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肆章  個案公司探討 

第一節 個案公司的背景及其由美國遷移至台灣之緣由 

1. 個案公司之背景資料 

NewCo 原設於美國加州矽谷，係一經營無線網路晶片研發設計之

公司(design house)。該公司成立於西元 2000 年初美國網路股泡沫化之

前，募得美金 500 萬元之資金，投資者包括：創業投資公司(venture 
capital)、NewCo 之上下游公司及個人投資人，股權分散。公司的二位

技術創始人(founding team)係美籍華人，極盛時員工有二十多人，包括

美籍華人、日本人、印度人及美國當地人等。在設立時發行之股票分

為普通股(common stock)以及優先股(series A preferred stock)，公司將為

普通股發給技術創始人及員工，甚至為公司辦理設立登記及提供法律

諮詢服務之律師，並未收取現金而係以取得該公司之為普通股作為服

務報酬。series A preferred stock 則發給現金投資人。該公司董事共五

席，分別由二位技術創始人及三位現金投資人擔任。根據募資條件

(Preferred Stock Purchase Agreement)，common stock與 series A preferred 
stock 在發行條件及股東權益上有基本之差異如下： 

 
1) 發行價格：該公司之股票面額為每股美金 0.1 元；common stock

係以票面價格發行，series A preferred stock 以每股美金 1

元發行，各佔公司股權的 50%。 

 

2) 盈餘分配：當公司獲有盈餘時，series A preferred stock 得

按其原始投入金額，優先分配股息 8%，之後再由 common stock

及 series A preferred stock 按持股比例分配。 

 

 

3) 剩餘財產之分配：若公司解散並進行清算時，series A 

preferred stock 得就其原始投入金額及已經決議分配但未取

得之股息優先分配剩餘價值，之後再由common stock及 series 

A preferred stock 按持股比例分配。 

 



4) 退出機制：當 a.公司決議與他公司合併致原始股東持有合併後

存續公司之股權低於 50%時，b.公司與他公司購併，原始股東

將股權出讓以致持有購併後公司之股權低於 50%時，c.公司處

分或出租全部或主要部分之資產時，或 d.公司設立滿五年後，

series A preferred stock 得要求減資退回其原始投入金額及

已經決議分配但未取得之股息。 

 

5) 股權轉換：series A preferred stock 得隨時要求將其持股按

約定之轉換價格轉換為 common stock（通常係於公司決定要與

他公司合併、購併、股權交換或股票上市時）。 

 

6) 避免股權稀釋：除經 series A preferred stock 股東之特別

同意外，當公司發行其他特別股（如：series B preferred 

stock），而發行價格低於 series A preferred stock 轉換為

common stock 之轉換價格時，公司需就該稀釋結果加發股票予

series A preferred stock 之股東。 

 

7) 議案否決權：不論其持股比例，當 series A preferred stock

股東仍持有該類型股票達原發行股數之 50%以上時，series A 

preferred stock 之股東就影響該類型股票股東權益之決議

案、公司解散清算案、公司減資或買回股權案，或公司與他公

司進行合併、購併、股權交換案等，享有否決權。 

 

8) 董事選舉權：不論其持股比例，當 series A preferred stock

股東仍持有該類型股票達原發行股數之 50%以上時，series A 

preferred stock 享有選舉公司五席董事之其中三席之權利。 

 

9) 財務資料取得權：不論其持股比例，每位持有 series A 

preferred stock 5%以上之股東均得按月取得公司之財務報

表，並要求公司揭露相關資料。 

 

10) 優先認購權(preemptive rights)與共同轉讓股票權(co-sale 

rights)：當 common stock 股東擬出售其股票時，series A 

preferred stock 股東有優先承購權；反之，若 series A 

preferred stock 之股東不擬購買該股票，則有權按持股比例，

與 common stock 股東一同轉讓股票。 

 

 



1. 個案公司由美國遷址至台灣之緣由 

NewCo 成立於美國之初期，由於網路股方盛未衰，新設立公司找

人不易，又希望公司產品能早日研發完成，故聘僱了太多高薪人員，

快速的『燒掉』公司資金，不幸的，公司的產品研發進度未如預期，

成果並不理想。隨著網路股的泡沫化，投資人受傷慘重，也學習到寶

貴的經驗。所以，當公司資金逐漸用罄之際，股東無心也無力再投入

資金；另一方面，未有營業額之公司，不能建立債信，亦無法自銀行

取得資金。於進退無據之際，其中一位 NewCo 之董事，建議二位技術

創始人將公司搬回台灣重起爐灶以降低成本，繼續研發即將完成之產

品。 

 

第二節 個案公司為引進前期資金及招募技術團隊所採取之

措施 

 
1. 個案公司引進台灣 NewCo 前期資金之方式 

於民國九十年九月，NewCo 決定搬回台灣重新設立公司之時，台

灣的經濟亦逐漸走下坡，投資熱潮消退，NewCo 募資並不順利。於是，

技術創始人仍向原始投資股東求助，並承諾於台灣 NewCo 成立並集資

完成後，將讓原始投資人在美國公司之持股，按一定比例打折後，轉

換為台灣 NewCo 之股票，亦即將美國公司收為台灣 NewCo 之子公司，

讓原始投資人增加在台灣 NewCo 之持股數額。一旦台灣 NewCo 能將

產品研發完成，通過客戶驗證，進入量產，創造利潤，就可以補貼原

始投資人在美國公司造成之損失。 

 

另外，台灣 NewCo 亦發行特別股予投入現金之股東，規範於公司

獲有盈餘時，特別股得以優先分配 10%之股息，而若公司解散及清算

時，於特別股之投入資金及未分配股息之額度內，就剩餘財產有優先

分配權；這在台灣新設立之公司是對現金投資股東少有之優惠方案。

於是，部分美國公司之原始投資人願意投入資金，支持成立台灣



NewCo。 

 

2. 台灣 NewCo 招募員工所採取之激勵方案 

NewCo 係以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之方式吸引員工加入公司。另，

為增進員工向心力，鼓勵員工於加入公司之時，亦投入資金成為 NewCo

之股東。於是，其員工認股權憑證分配予員工之方式為，每位員工於

加入公司時，即按其職級核定其可立刻認購公司股票數額，而按員工

當時認購公司股份之金額，相對授予員工認股權憑證。據此激勵方案

及與他公司策略聯盟之方式，NewCo 迅速的在台灣招募到技術團隊，

重新啟動運作機制。 

 

第三節 個案公司所面臨之問題探討 

美國 NewCo 終於搬回台灣，引進資金，招募員工，繼續營業。惟

於達成這項結果之前，有許多議題需由投資人及經營者思考，其中三

項係與本研究有關，茲列述如下： 

1. 美國 NewCo 是否繼續營運之決策 

NewCo 還在美國營業之時，二位創始技術人在公司的營運作業意

見時有差異，究應開發可迅速上市但目前已價格競爭激烈之產品，還

是剛形成概念但規格未明確訂定之產品；究應聘僱資深但高薪人士，

還是未有足夠工作經驗但可塑之才；究應租賃辦公室，還是購置為公

司資產；對於不能勝任之員工究應立刻資遣，還是再給予學習機會。

二位創始技術人均非主要現金投資人，兩不相讓，或消極抗衡，又因

股權分散，並無有影響力之股東可介入協調。凡此種種內耗，其實也

是造成 NewCo 在美國產品不能成功開發完成之原因。當資金逐漸用盡

而產品未能成功開發之際，公司管理當局面臨下列決策方案： 

 

方案一： 直接解散美國 NewCo 
如此，未完成開發之智慧財產(IP)無從認定其價值，若失去原主



要開發團隊，則 IP 之價值幾近於零，而公司之主要財產即為該

等 IP。若公司解散則無法留住原開發團隊，公司清算後幾乎無

剩餘財產可供分配，投資人必須立刻承認全部之投資損失。 
 
方案二：投資人對美國 NewCo 增資 
由原股東或引進新股東對美國 NewCo 增資，給予優於 series A 
preferred stock 之增資條件，惟 NewCo 之主要產品--無線網路晶

片，當時在美國已非投資人熱中投資之產品，而且經過美國經

濟泡沫化之洗禮，『矽谷的科技公司』亦非票房保證，相反的，

投資人認為無線網路晶片已屬技術較為成熟之產品，在燒錢快

速的矽谷已無投資價值，無法引進新資金。 
 
方案三：處分美國 NewCo 之股票 
美國之創業投資公司(venture capital, VC)亦經常在被投資事業

已完成開發或將完成開發利基產品，但尚未真正獲利之前，即

處分被投資事業之全部或部份股票予其他公司；由接手的公司

整合二家公司之研發或營運資源，期能發揮綜效(synergy)。此

時，投資人可取得現金或接手公司之股票，或部份現金部份股

票。惟 NewCo 當時產品尚未開發完成，IP 價值難以認定，未

能獲得其他公司之青睞及資金。 
 
方案四：促使美國 NewCo 與其他公司合併 
經由合併，NewCo 若為存續公司(surviving company)，則可經由

發行新股，取得新的資源加速產品開發；NewCo 若為消滅公司

(dissolved company)，則投資人可將所持有 NewCo 之股票，換

發為存續公司之股票，期能於存續公司營運改善後，再行處分

股票，收回投資資金或獲利了結。 
 

經分析各方案，若採行方案一，則必須立刻承認全部之投資損失，

投資人最不願接受此方案；方案三及方案四屬於較中性之方案，但若

合併或轉讓股份之對方亦未能引進資金，則 NewCo 之營運仍無以為

繼，而當時美國矽谷之公司同遭泡沫經濟之衝擊，除了股票上市公司

之外，小型公司幾乎都缺乏資金，NewCo 未能於短期內找到適當之合

作對象。於是，投資人面臨只有選擇方案二，必須投入資金以自救之

情況，但要求將公司搬回台灣繼續營運，期能降低成本，儘速完成產

品研發，創造利潤。 

 



2. NewCo 搬回台灣後，股權分配之決策 
 

台灣 NewCo 係一新設立之公司，接收原美國 NewCo 之 IP 繼續進

行產品之研發。惟台灣 NewCo 設立之時，美國 NewCo 之股東並非按

其原持股比例，投資台灣 NewCo。是故，就投資人在美國 NewCo 之股

權處理方式，即面臨下列決策： 

 
方案一：逕行解散美國 NewCo 
讓台灣 NewCo 全新出發，享有美國 NewCo 之研發成果，但不

負擔美國 NewCo 之成本及損失，而由美國 NewCo 之股東自行

承擔。如此，台灣 NewCo 得以維持一個較低之股本金額，只要

獲有盈餘，即可反應較佳之投資報酬率，惟因部份美國 NewCo
之股東並未參與投資台灣 NewCo，若採行此方案則其損失即為

永久性之損失，並無彌補損失之機會，故對此方案表示反對。 
 
方案二：美國 NewCo 原股東之股權逕行併入台灣 NewCo 
若承認美國 NewCo 原股東之貢獻，將其股權全部轉換為台灣

NewCo 之股權，則台灣 NewCo 之股本金額將立刻膨脹，惟未

能相對取得資金，對投入資金至台灣 NewCo 之股東，及加入公

司而認購股份之台灣 NewCo 員工相對不利，台灣 NewCo 背負

過大之股本金額，營運績效展現不易，很難吸引新的員工或投

資人加入，若此，所有股東均無法獲利。 
 
方案三：美國 NewCo 原股東之股權經折扣後併入台灣 NewCo 
經方案一與方案二折衝之後擬定方案三，將美國 NewCo 原股東

之股權予以對折後併入台灣 NewCo，同時取消美國 NewCo 之

series A preferred stock 所得受之特別利益。另外，台灣 NewCo
亦發行特別股予投入現金之股東，規範於公司獲有盈餘時，特

別股得以優先分配 10%之股息，而若公司解散及清算時，於特

別股之投入資金及未分配股息之額度內，就剩餘財產有優先分

配權；台灣 NewCo 之股權架構於是確定。 
 

3. 台灣 NewCo 招募員工採行激勵方案之決策 

新設公司要與已獲有盈餘之公司搶人，必須有立即的股權激勵工

具始能吸引優秀員工加入。如前於第貳章所述，目前我國企業做為獎

勵員工的股權分配工具，分別是員工分紅配股、發行新股由員工參與



認購、購買庫藏股轉讓給員工、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以及專門技術

作價出資。台灣 NewCo 招募員工採行激勵方案之決策過程如下： 
 
方案一：員工分紅配股 
此方案因公司未獲有盈餘，無法執行。 
 
方案二：發行新股由員工參與認購 
由於公司新設立，公司價值尚未顯現，員工以現金參與認股之

意願不高；實務上，是由公司授予其他之股權激勵工具，同時

要求員工以現金出資，以提高員工對公司之向心力。 
 
方案三：購買庫藏股轉讓給員工 
如上所述，公司未獲有盈餘，另因公司於設立時未能溢價發行

股份，並無資本公積，此方案亦不可行。 
 
方案四：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 
此為新設或已設立一段期間但尚未獲有盈餘之公司經常採用之

方案，由於公司一般均以 10 元為最低認股價格，員工並非完全

不必支付成本，但因認股權之執行是在一段期間之後，員工被

授予認股權時並無財務或稅務上之負擔。故員工雖然不是非常

滿意，但普遍接受此項激勵方案。 
 
方案五：專門技術作價出資 
由員工以專門技術作價出資取得股票，係新設立公司經常採用

之激勵方案，亦很受員工歡迎，惟其於第一次申請技術股時即

須揭露技術人名單，且不得更換，於技術人未能於設立時全部

到位或技術員工離職之情形下，容易引發股權歸屬及稅務負擔

歸屬之糾紛。是以，公司通常謹慎採用本方案。 
 

於民國九十三年一月一日前，技術股股票係於處分時認列為技術

人之所得課稅，而於取得股票時，尚不須認列為技術人之所得課稅（請

詳第貳章第五節所述）。是故，台灣 NewCo 於成立之初原擬以專門技

術作價出資之方式作為獎勵方案，招募員工。惟，依經濟部之規定，

技術出資者之名單及其股數，需於公司申請登記之時即行揭露，但在

新設公司員工陸續到位，要在申請登記時揭露名單有實質上的困難，

若由創始技術人先行取得技術股票，待員工到位後再行移轉股票，又

恐衍生稅務問題。於是，NewCo 之創始技術人決定不以申請技術股之



方式作為員工股權激勵方案，而以保留公司設立時額定資本總額 15%

之額度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取代之；另外，亦向投資股東爭取到於章

程中訂定員工紅利 20%之科技業界相當優惠的員工分紅比例，作為員

工股權激勵方案。同時，亦要求員工於被授予認股權之時，立刻以現

金出資認購公司股份，以表示員工對公司之忠誠度，並提升向心力。 

 

第四節 個案公司可供參考之議題 

個案公司由設立於美國，遷徙至台灣，最終於台灣解散清算，有

下列議題可供討論： 

1. 獨立董事 Vs.孤立董事 

據最近世界銀行及機關投資人之地域組織等共同進行之調查報告

指出，法人投資人對公司監控較好之企業，比對公司監控較差之企業，

多投資 20%，而所謂較好之監控指標，是指過半數之董事，為外部董

事，與經營者處於獨立關係，以及董事大部份之報酬來自於股份或認

股選擇權1。就個案公司而言，公司五席董事，二席董事由技術創始人

擔任，另三席董事由現金投資人擔任，與經營者處於獨立關係，所有

董事暫不支薪、亦無酬勞，應符合上述『監控較好之企業』指標。然

而，三席董事均非公司之主要現金投資人，總是以『尊重經營團隊』

之態度治理公司，董事會上彬彬君子，盡是好言相告，並無挑戰經營

團隊之理念、策略或能力之議題，即使有意見也是私下表達、緩言規

勸。二個月召開一次的董事會，並無法形成重要共識或強制督導經營

團隊之壓力。 

由此觀之，所謂公司治理，似乎需有強有力之股東擔任獨立董事，

全力扮演在野黨，時時拋出挑戰性議題，刺激經營團隊，並敏銳的監

督經營團隊之應對策略與達成狀況，始具實質效益。否則，沒有紀律

的軍隊，主將（經營團隊）不強或是頑強，如果朝廷（董事會）再無

強硬有效的措施，既使派遣再多的御使大臣（獨立董事）孤立在外，

對打贏一場硬仗並無幫助，再多的糧草（資本投入）也將消耗殆盡。 

2. 本國經營 Vs.跨國經營 

                                                 
1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nteractive Edition 2000.6.19。轉引自邱秋芳，同註６。 



個案公司在其本國（美國）之業務發展並不順利，而其遷址至台

灣重起爐灶，並非將美國經營成功的經驗複製至台灣，而是受到投資

人不願意在美國繼續投資資金之壓力，希望降低成本，重新振作，而

來到台灣。來到台灣，一切似乎能重新開始；然而，核心團隊之步調

不一，產品研發缺乏明確而堵定的方向，資金未能有效控管等原有之

弊端，並未因空間轉換而有所解決。 

由此觀之，台商赴大陸發展，如果其在台灣之經營成功，是為了

降低成本以及擴展業務據點，而至大陸設廠或通路據點，其成功之可

能性較高。反之，如果是在台灣經營不善，債留台灣而舉家遷往大陸，

那似乎是斷了自己的根，而亟求枝葉能夠茂盛，是同樣的道理。 

3. 業務透明 Vs.財務監督 

個案公司之所以尚能獲得股東的第二次資金挹注，除了主要團隊

願意回台灣發展之外，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主要團隊向股東表示：

產品就要開發完成，只差臨門一腳。因為，經營團隊每季定期出具產

品研發進度報告與主要股東，獲得股東的信賴。然而，主要股東並未

介入個案公司之財務管控，未能判斷團隊所提供之研發進度報告，是

否與其成本、費用支出情形相符合，據以判斷研發進度之合理性。所

謂『臨門一腳』距離準確進門，還有多少路途？角度是否正確？所以，

對於新設公司之管理，不能只注重其產品開發進度，必須同時較精細

的檢視其財務資料，才能驗證其合理性。 

4. 股東權益 Vs.員工激勵 

個案公司在美國設立時，是一個股東權益與員工激勵兼顧的投資

架構。現金出資股東持有優先股，享有優先盈餘及剩餘財產分配權，

股權退出機制，重要議案否決權，以及董事指派權等優厚的股東權益；

相對的，技術投資人則發給普通股股票，限制部分股權行使。而在我

國，不論其出資財產為現金、技術、債權、或其他財產，一般公司均

只發行普通股，發給員工之獎勵股票，其權利義務與現金出資股東所

享有者相同。這種情形在公司能獲有盈餘時，尚合乎邏輯；若公司營

運不善而致解散清算時，未出資金、領有薪水、工作不力而致公司無

法繼續營業之員工，反而能按持股比例與股東共同分配剩餘財產，豈

有道理。 



於是，我國投資人似應思考發放特別股做為員工獎勵股權，並限

制其剩餘財產之分配順序，以期於公司經營未能成功時，尚能顧及現

金出資股東最基本之權益，取回剩餘之資金。進一步的思考，受有限

制之股權，其股票流通性自然降低，也不會公司尚未賺錢，員工即可

轉讓股票之情事。只要特別股之發行條件，明確訂定於公司轉虧為盈、

達成一定金額之營業額、或連續六個月獲有盈餘等績效目標時，即得

以一股特別股換發一股普通股之比例，將特別股轉換為普通股，屆時

即與現金出資股東共享相同之股東權益。如此，股權激勵方案更具穩

定人才之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