購之期間。另外在敵意併購之情形，公開收購公司與目標公司

間關於金商法上之意見交換，即使公開收購期間為最短之情形，也能在公

開收購期間之前半結束。 
 

另外，關於表明意見報告書中應具體記載之項目，此次公開收購府令

修正的作業中，將表明意見報告書中之記載事項整理如下61： 
 
○1 除意見之內容外，尚須記載得出贊成或反對結論之過程，以及該意見之

理由。於保留意見之情形，則須記載在該時點為何無法表明意見之理由以

及日後有無表示意見之預定。 

○2 於管理層收購之情形，有迴避與目標公司利害相反之機制時，該具體內
                                                 
61 平成十八年(2006 年) 公開收購府令第 86 號第四號樣式。 



 37

容。 

○3 董監事所持有之與該公開收購相關之有價證券之數量與表決權數。 

○4 是否有導入、發動收購防衛政策之計畫，如果有的話，該計畫之內容。 

○5 對公開收購人有提出質問時，該質問之內容。 

○6 如認為公開購人所定之公開收購期間過短，須記載是否請求延長、延長

後之公開收購期間，以及請求延長之理由。 

 

三、目標公司對公開收購者質問之機會與收購者之回答 

 

賦予目標公司有對公開收購者質問之機會，可突顯公開收購者與目標

公司間對立之意見，便利股東與投資人之投資判斷。基於此一想法，此次

修正中，賦予目標公司於表明意見之際，有對公開收購者質問之機會。 

 

金商法第 27 條之 10 第 2 項規定：「表明意見報告書中，除記載關於

公開收購之意見外，得記載下列事項： 

一 對於公開收購者之質問 

二  請求延長開始公開收購公告上所記載之期間為施行細則所定之期間62

之旨及其理由（限於該公開收購之期間短於施行細則所定之期間之情

形）。」 

 

公開收購者對於目標公司於表明意見報告書中所提出之質問，必須回

答並提出「回答質問報告書」。如前所述，依金商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之 2
第 2 項之規定，回答質問報告書之提出期限為收受表明意見報告書後五營

業日內提出，與表明意見報告書之提出期限相配合，在較短的公開收購期

間內，也能於公開收購期間之前半，完成公開收購人與目標公司間之意見

交換與問題溝通。雖然公開收購者之回答會成為股東與投資人評價之對

象，但是只要附有理由，公開收購者可以選擇不回答問題。原本在實務上，

目標公司對於公開收購者的質問已經廣泛的進行著，本次修正於法令制度

上賦予目標公司質問之機會，其餘的空間則交由當事人自由之交涉。 
 
四、關於公開收購期間規定之修正 

 

公開收購之期間，修法前規定 20 日至 60 日之期間範圍，供公開收購

者自行決定（金商法第 27 條之 2 第 2 項、施行細則第 8 條第 1 項）。在此

情形下，如收購期間與連續假期重疊，便會導致目標公司的經營團隊對抗

                                                 
62 此處所謂政令所規定之期間為 30 日，行政機關休息之日不算入（證交法施行細則第 9 條之 3
第 6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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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準備時間不足，亦不能確保對於股東、投資人資訊提供以及股東、投資

人考慮期間之充足。因此，修法後，改以營業日為計算基礎，不再將假日

算入。 

 

五、目標公司請求延長公開收購期間 

 

若是公開收購者將公開收購期間設的很短，特別是在敵意併購之情

形，目標公司的經營團隊便無足夠的時間項股東、投資人提供防衛政策等

資料，股東、投資人便無法依該資料深思熟慮後作出判斷。基於此一觀點，

目標公司得以提供股東、投資人防衛政策等資料需要一定時間為由，請求

延長公開收購期間。依金商法第 27 條之 10 第 2 項第 2 款之規定，可於表

明意見報告書上記載請求延長開始公開收購公告上所記載之期間為施行

細則所定之期間之旨及其理由（限於該公開收購之期間短於施行細則所定

之期間之情形）。並於同條第三項中規定，在上述表明意見報告書中有記

載延長公開收購期間之旨，且內閣總理大臣依同法第 27 條之 14 第 1 項將

表明意見報告書提供給公眾閱覽時，公開收購者必須延長為施行細則所定

30 日之期間。 
 

而此規定是依目標公司之請求，不須提出公開收購申報書之訂正申請

書便自動延長公開收購之期間。因此，為避免股東與投資人誤解實際公開

收購之期間，金商法於第 27 條之 3 第 1、2 項設有配套措施，規定公開收

購者所設定之公開收購期間短於施行細則所定之 30 日時，必須於公開收

購申報書上記載：如目標公司依第 27 條之 10 第 2 項第 2 款申請延長公開

收購期間時，公開收購期間便依目標公司之請求延長之要旨。並且同法第

27 條之 10 第 4 項規定於目標公司請求延長公開收購期間之際，必須於目

標公司請求之隔日公告延長後之公開收購期間。 

 

第二款  限制變更收購條件規範之緩和 

 

一、緩和變更公開收購條件之規範 

 

修法前關於公開收購條件之變更，禁止對於出售股份之股東有不利影

響，例如調降收購價格等。惟於現今多為敵意併購之情形，不少的企業亦

會利用毒藥丸（Poison pill）等收購防衛策略以為對抗，若仍堅持嚴格的規

範，將會使遇嘗試公開收購公司負擔過重的風險。例如遇目標公司為對抗

公開收購公司之收購進行股份之分割，稀釋股價之情形，若不許公開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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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調降公開收購價格，公開收購公司則有遭受無法預測損失之可能。因

此新法允許在此情況下，公開收購公司可以調降公開收購之價格（金商法

第 27 條之 6 第 1 項第 1 款）。 

 

允許變更之情形除了法條中所述之分割股份外，於金商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第 1 項中尚規定有目標公司無償分配股份或新股認購權之情形。但為

避免表面上雖符合例外情形之調降價格，但實質上影響致其他收購條件也

跟著改變之情形，平成 18 年(2006 年)公開收購府令第 86 號第 19 條第 1
項對價格調降之比率設有下限。具體規範如下： 
○1 目標公司進行分割股份時，該分割之比率。 

○2 目標公司無償分配股份或新股認購權之情形，分配前後股份數之比率。 

 

二、緩和撤回公開收購之規範 

 

公開收購原則上是禁止撤回，但是在目標公司於業務或財產有重大變

更或其他對於公開收購之達成有重大阻礙之情事時，例外允許撤回（金商

法第 27 條之 11 第 1 項）。修法前只限於目標公司有合併或破產之事由發

生之情形，新法則是再加上，於目標公司之子公司有上述之重大變更或阻

礙時，亦允許撤回公開收購。 

 

在金融審議會的公開收購研究小組報告書中指出幾種允許撤回之情

況，提供日後施行細則規範之方向。例如○1 決定股份分割、股份無償分配

之情形，○2決定發行新股、新股認購權之情形，○3 出售重要資產之情形等

對公開收購之達成造成重大阻礙時，為避免對公開收購者造成不必要之損

失，允許其撤回公開收購63。 
 

而在此次施行細則之修正上，金商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規定之與收購

防衛政策相關之允許撤回之情況如下： 

 

○1 股份分割（第 1 項第 1 款）。 

○2 無償分配股份或新股預約權（第 1 項第 1 款）。 

○3 發行新股（第 1 項第 1 款）。 

○4 處分自己股份（第 1 項第 1 款）。 

○5 在已發行之股份附加否決權條款或選任、解任董監事條款（第 1項第 1

                                                 
63 公開買付制度等ワーキング・グループ報告，公開買付制度等のあり方について，2005 年 12
月 22 日，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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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6 處分或讓與重要財產（第 1 項第 1 款）。 

○7 大量借款（第 1 項第 1 款）。 

○8 有發行新股或進行其他行為之決定，而該決定會讓公開收購人之持股比

例於公開收購後減少 10％以上（第 1 項第 2 款）。 
○9 於開始公開收購公告之日已發行附加否決權條款或選任、解任董監事條

款之股份，但於公開收購開始之時，有不變更該等條款之決定（第 1 項第

2 款）。 
○10有股份交換或進行其他行為之決定，而變更公開收購人及其特別關係人

於公開收購之後於股東會可行使之表決權（第 1 項第 5 款）。 

 

目標公司必須於表明意見報告書記載關於收購防衛政策之方針，好讓

公開收購公司可以藉此判斷是否要撤回公開收購。但是，雖然是為避免因

目標公司進行收購防衛政策而造成對公開收購者之損害，而允許其撤回公

開收購，亦不可無限制的擴張可撤回之情形，反而讓股東與投資人處於不

安之狀態，因此，如與對抗收購防衛政策關係過淡的話，便不應允許公開

收購公司撤回。 

 

第三款  部分導入強制收購義務 

 

一、課以強制收購義務之基準 

 

在英國，為保障股東間之平等，避免目標公司之控制股東於經營權

置換之際置少數股東之權益於不顧，在資訊未揭露的情況下，私下以甚

高的控制權議價與收購人達成讓受股份之協議，故賦予少數股東退場之
機制。英國「公開收購暨合併委員會」所頒布有關強制收購的情形有二：

第一為任何人單獨或共同(acting in concert with him)取得超過 30%有表

決權之股份（voting rights）；第二為任何人單獨或共同取得超過 30%以
上但未達 50％之有表決權股份，在 12 個月內，有欲再取得超過 1%有表

決權股份時，即負有強制收購的義務，其須對任何種權益證券（包含有

表決權與無表決權）以及非權益證券（non-equity capital）進行全面性收
購64。 
 

日本在 2006 年修法前規定，於應賣之股份數超過預計收購之股份數

                                                 
64 林黎華，英國強制收購制度之研究，證券暨期貨月刊第 23 卷第 2 期，2005 年 2 月 16 日，頁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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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公開收購者不須按比例收購超過部份之一部或全部。有論者提出應仿

效英國全面導入強制收購義務。但另一方面，亦有認為如課與強制收購義

務，會使收購成本增加，降低企業收購的效率，因此反對引進強制收購義

務。惟如公開收購後的結果是目標公司下市，小股東持有剩下的零股也不

知該如何是好，因此於施行細則規定在公開收購後持股達以發行股份總數

三分之二以上之情形，課有強制收購之義務（金商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之 2
第 2 項）。 
 
二、對於全部有價證券持有人之公開收購 
 

對於發行複數種類有價証券之公司進行收購時，如完全沒有預計要收

購某種有價證券之情形，可限定僅對某類有價證券進行公開收購。因此即

使是為了保護小股東而設有強制收購義務，但對於欠缺公益或保護投資人

利益之有價證券，似乎就沒有必要強制公開收購人收購。具體之規範規定

於公開收購府令第 5 條第 3 項： 
○1 目標公司招開特別股股東會，該種類有價證券經該股東會決議不成為公

開收購之對象，該種類有價證券。 

○2 對於某種類有價證券，所有持有人（限未滿 25 人之情形）均同意該種

類有價證券不成為公開收購之對象，該種類有價證券。 

 

  另外，對於全部有價證券支持有人實施公開收購時，必須於同一公開

收購程序中進行公開收購。此際，公開收購之價格依金商法第 27 條之 2
第 3 項：「於第一項本文所規定之公開收購之情形，關於收購之價格（收

購以外之情形，依施行細則規定準用收購之價格。），依施行細則所定，

須為均一之條件。」，價格必須均一，但依有價證券種類之不同，帳面上

的價格亦會有差異，此次公開收購府令之修正亦要求公開收購人於公開收

購申報書中說明此價格之差異。 

 

  公開收購後，公開收購公司之持股比例超過三分之一時，如係由極少

數之人收購所得，該收購對象之有價證券之持有人合計未滿 25 人而得到

全部持有人之同意時，可不適用公開收購之程序。另一方面，若公開收購

後，公開收購公司之持股比例達三分之二以上，而有不作為收購對象之有

價證券時，依公開收購府令第 2 條之 5 第 2 項必須滿足以下之條件，始可

不適用公開收購之程序。意即關於不作為公開收購對象之有價證券，必須

有○1目標公司招開公司法上特別股股東會，同意不經公開收購程序之決

議；以及○2不成為收購對象之有價證券之持有人未滿 25 人，且全體同意

不經公開收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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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小結 

 

    隨著企業併購活動的興盛與複雜化，為了完善對投資人的保護，並整

合相關法律，建立橫貫化及具彈性的金商法。強化交易所的自主規範機

能，提高罰則。2005 年起，敵意併購的事例增加，各公司接二連三的引進

收購防衛策略，不管是收購者或是被收購者都在突襲證交法規範的不完

備，有鑑於此，修正金商法公開收購規範，為資訊揭露制度的修正重點之

一。本次修正，重新界定公開收購規範適用之範圍，修正日本放送事件與

村上基金事件所造成之漏洞；充實資訊揭露規範以強化對投資人之保護；

緩和撤回公開收購及變更收購條件之限制，使收購公司能夠應對目標公司

的收購防衛策略；並導入部分強制公開收購義務，讓小股東的權益也能受

到保障。本次修正，新設保護收購公司及目標公司利益之規定，顯現出日

本公開收購法制除了保護投資人外，也朝著建構公正企業收購法制的方向

邁進。 

 

第八節 大量持有申報制度之修正 

第一項 概說 

 

  由影響經營的角度來看，將與大量持有上市公司之股份相關之重要投

資情報，迅速的提供予投資人，可提高市場的公正性與透明性。日本以保

護投資人為目的，於 1990 年導入大量持有申報制度。 
 
  近年，在短期間大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之案例增加，對於大量持有申

報制度的迅速性與機動性逐漸產生問題。又針對收購防衛策略，依大量持

有申報書迅速且正確的公開持股比例的需求提高。基於這樣的趨勢，本次

修正之重點如下： 
 
  第一，關於機關投資人的特例申報制度65，其報告期限由原來的 15 日

縮短為 5 營業日，報告頻率由原來的每 3 個月縮短為每 2 週（金商法第 27

                                                 
65 對於證券公司、銀行、信託銀行、保險公司、投信公司、投資顧問公司等日常營業活動進行

大量有價證券之買賣的機關投資家，考慮其事務負擔之成本，減少其報告之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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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 26 第 1 項至第 3 項）。 
 
  第二，明確化不適用特例報告制度的重要提案行為66進行之目的（金

商法第 27 條之 26 第 1 項）。 
 
  第三，機關投資家由持股超過 10﹪的狀態，進行交易後變更為不滿

10﹪時，非以特例申報，而須改提一般申報（金商法第 27 條之 26 第 2 項

第 3 款）。 
 
  第四，為提升證券市場的效率，將大量持有申報書電子化，並義務化

電子方式的提出，透過 EDINET（Electronic Disclosure for Investors' 
NETwork 電子揭露程序）迅速的將資訊提供公眾閱覽（金商法第 27 條之

30 之 2）。 
 

第二項 特例申報制度 

 

第一款 特例申報之期間與頻率 

 

  機關投資人基於其日常之營業活動，進行大量之買賣而持有大量之有

價證券，1990 年大量持有申報制度導入之初，鑑於 5 營業日之提出義務會

對機關投資家造成過苛的負擔，為減輕其申報之義務而設有特例申報制

度。原則上是每 3 個月，於基準日起 15 日內提出。 
 
  本次修正之後，為因應有價證券之大量取得的案例數增加，型態也逐

漸多樣化，為避免原本寬鬆之規範使機關投資家產生投機的心理，而規避

證券市場之規範。故將報告之頻率及期間縮短為每 2 週，於基準日起 5 個

營業日內提出。關於基準日之設定，施行細則規定有兩個選擇，第一為每

個月第二個及第四個星期一，但在有第五個星期一時，如果不算入的話下

次就會間隔 3 週，故在此種情形第五個星期一也必須算入（施行細則第 14
條之 8 之 2 第 2 項）。另一個選擇為每個月的 15 日及最末日，該日為星期

六日時，則以該週之星期五為基準日（施行細則第 14 條之 8 之 2 第 2 項

第 2 款）。 
 

                                                 
66 指向目標公司提案對事業活動作重大變更或有重大影響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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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重要提案行為 

 

一、重要提案行為之內容 

 

  特例申報制度是為了便利機關投資家從事營業活動所設之減輕措

施。但在「以支配目標公司的事業活動為目的」持有股份之情形，便不適

用特例申報，而須依一般申報之程序。為明確「以支配目標公司的事業活

動為目的」所指之範圍，本次修正將此要件修改為「指以向目標公司提案

對事業活動作重大變更或有重大影響之事項為目的」。在此所指之「提案」

依施行細則及大量持有申報內閣府令（以下簡稱「大量持有府令」）之規

定係指下列事項：重要財產之處分或讓與、高額借貸、選任或解任代表董

事、董監事組成之重要變更、公司法上的組織再編行為、關於分派股利、

關於資本政策的重要變更等情形（施行細則第 14 條之 8 之 2、大量持有府

令第 16 條）。 
 
  又，關於股利分派政策與資本政策涉及範圍廣，機關投資人的提案很

容易便該當此二者，使機關投資人陷入判斷的難題。依金融廳的解釋，認

為應滿足下列三要件：第一，提案之內如必須要該當施行細則及大量持有

府令所列之事項。施行細則及大量持有府令關於上述股利分派方針及資本

政策之事向，均有「重要」或「高額」之條件，故輕微之情形便不包含在

內。第二，必須以對事業活動作重大變更或有重大影響為目的，與目標公

司本身的經營方針無關，而是以外在的影響力去影響目標公司為目的。例

如在目標公司主辦的企業說明會當中，機關投資人的發言意見並不滿足此

一要件。第三，必須要該當「提案」之要件，如果只是純粹的提出問題當

然不該當此要件。另外關於提案之對象，施行細則第 14 條之 8 之 2 本文

規定須是對股東會或董監事為之，若提案傳達之相對人非董監事而是社員

時，是否該當重要提案行為則要視，是否認識到該社員能傳達該提案之意

思表示予董監事，若有上呈至董監事的話，則能認為符合此要件67。 
 
二、為重要提案行為之 5 營業日前大量持有申報書之提出 
 
    機關投資家在持股比例超過 5%之日，或在大量持有申報書、變更申

報書之提出期限（5 營業日）前為重要提案行為，於該 5 營業日前，必須

提出大量持有申報書或變更申報書；又在提出期限後，有變更目的之行為

                                                 
67 大来志郎，大量保有報告制度の見直しに係る政令・内閣府令の一部改正の概要，商事法務

No.1787，2006 年 12 月 25 日，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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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必須於變更目的之日起 5 營業日內，提出關於該變更目的之變更申報

書（金商法第 27 條之 25 第 1 項）。 
 
  在上述的規範方式下，機關投資家在取得股份時是以純投資為目的，

而事後變更為進行重要提案行為為目的時，只要提出申報書即可。但有認

為，實務上機關投資家一般都是不為申報先買進 5%，即機關投資家在取

得實是主張以純投資為目的，買進之後過一些時日始為重要提案行為，但

其實其一開始持有之目的便是為了進行重要提案行為，應依一般申報程序

而非特例申報程序68。 
 

三、持有目的的揭露 

 

  在大量持有申報書的記載內容中，要求必須記載持有之目的，以往在

大量持有府令中例示的規定了「單純投資」、「政策投資」、「經營參加」及

「支配權之使得」等項目。在本次修正後，「重要提案行為」不再是特例

申報承認之持有態樣。故修正持有目的之記載規定，例示規定為「單純投

資」、「政策投資」及「進行重要提案行為」。又明文化在持有目的為複數

時，必須全部記載（大量持有府令第 1 款及第 3 款記載樣式）。 
 

第三款 持股比例變更為不滿 10%時之申報 

 
  持股比例超過 10%的機關投資家在進行交易之後持股比例不滿 10%
時，修法前係用特例申報制度為申報。持股比例超過 10%者在短期間大量

讓與之情形，會對其他股東及投資人造成影響，但修法前之制度其資訊揭

露過於費時，無法即時提供必要之資訊。短期內有大量讓與、處分之情形，

為了能夠迅速的揭露交易狀況，新法規定此種情形必須適用一般申報程序

（金商法第 27 條之 26 第 2 項第 3 款）。 
 

第三項 大量持有申報之電子化 

 

  EDINET 為適用於有價證券報告書等揭露文件之電子揭露系統，以往

係以書面提出的有價證券報告書、有價證券申請書等揭露文件，為了將其

                                                 
68 内間 裕、佐藤恵理子，公開買付制度・大量保有報告書制度の改正と実務への影響（下），

商事法務，No.1792，2007 年 2 月 25 日，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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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提出至公眾閱覽一連串的程序電子化，2001 年 6 月起開始使用此系統。

但系統的全面運作為 2004 年 6 月。 
 
  以往在證交法下幾乎所有的揭露文件均可以 EDINET 提出，但依文件

之種類，分為強制以 EDINET 方式提出（如有價證券報告書、有價證券申

請書），及可任意以 EDINET 方式提出（如有價證券通知書、發行登錄通

知書）。大量持有申報書及其變更申報書，在修正前證交法下並不強制要

以 EDINET 之方式提出，結果上可能會造成提出人有意規避電子媒體迅速

的提出及揭露，而使用書面提出。當然，金融廰也意識到此一問題，2005
年 10 月 3 日起設置系統，使書面提出的大量持有申報書均可即日於網路

上閱覽。但是在提出件數多的情形下，電腦處理作業龐大，實際讓一般投

資人在網路上閱覽時，常常已經拖延一些時間。因此新法下強制大量持有

申報書及其變更申報書須以 EDINET 之方式提出，以利迅速供公眾閱覽69。 
 

第九節  小結 

    公開收購制度，是在有影響公司支配權之交易活動時，對投資人為資

訊之揭露，給予股東平等轉讓其股份之機會。因受英美資本自由化潮流之

影響，日本在 1971 年於證交法上導入公開收購制度。之後於 1990 年，股

價高、資金充裕的年代，企業合併、收購的活動逐漸興起，市場上大量收

購的事例增加，為跟進英美各國的腳步，隨著大量持有申報制度之導入，

對公開收購制度進行全面的修正，建立起現行制度的主要架構。 
 
    1994 年導入公開收購自己公司股份之制度，增加目標公司防衛之手

法，但為了避免公司經營者為己之私利，造成公司及股東之損害，故公司

買回自己之股份必須遵守公開收購之規範，做到充分的資訊揭露，並配合

修正內線交易及操縱市場禁止等規範。 
 
    2005 年日本放送事件的爆發，令立法者注意到縱使為交易市場內有價

證券之收購亦不能輕忽而免除公開收購規範之適用，因場外交易因為是在

場內交易時間外進行，收購者利用此種交易大量收購有價證券時，影響並

不會立即反映在股價上，關於企業併購之情報偏在收購者之一方，為保護

投資人有必要利用公開收購法制來規範。因此修正引進特定買賣制度，將

ToSTNeT 交易納入公開收購規範之範圍。 
 

                                                 
69 内間 裕、佐藤恵理子，公開買付制度・大量保有報告書制度の改正と実務への影響（中），

商事法務，No.1792，2007 年 2 月 25 日，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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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除了延長 2005 年之修正，另因金商法之修正，公開收購法制

為建構市場公正性及透明性之一環，對應脫法的態樣，明文規定結合內外

交易市場之收購後持股比例超過三分之一時為公開收購之規範對象；充實

資訊揭露之規範以保障投資人之權益；為保障股東則是部分引進強制收購

義務；放寬撤回公開收購及變更收購條件之限制以平衡收購公司與目標公

司間之公平；規範競爭收購者之公開收購義務，務使收購者間亦達到公

平。立法者顧及於公開收購之過程中可能涉及之當事人，由各種角度切入

規範，建立更完備的企業收購規範。 
 
    茲將上述日本公開收購法制主要之變遷整理為下表： 
 
年份 主要修正內容 備註 
昭和 46 年

（1971） 
導入公開收購制度 
制度概要：為適當的揭露關於公開收購重要

的資訊，及確保投資人間之公平，於證券交

易市場外對不特定多數股東進行收購，取得

發行公司 10%以上之股份及已持有 10%以

上之股份而繼續收購者，須受公開收購法制

之規範。 

「企業內容揭

露制度之整備

與改善」（1970
年 12月 14日證

券交易審議會

報告書） 

平成 2 年

（1990） 

全面修正公開收購制度 

修正重點：○1 公開收購適用範圍之變更，○2

適用公開收購規範之持股比例由 10%改為

5%，○3 廢止事前申報制，○4 公開收購期間

由 30 日延長為 60 日，○5應賣股東可自由撤

回買賣，○6收購條件之變更自由化（但禁止

對應賣股東做不利之變更），○7 新設損害賠

償之規定。 

大量持有申報制度之導入 

「大量持有揭

露制度之建構」

（1989 年 5 月

31 日證券交易

審議會報告書）

平成 6 年

（1994） 

導入公開收購自己公司股份制度 「緩和取得自

己公司股份規

範及證券交易

制度之整備」

（1994 年 2 月

21 日證券交易

審議會報告書）

平成 17 年

（2005） 
修正公開收購制度 
修正重點：時間外交易亦適用公開收購規

「證券交易法

上之企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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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揭露」（2005 年

3 月 3 日金融審

議會第一部會）

平成 18 年

（2006） 
修正公開收制度 

修正重點：○1 因應脫法態樣之交易，○2充實

對投資人資訊之提供，○3公開收購期間之延

長，○4 放寬公開收購之撤回及收購條件之變

更，○5 部分導入強制公開收購義務，○6確保

收購公司間之公平。 

「邁向投資服

務法」（2005 年

12 月 22 日金融

審議會金融分

科會第一部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