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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本合同公司之制度內容 

 

第一節  前言 

日本於平成十八年（二○○六年）五月一日施行的會社法，廢止預設

為中小規模閉鎖公司之有限公司制度，統合為股份有限公司的類型之一。

整併有限公司後之股份有限公司，機關設計較以往更富有彈性。而原依有

限公司法設立之既存有限公司得維持現有狀態適用會社法，依據「伴隨會

社法施行相關法律整備等之法律」（原文為「会社法の施行に伴う関係法

律の整備等に関する法律」），以會社法規定之股份有限公司（特例有限公

司）型態繼續存在。 

 

另外，本次會社法修正之另一重點，係以美國 LLC（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以下簡稱為 LLC）為藍本，引進「合同公司」制度，故合同公司

又稱為「日本版 LLC」。合同公司之規定列於會社法第三編，與無限、兩合

公司併稱為「持分公司」。持分公司之名稱由來，係因條文上臚列無限、

兩合、合同公司等三公司之名稱過為冗長，且若略稱為「無限公司等」又

有不明確之疑慮。加上該三種公司為一需與「股份有限公司」區分之概念，

乃採用可表現無限、兩合、合同公司股東地位之「持分」為其總稱
176。 

合同公司之特徵可歸納為以下三點：一、出資者僅於其出資範圍，對

公司之債務負間接、有限責任。二、具法人格。三、變更章程或其他公司

事務原則上應經全體股東同意，股東有公司之業務執行權，但內部關係類

似合夥之規制。 

 

日本公司法制本次修正，大刀闊斧地廢止有限公司制度，並新創未設

置董事會公司，引進合同公司與有限責任合夥（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等制度，均著眼於中小規模之企業所設。本章將接續第二

章未設置董事會公司之介紹，繼續闡述日本之合同公司制度內容。繼本節

所言之後，繼續簡介日本合同公司之藍本—美國 LLC 之規範內容。第三節

介紹日本合同公司之制度內容。第四節比較合同公司、有限責任合夥與前

章敘及之未設置董事會公司三者間之異同。第五節就合同公司實際使用情

形，與該制度之問題加以檢討，第六節為小結。 

 

                                                 
176 相澤哲編著（相澤哲，岩崎友彥執筆部分），同前揭註 175，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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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 LLC 概述 

第一項  概述 

美國法下之 LLC177可說是融合了股份有限公司與合夥優點之新組織型

態，亦即雖對外關係為有限責任之法人，但對內關係是得依章程自由設計

之企業組織178，於美國被廣泛地採用。根據調查，美國每年的新創業公司

家數約為二十萬家，其中約十萬家為股份有限公司、LLC 約八萬家。由此

可知，美國 LLC 之創業家數已達到與股份有限公司匹敵的程度179。 

日本之合同公司雖係參考美國制度而來，惟美、日兩國之法制度及變

遷反映了根本上的不同之處，本節將簡述美國 LLC 之制度變遷，俾利了解

LLC 制度之全貌。 

 

第二項 美國 LLC 之立法沿革 

美國 LLC 法制化於一九七七年，最早由懷俄明州所創設；懷俄明州之

所以會創設出 LLC 制度，主要原因在於該州的石油及天然氣產業。當時，

石油和天然氣產業由於鑽礦成本較高，是以在稅法上亦能享有一些抵免的

優惠。而此種稅法上的優惠，使得諸多高薪階級選擇投資石油及天然氣產

業，作為一種避稅的投資。然而，由於鑽礦事業存在相當高的風險，甚至

有可能最後以負債收場，因此有不少較為消極的投資人開始期盼，州政府

能創設一種既能享有投資此類行業之避稅優勢，亦可使投資人僅負有限責

任的企業組織型態180。 

                                                 
177 在美國法上，corporation 與 company 之內涵並不相同。corporation 係指依據法律授權而註冊

成立，具有法定組織結構和法人資格的實體，既包括營利性的商業實體（即 business corporation），

亦包括非營利性的實體，如市政當局、公益機構等。但由於 business corporation 在 corporation 中

占絕大多數，也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者，故提及 corporation 時，一般皆指 business corporation。

而美國傳統的法人只有二類，一為公開公司（public corporation），另一為閉鎖公司（close 
corporation）；而 company 則與此不同。company 係泛指一切商業企業，無論其是否經過登記，

也無論其是否具有法定組織結構和法人資格。例如，美國法上的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與我

國公司法上之「有限責任公司」並不相同。我國公司法所規定之有限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均屬於

corporation 之範疇，大致分別相當於美國的閉鎖公司與公開公司。而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則是美國於 70 年代創設之，集有限責任與合夥的稅法待遇於一身之新型企業組織形式。參張勛

杰，《現代企業法之再探索—以非典型企業為中心》，國立台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8
年 6 月，頁 78 註 127。本文恐將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譯為「公司」，有造成用語混淆之虞，

故逕稱為 LLC。 
178 松嶋隆弘，合同会社の創設に関する一考察，判例タイムス 1160 號，2004 年 12 月，頁 68-69。 
179 山崎茂雄編著，《LLC とは何か‧新会社法と合同会社》，税務経理協会，2006 年 3 月，頁 9。 
180 See Stephen M. Bainbridge, AGENCY, PARTENERSHIPS & LLCs,179(2004)。轉引自洪邦桓，

同前揭註 21，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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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關於 LLC 之稅制，究應採取如合夥抑或公司形式課徵並不明確。

因此，LLC 此種新創設之事業型態並未普及。到了一九八二年，佛羅里達

州乃繼懷俄明州之後，於其州法制訂 LLC 相關法律。然而，因當時聯邦稅

法對 LLC 採取構成員課稅制度並不確實，故 LLC 之利用停滯，並未造成設

立之風潮181。 

在 LLC 創設之前，美國的企業組織法制上，雖然也有不少其他的組織

型態，但似乎皆難以達到同時擁有避稅優勢，以及出資者僅負有限責任之

需求。例如法制上之閉鎖公司，對此種企業組織加以明文規範之各州，皆

採取較為接近合夥的法理來制定法規。此種閉鎖公司，雖常能符合聯邦稅

務處理上「非公司」之特徵。然而，稅務機關往往認定閉鎖公司已為「公

司化」，是故在課稅上無法等同於合夥而適用；又美國法上雖有所謂之 S

公司182，係同時具有構成員課稅及出資者僅負有限責任特徵之公司。但 S

公司之設立有諸多限制183，且其內部較欠缺彈性，是故無法像合夥一般自

由分配損益，因而損益及課稅將完全取決於各人出資比例，如此則無法充

分吸收較為消極之投資人184。又，有限合夥可謂是 LLC 出現前，最常為投

資石油及天然氣業者所採用的企業組織型態。但是由於有限合夥必須至少

有一名一般合夥人，因此無法確保全體合夥人皆享有有限責任。雖得以公

司充當該有限合夥之一般合夥人，進而實質達到全體合夥人享有有限責任

之目標，惟稅務處理上，卻又會因為公司成為合夥人而造成諸多限制185。

故當時美國之產業界，仍希望政府創設一新型態之企業組織。 

 

直至一九八八年美國 IRS（International Revenue Service）186採取

所謂的 Kintner 規則，用以判斷一企業究應採用「公司」抑或「合夥」課

稅，標準始告明確。Kintner 規則係指，法人之特性若符合下列四項特徵

中之三項以上者，即適用公司課稅。該四項特徵分別為：①事業存續性
                                                 
181 山崎茂雄編著，同前揭註 179，頁 8。 
182 美國法之事業型態，在該國稅法（Internal Revenue Code:IRC）上區分為公司（Corporation）

與合夥（Partnership）二大類。前者在稅務處理上又可細分為 C Corporation 與 S Corporation。S 
Corporation 僅為稅法概念而存在，並非獨立的企業組織類型。C Corporation 於課稅上之特徵為，

除於公司階段課徵法人稅之外，受盈餘分配之股東需就該盈餘再課徵所得稅，亦即所謂的雙重課

稅；而 S Corporation 稅務上則是採取與合夥相同之方式，亦即採取構成員課稅（pass-through 
taxation）。參松嶋隆弘，同前揭註 178，頁 69。 
183 一般而言，成為 S Corporation 除需申報之外，尚須滿足以下條件：一、必須成為本國公司。

二、股東人數需於 75 人以下。三、個人股東需為美國公民或為有居留權之外國人。四、原則上

僅得發行一種股份。參松嶋隆弘，同前揭註 178，頁 69。 
184 See Larry E. Ribstein, The Emergence of the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51 Bus. Law.1, 2-3(1995)，
STEPHEN M. BAINBRIDGE, AGENCY, PARTNERSHIPS & LLCs, 179-180(2004).轉引自洪邦桓，

同前揭註 21，頁 168。 
185 See Robert R. Keatinge, et al, The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 A Study of an Emerging Entity,47 
Bus. Law. 375,382(1992).轉引自張勛杰，同前揭註 177，頁 79。  
186 美國之 IRS，其職掌及功能類似於我國之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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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ity of life）、②經營管理之集中化（centralized 

management）、③有限責任（limited liability）、④持股轉讓自由（free 

transferability of interests）187。此一規則確立之後，即有越來越多

州制定 LLC 法。一開始有些州因擔心引進 LLC 制度將使稅收減少而不願跟

進，然而因恐怕州內之企業流向有設置 LLC 制度之州，始不得已而引進。

到了一九九六年，定有 LLC 法之州已遍及全美188。 

 

各州的 LLC 法制主要可分為防彈法（bulletproof act）及彈性法

（flexible act）二種模式。當時各州之 LLC 法多採行防彈法，該制度基

於稅務處理之前提，規定 LLC 為一種合夥，但其內部之權利義務關係並不

能自由設定；彈性法則係一種以任意規定為中心的法規範，雖然當事人得

以經營協議（operating agreement）自由設定其內部關係，然而基於這

些州法所設立的 LLC，在稅務上無法免除其不透明性。惟至一九九六年十

二月十八日 IRS 建立「勾選原則」（CHEK-the-Box Rule）189為標準後，原

採取防彈法之州法，始漸漸改採彈性法之立法方式190。 

所謂「勾選原則」乃依其財政部規則導入的企業分類規則，係指對不

該當美國國內法人之組織及外國企業，究採以聯邦稅相關企業為課稅主體

之事業體課稅，或採取構成員課稅（亦即作為有限責任合夥（LLP）來課

稅），賦予其選擇權。 

 

州 LLC 法多半以州公司法中關於閉鎖公司之規定出發而加以設計，其

規定較為具體且詳細，於任意規定之情況時，亦常會明示得由當事人間依

約定而為相異之法律關係，因此「除非營業契約有特別約定」（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operating agreement）之文字，常見於州

LLC 法中。相對地，由統一州法委員會全國會議制定的統一 LLC 法（The 

Uniform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Act: ULLCA）則實質上係以統一合

夥法（Revised Uniform Partnership Act: RUPA）為根據加以修正；而

美國法官協會所制定的模範 LLC 法（Prototype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Act: PLLCA），則係以 UPA、RUPA 及修正 RULPA 三者為出發點加

以規定。無論何者，均以任意規定居多，其規定相較州 LLC 法而言也較為

                                                 
187 松嶋隆弘，同前揭註 178，頁 69。 
188 平野嘉秋，米国ＬＬＣの税制─歴史と現状─，收錄於経済産業省産業組織課編、日下部聡

石井芳明監修，《日本版ＬＬＣ－新しい会社のかたち》，金融財政事情研究会，2004 年 7 月，

頁 88。 
189 松嶋隆弘，同前揭註 178，頁 70。 
190 大杉謙一，米国におけるリミティッド・ライアビリティ─・カンパニ─（ＬＬＣ）および

リミティッド・ライアビリティ─・パートナーシップ（ＬＬＰ）について─閉鎖会社立法への

提言─，金融研究 2001 年 1 号，2001 年 1 月，頁 168。

（http://www.imes.boj.or.jp/japanese/kinyu/2001/kk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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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素。雖然，無論在各州的法律之間，或州法及模範法或統一法之間，皆

存在著所謂的最大公約數191。以下本文便以 ULLCA 為中心，簡介美國現行

的 LLC 法制度。 

 

第三項 美國 LLC 制度簡介 

現今美國 LLC 為具有限責任制度之法人，或說係以中小企業取向的有

限責任法人，以相對規模較小的企業型態前提。美國 LLC 之特徵可歸納為

以下三點：①出資者對公司所負責任以其出資額為限（即所謂的「出資者

有限責任」）。②出資者自己參與經營、公司內部事項得由出資者間彈性決

定。同時亦無強制設立董事會及監察機關。③以採取構成員課稅為原則192。 

雖各州的 LLC 法制非完全一致，但上開三點為各部 LLC 法之共通特徵。 

 

第一款 設立程序 

一、由一人以上組成 

LLC 須由一人以上成員所組成。本來多數之州法以合夥法制為基礎制

定 LLC 法，故要求二人以上成員。惟今日幾乎所有州法均容認一人 LLC

（Single Member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SMLLC）存在193，且無人數

之上限194。對於成員之身分並無限制，包括自然人、合夥、公司、信託，

甚至 LLC 本身均可為 LLC 之構成員195。 

二、章程 

LLC 尚未成立時，由一名發起人代表簽署章程，並備妥其他法定文件，

向州政府辦理設立登記、申報程序。自完成設立登記、或章程中明訂之成

立之時日起196，取得獨立之法人資格197。 

LLC 需於其名稱與章程中標明其為 LLC，期以與其他有限合夥等組織

型態區別。使用縮寫如「LLC」、「LC」亦無不可。 

三、存續期間 

LLC 與公司型組織型態強調永續經營不同，依其是否於章程訂定存續

                                                 
191 洪邦桓，同前揭註 21，頁 169；張勛杰，同前揭註 177，頁 81。 
192 山崎茂雄編著，同前揭註 179，頁 7。 
193 松嶋隆弘，同前揭註 178，頁 68。 
194 ULLCA§202(a). 
195 ULLCA§101(14). 
196 ULLCA§202(a)、(b)；206(a)、(c). 
197 ULLCA§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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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得區分為定期性 LLC 與不定期 LLC。此除影響 LLC 的存續期間，亦

與成員是否會不當退出198而負有損害賠償責任，同時關係到 LLC 可否任意

解散199。 

四、股東得以章程排除有限責任 

LLC 之成員原則以其出資額為限，對 LLC 之債務負有限責任。惟成員

透過章程明定並經書面同意，得排除有限責任之保護，對 LLC 承擔個人責

任200。 

 

第二款 內部關係 

一、經營協議 

關於 LLC 之內部關係，原則上均屬任意規定，而得由構成員以經營協

議（Operating Agreement）加以變更之201，在營運上賦予極大的彈性。所

謂經營協議，即規範 LLC 內部事務、細部規劃營運。具體而言，例如什麼

樣的事情由成員決定？什麼樣的事情交由經營者決定？（亦即機關權限分

配問題）這些情形決定的方法如何？例如成員大會或經營者會議是否採用

書面決議？多數決時之定足數或需達多少成數方可通過？202等等事項的決

定，由於 LLC 高度尊重成員自主管理企業之要求，故均委由成員間之經營

協議決定，或可說是貫徹契約自由原則203。 

二、出資 

成員之出資形式不限於金錢，亦得以其他有形或無形資產、本票、勞

務或預為資產或勞務之提供等方式出資204。此外，若未能依約履行該非金

錢之出資，則該成員有義務依 LLC 之選擇，提供與其出資義務中未交付部

分相當之金錢出資205。 

 

由於成員原則上僅負有限責任，是以，成員是否實際履行出資義務，

對債權人之權益保障影響重大。故各成員之出資履行義務不因其死亡、無

                                                 
198 有關不當退出之說明，詳如後述。 
199 ULLCA§203(a). 
200 ULLCA§303. 
201 ULLCA§103(a). 
202 大杉謙一，同前揭註 190，頁 174。 
203 武田昌則，同前揭註 203，頁 101。 
204 ULLCA§401. 
205 ULLCA§401、§404(c)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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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能力或其他個人履行不能而免除206。出資義務之免除或和解，應經全

體成員之同意207。 

  

三、損益分配 

關於 LLC 成員要如何分配事業經營所生之盈餘及損失。原則上得於經

營協議中自行安排。倘經營協議對此無特別約定，ULLCA 於此部分與 RUPA

相同，採取成員均分之模式208，而非根據出資比例來決定。需注意的是，

有為數不少之州法所定分配方式，係以各成員所履行之出資比例為之209。

又，原則上不得要求為現物分配，惟仍得由 LLC 成員依章程或經營協議另

定其他分配方式。 

 

在損益分配上，試舉一例以明瞭經營協議的彈性範圍。設 A與 B共同

設立一家 LLC，A 以現金出資，而 B在 LLC 設立後之二年間提供生財設備

作為出資，經營協議中約定出資分別為百分之五十。然而，A於 LLC 設立

後的兩年間期損益分配為百分之七十五，B則為百分之二十五；二年後，A

與 B之損益分派再依照出資比例調整為百分之五十。這樣的損益分配方

式，基本與合夥相同，而與股份有限公司強調須依股份比例分配股利之概

念迥異。另外，須強調的一點是，由於 LLC 得採取構成員課稅方式，是以

LLC 之損失得以直接移轉給成員，使成員得以將該損失抵銷其他所得，藉

以達到節稅的效果。然而，就此，美國國稅局提出經營協議的安排必須符

合「實質經濟效能」（Substantial Economic Effect）。即特殊的利益、

損害配置，必須基於該企業與成員實際上的經濟情況，而不能只是為了達

到節稅之效果，否則該利益、損害配置之方式，將不被國稅局所承認210。 

第三款 營運與管理 

在LLC有兩種經營模式可供選擇，一為「成員經營型」（member-managed 

LLC），一為「經理人經營型」（manager-managed LLC）211。是否採取經理

人經營型營運模式，為組織章程時之相對必要記載事項。於經營協議中，

亦可對內部關係為不同之安排。 

一、成員經營型 

                                                 
206 ULLCA§402(a). 
207 ULLCA§404(c) (5). 
208 ULLCA§405(a)、comment. 
209 如 Del. Code. Ann. tit. 6§18-503, N.Y.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Law§503.轉引自大杉謙一，同

前揭註 190，2001 年 1 月，頁 176。 
210 謝易宏，論非公司型企業組織，東吳法律學報第 17 卷第 1 期，2005 年 8 月，頁 97。 
211 ULLCA§4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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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成員直接經營 LLC 之情形，所有的成員對於 LLC 之營運與執行擁有

相同的權限；惟亦有依出資比例定成員議決權之州法的例子212。通常的經

營事項由成員多數決決定之213。僅在①經營協議、章程之變更；忠實義務

違反之免除214。②免除、減少出資義務。③新成員之承認。④解散、放棄

清算、終止該企業。⑤處置全部或實質上全部之資產等法所規定之情形

下，須得到全體成員一致同意始可為之215。 

二、經理人經營型 

如採經理人經營模式，則 LLC 之成員與經營者間成立代理關係216。換

言之，業務之執行由經理人為之，成員並無權利直接參與事業之經營；若

成員擅自對外代表，並為業務之經營，該交易第三人不得向 LLC 主張權利，

因該 LLC 之組織章程已揭示其為「經理人經營型 LLC」。是故，交易風險不

得轉嫁予 LLC。反之，若未於章程中明文其採「經理人經營型」之模式，

則第三人即得主張，信賴所有成員均具有執行業務之代表權，以保護善意

第三人之利益217。 

 

另外，各經理人對 LLC 之營運與執行擁有之權限範圍相同，就 LLC 業

務範圍內均為代理人。又，對於 LLC 之通常經營事項，依經理人之多數決

方式決定之。關於經理人之選任、罷免或取代，應經成員依過半數同意218。

若屬上述依法應經全體成員同意之事項，於經理人經營型的 LLC 中，同樣

有其適用219。 

 

不論何種類型之經營模式，於合理的要求下，LLC 成員均得進行查閱、

複印企業營運之相關表冊與紀錄，此與合夥人之帳簿閱覽規範模式大致相

同220。 

 

第四款 成員利益之轉讓與受讓人之權利 

LLC 既為獨立之法律實體，則其資產歸屬於事業本身，而非由全體成

                                                 
212 N.Y.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Law§402(a). 
213 ULLCA§203(a)(6). 
214 ULLCA§103(b)(2)ii 參照。 
215 ULLCA§404(c). 
216 井上能孝，合同会社と有限責任事業組合における組合的規律と有限責任，中村学園大学・

中村学園大学短期大学部研究紀要第 39 號，2007 年，頁 175。 
217 ULLCA§203(a)(6) 、§301(b)(1). 
218 ULLCA§404(b). 
219 謝易宏，同前揭註 210，頁 98。 
220 ULLCA§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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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所共有221。成員之權利同樣可區分為成員權及分配利益請求權。前者乃

基於 LLC 成員之身份而來，不得自由轉讓；相對地，後者係所謂「收益權」

之概念，亦稱為「可分配利益」（distributional interest），成員可將

其全部或部分轉讓予他人222。且可將上開之分配利益請求權轉化為分配利

益憑證，成員得藉由憑證之移轉轉讓分配利益223。詳言之，除了經營協議

中已授權成員得轉讓受讓人特定權利，或經其他所有成員之同意，否則分

配利益之受讓人，並不因而取得 LLC 成員之資格，更無法因此行使成員之

權利，僅於轉讓範圍內取得應得之分配224。 

 

第五款 LLC 之解散、終止與成員之退出 

LLC成員除得轉讓其分配利益之外，尚有請求LLC收買其分配利益225之

方式為退場機制。關於成員退出 LLC 之時點，並無限制。成員得隨時向 LLC

發出退出之通知，無論其退出正當與否。所謂的不正當退出，包括下列幾

種情形226： 

一、 成員違反經營協議之規定而退出者。 

二、 定期 LLC 之存續期間屆滿前退出 LLC 者。 

三、 遭法院除名。 

四、 成為破產債務人。 

五、 非自然人之成員，因解散或終止而被除名。 

最重要的是，成員若有不正當退出之情事時，對事業及其他成員所造

成之損失，應負其責任227。 

 

有關 LLC 之解散，自然人成員死亡、喪失行為能力、破產，或法人成

員因不同原因而解散、破產、終止等，雖構成成員法定退出事由。然而，

除非經營協議中明定上開事項亦構成解散、清算事由，否則不因之造成 LLC

進入解散或清算程序。換言之，除定有存續期間之外，LLC 之解散、終止

之事由，原則上仍依經營協議之約定228。 

 

至於強制解散部分，經 LLC 成員或已退出成員之聲請，法院亦得於下

                                                 
221 ULLCA§201、§501(a). 
222 ULLCA§501(b). 
223 ULLCA§501(c). 
224 ULLCA§502、§503 (a). 
225 ULLCA§701、§702. 
226 ULLCA§602 (b). 
227 ULLCA§602 (c). 
228 張勛杰，同前揭註 177，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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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數種情況下，為強制事業解散之裁決229：①該事業之經濟目的已難達成。

②聲請人對於與另一執行 LLC 事務之成員繼續經營 LLC 之事務，在情理上

不可行時。③該 LLC 未能依法承購聲請人之股份、控制該事業之經理或成

員，對聲請人已經、正在或將要作出非法、壓迫、詐欺或不公平之損害230。 

 

 

第六款 稅制 

關於 LLC 之課稅，欲採法人課稅或構成員課稅制度，LLC 得自為選擇，

此即前述之勾選原則。一般認為由於該原則之確立，使全美各地之 LLC 數

量激增231。 

 

 

 

第三節  日本合同公司制度內容 

承前所述，會社法下之合同公司（亦即日本版 LLC），係參考美國之制

度，並回應日本實務需求所創設。並與會社法下之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總

稱為「持分公司」，共通適用會社法第五七五條以下之規定。本節將以會

社法下合同公司之規定為基礎，介紹合同公司之制度內容，並探討該制度

所生之相關問題。 

 

第一項 合同公司之設立 

第一款 資合公司、人合公司（組織）與責任之關係 

在公司性質之區別上，向有「資合公司」與「人合公司」之別。二者

區分之基礎應係自股東是否對公司債務負直接無限清償責任而來232。股東

僅負有限責任者，係「資合公司」，內部以所有與經營分離為原則（如股

份有限公司）；另一方面，股東負無限責任之公司，內部關係以經營與所

有合一為前提，重視出資者之個人性，並適用重視共同事業性之規定（如

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者，為「人合公司」。 

然而，合同公司制度打破以往股東負有限責任即等於資合公司、無限

責任即屬人合公司之藩籬。於合同公司承認股東僅負有限責任之同時，內

                                                 
229 ULLCA§801 (4). 
230 張勛杰，同前揭註 177，頁 86。 
231 武田昌則，同前揭註 203，頁 102。 
232 林國全，同前揭註 4，頁 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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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亦重視股東之個人性，為具人合公司要素之公司233。茲將資合、人合公

司之比較整理如下表： 

股東（出資者）間之內部關係  

資合公司 人合公司 人合組織 

有限

責任 

股份有限公司、有

限公司 

LLC（合同公司） LLP 對外

責任 

無限

責任 

 無限公司、兩合公

司 

民法上之任意合夥

 

第二款 設立 

一、 章程 

依會社法第五七五條234第一項規定，設立合同公司時，有意成為股東

之人應訂定章程，並應由全體簽名或蓋章。 

章程之絕對必要記載事項如下： 

① 所營事業。 

② 公司名稱。 

③ 本公司所在地。 

④ 股東之姓名或名稱及住所。（以上①至④規定於會社法第五七六條235第

一項） 

⑤ 股東全體為有限責任股東。（會社法第五七六條第一項、第四項） 

                                                 
233 山崎茂雄編著，同前揭註 179，頁 36。 
234 會社法第 575 條 【訂定章程】 
Ⅰ設立無限公司、兩合公司或合同公司（以下總稱「持分公司」），有意成為股東之人應訂定章

程，全體簽名或蓋章。 

Ⅱ前項章程，得以電磁記錄方式訂定。於此情形，記錄於該電磁記錄之資訊，應採取法務省令

所定代替簽名或蓋章之措施。 
會社法條文之文字，參林國全，同前揭註 62，頁 156，2008 年 10 月。 
235 會社法第 576 條 【章程應記載或記錄事項】 
Ⅰ持分公司之章程應記載或記錄左列各款事項： 

一、所營事業。 

二、公司名稱。 

三、本公司所在地。 

四、股東姓名或名稱及住所。 

五、股東為無限責任股東或有限責任股東之別 

六、股東出資之標的（有限責任股東，以金錢等為限）及其價額或評價標準。 

Ⅱ（關於無限公司之規定，略） 

Ⅲ（關於兩合公司之規定，略） 

Ⅳ所欲設立之持分公司為合同公司者，就第一項第五款事項，應記載或記錄其股東全部為有限

責任股東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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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股東出資之標的及其價額或評價標準。（會社法第五七六條第一項） 

 

章程之相對必要記載事項如，股東持分轉讓之同意（會社法第五八五

條第四項）、執行業務股東之指定（會社法第五九○條第一項）、退股事由

（會社法第六○七條）、解散事由（會社法第六四一條）等236；絕對必要記

載事項、相對必要記載事項外，其他不違反會社法規定之事項，亦得記載

於章程，是為任意記載事項（會社法第五七七條237）。 

章程得採取傳統書面記載形式（會社法第五七六條第一項），亦得採

取電磁記錄形式（同條第二項238）。另外，設立合同公司無須如股份有限公

司應經公證人之認證或繳納機關之保管證明。 

 

二、 設立登記 

會社法第五九七條規定，持分公司以在其本公司所在地完成設立登記

為成立要件。合同公司設立登記之詳細事項，規定於會社法第九一四條。 

舊商法規定，無限公司、兩合公司之分公司所在地為章程之絕對必要

記載事項。然而，分公司之設置須變更章程，原則上應經全體股東之同意。

昭和三十七年商法修正時即認為，有關分公司之設置並不具備需高度意思

形成要件之章程記載方式處理之重要性，本次會社法修正亦同此見解。故

至此，所有類型之公司均未將之列為章程應記載事項239。 

                                                 
236 章程之相對必要記載事項除本文所述之外，尚有：業務之決定（會社法第 590 條第 2 項、第

591 條）、支配人之選任（會社法第 591 條第 2 項但書）、執行業務股東之辭任與解任（會社法第

591 條第 6 項）、關於業務及財產狀況調查權之限制（會社法第 592 條第 2 項）、執行業務股東之

報告義務等之免除（會社法第 593 條第 5 項）、競業禁止義務之免除（會社法第 594 條第 1 項但

書）、利益相反交易之限制（會社法第 595 條第 1 項但書）、代表公司股東之選定（會社法第 599
條第 3 項）、任意退股之限制（會社法第 606 條第 2 項）、法定退股事由（會社法第 607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死亡或合併時之一般繼受（會社法第 608 條第 1 項）、財務報表之閱覽等限

制（會社法第 618 條第 2 項）、盈餘分派之相關事項（會社法第 621 條第 2 項）、損益分配之比例

（會社法第 622 條第 1 項）、出資返還之相關事項（會社法第 624 條第 2 項）、章程變更之方法（會

社法第 637 條）、存續期間與解散事由（會社法第 641 條第 1 款、第 2 款）、清算人（會社法第

647 條第 1 項第 2 款）、清算人之解任（會社法第 648 條第 2 項）、清算公司之業務決定（會社法

第 650 條第 2 項）、清算公司之代表（會社法第 655 條第 3 項）、剩餘財產之分配（會社法第 666
條第 1 項）、帳簿資料之保存（會社法第 672 條第 2 項）、公告之方法（會社法第 939 條第 1 項）。 
藤瀬裕司，《新しい流動化‧証券化ヴィークルの基礎と実務—新会社法制における日本版ＬＬ

Ｃ（合同会社）を中心に》，ビーエムジェー，頁 185-186，2006 年 3 月。 
237 會社法第 577 條【章程之任意記載】 
Ⅰ設立無限公司、兩合公司或合同公司（以下總稱「持分公司」），有意成為股東之人應訂定章

程，全體簽名或蓋章。 

Ⅱ前項章程，得以電磁記錄方式訂定。於此情形，記錄於該電磁記錄之資訊，應採取法務省令

所定代替簽名或蓋章之措施。 
238 故會社法第 576 條第 1 項稱章程應「記載或記錄」。詳參林國全，同前揭註 62，頁 156 註 8。 
239 相澤哲編著（相澤哲‧郡谷大輔執筆部分），同前揭註 175，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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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承認一人合同公司 

會社法並未就合同公司之股東數額為明文之限制，亦未明列股東僅有

一人時為公司解散事由240。是以，解釋上應承認一人合同公司之存在241。

日本會社法承認一人合同公司存在之立論依據為，即使股東僅有一人，但

可藉由股份之轉讓加入新股東，且股份之轉讓得由該一人股東之自由意志

為之，仍具股東成為複數之潛在可能，故無違反公司法人之社團性。換言

之，即採潛在社團說242。 

 

四、 容認法人股東存在 

會社法第五九八條第一項之「法人為執行業務股東者」，明示包括合

同公司之持分公司股東得為法人外，會社法第五七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章程應記載股東姓名或「名稱」，亦知合同公司之股東得為法人243。 

五、 出資之限制 

（一）限以金錢或現物出資 

合同公司股東全體為有限責任股東，基於資本維持原則，會社法第五

七六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合同公司股東出資標的以「金錢等」為限。此

所謂「金錢等」，依會社法第一五一條規定，係指「金錢及其他財產」244。

換言之，會社法允許合同公司股東以金錢或現物出資，惟不得以勞務出

資，以保障債權人。 

如以債權為出資標的，而該債權之債務人未清償時，該以債權出資之

股東應負清償責任（會社法第五八二條第二項），以保護其他股東245。 

 

（二）就現物出資未設檢查人審查制度 

合同公司之股東，雖不得如無限公司及兩合公司之無限責任股東以信

用或勞務出資，但並不以「現金出資」為限，亦得以金錢以外財產為標的

之「現物出資」246，已如前述。惟合同公司股東以現物出資時，不須如股

                                                 
240 會社法第 641 條第 4 款規定，持分公司欠缺股東時為法定解散事由。 
241 山崎茂雄編著，同前揭註 179，頁 38。 
242 相澤哲編著（相澤哲‧郡谷大輔執筆部分），同前揭註 175，頁 156。 
243 詳參林國全，同前揭註 62，頁 156 註 10。 
244 林國全，同前揭註。 
245 相澤哲，同前揭註 46，頁 187。 
246 林國全，同前揭註 62，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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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應另受現物出資財產出價之檢查人制度。其理由如下： 

1. 現物出資之財產估價如何，或有股東間不平等之疑慮247。但依會社

法第五七六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合同公司設立之際，應經全體

股東同意，於章程訂定股東出資之標的及其價額或評價標準。公

司設立後，即使於新股東加入之情形，原則上亦有經全體股東同

意變更章程之必要248。既須經全體股東同意，即無所謂股東間不平

等之問題。 

 

2. 因現物出資之對價為公司之持分，公司之財產並無實質之流出，

故無須特別設置債權人保護之規範249。另外，或有若所出資財產之

實際客觀價格不足章程所定價額時，所謂股東就出資範圍負責，

是就所出資財產實際價額負責？還是就章程所定價額負責？之疑

慮。惟會社法中已明定「出資價額」即指「章程所定之價額」，而

且因為在章程中已經明定出資目的及其價額，所以公司債權人不

必就個別出資之標的財產實際估算其價額，而是與公司以金錢等

對價方式取得其他財產時作相同處理，即使公司已經定有資產估

算額，也不至於產生問題250。更何況，債權人得請求閱覽或謄寫資

產對照表、損益表等，適切掌握合同公司之資產價值251。 

 

（三）合同公司股東事前全額繳納出資義務 

會社法第五七八條規定，有意成為合同公司股東之人，於章程訂定後

公司設立登記時為止，應全額繳納其出資之金錢，或給付其出資之金錢以

外財產之全部，不允許於合同公司成立後分期繳納或給付252。此即一般所

稱之「全額繳納（給付）主義」253。訂定應履行出資之期間限制，且採用

全額繳納制度，除基於債權人保障之旨趣外，也是為了保障股東之間接有

限責任性。蓋若合同公司股東對公司尚有未完了之出資義務，將出現公司

債權人直接對該未盡出資義務之股東直接求償之可能空間，而與股東間接

有限責任性有所齟齬254。 

 

                                                 
247 林國全，同前揭註 62，頁 158。 
248 相澤哲，同前揭註 46，頁 187；岸田雅雄，同前揭註 56，頁 84。 
249 相澤哲，同前揭註 46，頁 187。 
250 相澤哲編著（相澤哲，郡谷大輔執筆部分），同前揭註 175，頁 156 註 1。 
251 相澤哲，同前揭註 46，頁 187。 
252 林國全，同前揭註 62，頁 158。 
253 未採全額繳納出資義務者如兩合公司，其有限責任股東得為分期繳納。會社法第 580 條第 2
項括號參照。武田昌則，同前揭註 203，頁 99；大杉謙一，同前揭註 253，頁 86。 
254 相澤哲（相澤哲，郡谷大輔執筆部分），同前揭註 175，頁 157。轉引自林國全，同前揭註 62，

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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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無最低資本額限制 

日本於一九九○年商法修正時即導入所謂的最低資本額制度。當時要

求，全部股東僅就公司債務負間接、有限責任之股份有限公司須充實其資

本至一千萬日圓、有限公司至三百萬日圓255。設置最低資本額制度之旨趣

在於，當股東僅就公司債務負間接、有限責任時，公司之資產乃為公司唯

一的償債基礎。為保護公司債權人，乃有藉由設立時最低資本額限制，構

築公司最低限償債能力，而賦予公司債權人最低限度保障之最低資本額規

範概念之產生256。一般認為，最低資本額制度尚有構成盈餘分配可能額限

制及防堵泡沫公司濫設等二功能257。惟實際運作結果發現，最低資本額制

度並未發揮保護公司債權人之機能258，反而造成創業者之創業障礙。故本

次會社法修正乃廢止最低資本額制度。 

 

至於對公司之設立不採最低資本額規範，可能導致泡沫公司增加，其

結果有害債權人之隱憂。此問題似只能強化法人格否認法理之運用或加強

董事之對第三人責任以為因應；另有指摘廢止最低資本額規範，可能導致

公司破產機率升高。惟公司是否破產，其癥結不應在於公司設立時資金之

多少，而在於該公司所營事業之風險大小，或現金流動狀態而決定。此由

現實之破產狀況觀之，應屬清楚明白259。 

 

另外，合同公司設立時並無出資之限制，故理論上出資額得為一日圓
260。然而，因合同公司依會社法第五七九條需經設立登記始得成立，而公

司為設立登記時需繳納登記執照費。登記執照費率為資本額之千分之七，

但資本額未滿六萬日圓者，以六萬日圓計。因由此可知，合同公司設立時

                                                 
255 前田庸，同前揭註 255，頁 14-15。 
256 林國全，同前揭註 62，頁 159。 
257 紙博文，最低資本金制度廃止に関する考察，経営情報研究第 15 卷第 1 號，2007 年，頁 30。 
258 公司設立之初有一定之資本，或許對於公司之信用面有正面加分的效果。然而，此與是否採

行最低資本制係屬二事。如公司設立登記之後，淨資產未達最低資本額之要求，因法律並未課予

其補足之義務，故對交易相對人而言，最低資本額並無意義；再者，即使出資達到最低資本額之

要求，但公司事後經營發生超過最低資本額之虧損，債權人仍無法獲得保障。由此可推知，帳面

上的資本額為一千萬日圓或一日圓其實並無差異。詳參弥永真生、松井秀樹、武井一浩編著，同

前揭註 50，頁 14-15。 

另有論者主張，公司設立時，雖於章程訂定最低資本額，但對於發起人等未課予收受、繳納、給

付擔保之責任，因此即使章程定其資本額，亦無法確保公司確有與資本額相應之財產；又法律上

賦予資本金額有決定公司規模之機能，但公司之事業活動規模得否由資本金額窺知，仍有疑問。

參葭田英人，資本（資本金）制度の再検討－株主有限責任と会社債権者保護－，神奈川法学第

39 卷第 1 號，頁 167，2006 年 3 月。 
259 林國全，同前揭註 62，頁 159；江頭憲治郎・武井一浩編（相澤哲，岩崎友彦執筆部分），同

前揭註 64，頁 148-149。 
260 岸田雅雄，同前揭註 56，頁 83；亦有認為設立時之資本金得為「零日圓」，神田秀樹，同前

揭註 70，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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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最低費用至少為六萬日圓261。 

六、 設立無效與撤銷262 

（一）設立無效 

持分公司設立無效之原因，除客觀原因之外，因持分公司重視股東之

個性，故亦有關於股東個人情事之主觀原因。客觀原因，如章程漏未記載

絕對必要記載事項、違法記載，或於章程為與持分公司本質相反之記載；

相對地，主觀原因如參與設立之股東心神喪失、意思表示錯誤等。 

持分公司因重視股東個人之信用，故持分公司一人之意思表示無效，

即生公司設立行為全部無效之效果。公司成立日起二年內，限股東或清算

人，得以訴主張之（會社法第八二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被告為設立之公

司（會社法第八三四條第一款）。 

設立無效判決具對世效，換言之，於該設立無效判決確定時，對第三

人亦生效力（會社法第八三八條）。且該設立無效之效力，係向將來無效，

不生溯及既往之效力（會社法第八三九條）。又如該無效之原因僅與一部

份股東有關，得經其他全體股東之同意，使該持分公司繼續存在（會社法

第八四五條）。 

 

（二）設立之撤銷 

公司成立之日起二年內，得以訴請求撤銷該持分公司之設立（會社法

第八三二條）。撤銷之原因如下： 

① 股東因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得撤銷關於持分公司設立之意思表示的情

形。如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所為之設立行為（會社法

第八三二條第一款）。 

② 股東明知該持分公司設立行為有害其債權人時仍為之者，該債權人得以

訴請求撤銷該持分公司之設立（會社法第八三二條第二款）。 

 

 

第二項 股東 

第一款 概說 

                                                 
261 山崎茂雄編著，同前揭註 179，頁 40。 
262 加美和照，同前揭註 36，頁 507-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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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分公司之法律關係可分為內部關係與外部關係。所謂內部關係，係

指公司與股東或股東相互間之關係；外部關係則為公司與第三人之關係或

股東與第三人之關係。會社法有關持分公司之規定，基本上全為強行規

定，但得以章程另為規定者，皆於條文中明示。另外，法律未為規定之事

項，均得以章程另為規定263。 

 

 

第二款 股東之責任 

合同公司之全體股東，就合同公司所負之債務，僅就其出資價額限度

內負間接、有限責任。換言之，合同公司之財產為對債權人之唯一償債基

礎，故有必要確保公司財產之充實。會社法便自保護債權人等第三人之觀

點出發，於會社法第五七八條第一項本文揭示，合同公司股東負有章程訂

定後、合同公司設立登記前之全額繳納出資義務，已如本章第一項第二款

五、（三）所述。 

 

第三款 持分之轉讓 

持分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相異，因人合色彩強烈，故設有持分轉讓之

限制。持分公司之股東，原則上非得其他全體股東之同意，不得將其持分

之全部或部分轉讓予他人（會社法第五八五條第一項）。但因同條第二項

就不執行業務之有限責任股東有特別規定：「非執行業務之有限責任股

東，經執行業務股東全體同意時，得將其持股之全部或部分轉讓予他人，

不適用前項規定。」是以，在合同公司全體股東均為有限責任股東之情形，

其執行業務股東之全部或部分持分轉讓，應適用第一項規定，即應經其他

全體股東同意；相對地，非執行業務之股東，則應適用第二項之規定，得

經執行業務股東全體同意時，轉讓其持分。 

 

會社法第六三七條為持分公司章程變更之規定：「持分公司，除章程

另有規定外，經全體股東同意，得變更章程。」又股東姓名、名稱及住所，

及其出資額，均為章程應記載事項。是以股東轉讓其持分後，章程原有之

記載內容，應配合轉讓後之實際狀態予以變更，亦即應依會社法第六三七

條經全體股東同意予以變更。然而，若非執行業務股東依據會社法第五八

五條第二項規定轉讓持分後，無法獲得全體股東同意以變更章程，則該條

之特別規定即無法運作。因此會社法特於第五八五條設置第三項，以為同

條第二項之配套規定。第三項之法條文字為：「因非執行業務之有限責任

股東轉讓持分而變更章程時，依該持分轉讓所為之章程變更，得依執行業

                                                 
263 加美和照，同前揭註 36，頁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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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股東全體之同意為之，不適用第六三七條規定。」 

 

股東持分轉讓限制實為公司之內部事項，故可於章程訂定緩和法定轉

讓要件之條款264。例如規定經全體股東過半數之同意即得轉讓全部或一部

之持分，或非執行業務股東之持分轉讓，無須經其他股東同意，解釋上皆

無不可265。會社法第五八五條第四項亦明文規定：「就前三項（持分轉讓之

限制）規定，得以章程另為規定。」 

 

另外，與股份有限公司不同，持分公司不得取得自己之持分，若違法

取得時，該持分於該持分公司取得時消滅（會社法第五八七條），明文禁

止持分公司持分回籠。 

 

第四款 誤認行為之責任 

會社法第五八八條266及第五八九條267為使他人誤認自己為股東，或股

東使人誤認其責任限度行為之規定。 

 

會社法第五八八條第二項規定，持分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有使人誤認

其責任限度之行為時，該有限責任股東，對基於該誤認而與合同公司交易

之人，在其使人誤認之責任範圍內，負清償該合同公司債務之責任。本項

是第三人關於合同公司股東責任限度之信賴保護的規定，用以確保交易安

全。值得一提的是，本條第一項中，有限責任股東使他人誤認自己為無限

股東之責任規定，排除合同公司之適用。此或係考量合同公司既以全體股

東負有限責任為前提，故合同公司股東為使人誤認其為無限責任股東之行

為，理論上應無可能。惟日本學界認為，如誤用商號（雖為合同公司，但

事實上使用無限公司名稱之情形），實際上發生合同公司股東有使人誤認

其為無限責任股東行為之情形，仍應類推本條第一項之規定為宜268。 

                                                 
264 増島雅和，持分会社関係，税経通信第 60 卷 5 號，2005 年，頁 172。 
265 相澤哲編著（相澤哲，郡谷大輔執筆部分），同前揭註 175，頁 158。 
266 會社法第 588 條 【為使人誤認其為無限責任股東之行為等之有限責任股東之責任】 

Ⅰ兩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有使人誤認自己為無限股東之行為時，該有限責任股東，對基於該

誤認而與兩合公司交易之人，負與無限責任股東同一之責任。 

Ⅱ兩合公司或合同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有使人誤認其責任限度之行為（前項行為除外）時，該

有限責任股東，對基於該誤認而與兩合公司或合同公司交易之人，在其使人誤認之責任範圍

內，負清償該兩合公司或合同公司債務之責任。 
267會社法第 589 條  【為使人誤認其為股東之行為之人之責任】 

Ⅰ非兩合公司或合同公司股東之人，有使人誤認自己為無限股東之行為時，該非股東之人，對

基於該誤認而與兩合公司交易或合同公司之人，負與無限責任股東同一之責任。 

Ⅱ非兩合公司或合同公司股東之人，有使人誤認自己為有限股東之行為時，有使人誤認其責任

限度之行為（前項行為除外）時，該非股東之人，對基於該誤認而與兩合公司交易或合同公司

之人，在其使人誤認之責任範圍內，負清償該兩合公司或合同公司債務之責任。 
268 相澤哲編著（相澤哲，郡谷大輔執筆部分），同前揭註 175，頁 158；山崎茂雄編著，同前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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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會社法第五八九條第二項規定，非合同公司之股東，有使他人誤

認其為合同公司有限責任股東之行為時，該非股東之人，對基於該誤認而

與合同公司交易之人，於使人誤認之責任範圍內，負清償該合同公司債務

之責任。此係使為誤認行為、自稱為有限責任股東之人，廣泛地負表見責

任之規定，以保障交易安全。 

 

第三項 管理 

第一款 總則 

合同公司乃重視股東關係之人合性公司類型，以經營與所有一致為原

則，故公司內部機關、意思決定方法、執行業務股東之裁量範圍等事項，

會社法非設強制規定，而是廣泛地承認章程自治。以下就合同公司之業務

決定與業務執行、執行業務股東與公司之關係、執行業務股東第三人之責

任、法人股東與業務執行、股東為公司行使訴權等合同公司之「管理」問

題加以分述。 

 

第二款 業務決定與業務執行 

一、執行業務股東 

舊商法規定有限責任股東無業務執行權，理由在於有限責任股東與公

司僅有出資之關係，且其所負之責任較輕。然而，如會社法仍採股東責任

與業務執行權或代表權連結之見解，則對股東全體均僅負有限責任的合同

公司而言，執行業務股東與代表人根本無從存在。再者，股東對公司之債

務所負責任輕重與是否授與業務執行權係屬二事，如強行加以連結，則股

份有限公司之董事對公司之債務根本不負責任乙點，即成問題。因此，日

本新會社法將股東之責任與業務執行權或代表權之問題加以切割。其次，

委由誰執行公司之業務問題，純屬公司內部股東間如何決定的問題，法律

沒有另訂違反當事人（股東）意思之規定的必要269。 

 

基於上述理由，會社法便於第五九○條270第一項規定，持分公司之股

                                                                                                                                            
註 179，頁 56。 
269 相澤哲編著（相澤哲，郡谷大輔執筆部分），同前揭註 175，頁 159。 
270 會社法第 590 條 【業務執行】 

Ⅰ股東，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執行持分公司之業務。 

Ⅱ股東有二人以上者，持分公司之業務，除章程另有規定外，以股東過半數之同意決定之。 

Ⅲ持分公司之日常事務，得由各股東單獨行之，不受前項規定限制。但其完了前有其他股東表

示異議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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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原則上有執行持分公司業務之權。 

二、業務決定 

合同公司股東執行業務時，在股東為複數之情形，依過半數股東之同

意為意思決定，會社法第五九○條第二項參照。惟在章程自治之原則下，

該過半數之要件，得變更章程為不同之規定。例如業務執行之決定應以全

體股東同意行之271。 

再者，以章程定執行業務股東者，執行業務股東有二人以上時，除章

程另有規定外，原則上以執行業務股東過半數同意決定之，會社法第五九

一條272第一項參照；又，即使執行業務股東有二人以上時，除章程另有規

定外，支配人之選任與解任，仍須依股東過半數同意決定之，不受同條第

一項之限制。 

會社法規定，股份有限公司應召開股東常會。惟會社法並未課予合同

公司召開股東會之義務。是以，股東是否召開會議，以及如召開股東會之

決議事項內容等，均得由章程自由規定273。 

 

三、日常事務 

公司之日常事務係指如購置公司日常業務所需物品等事，以該日常事

務完了前，無其他股東表示異議者為限，各股東得單獨行之（會社法第五

九○條第三項）。若章程定有執行業務股東之情形，則公司之日常事務成

為執行業務股東之權限，非執行業務股東即無前條第三項之日常事務執行

權（會社法第五九一條第一項後段）。 

 

四、非執行業務股東之檢查權 

會社法第五九二條274規定賦予合同公司之非執行業務股東相當於日本

                                                 
271 林國全，同前揭註 62，頁 165。 
272 會社法第 591 條 【章程定執行業務股東之情形】 

Ⅰ以章程定執行業務股東者，執行業務股東有二人以上時，持分公司之業務，除章程另有規定

外，以執行業務股東之過半數同意決定之。於此情形，就前條第三項規定之適用，同項中之「股

東」為「執行業務股東」。 

Ⅱ於前項情形，支配人之選任及解任，以股東過半數同意決定之，不受前項規定限制。但章程

得另為規定。 

Ⅲ以章程定執行業務股東者，於該執行業務股東全體退股時，該章程規定失其效力。 

Ⅳ以章程定執行業務股東者，該執行業務股東，非有正當理由，不得辭任。 

Ⅴ前項之執行業務股東，以有正當事由為限，得以其他股東之一致同意解任之。 

Ⅵ前二項規定，章程得另為規定。 
273 山崎茂雄編著，同前揭註 179，頁 59。 
274 會社法第 592 條 【股東之持分公司業務及財產狀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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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六七三條275之一般性檢查權。 

本條第一項之「各股東」，自指章程所定執行業務股東以外之無公司

業務執行權的股東276。本條第二項雖仍承認公司得以章程限制非執行業務

股東之檢查權，惟以但書明文規範章程限制該權利之界限，以保障最低限

度之非執行業務股東業務及財產狀況調查權。又，舊商法規定，就有重要

事由發動檢查權時，應經法院之許可。但會社法並無如商法之規定。換言

之，合同公司非執行業務股東得逕行發動該檢查權277。 

 

第三款 執行業務股東與公司之關係 

合同公司與執行業務股東間之關係，基本上與股份有限公司相同，均

為委任關係（會社法第五九三條278第四項參照）。因此，合同公司之業務執

行股東，與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業務之董事相同。業務執行股東與公司之相

關規定，試分述如下。 

 

一、執行業務股東與合同公司之委任關係 

執行業務股東，對合同公司負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會社法第五

九三條第一項）及忠實義務（會社法第五九三條第二項）。且該二項義務

明文排除於章程自治得豁免之範圍之外（會社法第五九三條第五項規定參

照）。換言之，執行業務股東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係強行規

定。不得免除該二義務之理由有以下二點： 

 

                                                                                                                                            
Ⅰ以章程定執行業務股東者，各股東，雖無執行持分公司業務權利，仍得調查其業務及財產狀

況。 

Ⅱ前項規定，不妨礙章程另為規定。但章程不得規定限制股東於會計年度終了時或有重要事由

時依同項規定所為調查。 
275 日本民法第 673 條規定：「各合夥人，即使無合夥業務之執行權利，仍得檢查其業務其合夥財

產之狀況。」 
276 林國全，同前揭註 62，頁 166。 
277 相澤哲編著（相澤哲，郡谷大輔執筆部分），同前揭註 175，頁 159。 
278 會社法第 593 條【執行業務股東與持分公司之關係】 

Ⅰ執行業務股東，負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執行職務之義務。 

Ⅱ執行業務股東，應遵守法令及章程，為持分公司忠實執行其職務。 

Ⅲ執行業務股東，於有持分公司或其他股東請求時，應隨時報告其執行職務狀況，其職務終了

後，應即報告其經過及結果。 

Ⅳ民法第六四六條至第六五 0 條規定，於執行業務股東與持分公司間之關係準用之。於此情

形，同法第六四六條第一項、第六四八條第二項、第六四九條及第六五 0 條中之「委任事務」

換讀為「其職務」，同法第六四八條第三項中之「委任」換讀為「前項職務」。 

Ⅴ前二項規定，章程得另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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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日本民法第六四六條至第六五○條279之

規定不同，本條並非產生具體權利義務之規定，而係所謂執行

業務股東執行業務時，因未善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對公司

所生之損害負賠償義務之關係。因此，即使公司於章程訂定「執

行業務股東不負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亦不會產生執行業務股

東不必對因自己行為所生損害負賠償責任之效果，此時對執行

業務股東之追償，以一般損害賠償責任之追及問題視之即可解

決，故有論者主張，本條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規定並無意義
280。 

（二）由於會社法並未具體明定執行業務股東違反該二義務之效果。

從而，該二義務之違反，仍依第五九六條：「執行業務股東懈怠

其任務時，對持分公司，連帶負賠償因此所生損害之責任。」

之概括規定，就公司因而所受之損害，追究懈怠其任務之執行

業務股東對公司之連帶賠償責任。惟因第五九六條所定者為對

公司之損害賠償責任，而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得放棄其請求權之

行使，無待法律明定。故第五九六條雖未明定公司得以章程豁

免或減免執行業務股東懈怠任務時之對公司責任，然因合同公

司之章程內容係經全體股東同意，解釋上認為若章程上規定執

行業務股東不負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或忠實義務，其實質意義

等於公司事先免除違反此等義務之執行業務股東之責任，並無

不可281。 

會社法第五九三條第三項規定執行業務股東之報告義務。執行業務股

東，於合同公司或其他社員之請求時，應隨時報告其業務執行狀況，其職

務終了後，應即報告其經過及結果。惟該報告義務得以章程另為規定而免

除（同條第五項）。 

 

                                                 
279 日本民法第 646 條至第 650 條，為關於委任之規定，相當於我國民法 541 條至 548 條規定。

條文如下：第 646 條「受任人因處理委任事務，所收取之金錢或其他物品，應交付於委任人。

所收取之孳息，亦同」（第 1 項）；「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利，應移轉於

委任人」（第 2 項）。第 647 條「受任人為自己之利益，使用應交付於委任人之金錢或使用應

為委任人利益而使用之金錢者，應自使用之日起，支付利息；如有損害，並應賠償」。第 648
條「非經特別約定，受任人不得向委任人請求報酬」（第 1 項）；「受任人應受報酬者，非於

履行委任事務後，不得請求給付」（第 2 項）；「委任關係，因非可歸責於受任人之事由，於

事務處理未完畢前已終止者，受任人得就其已處理之部份，請求報酬」（第 3 項）。第 649 條

「就委任事務之處理需費用者，委任人因受任人之請求，應預付之」。第 650 條「受任人因處

理委任事務，支出必要費用者，得對委任人請求支付該費用及支出日後之利息」（第 1 項）；

「受任人因處理委任事務，負擔必要債務者，得請求委任人代其清償，未至清償期者，得請求

委任人提出相當擔保」（第 2 項）；「受任人處理委任事務，因非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受

損害者，得向委任人請求賠償」（第 3 項）參林國全，同前揭註 62，頁 166 註 23。 
280 相澤哲編著（相澤哲，郡谷大輔執筆部分），同前揭註 175，頁 160。 
281 林國全，同前揭註 62，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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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社法第五九三條第四項規定，執行業務股東與合同公司間之關係準

用日本民法第六四六條至六五○條委任關係之規定。亦即，執行業務股東

有因執行業務所收取物品之交付義務與責任（日本民法第六四六條、第六

四六七條）、報酬請求權（日本民法第六四八條）、預付費用請求權（日本

民法第六四九條）及費用償還請求權（日本民法第六五○條）。惟本項之

規定，亦得以章程另為規定（會社法第五九三條第五款）。 

 

二、競業禁止義務 

執行業務股東具有執行公司業務之重大權限，有利用其執行業務機會

奪取公司之交易相對人，或犧牲公司利益為自己或第三人謀利之危險，因

此與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一樣負有競業禁止義務。 

 

惟若執行業務股東，事先得其他全體股東之同意，即得為屬於合同公

司營業範圍內之競業行為（會社法第五九四條282第一項第一款）；或得其他

股東全體同意，即得擔任以與合同公司所營事業同種事業為其所營事業公

司之董事、執行人或執行業務股東（同條項第二款）。然而，因競業禁止

義務係以保護公司利益為其旨趣，故亦得預先以章程另為規定。 

 

會社法第五九四條第二項規定，若執行業務股東違反競業禁止義務，

而為自己或他人為競業行為，為保護交易安全，該行為應仍為有效。然而

業務執行股東對因該當競業交易致使公司所生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且

以執行業務股東或第三人因該行為所獲利益數額，推定為合同公司因此所

受之損害數額。由此可知，會社法就違反競業禁止規定行為之法律效果，

並非所得利益歸入之概念，而係規定損害賠償283。 

 

三、利益相反交易之限制 

與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相同，執行業務股東於為有害合同公司利益之

虞的交易時，應事先得該股東以外之全體股東承認。有害合同公司利益之

虞的交易，包括會社法第五九五條284第一項第一款所定之「直接交易」，與

                                                 
282 會社法第 594 條【競業禁止】 

Ⅰ執行業務股東，非經該股東以外之全體股東同意，不得為左列各款所定行為。但章程另有規

定者，不在此限。 

  一、為自己或第三人為屬於持分公司業務範圍之交易。 

  二、擔任以與持分公司所營事業同種事業為其所營事業公司之董事、執行人或執行業務股東。 

Ⅱ執行業務股東，違反前項規定而為同項第一款所定行為時，該執行業務股東或第三人因該行

為所獲利益數額，推定為持分公司所受損害數額。 
283 林國全，同前揭註 52，頁 167。 
284 會社法第 595 條【利益相反交易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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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條項第二款所定「間接交易」之情形。所謂「間接交易」係指，合同公

司保證執行業務東之債務，或執行業務股東與其他非股東間之交易，而該

交易係與合同公司利益相反之交易而言。 

 

本條利益相反交易之規範，乃為保障合同公司之利益所設，亦得以章

程預先免除。 

又，如依本條第一項規定取得該當執行業務股東以外其他全體股東過

半數之承認，即不適用日本民法第一○八條285關於自己代理與雙方代理之

規定。換言之，如依本項規定預先取得承諾，則該當業務執行股東即可同

時代表合同公司為交易。 

 

違反本條規定為利益相反交易之效力，衡量公司利益與交易安全之保

護，似應解為直接交易之情形為無效，間接交易之情形為不得對抗第三人

（相對無效）286。 

 

四、損害賠償責任 

會社法第五九六條287規定執行業務股東對持分公司之損害賠償責任。

合同公司有關業務執行股東對公司之責任，與股份有限公司相異，免除其

任務懈怠之責任並無特別之限制288，解釋上得自由決定事前或事後免除289。 

 

 

 

第四款 執行業務股東對第三人之責任 

                                                                                                                                            
Ⅰ執行業務股東，於左列各款情形，就該交易，非經該股東以外之全體股東承認，不得為之。

但章程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一、執行業務股東為自己或第三人而與持分公司為交易時。 

二、持分公司保證執行業務股東之債務或其他與非股東間之持分公司與該股股東間利益相反

之交易時。 

Ⅱ民法第一○八條之規定，就經前項承認之同項第一款所定交易，不適用之。 
285 日本民法第 108 條：「就同一法律行為，不得為相對人之代理人或為當事人雙方之代理人。但

關於債務之履行或本人事前允諾之行為，不在此限。」參林國全，同前揭註 62，頁 168 註 25。 
286 山崎茂雄編著，同前揭註 179，頁 62。 
287 會社法第 596 條【執行業務股東對持分公司之損害賠償責任】 

執行業務股東懈怠其任務時，對持分公司，連帶負賠償因此所生損害之責任。 
288 有關股份有限公司之役員等對該股份有限公司責任之免除，經全體股東一致同意而免除（公

司法第 424 條），或章程另定依股東會決議免除（公司法第 425 條、第 426 條），並設有最高責任

限額之限制。 
289 相澤哲編著（相澤哲，郡谷大輔執筆部分），同前揭註 175，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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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社法第五九七條290為執行業務股東對內（對公司）責任之概括規定
291。 

合同公司之執行業務股東，本質上亦為有限責任股東292。為使其在僅

負有限責任之下，即使於公司財產不足之情況，仍能慎重地經營事業，或

保持及早進入破產程序之敏感性，故課予其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相同之對

第三人責任，期能防止執行業務股東在有限責任之保護傘下，懈怠其任務

之弊害293。 

 

其次，合同公司之股東與設置董事會公司之董事不同，對其他股東之

業務執行，雖有確保其他執行業務股東執行業務適當性之權利，但並非被

課予義務，亦即不負所謂的「監視義務」。故本條所謂「執行職務」之範

圍，不包括對其他執行業務股東之監督。故執行業務股東就其他執行業務

股東執行職務有惡意或重大過失所致之第三人損害，不負連帶賠償責任294。 

 

另外，本條所稱之「第三人」不限於公司之債權人，應與股份有限公

司之規定包含股東在內做相同解釋，亦即本條所稱之「第三人」應包含合

同公司之股東在內。職是，執行業務股東因執行職務有懈怠而遭受損害之

股東，對該執行業務股東，得追究其責任295。 

 

第五款 法人股東與業務執行 

會社法明文承認，法人得為合同公司執行業務股東296。於法人擔任執

行業務股東之情形，該法人應選任為具體行為之自然人，並應將其選任之

自然人姓名及住所通知其他股東（會社法第五九八條第一項）；該為業務

執行之自然人，無須為法人業務執行股東之職員，故亦有可能委由非股東

之專業經營者執行合同公司之業務297。 

 

                                                 
290 會社法第 597 條【執行業務之有限責任股東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責任】 

執行業務之有限責任股東就其執行職務有惡意或重大過失者，連帶負賠償第三人因此所生損

害之責任。 
291 林國全，同前揭註 62，頁 168。 
292 林國全，同前揭註 62，頁 168。 
293 相澤哲編著（相澤哲，郡谷大輔執筆部分），同前揭註 175，頁 160。 
294 和仁亮裕、遠藤聖志，合同会社，收錄於川村正幸、布井千博編，《新しい会社法制の理論と

実務》，2006 年 8 月，頁 207。 
295 山崎茂雄編著，同前揭註 179，頁 68。 
296 會社法第 598 條【法人為執行業務股東之特例】 

Ⅰ法人為業務執行股東者，該法人應選任執行該業務執行股東職務之人，並將其姓名及住所通

知其他股東。 

Ⅱ第五九三條至前條規定，就依前項規定選任之執行股東職務之人準用之。 
297 宍戸善一，持分会社，ジュリスト No.1295，2005 年 8 月，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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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對該執行業務之自然人，課予其應負執行業務股東之義務與責

任（會社法第五九八條第二項）。如此規定之理由在於，法人執行業務之

具體行為須藉由自然人為之，若不課予該具體執行業務之自然人相同之責

任，恐有欠缺規範實效性之虞298。 

 

會社法第五九八條第二項類似我國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但

日本明定執行業務股東之義務、責任等規範（會社法第五九三條、第五九

七條），於該為執行業務法人股東為具體行為之自然人準用之，規定較我

國法周延299。 

 

第六款 追究責任之方法—股東為公司行使訴權（會社法第五九九條至第

六○二條300） 

執行業務股東因其任務懈怠，而對合同公司造成損害之情形，合同公

司對其一部或全體執行業務股東，得提起訴訟以追究渠等之責任。然而，

執行業務股東多有代表公司之權，因執行業務股東間有利益相反等原因，

故無法期待其適切地進行追訴。為維護合同公司及其股東之利益，會社法

承認股東代表公司，對該執行業務股東提起訴訟之制度（會社法第六○二

條）。 

惟需注意的是，本條所規定者乃以公司為原告，僅就其訴訟遂行之代

                                                 
298 相澤哲編著（相澤哲，郡谷大輔執筆部分），同前揭註 175，頁 159。 
299 林國全，同前揭註 62，頁 169。 
300 會社法第 599 條【持分公司之代表】 

Ⅰ業務執行股東，代表持分公司。但另定持分公司代表股東或其他代表持分公司之人者，不在

此限。 

Ⅱ前項本文之執行業務股東有二人以上者，執行業務股東各自代表持分公司。 

Ⅲ持分公司得以章程，或基於章程規定之股東互選，自業務執行股東中定代表公司之股東。 

Ⅳ代表持分公司之股東，有為關於持分公司業務之一切裁判上或裁判外行為之權限。 

Ⅴ對前項權限所加限制，不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會社法第 600 條【就代表持分公司之股東等之行為之損害賠償責任】 

持分公司，就代表持分公司之股東或其他代表人執行其職務而加諸第三人之損害，負賠償責

任。 

 

會社法第 601 條【表持分公司與股東間之訴訟時公司之代表】 

持分公司對股東，或股東對持分公司提起訴訟者，就該訴訟無代表持分公司之人（該股東除

外）存在時，得以該股東以外之股東過半數同意，選定就該訴訟代表持分公司之人。 

 

會社法第 602 條【股東為公司行使訴權】 

股東對持分公司請求提起追究股東責任之訴之情形，持分公司在該請求日起六十日內未提起

該訴訟時，為該請求之股東，得就該訴訟代表持分公司，不受第五九九條第一項規定限制。但

該訴訟係以圖謀該股東或第三人之不當利益或損害該持分公司為目的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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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權由股東行使，與股份有限公司所承認之「股東代表訴訟」並不相同。

蓋「股東代表訴訟」係以股東為原告。故而，會社法第六○二條所定之訴

訟繫屬中，基於本條規定代表合同公司遂行訴訟之股東，縱然因退股或轉

讓其持分而喪失股東權，該訴訟並不因而當然終結；又，若因勝訴而取得

執行名義時，亦係在合同公司之名義下執行之301。 

而會社法第六○二條之但書，基於本條代表合同公司之股東，因其遂

行訴訟本身即為執行公司業務之一環，故若為使合同公司造成損害而遂行

訴訟者，當然不應允許。 

 

有關訴訟費用，未如股東代表訴訟，訂有「視為非財產權請求之訴」

（會社法第八四七條第六項302）之特例。故仍應依請求金額，計算訴訟費

用。本條規定所以與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代表訴訟有上述差異，係因二者

之制度目的不同。本條規範目的，係欲處理因股東行為造成公司損害，而

原應代表公司行使訴權之業務執行股東，因利益相反等理由無法代表公司

行使訴權之情形。而股東代表訴訟，則係以藉由賦予股東代表訴訟權，追

究董事等之責任，確保董事等之業務執行適當性為其目的303。 

 

第四項 股東之加入與退股 

第一款 股東之加入 

會社法第六○四條304第一項明定合同公司得有新股東之加入。合同公

司成立後，得以新股東之加入或持份之轉讓等二方式增加股東數。因股東

之姓名或名稱及出資標的與金額為章程之絕對必要記載事項（會社法第五

七六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六款），故如有新股東加入時，勢必變更章程記

載305。本條第二項乃明定新股東之加入，於有關該股東之章程變更時，始

為生效。 

 

又為貫徹合同公司之出資事前全額繳納主義（會社法第五七八條），

以確保合同公司之資本充實以及股東之有限責任，本條乃於第三項規定，

                                                 
301 相澤哲編著（相澤哲，郡谷大輔執筆部分），同前揭註 175，頁 161。 
302 會社法第 847 條第 6 項條文文字為：「第三項或前項之訴訟，關於其訴訟標的價額之計算，視

為非財產上請求之訴。」 
303 林國全，同前揭註 62，頁 170。 
304 會社法第 604 條【股東之加入】 

Ⅰ持分公司，得加入新股東。 

Ⅱ持分公司之股東之加入，於有關該股東之章程變更時，生效。 

Ⅲ合同公司之新股東加入時，有意成為新股東之人，於前項章程變更時，就其出資之繳納全部

或部分未履行者，於其給付完了時，成為合同公司之股東，不適用前項規定。 
305 林國全，同前揭註 62，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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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成為新股東之人，於章程變更時，需完成其出資義務，始成為合同公

司之股東。 

 

另外，如為原有股東增加出資之情形應如何處理？會社法未為明文規

定。解釋上仍應參照會社法第五七八條及本條之意旨，以該出資完成繳納

義務時始生效力。又，如股東出資之增加係因受讓原有股東之持分，則因

該增加部分讓與人已為出資履行程序，參酌本條第二項之意旨，該持分之

讓與應於章程完成變更時發生效力306。 

 

新加入之股東，對於加入前公司所負之債務亦應負責（會社法第六○

五條307）。原有股東增加出資之情況亦同，對於出資增加前所生債務，應類

推適用本條之規定，亦應負責308。惟合同公司之股東，以完成出資義務為

其成為股東之要件已如前述，故本條適用就合同公司之股東，實質上並無

適用309。 

 

第二款 股東之退股 

合同公司乃係重視人的信賴關係之公司類型，於信賴關係崩解之情

形，有必要確保合同公司之股東得藉由退股回收投入之資本；且合同公司

之持分轉讓並非自由，故以應以退股作為股東之退場機制310。但從另一個

角度來看，合同公司股東退股即須返還其出資，亦即公司資產之減少，故

會社法為調和股東之退股及債權人之保護，規定第六○六條之任意退股及

第六○七條的法定退股，及股東退股之相關規定，茲分述如下。 

 

一、 任意退股（會社法第六○六條311） 

合同公司未於章程定公司之存續期間，或於章程訂定以某股東終身期

間為公司之存續期間者，亦即股東之退股受長時間之限制者，各股東於會

計年度終了時得退股（會社法第六○六條第一項前段）。然而，於此情形，

欲退股之股東應於六個月前向公司為退股之預告（會社法第六○六條第一

                                                 
306 相澤哲編著（相澤哲，郡谷大輔執筆部分），同前揭註 175，頁 162。 
307 會社法第 605 條【新加入股東之責任】 

持分公司成立後加入之股東，就其加入前已生之持分公司債務，負清償責任。 
308 相澤哲編著（相澤哲，郡谷大輔執筆部分），同前揭註 175，頁 161。 
309 林國全，同前揭註 62，頁 172。 
310 増島雅和，同前揭註 264，頁 173。 
311會社法第 606 條【任意退股】 

Ⅰ章程未定持分公司之存續期間或章程訂定於某股東終生期間持分公司存續者，各股東於會計

年度終了時得退股。於此情形，各股東應於六個月前向持分公司預告其退股。 

Ⅱ前項規定，無礙以章程另為規定。 

Ⅲ各股東有不得已之事由時，得隨時退股，不適用前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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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後段）。任意退股實屬公司之內部事項，故允許以章程另為規定（會社

法第六○六條第二項）。例如，以章程規定入股後一定期間內不得任意退

股312、章程所定一定事由得隨時退股無須預告、或與訂定公司存續期間有

相同效果之條款313等等，解釋上並無不可。 

 

第三項規定股東有不得已之事由時，得隨時退股。第三項規定於第二

項之後，故應解為係合同公司股東固有退股事由，不得以章程排除314。所

謂「不得已之事由」，立法者認為，股東僅以當初出資之意思變更，尚顯

不足。至少應如章程訂定時或入股、設立時為出資前提之狀況有顯著變

更，致該股東已無法依先前合意繼續擔任股東等情形315；學說尚有認為，

為避免合同公司股東任意退股之無預期損害，故「不得已之事由」應採取

嚴格解釋之立場316。然而於持分不具自由轉讓性之合同公司，回收投入資

本為股東重要之退場機制，究退股於何種程度範圍內得加以限制之，尚須

待實務累積事例317。 

 

二、 法定退股（會社法第六○七條318） 

會社法除上開任意退股機制外，尚於第六○七條定有法定退股事由。

合同公司於章程所定事由發生時，得為退股（會社法第六○七條第一項第

一款）。另外即使章程未有規定，仍得於經全體股東同意時退股（同條項

第二款）。除此之外，於股東死亡（同條項第三款）、受監護審判開始（同

條項第七款）、受除名處分319（同條項第八款），或（股東為法人時）因合

                                                 
312 相澤哲編著（相澤哲，郡谷大輔執筆部分），同前揭註 175，頁 162。 
313 本條所謂「存續期間」，解釋上不以具體確定之時期為必要。例如，章程規定以現任天皇在位

期間為該公司存續期間亦無不可。參林國全，同前揭註 62，頁 172 註 31。 
314 林國全，，同前揭註 62，頁 172。 
315 相澤哲編著（相澤哲，郡谷大輔執筆部分），同前揭註 175，頁 162。 
316 川島いづみ，人的会社に関する改正と新たな会社類型の創設―合名会社・合資会社・合同

会社，判例タイムズ 1158 號，2004 年 11 月。 
317 増島雅和，同前揭註 264，頁 174。 
318會社法第 607 條【法定退股】 

Ⅰ股東，除前條、第六○九第一項、第六四二條第二項及第八四五條情形外，應下列事由而退

股。 

  一、章程所定事由發生。 

  二、全體股東同意。 

  三、死亡。 

  四、合併（以依合併該法人之股東消滅者為限） 

  五、破產程序開始之決定。 

  六、解散（依前二款所定事由者除外）。 

  七、受監護開始之審判。 

  八、除名。 

Ⅱ持分公司，得規定其股東不依前項第五款至第七款所定事由之全部或部分而退股之旨。 
319 會社法第 859 條為法定除名事由之訴的規定。有法定除名事由，經該股東以外其他過半數股

東決議，對該股東以訴請求除名時。公司法第 859 條文字如下：「持分公司之股東（以下本條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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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而消滅、破產程序開始之決定時、或其他該法人股東解散之情形，得為

退股（同條項第四款至第六款）。 

 

三、繼承與合併之特例（會社法第六○八條320）與依持分之扣押權人所為

退股（會社法第六○九條321） 

會社法第六○八條第五項規定，因繼承而形成持分共有時，權利如何

行使之問題。原則上持分共有時採取與股份有限公司相同的處理方式。在

一般持分共有的情形，會社法並未設置相對應的規定。然因形成持分共有

狀態時亦須變更章程，而關於權利行使之方法或出資之方法，因在該章程

之變更公司及股東間必先達成共識，故應無設置特別規定之需要322。 

 

會社法第六○九條係以債權人權益保障為出發點，故與第六○六條股

東任意退股規定有別。縱公司章程定有存續期間或退股限制，扣押權人仍

得本條規定使該股東退股，不受公司章程關於退股規定之限制323。 

四、退股時之章程視為變更（會社法第六一○條324） 

                                                                                                                                            
第八六一條第一款中稱「對象股東」）有下列情形時，該持分公司得基於對象股東以外之股東過

半數之決議，以訴請求將該對象股東除名。 
一  未履行出資義務。 
二  違反第 594 條第 1 項（包含準用第 598 條第 2 項之情形）規定。 
三  執行業務時為不正行為，或無業務執行權利卻為關於業務之執行。 
四  代表持分公司時為不正行為，或無代表權卻為代表持分公司之行為。 
五  前皆各款事由以外，未盡重要義務之情形。」 
320 會社法第 608 條【繼承與合併之特例】 

Ⅰ持分公司，得以章程訂定其股東死亡或因合併而消滅情形之該股東之繼承人或其他一般繼受

人繼受該股東持分之旨。 

Ⅱ有前項章程規定者，同項之一般繼受人（股東以外之人為限），繼受同項持分時，成為有該

持分之股東，不適用第六○四條第二項規定。 

Ⅲ有第一項章程規定者，持分公司，於同項一般繼受人繼受持分時，視為該一般繼受人有關之

章程已變更。 

Ⅳ第一項之一般繼受人（依繼承而繼受持分，且出資之繳納全部或部分尚未履行者為限）有二

人以上者，各一般繼受人連帶負履行該出資繳納或給付之責任。 

Ⅴ第一項之一般繼受人（依繼承而繼受持分者為限）有二人以上者，各一般繼受人若未定一人

為行使所繼受持分權利，不得行使該持分之權利。但該持分公司同意該權利行使者，不在此

限。 
321 會社法第 609 條【依持分之扣押權人所為退股】 

Ⅰ扣押股東持分之債權人，於會計年度終了時，得使該股東退股。於此情形，該債權人應於六

個月前向持分公司及該股東預告之。 

Ⅱ前項後段之預告，於同項股東對同項債權人為清償或提供相當擔保時，失其效力。 

Ⅲ為第一項後段預告之債權人，得對法院聲請保全關於持分退還請求權之必要處分。 
322 相澤哲編著（相澤哲，郡谷大輔執筆部分），同前揭註 175，頁 162。 
323 林國全，同前揭註 62，頁 174。 
324 會社法第 610 條【退股時之章程視為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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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社法第六一○條明文規定，股東退股之情形即「視為」章程變更。

相對於新股東之入股，係基於包括新股東之入股及原有股東同意等當事人

積極意思，故要求「已完成章程變更」為其生效要件325。惟股東之退股未

必均基於股東之意思，例如會社法第六○七條各款所定之法定退股事由即

是；又鑑於章程變更程序並非經常得以進行，故本條將股東退股之章程變

更採取「視為」之擬制效果。 

 

五、退股時持分之返還（會社法第六一一條326） 

股東因退股而喪失其股東之身分（失其持分），且原則上得受其持分

之返還（本條第一項）。該持分之返還，因考量合同公司存續，故不論其

出資種類為何，均得以金錢返還（本條第三項）。 

 

惟返還金額之計算，應依退股時合同公司之財產狀況決定。此係因合

同公司以公司之財產為責任財產，對股東返還持分即為公司財產實質之減

少，恐有害債權人之權益。職是，會社法對退股時持分之返還，衡量返還

財產之價額與公司財產狀況，制訂如下之規範327： 

 

（一） 因持分返還對股東交付之金錢等之帳簿價額不超過剩餘金數額之

情形：因由公司債權人角度觀之，與通常之盈餘分派同樣，故無

需經特別程序得為返還。 

 

（二） 持分返還數額超過剩餘金數額，但不超過公司帳簿淨資產數額之

情形：因與將資本額減少至零元為止之範圍內返還，實質相同。

故踐行因與減資而返還出資時同樣之債權人保護程序（會社法第

                                                                                                                                            
依第六○○條、第六○七條第一項、前條第一項或第六四二條第二項規定，股東退股之情形

（含依第八四五條股東視為退股之情形），持分公司，於該股東退股時，視為廢止有關該股東

之章程規定之章程變更。 
325 林國全，同前揭註 62，頁 174。 
326 會社法第 611 條【退股時持分之返還】 

Ⅰ退股股東，不問其出資種類，得受其持分之返還。但依第六○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該股

東之一般繼承人成為股東者，不在此限。 

Ⅱ退股股東與持分公司間之計算，應依退股時之持分公司財產狀況為之。 

Ⅲ退股股東之持分，不問其出資種類，得以金錢返還。 

Ⅳ退股時尚未完了事項，得於完了後計算之。 

Ⅴ就股東因除名而退股情形之第二項及前項規定之適用，此等規定中之「退股時」為「提起除

名之訴時」。 

Ⅵ前項規定情形，持分公司，持分公司應支付依除名之訴提起日後年六分之利率算定之利息。 

Ⅶ股東持分之扣押，對持分返還之請求權利，亦有效力。 
327相澤哲編著（相澤哲，郡谷大輔執筆部分），同前揭註 175，頁 164-164；増島雅和，同前揭註

264，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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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五條328），即得返還。 

 

（三） 持分返還數額超過公司簿價淨資產額之情形：首先，公司資產負

債表上之淨資產額，原則上係以取得原價記入資產，以所謂簿價

計算。但因持分返還應返還之數額為該持分公司之現在價值，故

資產等係以時價評價，含將來收益之所謂自己商譽亦成為其算定

基礎。故而，持分返還額超過簿價淨資產額亦有可能。其次，如

規範原則上與公司價值無關之簿價淨資產額為基準，而規範得為

返還之財產價額，有害退股股東利益已如前述。另一方面，超過

簿價淨資產額而將公司財產返還予股東之情形，對公司債權人而

言，除退股情形外，僅有清算時會發生。故而，於此情形，藉由

經準用清算之債權人保護程序，使返還成為可能。 

 

另外，如合同公司於應踐行債權人保護程序卻未為履行，即返還持分

與該退股股東時，執行該持分返還之執行業務股東，與該受持分返還之股

東，就該返還額，連帶負支付義務。執行業務股東之責任係為過失責任；

至於該受出資返還之股東，其所負責任就剩餘金限度內得以免除（會社法

第六三六條329）。 

六、退股股東之責任（會社法第六一二條330） 

                                                 
328 會社法第 635 條【債權人之異議】 

Ⅰ合同公司因持分返還對股東交付之金錢等之帳簿價額（以下於本款稱「持分返還額」）超過該

持分返還日之剩餘金數額之情形，該合同公司之債權人，對該合同公司，得就持分返還述其

異議。 

Ⅱ於前項所定情形，合同公司，應於政府公報公告下列事項，且對已知債權人，分別催告之。

但第二款之期間，不得少於一個月（持分返還額超過依法務省令所定方法算定之該合同公司

淨資產額者，二個月）。 

  一、該超過剩餘金數額之持分返還之內容 

  二、債權人得於一定期間內述其異議之旨。 

Ⅲ合同公司將依前項規定所為公告，除政府公報外，依第九三九條第一項規定之章程規定，依

同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所揭公告方法為之者，得不為依前項規定所為之分別催告，不適用前項規

定。但持分返還額超過依法務省令所定方法算定之該合同公司淨資產額者，不在此限。 

Ⅳ債權人於第二項第二款期間內未表示異議者，視為該債權人承認該持分返還。 

Ⅴ債權人於第二項第二款期間內表示異議者，合同公司，對該債權人，應為清償或提供相當擔

保，或以使該債權人受清償為目的，將相當財產信託予信託公司等。但持分返還額未超過依法

務省令所定方法算定之該合同公司淨資產額，即使為該持分返還亦無害該債權人之虞時，不在

此限。 
329 會社法第 636 條【執行業務股東之責任】 

Ⅰ合同公司違反前項規定返還持分者，執行有關該持分返還業務之股東，對該合同公司，與受

該持分返還之股東，連帶負支付相當於該持分返還額之金錢之義務。但執行有關持分返還業

務股東證明就其職務執行未怠於注意時，不在此限。 

Ⅱ前項義務，不得免除。但經全體股東同意就以持分返還時之剩餘金額為限度而免除該義務者，

不在此限。 
330 會社法第 612 條【退股股東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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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股東退股之同時，自債權人保護之角度觀之，退股股東就其登記

前所生公司之債務，於從前之責任範圍內仍應負清償責任（會社法第六一

二條第一項）。惟其責任，於退股登記後二年內之未為請求或請求預告之

持分公司債權人，於該登記後屆滿二年時消滅（同條第二項）。 

 

 

第五項 會計等 

第一款 會計帳簿、財務報表 

相對於無限、兩合公司，合同公司之會計規範等債權人保護規定較

多，幾乎採取與股份有限公司相同程度的規範。換言之，會社法可說是依

無限責任股東之存否，設置不同程度的債權人保護規範。然而，立法擔當

者卻認為，依無限責任股東之存否決定債權人保護制度的內容，理論上並

無根據。採取此不同程度的規範強度，充其量僅係基於政策的考量331。 

 

合同公司之會計等相關規定置於會社法第六一四條以下。首先，合同

公司有作成會計帳簿、財務報表及保存之義務（會社法第六一五條332、第

六一七條參照）。合同公司之股東，除章程另有規定或營業年度終了時外，

得隨時請求財務報表之閱覽及謄寫（會社法第六一八條333）；合同公司之債

權人亦同（會社法第六二五條334）。 

                                                                                                                                            
Ⅰ退股股東，就其登記前已生之持分公司債務，於從前之責任範圍內負清償責任。 

Ⅱ前項責任，對同項登記後二年內未為請求或請求預告之持分公司債權人，於該登記後屆滿二

年時消滅。 
331 江頭憲治郎・武井一浩編（郡谷大輔，岩崎友彦執筆部分）同前揭註 64，頁 277-278。同此

見解，大杉謙一，同前揭註 253，頁 88。 
332 會社法第 615 條【會計帳簿之作成及保存】 

Ⅰ持分公司，應依法務省令規定，適時作成正確之會計帳簿。 

Ⅱ持分公司，應自會計帳簿閉鎖時起十年，保存該會計帳簿及有關其事業之重要資料。 

 
會社法第 617 條【財務報表之作成及保存】 

Ⅰ持分公司，應依法務省令規定，作成其成立之日之資產對照表。 

Ⅱ持分公司，應依法務省令規定，作成各營業年度之財務報表（謂法務省令所定資產負債表及

其他為表示持分公司財產狀況必要且適當之文件。以下於本章同）。 

Ⅲ財務報表，得以電磁記錄記錄作成。 

Ⅳ持分公司，應自財務報表作成時起保存十年。 
333 會社法第 618 條【股東之財務報表閱覽權】 

Ⅰ持分公司之股東，於該持分公司營業時間內，得隨時為下列請求： 

  一、財務報表以書面作成時，該書面之閱覽或謄寫之請求。 

  二、財務報表以電磁記錄作成時，以法務省令所定方法表示之記錄於該電磁記錄之事項之閱

覽或謄寫之請求。 

Ⅱ前項規定，無礙以章程另為規定。但不得以章程訂定限制股東於營業年度終了時為同項各款

所定請求之旨。 
334 會社法第 625 條【債權人之財務報表閱覽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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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合同公司因本質上為人合公司，原則上經營與所有合一，故不需

如股份有限公司課予其對出資者說明之必要；又基於合同公司之閉鎖性

質，利害關係者之範圍較狹，故其所需公開之財務報表等資料較少。 

 

第二款 資本額減少 

資本額減少及持分返還相同，都有對合同公司之債權人之債權保全產

生重大影響的可能性。故合同公司限於為填補損失時，始得減少其資本額

（會社法第六二○條335），並應踐行會社法第六二七條之債權人保護程序。

在債權人保護程序全部終了時，資本額之減少始生效力（會社法第六二七

條336）。 

第三款 盈餘分派與出資返還 

合同公司之盈餘分派與出資返還，分別規定於會社法第六二一條至第

六二三條337及第六二四條338。並分別定有特則於第六二八條至第六三一條339

                                                                                                                                            
合同公司之債權人，於該合同公司之營業時間內，得隨時就其財務表冊，為第六一八條第一

項各款所定請求。 
335 會社法第 620 條【減資】 

Ⅰ持分公司，為填補損失，得減少資本額。 

Ⅱ依前項規定減少之資本額，不得超過依法務省令所定方法算定之損失額。 
336 會社法第 627 條【減資時債權人之異議】 

Ⅰ合同公司減少資本額之情形，該合同公司之債權人，得對該合同公司，就資本額之減少述其

異議。 

Ⅱ於前項規定情形，合同公司，應於政府公報公告下列事項，且對已知之債權人，分別催告之。

但第二款之期間，不得少於一個月。 

  一、該資本額減少之內容。 

  二、債權人得於一定期間內述其異議之旨。 

Ⅲ合同公司將依前項規定所為公告，除政府公告外，依第九三九條第一項規定之章程規定，依

同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所揭公告方法為之者，無需為依前項規定所為之分別催告。 

Ⅳ債權人在第二項第二款所定期間內未述其異議者，視為該債權人承認該資本額之減少。 

Ⅴ債權人在第二項第二款所定期間內述其異議者，合同公司應對該債權人為清償或提供相當擔

保，或以使該債權人受清償為目的而將相當財產信託予信託公司等。但即使該資本額減少亦

無有害該債權人之虞時，不在此限。 

Ⅵ資本額減少，於前各項程序終了日，生效。 
337 會社法第 621 條【盈餘分派】 

Ⅰ股東，得對持分公司請求盈餘分派。 

Ⅱ持分公司，得以章程訂定盈餘分派之請求方法及其他有關盈餘分派事項。 

Ⅲ股東持分之扣押，對盈餘分派請求權力，亦有效力。 

 
會社法第 622 條【股東之損益分派比例】 

Ⅰ就損益分派比例，章程未規定時，其比例依各股東出資額定之。 

Ⅱ章程僅就盈餘或虧損之一方定分派比例時，推定該比例為盈餘及虧損分派共通之比例。 

 
會社法第 623 條【有限責任股東有關盈餘分派責任】 

Ⅰ持分公司依盈餘分派交付有限責任股東之金錢等之帳簿價額（以下於本項稱「分派額」）超過

該盈餘分派日之盈餘數額（謂依法務省令所定方法算定之持分公司盈餘數額。以下於本章同）

者，受該盈餘分派之有限責任股東，對該持分公司，連帶負支付相當於該分派額之金錢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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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六三二至第六三四條340。 

                                                                                                                                            
務。 

Ⅱ就前項所定情形之受同項盈餘分派之有限責任股東之第五八○條第二項之適用，同項中「以

之為限度」，為「以及第六二三條第一項分派額超過同項分派額之數額之合計額為限度」。 
338 會社法第 624 條【出資返還】 

Ⅰ股東，對持分公司，得請求返還以之為出資而已繳納或給付之金錢等之返還（以下於本編稱

「出資返還」）。於此情形，該金錢等為金錢以外之財產者，無礙請求相當於該財產價額之金

錢返還。 

Ⅱ持分公司，得以章程訂定出資返還之請求方法及其他有關出資返還之事項。 

Ⅲ股東持分之扣押，就出資返還請求權利，亦有效力。 
339 會社法第 628 條【盈餘分派之限制】 

合同公司，依盈餘分派對股東交付之金錢等之帳簿價額（以下於本款稱「分派額」）超過該盈

餘分派日之盈餘額時，不得為該盈餘分派。於此情形，合同公司得拒絕依第六二一條第一項

規定所為請求。 

 

會社法第 629 條【有關盈餘分派之責任】 

Ⅰ合同公司違反前條規定而為盈餘分派之情形，執行該盈餘分派有關業務之股東，對該合同公

司，與受該盈餘分派之股東，連帶負支付相當於該分派額之金錢之義務。但執行該業務之股

東證明其就該職務執行並未怠於注意者，不在此限。 

Ⅱ前項義務，不得免除。但就以盈餘分派日之盈餘額為限度免除該義務經全體股東同意者，不

在此限。 

 

會社法第 630 條【對股東求償權之限制等】 

Ⅰ於前條第一項規定情形，受盈餘分派之股東，就分派額超過盈餘分派日盈餘額為善意者，就

該分派額，不負回應來自執行該盈餘分派有關業務股東之求償請求之義務。 

Ⅱ於前條第一項規定情形，合同公司之債權人，得對受盈餘分派之股東，使之支付相當於分派

額（該分派額超過該債權人之對合同公司債權額者，該債權額）之金錢。 

Ⅲ第六二三條第二項規定，就合同公司股東，不適用之。 

 

會社法第 631 條【發生虧損情形之責任】 

Ⅰ合同公司已分派盈餘者，該盈餘分派日所屬會計年度末日發生虧損額（謂依法務省令所定方

法算定之合同公司虧損數額。以下於本項同）時，執行關於該盈餘分派業務之股東，對該合

同公司，與受該盈餘分派之股東，連帶負支付該虧損額（該虧損額超過盈餘分派額時，該分

派額）之義務。但該執行業務股東證明就其職務執行並未怠於注意者，不在此限。 

Ⅱ前項義務，非經全體股東同意，不得免除。 
340會社法第 632 條【出資返還之限制】 

Ⅰ合同公司股東，除變更章程減少其出資額之情形外，不得為第六二四條第一項前段所定請求。 

Ⅱ合同公司依出資返還對股東交付之金錢等之帳簿價額（以下於本款稱「出資返還額」）超過依

第六二四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請求日之剩餘金數額（第六二六條第一項資本金數額減少之情

形，為其減少後之剩餘金數額。以下於本款同）或前項出資額減少數額之較低數額者，不得

為該出資返還。於此情形，合同公司得拒絕依第六二四條第一項前段所為請求。 

 

會社法第 633 條【有關出資返還之股東責任】 

Ⅰ合同公司違反前條規定為出資返還之情形，執行該出資返還有關業務之股東，對該合同公司，

與受該出資返還之股東，連帶負支付相當於該出資返還數額之金錢之義務。但該執行業務股

東證明其就其職務執行未怠於注意者，不在此限。 

Ⅱ前項義務，不得免除。但就已出資返還日之剩餘金數額為限度免除該義務，經全體股東同意

者，不在此限。 

 

會社法第 634 條【對股東求償之限制等】 

Ⅰ於前條第一項規定情形，受出資返還之股東，就出資返還數額超過出資返還日之剩餘金數額

為善意者，就該出資返還數額，不負回應來自執行有關該出資返還業務之股東之求償請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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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公司的剩餘金分配規定，大致與股份有限公司之分配限額規制相

同（會社法第六二八條、第六三二條參照）；與股份有限公司不同的是，

在股份有限公司，分派的對象是剩餘金341（會社法第四五三條），而在合同

公司分派之對象則限於盈餘。由此可見，合同公司對出資與盈餘之區別更

為明確。 

 

關於違法分派盈餘時該執行業務股東之責任，以及受分派股東之責

任，與其責任之減免等，均採取趨近於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342。 

 

另應值得注意的是，會社法上因考量大規模的公司對社會應會產生重

大的影響，故強制股份有限公司中之大公司設立獨立第三人之會計監查人

（會社法第三二八條）；相對地，合同公司係被預設為小規模公司，故會

社法上並無要求合同公司設置會計監查人之規定。但有論者主張，即便是

合同公司，亦有可能發展到相當規模，而可能對社會產生重大之影響，屆

時應仍有藉重會計監查人為外部監督之必要。否則，股份有限公司可能變

更組織為合同公司，使合同公司成為迴避股份有限公司會計監查人制度之

手段343。 

 

                                                                                                                                            
義務。 

Ⅱ於前條第一項規定情形，合同公司之債權人，對受出資返還之股東，得使之支付相當於出資

返還數額（該出資返還數額超過該債權人之對合同公司債權數額者，該債權數額）之金錢。 
341 剩餘金之定義規定在會社法第 446 條，條文文字如下：「股份有限公司之剩餘金數額，為後揭

第一款至第四款所列額之合計額，減去第五款至第七款所列額之合計額，所得之額。 
一  於最終事業年度之末日，後述イ至ロ所列額之合計額，減去ハ至ホ所列額之合計額，所得之

額。 
イ資產額。 
ロ自己股份帳簿價額之合計額。 
ハ負債額。 
ニ資本金與公積金額之合計額。 
ホ法務省令規定除及規定以外之計入各帳目的金額之總額。 

二  於最終事業年度之末日後，處分自己股份時，自該自己股份之對價中，扣除該自己股份帳簿

價額所得之額。 
三  於最終事業年度之末日後減少資本額時，該減少之金額。 
四  於最終事業年度之末日後減少公積金額時，該減少之金額。 
五  於最終事業年度之末日後，依第一七八調第一項規定消除自己股份時，該自己股份之帳簿價

額。 
六  於最終事業年度之末日後，進行剩餘金分派時，下列金額之總額。 

イ第四五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分配財產之帳簿價額的總額（向行使了該條第四項第一款所規

定之金錢分配請求權的該分配財產之帳簿價額除外。） 

ロ向行使了第四五四條第四項第一款規定的金錢分配請求權的股東支付金額之總額。 

ハ向第四五六條規定基準未滿股份之股東支付的金額之總額。 

七  前開二款規定之外，法務省令規定之計入各帳目金額之合計額。 
342 宍戸善一，同前揭註 297，頁 113。 
343 山崎茂雄編著，同前揭註 179，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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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項 合同公司之終了 

第一款 變更為其他類型之公司 

持分公司於章程定其股東及股東之責任範圍等事項，故得藉變更章

程，以變更為其他種類之持分公司（會社法第六三八條344）。換言之，合同

公司依變更章程，將全部股東改為無限責任股東，成為無限公司；亦可加

入無限責任股東，或由原有部分股東改為無限責任股東，成為兩合公司（第

六三八條條第三項參照）。同樣地，兩合公司之無限責任股東退股，致該

兩合公司全體股東僅餘有限責任股東時，即視為變更章程成為合同公司

（會社法第六三九條345第二項）。 

 

另參酌依會社法第二條定義規定條文之第二十六款「組織變更  謂下

列（一）或（二）之公司變更其組織成為（一）或（二）所定之公司：（一）

股份有限公司  無限公司、兩合公司或合同公司。（二）合同公司、兩合

公司或無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可知股份有限公司與合同公司亦得互

為變更組織。並需注意會社法第七四三條「公司，得變更組織。於此情形，

應作成變更組織計畫」之規定346。 

 

尚須注意的是，會社法中所稱之「組織變更」，係指公司保持其法人

格同一性之同時，變更為其他類型之公司。因此，有股份公司變更為持分

公司（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合同公司）之組織變更，以及持分公司（無

限公司、兩合公司、合同公司）變更為股份有限公司之組織變更，二種類

型。而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合同公司間之變更，並非持分公司種類之變
                                                 
344 會社法第 638 條【依變更章程變更持分公司之種類】 

Ⅰ無限公司，依下列各款所定章程變更，變更為各該款所定種類之持分公司： 

  一、加入有限責任股東之章程變更  兩合公司 

  二、部分股東改為有限責任股東之章程變更  兩合公司 

  三、全部股東改為有限責任股東之章程變更  合同公司 

Ⅱ兩合公司，依下列各款所定章程變更，變更為各該款所定種類之持分公司： 

  一、全部股東改為無限責任股東  無限公司 

  二、全部股東改為有限責任股東  合同公司 

Ⅲ合同公司，依下列各款所定章程變更，變更為各該款所定種類之持分公司： 

  一、全部股東改為無限責任股東之章程變更  無限公司 

  二、加入無限責任股東之章程變更  兩合公司 

  三、部分股東改為無限責任股東之章程變更  兩合公司 
345 會社法第 639 條【因兩合公司股東退股之章程視為變更】 

Ⅰ因兩合公司有限責任股東退股致該兩合公司股東僅餘無限責任股東者，該兩合公司，視為變

更章程為無限公司。 

Ⅱ因兩合公司無限責任股東退股致該兩合公司股東僅餘有限責任股東者，該兩合公司，視為變

更章程為合同公司。 
346 林國全，同前揭註 62，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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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概念上並非「組織變更」，而僅係「章程變更」347。 

 

第二款 解散 

持分公司共通之解散事由規定於會社法第六四一條348。解散事由如

下：①章程所定存續期間屆滿。②章程所定解散事由發生。③全體股東同

意。④欠缺股東。⑤合併（該持分公司為消滅公司）。⑥破產程序開始之

裁定。⑦解散判決、解散命令。解散效果與股份有限公司大致相同，並得

依股東之同意，使合同公司存續（會社法第六四二條349參照）。 

 

第三款 清算 

會社法第六四四條350為法定清算事由之規定。第六四四條至第六六七

條為持分公司相關清算程序之規定。無限公司及兩合公司在滿足一定條件

下亦得進行任意清算。任意清算制度規定，因於合同公司並不適用，故不

贅述。 

合同公司之清算程序與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大致相同。但是，有關剩

餘財產之分配，因全面適用章程自治原則，未如股份有限公司情形設有限

制（會社法第六六六條351參照）352。 

 

                                                 
347 神田秀樹，同前揭註 70，頁 279、298。 
348 會社法第 641 條【解散事由】 

持分公司，因下列事由而解散。 

  一、章程所定存續期間屆滿。 

  二、章程所定解散事由發生。 

  三、全體股東同意。 

  四、欠缺股東。 

  五、合併（以該持分公司因合併消滅者為限） 

  六、破產程序開始之裁定。 

  七、依第八二四條第一項或第八三三條第二項規定命令解散之裁判。 
349 會社法第 642 條【持分公司之繼續】 

Ⅰ持分公司，依前條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事由解散者，至依次章規定所為清算終了為止，得依

全部或部分股東同意，使持分公司存續。 

Ⅱ於前項規定情形，未同意持分公司存續之股東，於公司存續日退股。 
350 會社法第 644 條【清算之開始原因】 

持分公司於下列情形，應依本章規定清算： 

一、解散（依第六四一條第五款事由解散及因破產程序開始之裁定而解散，而該破產程序尚

未終了者，除外）。 

  二、承認有關設立無效之訴之請求之判決確定。 

  三、承認有關設立撤銷之訴之請求之判決確定。 
351 會社法第 666 條【剩餘財產分配比例】 

就剩餘財產分配比例，章程未規定時，其比例依各股東出資額定之。 
352 相澤哲編著（相澤哲，郡谷大輔執筆部分），同前揭註 175，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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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會社法第六六五條353之規範對象僅限合同公司，係關於未為債

權申報之債權人，自清算排除之制度。 

 

 

第七項 合同公司之稅制 

合同公司因係以美國 LLC 為範本所引進，故亦稱為日本版 LLC。然而

日本版 LLC 與美國版間最大的差異在於，美國之 LLC 採取構成員課稅之稅

制，該優點亦可說是美國 LLC 制度普及之原動力。相對於此，日本之法人

稅法規定，具有法人格之事業體，原則上均應採取法人課稅制。合同公司

因具有法人格，故為法人稅法之規範對象。雖於會社法修正草案中，有主

張應於合同公司破例採取構成員課稅之聲音，惟最後決議以「屆時視公司

之利用狀況及運用實情，再為檢討相對應之措施」作收。會社法最終仍悖

於產業界之期待，未允許合同公司採用構成員課稅制度。 

 

採取構成員課稅之優點有二：一、避免雙重課稅；二、股東可將公司

損失與其所得合併計算。就採取法人課稅與構成員課稅之優劣，試舉乙例

說明如下354： 

 

設有一合同公司（甲公司）由 A自然人股東與 B法人股東共同出資所

設，出資比例及損益分配如下圖（一）所示。若今甲公司獲利 200，假定

法人稅率為 40％、所得稅率為 30％，則甲公司與其股東各自之納稅額計

算結果如下圖（二）所示；若採取構成員課稅時，甲公司與其股東各自之

納稅額計算結果如下圖（三）所示。 

 

圖（一） 

                                                 
353 會社法第 665 條【自清算排除】 

Ⅰ清算持分公司（以合同公司為限。以下於本條同）之債權人（已知之債權人除外）而未在第

六六○條第一項期間內聲報其債權者，自清算排除。 

Ⅱ依前項規定自清算排除之債權人，僅得對未分派之殘餘財產，請求清償。 

Ⅲ將清算持分公司之殘餘財產分派予部分股東之情形，為對該股東以外之股東為與該股東所受

分派同一比例之分派所必要之財產，自前項殘餘財產中扣除。 
354 山崎茂雄編著，同前揭註 179，頁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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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採法人課稅制度 

 

 

 

 

 

 

 

 

 

 

 

圖（三）採構成員課稅制度 

 

 

 

 

 

 

 

 

 

 

 

LLC 甲公司稅後淨利全部或一部分配予股東，對 A股東而言，其所受

盈餘分配為所得稅；對法人股東 B而言為法人稅之課徵對象。採取法人課

稅制度時，因雙重課稅之結果，此時公司及股東應繳稅額大於採取構成員

課稅時之金額。若今 LLC 甲公司虧損時，更可見採法人稅制與構成員課稅

LLC 甲公司 

出資比例：10％ 

損益分配比例：50％ 

A（自然人） B（法人）

出資比例：90％ 

損益分配比例：50％ 

《 LLC 甲公司》          利益 200 

                         法人稅  200×40％＝80 

                         分派可能盈餘為 200－80＝120 

 

《自然人股東 A》      分配盈餘 60 

                      所得稅  60×30％＝18 

 

《法 人股東 B》   分配盈餘 60 

                      法人稅 60×40％＝24 

《 LLC 甲公司》  利益 200 

                      （此階段不加以課稅） 

《自然人股東 A》  分配盈餘 100 

                      所得稅  100×30％＝30 

 

《法 人股東 B》   分配盈餘 100 

                      法人稅 100×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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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優劣。蓋如 LLC 甲公司發生虧損時，LLC 甲公司自然不需繳納稅捐，

惟若透過構成員課稅制度，股東可將公司所生損失與自身之稅捐合併計

算，享受節稅之優惠待遇。 

 

 

第四節  合同公司與相類似制度之比較 

關於公司之性質論述，向來將公司分為「資合公司」與「人合公司」

二大類。又合同公司、有限責任事業合夥與未設置董事會公司，可說是日

本公司法制上為中小規模企業量身訂作的三個事業型態。未設置董事會公

司為典型之資合公司；有限責任事業合夥雖非公司，然其類似合夥，係強

調其人合性與共同事業性，乃為人合色彩強烈之企業所設；而合同公司雖

跨越傳統之資合、人合的區分標準，但其內部關係適用類似合夥之規範，

故亦具濃厚的人合性。以下即就合同公司與相類似之有限責任合夥（LLP）

與未設置董事會公司之制度加以比較。 

 

第一項 有限責任事業合夥（LLP）與合同公司之比較 

 

基於有限責任事業合夥法律（原文為「有限責任事業組合契約に関す

る法律」，以下稱 LLP 法）的有限責任事業合夥，與合同公司相同，兩者

之構成員全體均僅負有限責任（LLP 法第十五條）；內部關係皆適用類似合

夥之規範，如彈性地業務執行決定（LLP 法第十二條）、得自由決定與出資

比率無關之損益分配（LLP 法第三十三條）等廣泛地委諸內部自治，且皆

不得以信用或勞務出資（LLP 法第十一條）。 

 

然二者有下列之相異點： 

一、 法人格之有無： 

有限責任事業合夥本質為合夥契約而無法人格，雖有訴訟上當事人

能力，亦可僅以執行業務構成員之名義與交易相對人締結契約。惟

不動產、動產、智慧財產權亦由全體構成員所共有，受行政機關許

可或認可時，須各構成員取得，共同為相應的必要手續355。再者，

合夥事業所生之損益歸屬於構成員，不得將利潤保留於合夥事業而

不加以分配；相對於有限責任事業合夥，合同公司乃公司之類型之

一，有法人格，得為權利義務之歸屬主體，亦得將利潤保留於公司

內部再為投資行為356。因此合同公司在對外關係上，法安定性相對

                                                 
355 宍戸善一，同前揭註 297，頁 116。 
356 葭田英人，合同会社の意義と問題点，神奈川法学第 39 卷第 2、3 號，2007 年 3 月，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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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357。 

二、 構成員之人數： 

有限責任事業合夥因強調共同事業性，故需有複數之構成員存在。

因此構成員若僅餘一人時為解散事由（LLP 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

另外，構成員中應有一人以上為有住居所者或為內國法人（LLP 法

第三條第二項）；合同公司承認一人公司（會社法第六四一條第四款）

不要求共同事業性。 

三、 業務之執行： 

由以逃漏稅捐之不當債務免除目的之濫用防止的觀點視之（LLP 法

第三條第三項），要求共同事業性之確保，合夥之業務執行的決定須

得全體構成員之同意（LLP 法第十二條第一項本文），但如就經常性

的業務執行決定，亦強制須由全體構成員同意的話，恐有損業務執

行的機動性。因此除特別的重要事項外，得於合夥契約中規定不須

經全體構成員同意之意旨（LLP 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但書）。換句話說，

因構成員全體均需為業務之執行358（LLP 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

項），不允許僅出資但不為業務執行之構成員；合同公司得自由以章

程訂定業務執行之決定方法，亦承認僅出資但不執行業務之股東359。 

四、 監視義務： 

有限責任事業合夥與合同公司相同，構成員就其執行職務有惡意或

重大過失時，對第三人因此所生之損害負賠償責任360。相異之點在

於，有限責任事業合夥之構成員，對其他構成員之業務執行不負監

督之義務361；合同公司之股東雖亦不負對其他業務執行股東業務執

行適切性的確保義務（即所謂監視義務）362，惟會社法賦予其對公

司之業務及財產狀況有調查之權（會社法第五九二條）。 

五、 組織變更： 

有限責任事業合夥因無法人格，故不允許其變更組織為合同公司或

股份有限公司，此點較合同公司不利；合同公司方面，得經全體股

東之同意並踐行債權人保障程序後，變更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變

                                                 
357 相澤哲編著，同前揭註 46，頁 184。 
358 為使各構成員之個性或能力得充分發揮，乃允許業務執行之一部分委任他人。參篠原倫太郎，

有限責任事業組合に関する法律の概要，商事法務第 1735 號，2005 年 6 月，頁 13。 
359 増島雅和，同前揭註 264，頁 179-180。 
360 參 LLP 法第 18 條第 1 項、會社法第 597 條。 
361 篠原倫太郎，同前揭註 358，頁 12。 
362 和仁亮裕、遠藤聖志，合同会社，收錄於川村正幸、布井千博編，同前揭註 294，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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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後之股份未來亦有上市之可能。另外，如變更章程亦得變更為其

他種類之持分公司（亦即無限公司或兩合公司）。亦得與其他公司間

為合併、公司分割、股份交換等之組織再造行為363。 

六、 永續經營與否： 

合同公司以在其本公司所在地為設立登記而成立（會社法第五七九

條）；有限責任事業合夥則是合夥契約之效力發生後，乃為登記（LLP

法第五十七條）。有限責任事業合夥之合夥契約登記，與合同公司之

事業組體登記有所不同。此外，有限責任事業合夥之合夥契約書中，

「存續期間為絕對必要記載事項」之一（LLP 法第四條第三項第六

款）。由此可知，有限責任事業合夥係以將來會解散為前提而設；相

對地，合同公司無須於章程記載存續期間，故可為永續經營。 

七、 盈餘分派限制： 

有限責任事業合夥於合夥財產分配日不得分配超過分配可能額（LLP

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LLP 施行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七條）（於合夥財

產分配日，淨資產減三百萬，或構成員之出資總額未滿三百萬元之

情形，扣除出資總額之金額）；合同公司僅在會社法第六二八條規

定，分派額（依盈餘分派對股東交付之金錢等之帳簿價額）超過盈

餘分派日之盈餘額時，不得為盈餘分派。合同公司無如有限責任事

業合夥，有上述以淨資產或出資額計算之分配限制額的限制。 

八、 稅制： 

有限責任事業合夥之優點在於課稅上採行構成員課稅364；合同公司

則係採法人稅制。 

 

有限責任事業合夥與合同公司之異同，茲整理如下表： 

 有限責任事業合夥 合同公司 

相同點 1. 構成員全體均僅負有限責任 

2. 內部關係適用類似合夥之規範 

3. 不得以信用或勞務出資 

1.法人格 無 有 

2.構成員人數 二人以上（且一人以上

為有住居所者或為內

國法人） 

一人以上 

相

異

點 

3.業務執行 全體構成員均須為之 原則上為全體股東，惟得

                                                 
363 葭田英人，同前揭註 356，頁 170。 
364所得稅法第 6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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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章程另為規定，承認僅

出資但不執行業務之股

東 

4.對業務執行之

監視義務 

無 無，但對公司之業務及財

產狀況有調查權 

5.組織變更 不允許變更為他種類

之公司 

得變更為股份有限公司

或其他種類之持分公司 

6.永續經營與否 以解散為前提 得為永續經營 

7.分配限制 不得分配超過分配可

能額 

無限制 

8.稅制 構成員課稅 法人課稅 

 

 

第二項 未設置董事會公司與合同公司之比較 

 

未設置董事會公司與合同公司皆具有法人格（會社法第三條），均由

有限責任股東構成（會社法第一○四條、第五八○條），皆不允許以勞務

或信用出資（會社法第五七六條第一項第六款），並承認一人公司。其次，

財務報表之作成義務（會社法第四三五條、第六一七條）以及公司債權人

之閱覽、謄寫請求權（會社法第四四二條、第六二五條），盈餘分派之限

制（會社法第四六一條、第六二八條）與債權人保護程序（會社法第四四

九條、第六二七條、第六三五條）等規定之部分亦大致相同。且均未有最

低資本金之限制，非公開公司（股份轉讓限制公司）與合同公司相同，得

不論出資價額之多寡，自由決定損益分配之比例（會社法第一○九條、第

六二一條）。 

 

然而股份有限公司與合同公司有下列之之差異： 

一、 經公證人認證之義務365： 

股份有限公司之章程應經公證人認證（會社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合

同公司作成原始章程即可，不須公證人之認證，設立容易且設立費

用較股份有限公司便宜。又股份有限公司於現物出資或該當章程所

定財產受讓之情形時，經公證人認證章程後，應即向法院聲請檢查

人之選任，並應接受檢查人之調查（會社法第三十三條）。另外，於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時定有董事之財產價格填補責任（會社法第五十

                                                 
365 葭田英人，合同会社の意義と問題点，神奈川法学第 39 卷第 2、3 號，頁 175，2007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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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第一項）；相對於此，合同公司並無類似的規定。 

二、 機關設置之限制366： 

未設置董事會公司，雖規模較小，但仍不失為股份有限公司，故負

有以最低限度的經營所有與經營分離為前提之機關設置義務。換言

之，股東會與董事為絕對必要設置機關（會社法第三二六條第一

項），如為未設董事會公司成為大公司，另負會計監查人之設置義務

（會社法第三二八條）。為設置會計監查人，應先設置監察人（會社

法第三二七條）367；而合同公司之機關設計得依章程自由訂定，依

股東間之合意為意思決定，得自行執行業務（會社法第五九○條），

亦得於章程規定委任執行業務股東（會社法第五九一條）。甚至允許

法人為執行業務股東（會社法第五九八條）。 

三、 財務報表公告義務368： 

股份有限公司對財務報表等決算負有公告之義務（會社法第四四○

條）；合同公司並無此義務。 

四、 股份轉讓之限制369： 

因股份有限公司並不重視股東之個人性，故以股份自由轉讓為原則

（會社法第一二七條）。於所發行股份之全部或一部為限制轉讓股份

的公司，得以章程規定，轉讓限制股份之轉讓須經股東會或董事會承

認（會社法第一○八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一三九條）。未設置董事會

公司必為股份轉讓限制公司，而在轉讓限制股份之轉讓未得承認之情

形，承認轉讓限制股份之轉讓人及受讓人對股份有限公司或指定買受

人之股份收買請求權（會社法第一三八條第一款ハ、同法第一四○條）。

相對於未設置董事會公司，合同公司股東間之關係因人合性強而有重

大之利害關係，關於持分之轉讓，章程未為規定者，原則上應經其他

全體股東同意（會社法第五八五條）。 

五、 盈餘分配之方法： 

股份有限公司依出資額比例為盈餘分派比例；合同公司雖原則上依各

股東出資額比例定之，但得以章程另為規定。 

六、 股東之退股： 

合同公司之股東如有不得已之情事，得隨時退股（會社法六○六條）

                                                 
366 宍戸善一，同前揭註 297，頁 116。 
367 有關會計監察人設置與監察人設置之說明，詳請參見前章所述。 
368 宍戸善一，同前揭註 297，頁 116。 
369 葭田英人，同前揭註 356，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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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受公司財產狀況之影響；股份有限公司因原則上股份得自由轉

讓，故無規定此類制度之必要。 

 

由上述可知，合同公司較股份有限公司更廣泛地承認章程自治，設立

程序較為容易且設立費用較少，機關設計亦得自由定之。因此，得為迅速

的意思決定以彈性地經營，經營成本較低。但是，合同公司與股份有限公

司相較，有前述公司債權人保護之問題，仍有再為檢討之必要。 

 

未設置董事會公司與合同公司之異同，茲整理如下表： 

 未設置董事會公司 合同公司 

相同點 1. 具有法人格 

2. 股東全體均負有限責任 

3. 不得以信用或勞務出資 

4. 承認一人公司 

5. 均負財務報表作成義務 

6. 公司債權人之閱覽、謄寫請求權 

7. 設有盈餘分配限制 

8. 設有債權人保護程序之規定 

1.經公證人認

證之義務 

有（且於現物出資

時，原則上有受法院

所定檢查人之檢查

義務） 

無 

2.機關設置之

限制 

股東會、董事。如為

同時為大公司，則另

有監察人及會計監

察人之設置義務。 

無限制 

3.財務報表公

告義務 

有 無 

4.股份轉讓之

限制 

應經股東會普通決

議為之 

除章程另有規定者外，原則上

應經全體股東同意 

5.盈餘分配方

法 

依出資額比例定之 原則依出資額比例，但可以章

程另為約定 

相

異

點 

6.股東之退股 無此類規定 得隨時退股 

 

 

第五節  合同公司制度之問題 

會社法制定時，經濟產業省係將合同公司定位為活用人的資產之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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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企業組織，亦即為打破傳統資合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與所有分離之原則，

創造一經營所有合一的、得彈性為機關設置、迅速為意思決定之人合性具

法人格之組織。因此，以美國 LLC 為參考依據，創設了「日本版 LLC」。考

其利用之目的，經濟產業省視美國之利用情形，預測合同公司應會受到高

度的專門職業集團（如投資銀行、高科技公司、監察法人等）、創業型企

業等事業之青睞。但現今會社法施行將屆三年，合同公司被實務採用之情

形並不如預期。 

本節欲從二○○六年正式引進合同公司制度，該制度於日本實際使用

情形之說明開始，接續討論合同公司未被普遍採用之原因，並提出該制度

之問題點，以供讀者參考。 

 

 

第一項 合同公司實際使用情形 

根據法務省統計局之統計資料顯示，自會社法引進合同公司制度以

來，合同公司設立家數與股份有限公司設立家數之情形如下表所示。由統

計資料可之，合同公司之設立件數尚不及股份有限公司之一成。雖二○○

六年至二○○七年之合同公司設立件數幾乎倍增，然而自整體數據觀之，

合同公司之利用程度仍不如預期370。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合同公司 3,392 6,076 9,848 

有限責任事業合夥 1,380 999 未有資料 

股份有限公司 76,570 95,366 108,705 

資料來源：日本法務省統計局資料 

 

 

第二項 合同公司制度使用不如預期之原因 

一、未採構成員課稅制度、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之柔軟化 

 

合同公司之利用未能普及，一般認為，最重要的原因仍應歸咎於未採

取構成員課稅制度。再者，機關設計與損益分配彈性化為美國 LLC 之優點，

且為會社法施行前之股份有限公司未加容認之特徵。惟於會社法施行後，

                                                 
370 関口智弘、西垣建剛，合同会社や有限責任事業組合の実務上の利用例と問題点，法律時報

第 80 卷第 11 號，2008 年 5 月，頁 25。 

年 
度家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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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股份有限公司得採取彈性的機關設計，此點使得未採取構成員課稅的合

同公司大大失去被選用的誘因371。 

 

從比較法之觀點來看，各國與合同公司有類似機能之組織，均採取構

成員課稅制度（參下表所示），日本引進外國之制度，卻僅為「半套」移

植，無異放棄整套制度最重要特徵。另有論者認為，採取法人課稅制度、

具有出資者僅以出資額為限負有限責任、公司內部關係適用類似合夥之規

定等特徵者，舊法下之有限公司似亦屬之372。如此一來，引進合同公司制

度之意義何在，令人疑問。 

 

 

 日本 美國 英國 德國 新加坡 

與合同

公司有

相同機

能組織

之名稱 

合同公司 

（LLC） 

LLC LLP GmbH&Co.K

G 

LLP 

法人格

之有無 

有 有 有 無 有 

課稅措

施 

法人課稅 構成員課

稅﹡ 

構成員課

稅 

構成員課

稅 

構成員課

稅 

﹡美國係採取所謂之勾選原則，得自由選擇採取法人課稅或構成員課稅，已如前

述。 

資料來源：山崎茂雄編著，「LLC とは何か‧新会社法と合同会社」，頁 17，税務

経理協会，2006 年 3 月。 

 

二、關於「經營與所有一致」的問題 

 

另一合同公司利用上的問題在於，合同公司雖為有限責任的法人，但

是實際上有限責任股東執行業務之場合，執行職務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致

使第三人受有損害時，有被第三人追償之可能（會社法第五九七條），此

使得該有限責任伴隨著事實上的牽絆。例如，股份有限公司設立子公司之

情形，子公司如為股份有限公司，因母公司自身不得為子公司之董事（會

社法第三三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母公司對債權人無須基於董事身份負直

接無限清償責任。另一方面，子公司如設置為合同公司之情況即有所不

                                                 
371 同前註，頁 20。 
372 山崎茂雄編著，同前揭註 179，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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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因為在合同公司，如非為合同公司之股東即無法擁有業務執行權限（會

社法第五○九條、第五九一條第一項），母公司如欲支配子公司之營運時，

僅得由母公司本身成為子公司的法人、執行業務之有限責任股東。如此一

來，母公司即有被以其執行業務時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為由，被追究

損害賠償責任（直接無限責任）之可能性。 

 

三、關於意思決定等事項會社法規定過少 

 

合同公司雖較股份有公司更有彈性，一切均得依章程另為決議。然

而，因有關意思決定等事項，會社法之規定過少，對已習慣所謂股東會為

意思決定機關的利用者而言，有關意思機關之召集程序、決議要件、議事

錄之作成等規定，要求股東從無到自有為設計，負擔實嫌過重。再者，財

務報表之確定方法，法人為執行業務股東與實際執行職務之自然人間的權

限劃分等規定，會社法均付之闕如，此點亦成為合同公司利用上之障礙373。 

 

合同公司一切委諸股東以協議方式，任意決定公司之內部組織與運作

方式之結果，使各公司間無一律性之規範，實際上成為最複雜的公司制

度。決定協議內容所耗費的時間與費用，反而成為利用者之負擔。對利用

者而言，不如採取規定單一明確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 

 

四、一般大眾對合同公司之印象 

 

此點並非法制度面上之問題，但似乎無法否定此點亦是合同公司利用

之障礙的原因之一。在舊商法時代，日本一般社會即有「有限公司劣於股

份有限公司」之印象，這樣的印象有延續到合同公司的可能性。然而，在

資金調度時之信用力面，因合同公司具有法人格，故有論者主張合同公司

與股份有限公司之差異不大，均係以事業之未來發展性其經營者資質來判

斷374。 

 

 

第三項 合同公司制度於法律面的其他問題 

一、 「持分公司」之觀念性規定問題 

合同公司全體股東僅負有限責任乙節，雖與無限公司及兩合公司皆有

                                                 
373 関口智弘、西垣建剛，同前揭註 370，頁 20。 
374 平成 19 年 5 月 30 日日本經濟新聞朝刊第 15 頁。轉引自関口智弘、西垣建剛，參前揭註 370，

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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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司債務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之股東不同，但因共通適用同一套規範，

故總稱為持分公司。但是股東所負責任截然不同之合同公司與無限公司、

兩合公司，同歸為持分公司之意義為何？自公司債權人保護之觀點視之，

因無法就持分公司之合同公司、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包括地規範在一起，

乃不得不另訂「關於合同公司之計算等特別規定」。既然如此，似無以「持

分公司」適用共通規定之必要，將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及合同公司分別加

以規定似較為妥適。 

 

二、 公司債權人保護規制不足 

合同公司制度之特徵之一為廣泛地承認章程自治，得以章程規定採用

適合公司之機關設計。惟機關設計等內部問題得以章程自由選擇，對公司

外部關係者之公司債權人而言，實有造成損害之隱憂。換句話說，因合同

公司無最低資本額之限制375，公司債權人保護規制似只能加強業務執行者

對第三人責任之事後規制（會社法第五九七條）。然而仰賴事後規制作為

公司債權人之保護，並無法給予公司債權人確實的保障。故有學者主張，

為儘可能降低公司債權人之不利益或可能之損害，容認得不設置預防監察

機關之有限責任的公司存在本身即為問題376。 

 

另一方面，合同公司未採用最低資本額制度，如其雖有盈餘，但淨資

產總額在三百萬圓以下之情形，因未設有如股份有限公司淨資產總額過低

時不得分配盈餘之限制377。如此觀之，對公司債權人之保護難稱完備。 

 

另需注意的是，對於合同公司小額及非自發性債權人之保護問題378。

保護此類債權人之方法，一般認為有①最低資本金規制、②強制保險、③

對侵權行為債權人負無限責任、④法人格否認之法理等四個方法。①②為

事前規制，③④為事後規制。 

 

惟現行會社法已廢棄最低資本額制度，故第一個方法已不可行；強制

保險制度對新設立之中小企業，實構成創業之屏障，且保險公司或銀行等

公司之債權人而言，亦需加強自身對公司之資訊收集能力，對風險負擔者

是否適切，仍有問題，故對第二個方法是否具有實效性，仍有很多批判。

亦即，對合同公司小額及非自發性債權人之保護，僅能仰賴事後規制。 

關於第三個方法，雖在關於最低資本額制度廢止之要綱中曾被提及，

惟並未受到重視。因此，對於小額及非自發性債權人之保護，似僅能期待

                                                 
375 公司法第 782 條以下。 
376 葭田英人，同前揭註 370，頁 166。 
377 葭田英人，同前揭註 370，頁 167。 
378 松嶋隆弘，同前揭註 178，頁 76-77。 



 108

第四個方法。換言之，合同公司對小額及非自發性債權人之保護機制，仍

相當薄弱。 

 

三、 財務報表之公開義務 

基於債權人保護之觀點，合同公司負有財務報表之作成及保存義務，

並賦予股東與公司債權人閱覽與謄寫請求權。又立法者認為，合同公司因

其閉鎖性，與不特定多數交易相對人為交易之情形甚少，故不賦予其財務

報表之公開義務379。 

然而，合同公司與不特定多數交易相對人為交易較少，並不構成於股

東僅負有限責任之公司下，輕視債權人保護之理由。再者，公司債權人雖

有財務報表等之閱覽、謄寫請求權，然而公司債權人實際得否行使閱覽、

謄寫之情求權，仍有問題，此恐成為當事人間之角力。為保護合同公司之

現在債權人，即將來可能產生之債權人，似仍有課予合同公司財務報表及

決算公告義務之必要性380。 

 

 

四、 外部監察人設置之必要性 

 

合同公司並無應設置會計監查人之特別規定。從公司債權人保護之角

度來看，提高財務報表等資訊之可信性，實為一重要之課題。而證明財務

報表可信性之手段，以受會計監查人之監察為原則。為保護公司債權人，

合同公司享受有限責任恩惠之同時，不可避免地應負擔如會計監查人等之

費用。如不導入會計監查人之外部監督，由執行業務者自行擔保財務報表

之真實性，則當有財報不實時，應對執行業務股東課予制裁，已確保業務

執行股東擔保的實效性。 

 

 

 

第六節  小結 

日本為因應企業對組織型態要求之多樣性，故同時引進合同公司制

度、有限責任事業合夥。加以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之柔軟化，允許成立未設

董事會之股份有限公司，使日本實務得以依各企業之需要，選擇最適合、

最有利的事業組織型態。然而，由上述說明可知，合同公司、有限責任事

                                                 
379 相澤哲編著（郡谷大輔，岩崎友彦執筆部分），同前揭註 175，頁 144。 
380 葭田英人，同前揭註 356，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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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合夥與未設置董事會之股份有限公司間，因其差異並非重大，加以一般

社會大眾對股份有限公司之觀感較佳，故實際運作結果發現，合同公司之

使用不如預期。其次，提供企業很多事業組織型態的選擇，其立意固然值

得肯定，但似乎亦造成法制面之複雜化，以及管理上之不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