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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有限公司制度之檢討 

 

 

第一節 前言 

我國公司法預設予中小企業組織適用之制度為有限公司，據經濟部統

計，在我國現有五十七萬餘家公司中，有限公司占我國公司總數壓倒性之

多數，截至二○○九年四月底為止，有限公司家數共計四十二萬一千零七

十六家，居次之股份有限公司有十五萬零九百一十一家，無限公司及兩合

公司則幾無人採用（分別為二十三家及十家）381。因有限公司之制度設計

使然，故就個別而言，率皆屬中小企業，且多為家族企業，該等為數眾多

之中小企業，實為整體經濟之基盤。 

 

然因股份有限公司籌資較有限公司便利、企業形象及信用較佳等種種

優點，使得中小企業採用股份有限公司組織型態者，亦不在少數。惟中小

企業多半為小規模且具閉鎖性之公司，硬套用以「所有與經營分離」為前

提而設計之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不但使現實與法規範分離，亦對該等公司

造成營運成本過高等負擔。究為此等中小企業設計之有限公司制度是否仍

有存續之必要，或應另引進所謂「閉鎖性公司」制度為佳，向有爭議。如

何建置一制度協助中小企業透過公司組織靈活有效經營事業創造財富，並

能同時確保少數股東權益之公司法制，自屬一重要之課題。 

 

本文於論述順序上，第二節探究有限公司制度之沿革與其本質，以確

立有限公司之法律規範設計，究應著重資合公司或人合公司色彩之選擇。

第三節論述可能選擇之立法模式，本文認為應先修訂有限公司之相關缺

失，並於股份有限公司中另設「股東書面協議」專章，允許限制股份轉讓

自由原則、機關設計彈性化等緩和規定。第四節檢討現行有限公司之規

定，第五節為結論。 

 

第二節 現行有限公司制度之沿革與其本質 

第一項 修法沿革 

我國於一九四六年修正公司法時，增訂「有限公司」章。引進有限公

                                                 
381 詳參經濟部網站：

http://2k3dmz2.moea.gov.tw/GNWEB/register/register_01/register01.aspx?menu=5（上網日期：2009
年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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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制度時，依當時立法原意，謂有限公司之設置規定，有國家政策上之動

機，與經濟環境上之需要，其用意在便利政府或法人或富有資力者，組織

有限公司，顯示係以大資本企業為其對象，而與有限公司制度係為便利中

小企業利用之本質，背道而馳382。惟其實際立法之內容，則並未背離有限

公司有利中小企業經營之本質。 

一九六六年修正公司法時，除將有限公司股東人數最高限制由十人提

高至二十人之外，幾無變動，大致沿用一九四六年之規定。迨至一九八○

年修正公司法時，鑑於有限公司法制實際運作上產生許多弊端，乃就「關

於有限公司之存廢與股東人數問題」有激烈爭論。最後於立法院經濟、司

法二委員會聯席審查會意見認為，有限公司制度被廣為利用，且制度有弊

端應依法嚴加管理，而非斷然廢除，故最後以大幅修正作收。 

二○○一年公司法修正，就有限公司部分有幅度不大但重要的修正。

本次修法有限公司部分之修正重點包括383： 

一、 允許一人有限公司之設立（公司法第九八條）。 

二、 廢除舊法有關股東人數上下限（五至二十一人）之規定。 

三、 章程不需記載董事姓名（修改公司法第一○一條第一項第七

款）。 

四、 允許減資（公司法第一○六條第一項、第四項）。 

五、 增列董事代理人之規定及引入臨時管理人制度（公司法第一○

八條第二項、第四項）。 

就二○○一年之修正，學者有以下之評價：「一個中小型且有限責任

之企業組織型態有其必要性，問題在於如何一方面協助中小企業藉著此種

公司組織經營事業創造財富，另一方面同時確保債權人甚至少數股東之權

益。二○○一年公司法修正重點皆屬於改善舊法對有限公司不必要之限

制，但卻忽略強化另一方的保護384。」 

其後於二○○三年行政院經建會委託財團法人萬國法律基金會進行

「公司法制全盤修正計畫」研究案中，研擬在股份有限公司引進所謂「閉

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使有限公司制度之存廢問題再掀波瀾。以下，

略述二次爭議之內容。 

 

                                                 
382 柯芳枝，《公司法論》，三民書局，1997 年 10 月，頁 618-619。 
383 賴源河編（曾宛如教授執筆部分），《新修正公司法解析》，元照出版，2002 年 3 月，頁 117。 
384 同前註，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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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存廢論 

第一款  一九八○年之存廢爭論 

一、 廢止論 

一九八○年有限公司運作已逾三十年，該制度運用產生之弊病，或可

由立法委員在院會中之發言窺知：「有限公司之股東祇對公司負有繳清股

款責任，但對公司債權人毫不負責，以致公司資金隨時可為股東收回手

中，或供股東的私人運用，債權無法確保。有限公司已成為私人經營的化

身，賺則股東分光，賠則一倒了之，公司可任由倒閉破產，股東仍可發財。

或則套取外匯，損害國家財富，或則套取公司資本，使無清償債務可能。

有限公司不易有合理的監察制度，不易有切實的信用保證，且有限公司的

漏洞很多，經理人可任意利用公司名義向銀行濫貸，或套取外匯，濫發遠

期支票，甚至於組織地下錢莊，逃避租稅385。」亦即，當有債務負擔時，

儘量設法由公司去負責，不顧公司對外積欠大量債務，自己則以股東只負

間接有限責任為由，以對抗公司債權人之索償要求。但相反地，當公司有

盈餘時，則又儘量分派盈餘，達到享受無盡的地步386。又不乏有虛設行號，

以行詐騙之情事發生。 

由此可知，公司法對有限公司之設計，在股東負有限責任方面固採資

合性質，但在公司會計監督與保護公司債權人方面，則不若資合性股份有

限公司之嚴謹，因有限公司一般資力較弱，以致於對債權人之保障方面不

夠理想，問題叢生387。故有主張廢止有限公司制度之主張。 

二、 存續論 

相對於廢止論，主張存續之意見仍不在少數。存續論之意見，可以當

時立法院經濟、司法聯席審查會意見為歸結：「有限公司之優點為成員一

體，意見統一，對小規模之經營者甚為便利，故以一九七八年年底止，台

灣地區核准公司設立登記二十五萬八千餘家中，有限公司即占十四萬餘

家，況公司有弊端，亦不限於有限公司，依法嚴加管理，乃可收防制之效，

事實如此，亦非一蹴即可改變，刪除之議，言之過早388。」 

三、 修正內容 

                                                 
385 1979 年 8 月 6 日立委陸宗麒發言，立法院公報第 1250 號，頁 27-28。 
386 王仁宏，有限公司債權人與少數派股東之保護的現行法檢討及立法修正建議，台大法學論叢

第 21 卷第 2 期，1992 年 8 月，頁 254。 
387 曾育裕，論「有限公司」之變革，立法院院聞第 12 卷第 6 期，1992 年 6 月，頁 64。 
388 柯芳枝，同前註 382，頁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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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法之存廢爭論，最後以存續，但大幅修正為結局。修正重點如

下： 

（一）修正有限公司人數上下限規定：修正前有限公司之人數上下限為二

人以上、二十人以下。惟在僅有二股東之有限公司，在辦理增資或

股東出資額轉讓時，依規定須經股東過半數同意，此時常因一股東

之反對而無法達成協議，窒礙難行。故為增強有限公司之經營效

能，擴大社會投資，逐步走向資本大眾化，方便公司對議案之表決，

並防止投資管理上之困擾，爰將有限公司人數修正為五人以上、二

十一人以下389。 

（二）最低資本額制度:鑑於公司法第一五六條對股份有限公司之最低資

本額有限制規定，而有限公司則無此項規定，故有投資人藉此漏洞

成立有限公司以達營業目的，例如目前經營建設業之股份有限公司

如委建國民住宅出租出售之最低資本額為新臺幣五百萬元，而同類

營業之有限公司其資本額有數十萬元者，相差過鉅，易滋流弊390。 

（三）出資轉讓時，不同意股東之優先受讓權及不承受時視為同意轉讓:

有限公司因具閉鎖性，有維持股東相互間密切且信賴關係之必要，

故其股東出資之轉讓，須徵得其他股東過半數之同意（公司法第一

一一條第一項，此為同意條款），此點與股份有限公司採股份轉讓

自由之原則（公司法第一六三條第一項本文）迥異。惟因有限公司

無退股之制度，股東在公司存續中欲收回投資，全恃出資轉讓一

途，若股東所欲轉讓之人為其他股東所不同意，勢將影響該股東投

資之收回。從而，乃賦予不同意股東有優先受讓權（此謂之先買條

款）。若不同意股東不承受，則視為同意轉讓，以保障股東收回其

投資。在同意條款與先買條款兩相配合之下，有限公司遂得保有閉

鎖性之特質，而股東之收回投資亦獲保障391。又，股東姓名及出資

額係公司章程必載事項，修改章程係規定須全體股東同意，兩種規

定同意人數互有出入，造成出資額轉讓後，可能因少數股東反對致

無法修正章程之難題，爰增列第二項視為同意修改章程之規定，以

為解決392。 

（四）採用董事單軌制：改正前之有限公司，可由章程訂明專由股東之一

人或數人執行業務，或由公司股東選任董事執行業務。前者準用無

限公司，後者準用股份有限公司規定，為雙軌制。修法後改採董事

                                                 
389 同前註 382，頁 619。 
390 參見 1980 年公司法第 100 條修正理由。 
391 同前註 382，頁 633。 
392 參見 1980 年公司法第 111 條修正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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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軌制，規定公司應至少置董事一人執行業務，並代表公司393。 

 

第二款  二○○二年之存廢爭論 

二○○一年公司法之修正，雖為歷年最大幅度之修正，但一般認為，

修正後之公司法仍未臻完善。行政院經建會乃委託財團法人萬國法律基金

會進行「公司法制全盤修正計畫」研究案，對公司法為「歸零思考，全盤

修正」之設計。在多位學者與實務界人士參與之研討過程中，對於有參照

美國法制中之「close corporation」制度，於股份有限公司法中，創設

所謂「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建議394。此乃因股份有限公司之制度，在

實證上亦多為我中小企業所利用，導致這種小規模、閉鎖性公司在法律適

用上之困難；此種現實與法規範分離之現象，對閉鎖性公司造成負擔，導

致資源誤用，或使法規範形骸化。因此，極有需要針對股份有限公司法規

範作適當調整，進行區分立法395。 

 

該研究案建議引進「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制度內容396，簡言之，

係允許股份有限公司得以所謂「股東協議（shareholder agreement）」之

書面協議，彈性約定公司經營運作方式及股東間之法律關係，排除公司法

規定之適用。例如：一、允許其得以股東書面協議限制股份之移轉。二、

得不設置董事會或監察人、不召開股東會、股息紅利之分配不以所持有股

份比例為分配標準等。三、得以股東書面協議賦予股東任意解散公司之權。 

 

此引進「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之提議，大抵受到參與研討人士

之贊同。惟問題在於，如引進該制度後，性質上皆屬「閉鎖性資合公司」，

同為中小企業設計的組織型態之有限公司制度397，是否仍有存續之必要。

對此，研究案中之共識原則上採取存續論。理由有以下二點398： 

一、 自現實面而言，實務上有限公司之家數多達四十二萬餘家，遽

予廢止，強令現有有限公司改制，對現實經濟環境，可能造成

太大之衝擊。 

二、 自理論面而言，所謂「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雖可透過股東協

議排除公司法有關規定之適用，而成為組織、運作單純之簡易

                                                 
393 林明華，公司法「有限公司」之檢討，法令月刊第 34 卷第 2 期，1983 年 2 月，頁 9。 
394 林國全，同前揭註 4，頁 200。 
395 財團法人萬國法律基金會，「公司法制全盤修正計畫研究案」總報告第一冊，2003 年 2 月，

頁 4 之 12。 
396 有關該研究案建議之股東書面協議制度內容，詳參本文第三節第三項之介紹。 
397 有關有限公司制度之本質，究為資合公司或人合公司向有爭議，詳見本節第三項之討論。 
398 林國全，同前揭註 4，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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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公司。然其一切委諸股東協議，任意決定公司之內部組織與

運作方式之結果，各公司並無一律性之規範，實際上乃是最為

複雜之公司制度。中小企業未必皆有足夠能力規劃設計一妥善

可行之股東協議內容。 

從而，維持有限公司制度之存續，使中小企業能依自己之能力與需

求，選擇採用簡單明確一律性規範之有限公司制度，或適合自己特殊需求

之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應有其必要性。 

 

第三項 有限公司之本質 

關於公司性質之論述，向來將公司分為「資合公司」與「人合公司」

二大類。所謂資合公司，係指公司之經濟活動，著重於公司資產數額，而

不注重股東個人條件之公司，以股份有限公司為其典型。所謂人合公司，

則指公司之經濟活動，注重股東個人條件之公司，以無限公司為其典型。

而有限公司係屬於人合與資合的中間形態，應無疑問399。然而，有限公司

之本質，究竟應為資合公司或人合公司，將影響在法律規範設計上，究應

著重資合公司或人合公司色彩之選擇，實有釐清之必要。 

 

我國文獻多未直接論究有限公司之本質為資合公司或人合公司。多數

說認為應係偏資合色彩之中間公司400；亦有將之定位為「中間形態而較接

近於人合公司」之主張401，惟均未深入探究。近年來始有學者為文詳為剖

析。就有限公司之本質，有主張「人合公司」及「資合公司」二說，茲分

述如下： 

 

一、 「人合公司」說：主張該說之理由在於，①公司法第一一三條明文

規定有限公司的變更章程，準用無限公司規定，應得「全體股東之

同意」。②因公司法第一○一條第三款明定，股東之姓名或名稱為有

限公司章程之絕對必要記載事項，故股東之變更屬章程變更之事

項，亦均需得全體股東同意。亦即，有限公司之意志形成以不容許

「不同意見的股東」為設計前提，始得為之。如此重視人合性之要

素，與資合性企業迥異。故認為有限公司之基本設計，僅在股東有

限責任之制度誘因下，與股份有限公司相同。並認為我國之有限公

司制度與英美法系之有限責任合夥（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LLP），及第三章述及之美國法下的 LLC（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LLC）程度上相若。但因現行法規定，尤其在

                                                 
399 林國全，同前揭註 4，頁 200。 
400 如賴源河，閉鎖性公司之法制度，中興法學第 13 期，1978 年 4 月。 
401 如林咏榮，兩岸有限公司法的比較與檢討，法令月刊第 44 卷第 6 期，1994 年 6 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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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年公司法修正調整有限公司制度後，乃使人認為有限公司

是資合性的商業組織402。 

 

二、 「資合公司」說：主張該說之學者認為，資合公司與人合公司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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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因

人合公司係因股東對公司債務負直接無限連帶清償責任，故與公司

交易之相對人於評估公司信用時，除公司資產外，更重視股東為誰、

其信用如何。另一方面，因各股東與公司有關之行為，皆可能導致

其他股東亦須連帶負責，各股東亦須重視其他股東為何人。基於上

述理由，乃衍生出股東地位不得自由移轉，原則上各股東皆有公司

業務執行權之企業所有與企業經營合一原則；有關公司業務原則上

皆須以股東全體同意為之等特色。而有限公司之股東，對公司債務

僅負有限責任，故其本質應為資合公司。至於其限制出資轉讓，不

得公開招募股東之人合公司色彩，僅是為便利相互間具有一定信賴

關係之少數人集資共同經營事業，並維持內部和諧與團結之需求而

來。進而推論，有限公司之本質應為「閉鎖性資合公司」，而非「股

東負有限責任之人合公司」。因此，有關有限公司之法制規範，除就

其閉鎖性之維持有必要者外，仍應自其資合公司之本質出發403。 

 

本文認為探究制度之本質，應自立法原意以及制度設計之欲達成之目

的出發。惟主張「人合公司」說之理由為係以現有條文規定反推其本質，

似有倒果為因之嫌。再者，美國法之 LLC 制度，係由合夥制度發展而來，

一方面欲保留合夥之構成員課稅優點，一方面欲使組織具有法人格及構成

員對外僅負有限責任等優點所生，故其本質上為人合性組織。惟我國有限

公司之創設，僅為設計一制度在設立程序及機關組織方面較股份有限公司

簡易404，與美國法之 LLC 制度之設立背景與目的截然不同。且有限公司限

制出資轉讓，不得公開招募股東之人合性要素，僅是為便利相互間具有一

定信賴關係之少數人集資共同經營事業，並維持內部和諧與團結之需求而

來。與無限公司等人合公司係考量各股東對公司之債務負直接責任，故其

財力、信用狀況將對公司或其他股東產生重大影響，乃衍生出股東地位不

得自由移轉及企業所有與企業經營合一等原則不同。綜合上述理由，本文

認為有限公司之本質，應採資合公司說，故現行法制下人合色彩過於強烈

                                                 
402 廖大穎，論人合性公司制度—從發展知識經濟的組織結構觀之，月旦法學雜誌第 160 期，2008
年 9 月，頁 221-222。 
403 林國全，同前揭註 4，頁 201。 
404 我國有限公司實係根源自民國 29 年頒佈之「特種股份有限公司條例」，此特種股份有限公司

條例，起初乃政府與民資、外資合組而設立之股份有限公司，其發起人不受當時公司法第 87 條

之限制，即僅有二人亦得發起設立。民國 35 年修正公司法時，乃參酌日本有限公司法，規定人

民得單獨組織，遂蛻變為有限公司，成為公司法之一部分。詳參梁宇賢，「公司法論」，三民書局，

2000 年 11 月，頁 195-196。 



 117

者，應有修正回歸為資合公司本質之必要。關於有限公司制度內容之檢

討，詳參本章第四節。 

 

第三節 立法模式之選擇 

第一項 概述 

承繼前節第二項所述，我國現行公司法制中屬於資合公司者，除股份

有限公司外，尚有有限公司。考諸有限公司之本旨，係為閉鎖性公司量身

訂作，此種閉鎖性公司之規劃，各國法制不一。 

有限公司制度，一八九二年創始於德國，為「德國立法者之桌上創作

物」。該國有限公司制度對股東人數不加限制，資本亦需分為股份，可以

公開招募，且得自由轉讓。而英國則係於一九二九年公司法中規定「私人

公司」（Private company），股東人數限於五十人，其出資轉讓設有嚴格

的限制，且公司不得向外募股及發行公司債，具有閉鎖性405。雖股東人數

上限之規定於一九八○年廢止，惟仍不得對外公開招募，此一點為私人公

司與相對的大眾公司最大的差異，故英國法制仍對二者為不同之待遇。

又，營利性私人公司仍須將公司資本分成股份406。由上述可知，上開二國

之立法例與我國公司法下，未將股權股份化之有限公司制度實有相當之不

同。 

現行公司法仿效德國立法例訂有「有限公司」專章，以規範中小企業，

但因本章規定未將有限公司股權予以「股份化」，限制股份自由流通的結

果，妨礙公司組織的成長與大眾化。加以本章的許多強行規定，也限制了

股東間以磋商協議方式，彈性調整其權利義務關係之空間。另外，尚因企

業形象及信用之考量、歷史文化等因素407，使得不應當適用為大規模企業

                                                 
405 林咏榮，同前揭註 401，頁 3。 
406賴源河編（曾宛如教授執筆），同前揭註 383，頁 118。 
407 有關我國中小企業以股份有限公司為其企業組織型態之理由，大致可分為幾下幾點：一、賦

稅之考量：已於民國八十年廢止之獎勵投資條例，其中即規定該法中所謂之「生產事業」，僅限

於「依公司法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然而，在民國八十四年修正促進產業升級條例時，已將其

適用之範圍擴大至所有採用公司型態者，因此賦稅因素或許較不明顯。二、外銷導向之中小企業

對於企業形象及信用之考慮：我國中小企業向來以出口導向為其重要之特色，這些須與國際接軌

之中小企業，即有對於企業形象及信用上之需求，蓋股份有限公司在一般人心中，多半象徵著企

業規模較大、信用較佳之企業，是故應能解釋為何該種中小企業採用股份有限公司為其企業組織

型態之主要原因。三、資金籌措較為便利：我國公司法規定，發行新股及發行公司債二種方式，

均僅限股份有限公司始得為之；又，我國向來金融保守，中小企業實難自銀行體系取得其所需之

資金，尤其是長期資金，故中小企業僅得依靠民間借貸的體系取得。四、歷史、文化之影響：我

國係以農業為核心之傳統社會發展而來，原本即缺乏實施公司制度之客觀條件，加以家族觀念根

深蒂固，使企業的經營往往侷限於少數親朋好友之聚合，而表現出一種「私有的」、「人合的」色

彩，此種現象並無法立刻以法律「強制」加以扭轉改變，故公司型態儘管披上法律形式之外衣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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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訂作之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中小企業，頻繁設立股份有限公司。然

而，該等卻未嚴格遵循公司法要求股份有限公司應遵循之各種規定，導致

股份有限公司相關規定，於此等小規模企業上，形同具文408。 

針對公司法不合時宜之現狀，調整中小企業型態組織之立法模式選

擇，大致有以下三個修正方向：一、徹底調整現行有限公司之規範架構，

甚至根本廢除有限公司制度。二、保留有限公司制度，另訂單行法規，或

於公司法制定專章規範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三、保留有限公司制度，但

於股份有限公司章節中加入排除性條文（亦即另立「股東書面協議」一新

章節），允許股東可透過自治協議之方式排除強行規定之適用，以切合閉

鎖公司之需要409。 

目前主張採用第三個方式者為數較多410，理由在於第一個方式將影響

我國目前四十二萬餘家之有限公司，改革成本過高，亦可能引發過度之反

彈。就第二個方式而言，可能有公司種類過多且過於複雜之缺點。第三個

方式即仿照美國修正模範商業公司法之立法模式，使閉鎖性公司得透過股

東書面協議之方式，就特定事項回歸企業自治之原則，減少不必要之成

本。既可達成第二個方式欲達成之目的，又無第一個方式之弊端，似不失

為一較折衷之方法411。故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財團法人萬國法律基

金會作成公司法制全盤修正計畫研究案中，亦採取第三個方式。 

本文基本上贊同第三個方式，就現階段而言似乎是較合宜之修正方

向。但認為，我國普遍對章程自治甚或該等股東協議之意識偏低，初引進

時適用上可能產生困難。故由立法當局先就此等公司所欲面臨之問題加以

設想，並設計符合一般通常中小企業需求之範本。使中小企業無相當之法

律知識或能力加以自力制定時，即可採用該範本。 

以下於第二項先討論於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中加入閉鎖性股份有限公

司規定時，首應面臨之「股份自由轉讓原則」緩和之課題。其次以上揭研

                                                                                                                                            
久，然而其內在仍不脫家族好友共營之方式。詳參楊碧惠，同前揭註 8，頁 28-30，1994 年 5 月；

洪邦桓，同前揭註 21，頁 93-95。 
408 黃銘傑，公司法七十二變—下一階段公司法修正方向之芻議，月旦法學教室試刊號，2002 年

10 月，頁 97。 
409 蔡昌憲，《公司法上強行規定與任意規定間之權衡—以累積投票制、閉鎖公司制及新股認購權

為例》，國立台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 年 6 月，頁 165。 
410 王文宇，同前揭註 9，頁 14；蔡昌憲，同前註，頁 165-166；簡婉倫，《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之法制研究》，國立台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134-136，2004 年 7 月；李金樺，《股東

書面協議法制之研究》，國立中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137，2004 年 7 月；洪邦桓，同

前揭註 21，頁 207-210。 
411 另有學者主張，若不於公司法中導入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制度，可採取明定股份有限公司得

變更組織為有限公司之方式。王志誠，企業變更組織法制之基礎構造，成大法學第 3 期，2002
年 6 月，頁 124-125。惟本文認為，此類採取股份有限公司型態的中小企業，在設立之初，本來

就可以選用有限公司制度但棄之不採，故即使明定股份有限公司得變更組織為有限公司，似亦難

以期待渠等變更組織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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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案所提之修正建議條文為基礎，就若干問題參考日本之制度加以檢討，

最後就我國引進合同公司制度之可行性，以及我國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中

加入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規定後，有限公司制度之定位加以討論。最後提

出結論。 

 

第二項 股份轉讓自由原則 

第一款 股份轉讓自由原則絕對性 

公司法第一六三條第一項本文規定，公司股份之轉讓，不得以章程禁

止或限制之。該原則形成之理由，可歸納為以下三點412：一、股份有限公

司通常係聚集多數人之資金，形成大資本而從事大規模企業之經營為目

的。股東人數眾多，不注重股東個人之條件。二、股份有限公司無退股之

制度，為使股東得於公司存續中退出公司以收回其投資，避免可能之不利

益，故有必要可不經公司之同意將股份自由轉讓予他人。三、一般股東債

權人化之趨勢，有必要讓股東依其本意對公司經營採取判斷，免遭經濟上

損失。 

股份轉讓自由原則輔以股東有限責任，方能聚集大眾資金，形成公司

資本並維持公司營運發展。因此，股份之轉讓既不得以章程禁止或限制

之，公司章程如定有禁止或限制股份轉讓之條款，應係違反強行規定而屬

無效。 

 

第二款 股份轉讓自由相對化 

最高法院七○年台上字第一○二五號判決指出：「公司股東『唐某』

曾出具承諾書，約定讓售系爭股票，以轉讓於公司同仁為限，而被上訴人

並非公司同仁，不得受讓，並請求過戶等語為辯。然此約定，無拘束第三

人之效力。且公司股份之轉讓，不得以章程禁止或限制之，公司法第一六

三條第 1項有明文，所辯自難成立。」最高法院既明示「…然此約定，無

拘束第三人之效力」，故從反面推求，股份轉讓契約可拘束契約當事人，

但不得以此契約之約定對抗第三人。由此判決中可清楚地推論最高法院認

為，在我國現行法規範下，公司及股東得以契約合意方式，限制股份之自

由轉讓。最高法院雖未交代為何承認公司與股東間得以契約方式限制股份

轉讓之理由，學者認為，或可謂是基於私法自治所表現之「契約自由」制

度使然413。且由上開敘述可推知，該等以中小企業為主之公司，為維持其

                                                 
412 蔡昌憲，同前揭註 409，頁 42。 
413 劉連煜，股份自由轉讓原則與限制之回顧與展望—以公司法第依百六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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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鎖性質，不使不相干之人參與公司經營，囿於現行法之規定，公司乃會

要求原股東出具承諾書，約定其讓售公司股份之對象，以公司同仁（或其

他股東）為限。但以契約之約定限制股份之轉讓，根本上亦有其缺陷，蓋

如最高法院判決所述，此項約定並無拘束第三人之效力。且若股東不願與

公司訂定類似之契約（或不願出具類似本案之承諾書），則公司為維持其

閉鎖性之目的，恐不易達成414。 

此外，由於我國公司法第一六三條第一項規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轉

讓不得以章程禁止或限制之，部分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尤以中外合資之

股份有限公司最為常見）有鑑於限制股份自由轉讓之必要性，遂以公司股

東間簽署股東合約之方式，於股東合約中訂明股東欲移轉其持有之公司股

份時，所應遵守之程序及移轉對象之先後順序，如違背合約規定，則違反

約定之股東應負違約之損害賠償責任。惟誠如上述，該股東間之合約僅具

相對效力，如股東違約為股份移轉，因仍對公司生效，股份出讓人僅負債

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故而，以股東合約對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轉讓加

以限制，仍無法完全達到限制股份轉讓之目的415。 

 

第三款 股份轉讓限制之需求 

鑑於我國之股份有限公司，保留傳統經營方式之家族性者眾多，故絕

大部分具有閉鎖之性質。而公司法第一六三條第一項之規定，原係在確定

股份之轉讓性，以配合證券交易之開展，而於一九六六年公司法修正時所

增訂。惟當時之立法忽略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需要，並無設置例外之規

定。公司法第一六三條第一項對於股份轉讓為絕對之保護，常造成該等欲

維持公司閉鎖性（多半為中小企業）之公司經營管理階層不夠穩定。為解

決此一問題，此類公司現階段，僅得仰賴股東間股份轉讓契約加以限制。

然而，自上開最高法院七○年台上字第一○二五號判決可知，股東間股份

轉讓契約僅具相對效力，無法完全達到限制股份轉讓之目的416。是以，基

於上開之理由，公司法似有做相應調整之必要，以符合閉鎖性股份有限公

司之特殊需求。 

第四款 允許股份轉讓限制之配套機制 

由於在公開公司之場合，股份轉讓自由乃原則而殊少例外，似應於法

律有明確規定時，始得限制之。是以，為免爭議，宜將現行公司法第 163

                                                                                                                                            
討為中心，月旦法學第 73 期，2001 年 6 月，頁 40。 
414 劉連煜，同前註，頁 40-41。 
415 楊竹生，論閉鎖性公司股份移轉之限制—以美國法制為論述依據，中原財經法學第 2 期，1996
年 10 月，頁 6。 
416 劉連煜，同前揭註 413，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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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項本文修正為：「股份之轉讓，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公司不得禁止

或限制之。」417又，為符合修正後須有「法律另有規定」之需求，採取上

開「股東書面協議」章時，應另以明文之法律規定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設一例外之依據。且為使該股東書面協議亦生拘束公司之效力，並發生對

抗、拘束第三人之效力，故應為一定之公示機制，避免衍生爭議418。 

其次，於引進「同意條款」與「先買條款」之同時，如能規定限制轉

讓之股份，應為記名股票；且公司並應將限制之旨登載於股票或認股書

上，而非僅記載於股東書面協議或章程，以使股東及擬受讓人事先知悉，

進而保障其權益及交易安全，實更為妥當419。 

 

第三項 閉鎖性資合公司之走向 

第一款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一、股東書面協議制度之引進 

有鑑於股份有限公司法規範呈現「繁雜之機關分化」、「公司內容之公

開性」、「強行法規定」、「國家監督」之制度設計，卻多為我國中小企業所

利用，導致這種小規模、閉鎖性公司在法律適用上之困難。因此，極有需

要針對股份有限公司法規範作適當調整，進行區分立法。為此行政院經濟

建設委員會乃委託財團法人萬國法律基金會作成公司法制全盤修正計畫

研究案。該研究案報告中，因應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存在，提出允許股

份有限公司股東可以股東書面協議方式，彈性約定公司經營運作方式及股

東間法律關係之具體建議。 

該研究案提出建議之立法重點如下420： 

1. 為維持公司之閉鎖性，允許其得以股東書面協議限制股份之移轉。 

2. 閉鎖性公司基於其閉鎖性、股東人數較少及彼此關係密切等原

因，其業務經營方式、經濟利益之回收等內部關係，容許較大之

彈性空間，包括不設置董事會或監察人、不召開股東會、股息紅

利之分配不以所持股份比例為分配標準等。 

                                                 
417 曾宛如，股東與股東會—公司法未來修正方向之芻議，發表於「前瞻公司法制學術研討會」，

由台大法律學院財經法研究中心於 91 年 12 月 13 日主辦，頁 10。轉引自蔡昌憲，中小企業之股

份轉讓限制—兼論公司章程之性質，法令月刊第 54 卷第 7 期，2003 年 7 月，頁 54。行政院經濟

建設委員會委託財團法人萬國法律基金會作成之公司法制全盤修正計畫研究案，建議修正條文第

65 條亦同此見解。 
418 蔡昌憲，同前揭註 417，頁 42。 
419 劉連煜，同前揭註 413，頁 41。 
420 財團法人萬國法律基金會，同前揭註 395，頁 4 之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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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於閉鎖性公司之股份欠缺交易市場，並以股東間之信賴關係為

基礎，為保護少數股東之權益，解決僵局，得以股東書面協議賦

予股東任意解散公司之權。 

4. 股東書面協議對公司及各股東權益影響鉅大，需獲全體股東同意

並訂入章程，以昭慎重。 

5. 股份受讓人於成為公司股東後，同受股東書面協議之拘束，為保

護其權利，公司應於股票上記載股東書面協議存在之事實；股份

受讓人於買受時，不知股東書面契約存在者，享有買賣契約之撤

銷權。 

上開研究報告並就關於「股東書面協議」乙節，提出以下之修正條文： 

修正條文建議 立法說明 

【股東書面協議之約定事項】 

公司得經全體發起人或全體股

東之同意，以書面協議約定左列事

項： 

一、 不設置董事會。 

二、 不設置監察人。 

三、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之選任、

解任方式與任期，除關於行為

能力之規定外，不受第二十三

條、第二十四條、第一百零五

條第四項、第一百一十一條第

一項、第一百一十三條第一項

第二項、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

項、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

四十二條、第一百五十四條準

用第一百零五條第四項、第一

百一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一

十四條第二項、第一百八十一

條之限制421。 

一、 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係以「公開

性」公司為規範基礎，而發展

出複雜嚴格之強行規定，然而

中小企業基於需求較佳之信

用形象、賦稅優惠而採用股份

有限公司型態，加以家族觀念

之影響亦導致企業規模偏向

中小型，因此實際上存在有許

多具閉鎖性質之小規模股份

有限公司，造成公司利用實態

與法規模分離之現象。是故，

爰參考美國模範公司法第

7.32 條，讓具閉鎖性質之股

份有限公司得經全體股東訂

立股東書面協議，彈性約定公

司內部經營控制方式、經濟利

益之分配等股東間權利義務

關係，以減少中小企業之法律

成本，增加經營效率。 

二、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具有規

模較小、股東參與較深之特

                                                 
421 該研究案係以全盤歸零、重新架構公司法為思考，因此所提出之建議條文，與現行法相較有

相當大的條文變動。故此處所列條號之規定，乃現行法中之第 29、30 條關於經理人之規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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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得不召開股東會，不受第七十

九條422之限制。 

五、 依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

決議之事項，以全體股東一致

之書面同意行之。 

六、 股息、紅利之分派標準及得以

現金以外財產為分派。 

七、 共同行使股東表決權之方式及

相關事宜。 

八、 股份轉讓之限制，不受第六十

五條423之限制。 

九、 任一或特定或一定持股比例以

上之股東有解散公司之權利。 

有第一項第一款之約定時，公

司至少置董事一人執行業務並代表

公司，行使本法所定董事會之職

權；董事有數人時，各董事之職權

得以書面股東協議定之。 

有第一項第二款之約定時，非

董事之股東均得行使監察權，其監

察權之行使，除書面協議另有約定

外，得隨時向董事質詢公司營業情

形，查閱財產文件、帳簿、表冊。

有第一項第四款之約定時，董

事或董事會應將依第一百八十條424

所造具之各項表冊，分送各股東請

性，因此得以股東書面協議約

定不設置董事會、監察人之股

份有限公司法定必備機關，原

明訂第一項第一、二款。然仍

應至少選任董事一人以行使

董事會之職權；董事有數人

時，其業務執行之決定、對外

代表權等事宜，宜一併於股東

書面協議中約定之。而非董事

之股東皆得行使監察權，惟監

察權之內容、範圍、行使方式

亦得於股東書面協議中另行

約定之。 

三、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既具有

股東參與公司事務較深之特

性，則關於公司內部經營、控

制機關之資格、選任方式、任

期，自得基於信賴之基礎上為

任意之約定，爰明訂第一項第

三款。 

四、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

與公司互動較為頻繁，原則上

無召開股東會之必要；惟規定

任一股東得以書面請求公司

召開股東會以資平衡。鑑於公

司尚應行辦理股務作業，爰參

照第一一七條，公司應於請求

提出後「三十日」內召開，訂

於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

                                                                                                                                            
27 條第 4 項法人股東對其代表之隨時改派權規定、第 195 第 1 項有關董事任期之規定、第 198
條董事選任方法規定、第 199 條第 2 項、第 146 條之規定。其中修正建議之第 142 條為新增之監

察人選舉方式規定、第 181 條為新增之監察報告書規定。另外建議條文中有關董事選任方式之規

定，建議回復強制累積投票制，在此一併敘明。 
422 即現行公司法第 170 條之規定。 
423 即現行法第 163 條之規定，惟提出建議修正條文如下：「Ⅰ股份之轉讓，除法律另有規定外，

公司不得禁止或限制之。但非於公司設立登記後，不得轉讓。Ⅱ發起人之股份非於公司設立登記

一年後，不得轉讓。但公司因合併或分割後，新設公司發起人之股份得轉讓。Ⅲ違反前項規定轉

讓者，雙方應負回復原狀之責任。」 
424 即現行公司法第 228 條之規定。 
425 即現行公司法第 230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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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承認，不受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一

項425之限制；表冊送達逾一個月為提

出異議者，視為承認。如經股東向

公司以書面請求者，公司應於該請

求提出後三十日內召開股東會；股

東會之召集，應於十日前通知各股

東，對於持有無記名股票者，應於

十五日前公告之。 

有第一項第五款之約定時，以

書面同意方式所為之決議，於全體

股登簽署同意書完成時生效，但於

同意書另行指定生效日期者，不在

此限。 

 

有無記名股票者，應於十五日

前公告之。 

五、 股東會之所以為會議體機

關，係因股東得以齊聚一堂，

就各項事務進行說明、討論、

說服之過程。惟全體股東若針

對某項議案已有共識，則無庸

再行意見交換之程序。爰於第

一項第五款明訂得於股東書

面協議中約定以全體股東一

致之書面同意取代股東會之

決議。另明訂書面同意方式所

為之決議之生效時點，以資明

確。 

六、 股息、紅利之分配請求權，屬

自益權之性質，此等財產利益

應得由股東自行處分之，非必

遵守「股東（份）平等原則」；

此外，於合乎公司法公司得為

盈餘分派之要件時，除現金、

公司股票外，上得於股東書面

協議中約定以公司財產之方

式發給盈餘。 

七、 股東間得藉由表決權契約取

得一致行使股東表決權之方

式，以強化參與公司經營權與

穩定公司決策，爰於第一項第

七款明訂於股東書面協議中

約定其共同行使股東表決權

之方式及相關事宜閉鎖性股

份有限公司為維持其閉鎖

性，確有需求限制股份移轉，

以防止公司所不歡迎之人成

為公司股東，危及企業和平之

維持，爰於第一項第八款明訂

於股東書面協議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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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公司固得以永久存續為原

則，惟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具

有規模較小、以股東間之信賴

為基礎之特色，則關於公司解

散事由，自可為較彈性之約

定，爰於第一項第九款明訂，

股東書面協議得約定任一或

特定或一定持股比例以上之

股東有解散公司之權利。 

【形式要件】 

股東書面協議之內容應記載於

公司章程，始生效力。 

除該股東書面協議另有規定

外，須經修改時之公司全體股東同

意。 

一、 為使股東書面協議亦生拘束

公司之效力，並昭慎重及避免

衍生爭議，爰於第一項規定，

股東書面協議應訂入章程，始

生效力。 

二、 爰於第二項規定股東協議須

經修改時之全體股東同意方

能修改，但該協議另有規定

者，可以較低之同意成數為

之。 

【對股份受讓人之效力】 

公司應將股東書面協議存在之

事實以顯著方式註記於股票背面；

其在協議生效前已發生之股票應回

收，另已有註記之股票交付股東。

未於股票上為前項之註記者，

不影響股東書面協議之效力。 

股份之受讓人於受讓時，不知

股東書面協議內容者，得撤銷買賣

契約。股票若已依第一項為註記，

推定受讓人知悉股東書面協議之內

容。 

前項之撤銷，應於知悉股東書

面協議內容後，九十日內為之；但

一、 股份受讓人成為股東後，亦同

受股東書面協議之拘束，為保

護股份受讓人之權利，應以一

定之方式公示；惟協議內容繁

多，無法全部記載於股票之

上，爰於第一項規定公司僅需

將股東書面協議存在之事實

註記於公司之股票，則受讓人

自可向出賣人索取股東書面

協議相關資料，或於經濟部網

站查詢公司章程，以資因應。

另外，於股票背面註記，並非

股東書面協議之生效要件，爰

增訂第 2項，以資明確。 

二、 股東書面協議之存在及其內

容，實屬股票交易上之重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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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意思表示後經過二年，不得為之。 項，參照民法第八八條第二項

規定，特賦予不知股東書面協

議內容之受讓人撤銷權；惟為

維護交易安全與法之安定

性，爰於第四項明訂除斥期

間，以資周延。 

【失效】 

股東書面協議之期限，不得逾

十年。逾十年者，縮短為十年。 

前項期限，得經全體股東同意

更新之。 

股東書面協議於公司依證券交

易法辦理公開發行後，失其效力。

股東書面協議失效後，視為全

體股東同意刪除章程中關於股東書

面協議之部分。 

一、 鑑於股東書面協議對公司、股

東之權利義務影響重大，又有

考量不盡周全或事後情勢變

更致協議難以執行之可能，且

協議之修改原則上亦須經全

體股東之同意始得行之，爰於

第一項明定其存續期間以十

年為限，惟仍得經全體股東之

同意更新之。 

二、 公司若依證券交易法辦理公

開發行，則失其閉鎖性，為顧

及投資大眾之利益，股東書面

協議應失其效力，而回歸公司

法之強行規範。 

三、 股東書面協議既然失效，章程

中關於協議之章節自應隨之

刪除，爰規定股東書面協議失

效後，視為全體股東同意章程

之變動，無庸再經股東會特別

決議程序。 

 

 

 

二、建議修正條文之檢討 

（一） 正面規範限於非公開發行公司 

雖該建議條文中，於股東書面協議【失效】之第三項規定「股東書面

協議於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辦理公開發行後，失其效力」，依此規定可知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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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非公開發行公司始可為股東書面協議，故本文認為似應於【股東書面協

議之約定事項】規定中之第一項，先開宗明義規定僅限於非公開發行公司

始具備為股東書面協議作前提說明為宜。 

 

（二） 加強股東監察權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具有規模較小、股東參與較深之特性，故建議修

正條文允許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得以股東書面協議約定不設置董

事會、監察人之股份有限公司法定必備機關，賦予其機關設計之自由。然

仍應至少選任董事一人以行使董事會之職權，而非董事之股東皆得行使監

察權，本文皆贊同之。關於非董事股東之監察權，建議修正條文除規定「得

隨時向董事質詢公司營業情形，查閱財產文件、帳簿、表冊」外，亦允許

「於股東書面協議中另行約定之」。 

 

本文以為我國公司法制度，從未有此等股東書面協議引入之前例，如

一切委諸股東書面協議約定，未設置明確之監察權內容、範圍，恐令使用

者有無所適從之感。為求明確，並強化非董事之股東的監察權，似應明確

規定其監察權限內容為妥。而日本在未設置董事會之股份有限公司（且亦

無設置監察人之情形），為使非董事之股東得以直接行使其業務監督權，

故設有以下強化其監察權之規定426，頗值得我國借鏡： 

① 於公司有受顯著損害或受損害之虞時，得自董事或會計參與

就相關事實聽取報告（會社法第三五七條第一項）。 

② 得於與監察人同等要件下行使對董事之違法行為制止請求

權（會社法第三六○條）。 

 

（三） 董事任期無限期是否妥適？ 

建議修正條文中有關董事等之任期，規定得以股東書面協議排除公司

法有關股份有限公司之任期限制。此固然係考量於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所有與經營多半一致，無頻繁確認股東間信任之必要。惟初引進股東

書面協議制度即由原來的三年427變更為無限期，似乎差距過大。本文認為

折衷的方法是，允許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以股東書面協議方式訂定長時間

之任期。例如參考本次日本會社法之規定，允許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且

非設置董事會公司）得以章程（我國之情形，則以股東書面協議）規定延

長為十年。 

 

                                                 
426 於設置董事會公司，股東於一定情形下，有召集董事會之權利，並得出席該董事會陳述意見

（會社法第 367 條）。詳參黒沼悦郎，同前揭註 122，頁 35。 
427 現行公司法第 195 條規定第 1 項本文規定，董事任期不得逾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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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同意條款與先買條款 

觀諸上開建議修正條文中【股東書面協議之約定事項】第八款，雖允

許股東以書面協議限制股份之轉讓，以符合閉鎖性公司維持閉鎖性之需

求，但對於未參與公司經營之少數股東而言，當其不贊同公司多數股東之

經營方向時，即無救濟之方式，顯不合理，似有再予補充之處428。 

 

針對此一問題，為兼顧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需要，以及股東收回其

投資之權利， 日本會社法中設置了「同意條款」搭配「先買條款」之平

衡設計，頗值我國參考。所謂「同意條款」係指以股東書面協議或章程規

定，當股東轉讓股份時，得由轉讓股份之股東或該受讓人請求公司股東會
429承認，且不限以書面或電磁記錄為之，口頭確認亦可430。會社法之「同

意條款」制度，不僅賦予欲轉讓股份之股東，亦賦予擬買受股份之受讓人

向公司請求承認之權利，避免擬買受股份之受讓人僅得消極等待轉讓人向

公司請求而陷於不利之地位，此等設計殊值贊同。 

 

另外，為避免公司任意拒絕「同意」之情形，應以「先買條款」為配

套規定。所謂「先買條款」係於公司不同意欲讓與股份之股東所指定之受

讓人時，公司應自為承買或另行指定受讓人買受431。質言之，當股東欲出

賣股份與第三人時，在踐行一定通知程序後，公司有權以同一條件對其行

使優先購買權。惟如公司未於一定期間內表示其是否承認該股份轉讓交

易，或公司為拒絕承認該股份轉讓交易後，未於一定期間內通知請求承認

者，係由公司自行買受或指定買受人承購時，應視為公司同意其轉讓股

份。有關「同意條款」、「先買條款」之詳細制度內容，因已於本文第二章

第二節第三款中論述，敬請讀者參閱。 

 

（五） 應否召開股東會 

日本以有限公司為原型創設之未設置董事會公司，允許股份有限公司

僅設置股東會及董事二機關。然而，因閉鎖性之中小型公司，股東間之關

係較為密切，不召開股東會而形成共識，亦非不能想像。且考量到中小公

司成本負擔能力，日本學界乃有主張，股東會之意思決定程序應有容許再

為簡化之檢討空間432。更有論者主張，閉鎖性公司如存有股東會此機關，

則可能遭有心人士利用股東會決議瑕疵，作為公司經營權爭奪時之攻擊手

                                                 
428 王志誠，閉鎖性公司少數股東之保護，政大法學評論第 89 期，2006 年 2 月，頁 75；簡婉倫，

同前揭註 410，頁 165。 
429 有設置董事會之公司則經董事會承認。 
430 會社法第 136、137、139 條規定參照。 
431 會社法第 140 條第 1 項前段參照。 
432 江頭憲治郎，同前揭註 143，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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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故主張應廢止股東會之機關設置433。 

本文以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與公司互動頻繁，即使不召開

股東會，對公司之營運亦應無影響，故贊同建議修正條文【股東書面協議

之約定事項】第四項之規定。 

 

第二款 合同公司制度引進之可能性 

承本文第二章及第三章所介紹之未設置董事會公司與合同公司制

度，日本將設計予中小企業選用之組織型態一分為二，前者為資合性質，

後者則為人合性質。合同公司較未設置董事會公司更廣泛地承認章程自

治，設立程序及費用、機關設計等均更為簡易。 

日本合同公司制度之引進，雖在反映企業界對於事業組織型態多樣化

之需求。惟合同公司制度與其他性質相近之事業型態，即有限責任合夥

（LLP）及未設置董事會之股份有限公司，在規範內容上雖非無差異，但

其差異並非重大。且會社法實際運作後亦發現，合同公司之使用並不如預

期。 

我國預設予閉鎖性公司利用之有限公司制度，本質上應為資合公司已

如前述。並經公司法歷次之修正，一步一步削減其人合色彩過於強烈之規

定，未來之修正方向亦應為強化有限公司資合性之色彩。而合同公司內部

關係實類似合夥，人合色彩過強，似難以作為有限公司制度修正之參考。

惟在有限公司強化資合性之修正趨勢下，使得我國已無適合重視人合特

質、機關設計彈性之公司制度。我國是否有必要增設合同公司此等閉鎖性

人合公司，仍應視我國實務之需求，並持續觀察日本未來運作狀況，再為

評估為宜。 

 

第三款 我國法下有限公司之定位 

如引進股東協議制度，將使我國公司法制存在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與

有限公司，二種為中小企業設計之資合公司組織型態併行的情況。此乃考

量我國有限公司家數眾多，貿然刪除有限公司制度，所費修法成本恐怕過

高。再者，初引進股東協議制度時，中小企業未必皆有足夠能力規劃設計

一妥善可行之股東協議內容，或者可能為規劃股東協議之內容耗費更高的

成本，故實有必要保留具一致性及可預見性之有限公司制度供中小企業選

擇，作為新制衝擊之緩和。 

                                                 
433 長谷部茂吉，《裁判会社法》，一粒社，1964 年，頁 159。轉引自江頭憲治郎，同前揭註 143，

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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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國因向來均採用法律規範設計制式的組織型態，故普遍對章

程自治甚或該等股東協議之意識偏低，初引進股東書面協議制度時，適用

上可能產生困難。故本文認為由立法當局先就此等公司所欲面臨之問題加

以設想，並設計符合一般通常中小企業需求之範本，使中小企業無相當之

法律知識或能力加以自力制定時，即可採用該範本，或許是較為可行之方

式。惟若設計範本，中小企業可能為節省成本，率皆採用範本所定模式，

此恐有遭論者批評喪失股東書面協議自由約定之精神，而等同回到一設置

致性規範之虞。且此一作法能拉近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與有限公司規範之

距離，未來甚至有走向日本法廢除有限公司制度，統合為一之可能性。對

於此一問題，我國需待實際引進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後，始有討論之

必要，而現階段之當務之急，乃係修正我國有限公司現存之問題。有關有

限公司規定之檢討，留待本章第四節論述。 

而引進股東協議制度後，與有限公司併行之情形下，或可將有限公司

定位為，主要提供予家族性企業或未來無上市櫃發展計畫等之中小企業選

用；而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則主要係提供予未來以擴大組織為目標

之企業，其初期發展時選用。 

 

第四節 現行有限公司法制之檢討 

第一項 前言 

有限公司之本質應為資合公司，已如前述。惟現行有限公司制度，仍

存有甚多具強烈人合公司色彩之規定。例如有限公司之變更章程、合併、

解散及清算，準用無限公司有關之規定（公司法第一一三條）換言之，就

此等事項，任一股東皆有絕對否決權。皆須全體股東之同意。此類規定有

違有限公司之本質，應予修正，回復其資合公司本質。 

 

至於前述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萬國法律基金會作成公司法制

全盤修正計畫研究案，就有限公司制度之修正重點，歸納出以下幾點434：

（一）強化資合公司色彩。（二）明訂原則上股東按其出資多寡比例分派

表決權435。（三）明訂表決權多數決之原則436。（四）出資轉讓之限制437。本

                                                 
434 財團法人萬國法律基金會，同前揭註 395，頁 4 之 16。 
435 現行制度就公司增資、減資要件（公司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4 項），變更組織（公司法第

107 條）、董事選任、競業行為同意（公司法第 108 條第 1 項、第 3 項），提列特別盈餘公積（公

司法第 112 條第 2 項）以及變更章程、解散、合併、清算（公司法第 113 條）等事項，或要求應

經全體股東同意，或三分之二股東同意等，皆以股東「人數」為準，與有限公司之資合本質有違，

爰修正為以全體股東「表決權」為基礎之多數決。同時，並增訂反對股東之請求其他股東買受出

資之規定，以為少數股東權益之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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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以下先就向與資本三原則配合作為保護債權人機制的最低資本額制度

加以檢討，其次論述現行公司法中，有限公司應修正之條文，最後列出上

開研究案所提建議修正條文，供讀者酌參。 

 

第二項 最低資本額制度之檢討 

一、最低資本額制度之廢止 

由於有限公司之股東，對於公司債務僅負間接、有限責任，有限公司

之資產乃成為公司債權人受償之基礎。為保障公司債權人受償之機會，我

國採取歐陸法系國家資本三原則及最低資本額之規範，使公司維持起碼的

償債能力，並使之維持至少不低於資本額之水準，以為公司償債能力之基

礎438。二○○九年四月以前之公司法第一百條第二項規定：「有限公司最低

資本總額，由中央主管機關以命令定之。」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在此授權

下，以經九○商字第○九○○二二五五三四九○號令規定有限公司之最低

資本總額為新台幣五十萬元。後再以九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經商字第○九

七○二四○七九五○號函釋規定，將有限公司最低資本額降低為新台幣二

十五萬元。 

降低後之最低資本額門檻，一般認為仍高於世界其他國家，影響投資

者之意願。且過去財力較弱之民眾要成立公司，為達最低資本額之限制，

甚至製造假的存款證明，徒增困擾439。並考量資本額僅為計算上不變之數

額，與公司之現實財產並無必然等同之關連性，故與債權人受償可能性息

息相關者並非資本，故最低資本額之規定不具實質意義，國內學者早有建

議取消之聲浪440。 

故立法者基於改善我國經商環境，節省企業開辦成本等理由，於二○

○九年四月十四日，三讀通過刪除公司法第一百條有關「最低資本總額授

權主管機關定之」之規定441。 

茲將公司法第一百條之修正條文及其說明列於下表，： 

                                                                                                                                            
436 現行制度就公司增資、減資要件（公司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4 項），變更組織（公司法第

107 條）、董事選任、競業行為同意（公司法第 108 條第 1 項、第 3 項），提列特別盈餘公積（公

司法第 112 條第 2 項）以及變更章程、解散、合併、清算（公司法第 113 條）等事項，或要求應

經全體股東同意，或三分之二股東同意等，皆以股東「人數」為準，與有限公司之資合本質有違，

爰修正為以全體股東「表決權」為基礎之多數決。同時，並增訂反對股東之請求其他股東買受出

資之規定，以為少數股東權益之救濟。 
437 為維持有限公司之閉鎖性特質，關於出資轉讓仍維持現行制度。 
438 林國全，同前揭註 2，頁 53。 
439 陳亮諭，設公司不限最低資本額，經濟日報 A12 版，2009 年 4 月 15 日。 
440 曾宛如，有限責任與債權人之保護，臺大法學論叢第 35 卷第 5 期，2006 年 9 月。 
441 股份有限公司部分最低資本總額規定之第 156 條亦一併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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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百條 公
司資本總
額，應由各股
東全部繳
足，不得分期
繳款或向外
招募。 

第一百條 公司
資本總額，應
由各股東全部
繳足，不得分
期繳款或向外
招募。 

有限公司
之最低資本總
額，由中央主
管機關以命令
定之。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未修正，列為
本條文。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刪除，理由如
下： 
(一)按公司最低資本額之規定

，係要求公司於設立登記時
，最低資本須達一定數額，
方得設立。惟資本僅為一計
算上不變之數額，與公司之
現實財產並無必然等同之
關係；同時資本額為公示資
訊，交易相對人可透過登記
主管機關之資訊網站得知
該項資訊，作為交易時之判
斷；再者，公司申請設立登
記時，其資本額仍應先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如資本額不
敷設立成本，造成資產不足
抵償負債時，董事會應即聲
請宣告破產，公司登記機關
依本法第三百八十八條規
定將不予登記。爰此，資本
額如足敷公司設立時之開
辦成本即准予設立，有助於
公司迅速成立，亦無閒置資
金之弊，該數額宜由個別公
司因應其開辦成本而自行
決定，尚不宜由主管機關統
一訂定最低資本額。 

(二)又依據世界銀行公元二○
○八年九月發布「二○○九
全球經商環境報告」中有關
「最低資本額」之調查指出
，我國「最低資本額」占國
人平均所得百分之一百以
上，於世界排名為第一五七
名。為改善我國經商環境，
促進企業開辦，公司資本額
應以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認
定資本額足敷設立成本即
可，爰刪除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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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刪除最低資本額制度後的問題 

（一）理論上之矛盾 

歐陸法系國家資本三原則及最低資本額之規範原為配套措施，使有限

公司維持起碼的償債能力，並使之維持至少不低於資本額之水準，以為公

司償債能力之基礎，已如前述。我國雖於本次修法刪除最低資本額限制，

惟並未揚棄資本三原則。然而，最低資本額刪除後，將使資本三原則之精

神蕩然無存。 

因有限公司之股東對公司債務所負責任，僅以其出資額為限。又，最

低資本額制度刪除後，即使公司之資本額為一元，亦得設立。換句話說，

若今有一有限公司，股東三人，每人各出資一元（亦即該公司之資本額為

三元）。則該股東僅對公司債務，僅於一元為限，負間接有限責任。如此

一來，使得原為維持有限公司償債能力維持至少不低於資本額之水準，乃

創設的資本確定原則、資本維持原則、資本不變原則之資本三原則，喪失

其存在之意義。 

（二）欠缺配套措施 

雖該刪除最低資本額之修正案於初審時，有認為貿然刪除公司設立門

檻，恐將引發虛設行號等經濟問題等疑慮442。但最終討論結果認為，虛設

公司之問題，可用公司法其他法條及商業會計法管理限制443，但後來並未

見設置相關配套措施之修正。本文認為，此等虛設行號增加，有害債權人

之隱憂，應有必要參照美國判例法上之揭開公司面紗原則，明定適當條

文，以為防患。 

另應注意的是，日本二○○五年會社法制定時，亦刪除最低資本額制

度。一般認為最低資本額限制原本有以下三個機能：一、規範設立公司時

出資額之下限機能。二、作為實行盈餘分派時之淨資產額規範機能。盈餘

分派可能額，係由淨資產扣除資本額所得之數額為限。三、資本額標示下

限之機能。鑑於第一個機能造成創業者之障礙，而第三個機能僅係一固定

數額，因此無法顯示公司之淨資產為何，從而無法發揮保護債權人之效

果，故於二○○五年加以刪除444。 

但第二個機能，因就公司之財產，公司債權人與股東間有相當利益調

整之機能，故仍有存在之合理性。會社法實質上將第二個機能加以維持，

                                                 
442 詳參 2009 年 4 月 3 日立委黃偉哲發言，立法院公報第 98 卷第 17 期，頁 61。 
443 陳亮諭，設公司不限最低資本額，經濟日報 A12 版，2009 年 4 月 15 日。 
444 有關日本法下最低資本額制度之意義及廢除之理由，詳請參見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第二款以下

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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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於第四五八條445中。該條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淨資產低於三百萬日圓

者，不得為盈餘分派。此一規定，似可作為我國未來修法之參考。 

 

第三項 有限公司規定應修正之條文 

第一款 公司法第一○三條 

公司法第一○三條第一項規定「公司應在本公司備置股東名簿，記載

左列事項：一、各股東出資額及股單數號。二、各股東姓名或名稱。三、

繳納股款之年、月、日。」第二項規定「代表公司之董事，不備置前項股

東名簿於公司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連續拒不備置

者，並按次連續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依上開規定可知，股東名簿係有限公司所必須備置於本公司，用以記

載有關股東及股單事宜之名冊。其功能原在使公司得據以認定何人為股東

以及其得對公司行使之股東權，例如若以出資比例多寡定表決權比例（公

司法第一○二條第一項但書）以及盈餘分派比例（公司法第一○一條第一

項第五款）時，該股東得行使之表決權數或盈餘分派數額等。然於有限公

司，因股東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以及各股東出資額為章程之絕對必

要記載事項（公司法第一○一條第一項第三、四款），股東為何人或出資

有所異動，章程即應隨之修正變更。因此公司得以章程之記載為股東認定

之依據，似無另設置股東名簿之需要。反而可能發生，章程與股東名簿記

載不一致時，應以何者為準之問題446。故本文認為，股東名簿之規定，予

以刪除為宜。惟萬國法律基金會作成公司法制全盤修正計畫研究案所提建

議修正條文中，仍維持現行公司法第一○三條之規定，與本文見解不同。 

 

第二款 公司法第一○四條 

現行公司法第一○四條第一項規定「公司設立登記後，應發給股單，

載明左列各款事項：一、公司名稱。二、設立登記之年、月、日。三、股

東姓名或名稱及其出資額。四、發給股東之年、月、日。」故有限公司應

於公司設立登記後，亦即公司成立後發給股東稱為「股單」，並載明上列

四款事項之文書。有關股單之性質，學說多數說及實務均認為股單僅係有

限公司股東出資之證明文書，而非有價證券447。故有限公司股東之出資轉

                                                 
445 會社法第 458 條規定：「第 453 至前條之規定（剩餘金分配相關規定），於股份有限公司之淨

資產低於三百萬圓以下之情形，不適用之。」 
446 林國全，同前揭註 4，頁 203。 
447 柯芳枝，《公司法論（下）》，三民書局，2007 年 11 月，頁 622。經濟部 86 年 7 月 29 日商 86214002
號函示：「（前略）。至有限公司之股單，僅為股東出資之證明，股東出資之轉讓，尚須經變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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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並不須依股單為之，股單之交付，並非出資轉讓之要件。另外，是否

為有限公司之股東，其出資若干，皆為章程之絕對必要記載事項（公司法

第一○一條第一項第三、四款）。而公司之章程，亦係股東每人各執一份

（公司法第九十八條第二項），則欲證明其出資，得以章程為之，要求公

司另為發行股單，並無實益。 

惟公司法第一○四條第二項規定：「第一六三條第一項但書、第一六

五條之規定，於前項股單準用之。」而公司法第一六三條第一項規定為「公

司股份之轉讓，不得以章程禁止或限制之。但非於公司設立登記後，不得

轉讓。」同法第一六五條第一項規定為「股份之轉讓，非將受讓人之姓名

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公司股東名簿，不得以其轉讓對抗公司。」

此二條文之適用對象行為客體為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於有限公司與

「股份」之概念相當者，應為「股東出資」，於有限公司所欲準用上述二

條文者，亦應為「股東出資之轉讓」。然公司法第一○四條第二項之文字

卻為上述二條文規定「於前項股單準用之」，則於準用上述二條文時，將

為「股單之轉讓」云云。惟有限公司之股單並非有價證券，「股單之轉讓」

並不等同於有限公司「股東出資之轉讓」。所謂「股單之轉讓」實無意義。

故應刪除現行法上有關股單之規定448。 

 

第三款 公司法第一○七條 

一、有限公司變更組織部分 

現行公司法第一○七條第一項規定：「公司為變更組織之決議後，應

即向各債權人分別通知及公告。」第二項規定：「變更組織後之公司，應

承擔變更組織前公司之債務。」就第一項規定之債權人保護程序而言，依

公司法第一○六條第四項規定，僅能將變更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又，公

司變更組織，乃公司不影響其人格之存續，而變更其組織為他種公司之行

為。換言之，組織變更前之公司與組織變更後之公司，不失其法人之同一

性，組織變更前公司之權利義務，當然由組織變更後之公司概括承受449。

因此有限公司變更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後，其與債權人間之原有債權債務

關係並未變動，股東對公司債務所負責任亦同為間接、有限責任，對債權

人權益實無影響。第二項之規定，從公司變更組織法人格一體性之本質觀

                                                                                                                                            
司章程等程序，與一般有價證券逕依交付（無記名）或交付並背書（記名），而生轉讓效力者不

同，是以股單之交付尚非屬轉讓之要件。（以下略）。」 
448 林國全，同前揭註 2，頁 68-69。 
449 參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167 號解釋：「有限公司依公司法規定變更其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

其法人人格之存續不受影響。」及最高法院 88 年台上字第 2255 號判決、92 年台上字第 1348 號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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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僅具「宣示意義」450。故本文以為，本條變更組織之通知及公告義

務，與同條第二項規定，應予以刪除。 

二、有限公司之減資 

二○○一年公司法修正時，刪除「公司不得減少其資本總額」（舊公

司法第一○六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並於同條第四項中增訂「公司得經

全體股東同意減資或變更其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惟並未隨之增訂相關

債權人保護程序，故行政院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審竣之修正草案中，

於公司法第一○七條第一項增訂有限公司為減資之決議後，亦應向各債權

人分別通知及公告之規定。 

然而，有限公司之股東對公司債務僅負間接之有限責任，減資實施之

結果，本質上係使股東優先於債權人受清償，有可能涉及股東取回出資之

問題。因此，減資必須履行一定之程序並賦予債權人異議權，並保護債權

人優先受償原則451。而上開修正草案僅課予公司通知及公告之義務，但卻

未規定未為通知及公告之法律效果，亦未給予債權人提出異議之機會，使

債權人保護之機制流於形式而無實益，殊為遺憾。 

 

第四款 董事原則無償規定之不當452 

一九八○年修正公司法，將有限公司之就經營權之歸屬，由修正前之

公司得選擇適用無限公司規定之執行業務股東制，或選擇適用股份有限公

司規定之董事制，之所謂雙軌制，改採所謂董事單軌制。形式上雖似將有

限公司修正趨近於資合公司，然而觀其實質，有諸多有限公司董事之相關

規定，準用無限公司執行業務股東之規定，故有謂現行有限公司經營機關

乃「形式董事實質執行業務股東單軌制」。例如，準用公司法第四十九條

之結果，有限公司之董事，非有特約，不得向公司請求報酬。然於無限公

司，所以就其執行業務股東有此「原則無償」之規定，係因無限公司之股

東，原則上每人皆有業務執行權（公司法第四十五條本文參照），故除非

有特別情形，如以章程訂定由股東之一人或數人執行業務（公司法第四十

五條第一項但書），而另有特約之情形外，並無特別給予報酬之必要。反

觀有限公司之董事，係被選任為全體股東經營公司之股東，以之為「原則

無償」，難以期待其為公司貢獻心力。且在「原則無償」之情形下，復不

問其是否有償，一律課以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及嚴格之公司負責人責任

（公司法第二十三條），似屬過苛。 

                                                 
450 林國全，同前揭註 2，頁 106。 
451 劉連煜，《現代公司法》，作者自版，2007 年 2 月，頁 172。 
452 林國全，同前揭註 4，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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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退股與除名453 

二○○一年前公司法修正前，即有學者為文倡議應於有限公司制度

中，增列退股與除名之規定，惟該次修正並未加以檢討。 

退股係股東主動脫離公司之權利，而除名則為股東集體性的防衛權。

主張有限公司退股與除名之理論基礎，主要是根據①繼續性法律關係之可

分解性；及②股東之忠實義務454二點。現行法對於人的集合體，除股份有

限公司因有股份轉讓自由原則，故不須此等退股與除名之制度外，如社

團、合夥、無限公司與兩合公司等，都有退股與除名之規定。 

退股與除名有可能導致實質上之減資，故應注意退股與除名不得有害

資本維持原則。亦即在公司存續中，公司必須維持相當於資本總額之財

產，以作為對公司債權人之最低信用擔保額，故在維持公司資本總額的前

提下，退股與除名股東其所持有之出資額，可藉由以下三個方式處理：①

拋棄股權：亦即股東積極放棄股東權利之意思表示，毋須取得其他股東之

同意，即可發生效力。且因其自動放棄其財產權，無意行使股份（出資額）

收買請求權，公司資本總額並未因此有所變動。②轉讓出資：亦即係藉由

轉讓全部出資之方式退股，但此一方式存在的問題是，如未有他人願意出

任受讓人，或轉受讓雙方對於價格有爭議時，往往使得出資轉讓結果功虧

一簣，而只好採用其他方式解決。③股份（出資額）收買：惟公司採用股

份（出資額）收買方式，處理退股與除名股東所持有之出資額時，應注意

不得違反公司法第一一二條有關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之規定。質言之，公司

收買時所得支出之財產，應僅限於公積或盈餘部分，不得使用資本總額，

以符合資維持原則之要求。 

有限公司為維持其閉鎖性質，故和無限公司同樣設有股份轉讓之限

制，但卻無退股等終止繼續性法律關係之機制，使與公司理念不一致之股

東進退兩難，因此退股與除名之機制或有必要。然而，如何在維持公司資

本總額情形下，處理退股或除名股東之出資額仍有疑問。因上述之②之轉

讓出資方法，恐有無人願意出資受讓人或價格爭議之疑慮，而第③之公司

收買方式，亦須受到支出財產之限制。若公司無盈餘且所提列之法定盈餘

公司未達資本總額，又無人願意出資受讓人或價格爭議時，欲退股之股東

僅餘拋棄股權一途，對該等股東似乎有所不公。故本文認為，退股與除名

                                                 
453 楊君仁，有限公司退股與除名的法律問題，全國律師 2003 年 6 月號，2003 年 6 月，頁 16-26。 
454 關於股東之忠實義務，實係股東間關係密切之公司，著眼於股東們組織公司的共同目的，及

追求實現公司的功能需求。故忠實義務不限於法令或章程所明定之義務，尚包括交易活動中基於

誠信原則所可期待於股東的責任內容，及股東為維護公司利益及防止損害公司權益的義務在內。

如股東有違反忠實義務者，應容許公司將該股東驅離。楊君仁，同前註，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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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立意良善，惟相關之配套規定，尚有待研究。 

 

第五項 有限公司之監督機關 

我國公司法對有限公司設計乃介於人合與資合間之中間型態，在股東

負有限責任方面固採資合性質，但在公司會計監督與保護公司債權人方

面，則不若資合性股份有限公司之嚴格，因有限公司一般資力較弱，以致

於對債權人之保障方面不夠理想，問題叢生455。 

現行公司法為簡化有限公司之組織，乃未如股份有限公司設有監察人

之制度。而於公司法第一○九條規定「不執行業務之股東，均得行使監察

權；其監察權之行使，準用第四十八條之規定。」此所謂「不執行業務之

股東」，係指「非董事之股東」456而言。而非董事之股東的監察權內容，為

得隨時向董事質詢公司營業情形，查閱財產文件、帳簿、表冊（亦即準用

公司法第四十八條之結果）。另外於公司法第一一○條第三項準用同法第

二四五條第一項，非董事且繼續一年以上持有達公司資本總額百分之三以

上出資額之股東，得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 

為維護強化非董事之股東之監察權，實應仿股份有限公司之立法例，

賦予股東有董事違法行為之制止請求權（參照公司法第一九四條）457。日

本會社法第三六○條設有相同之規定。 

然而，非董事之股東的監察權，本質上應係股東之權利而非義務，故

股東與股份有限公司之監察人監察機能並不能等同視之。日本之未設置董

事會公司（原為舊法下之有限公司）中，亦是由非董事之股東行使監察權，

並設有強化其監察權之規定。惟仍有學者主張，在股東與公司債權人利益

相反之情形時，是否得期待股東擔負起監督公司健全經營之任務，仍值得

懷疑458。 

本文認為，為解決非董事之股東可能因自身能力不足或利益相反等原

因無法擔負監察任務之問題，似可仿效日本會社法，賦予有限公司視公司

之需要，自由選任設置監察人或日本會社法新設的「會計參與」459制度之

機會，一方面可解決上述問題，亦可藉由獨立之監督機關之設置，提高財

務報表等之信賴度，亦可使其對外信用度有所提升，對公司之資金調度（如

向金融金融機關之融資）應有正面之助益。 

                                                 
455 曾育裕，同前揭註 387，頁 64。 
456 公司法於 1980 年之修正後，於有限公司已採「董事單軌制」，而無所謂的執行業務股東，故

本條之用語，實應配合修正為「非董事之股東」為宜。 
457 柯芳枝，同前揭註 447，頁 640。 
458 稲葉威雄，同前揭註 123，頁 84。 
459 有關「會計參與」之制度內容，詳請參見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第四項第一款第四目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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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項 有限公司之解散、合併及清算問題 

我國現行公司法第一一三條規定，有限公司之解散、合併及清算均準

用無限公司之規定。亦即有關有限公司之解散、合併須經全體股東同意。

然而有限公司因股東對公司之債務僅負間接有限責任，本質上應為資合公

司，已如本文第二節第三項前述。故就有限公司之解散、合併及清算，準

用典型人合公司之無限公司有關規定，至此有限公司之解散、合併及清算

等事項，皆須全體股東同意，換句話說，即每一股東對此等事項皆有否決

權，可能導致有股東濫用此權利，無謂阻礙公司正常經營與健全發展之危

險，應非妥當460。故本文認為為保護公司之債權人，並為回復有限公司為

資合公司之本質，本條應予以修正。 

 

第七項 建議修正條文代結論 

茲將行政院經建會委託財團法人萬國法律基金會進行「公司法制全盤

修正計畫」研究案所提，有限公司部分之建議修正條文列於下表，供讀者

參考： 

 

修正條文建議 立法說明 

【有限公司之組織與章程】 

有限公司由一人以上，五

十人以下之股東所組成。 

發起人應以全體之同意

訂立章程，簽名或蓋章，置於

本公司，每人各執一份。 

一、第一項參酌日本有限公司法第八條規

定，以五十人為有限公司股東人數上

限，俾符合其閉鎖性之本質。 

二、有限公司之章程於公司設立完成前即

應做成，故訂定章程之人應為籌設公

司之發起人。爰修正第二項文字。 

【股東之有限責任】 

各股東對於公司之責

任，以繳清其出資額為限。 

本條為現行公司法第九十九條之之規

定，惟增列「繳清」二字，以資明確。 

【出資之履行與最低資本總 一、第一項為限行公司法第一百條第一項

                                                 
460 林國全，同前揭註 2，頁 107；柯芳枝，同前揭註 447，頁 644；林明華，同前揭註 393，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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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之授權】 

公司資本總額，應由各發

起人全部繳足，不得分期繳納

或向外招募。其未繳足者，應

補足之。如公司因而受有損害

者，該發起人應負賠償之責。

有限公司之最低資本總

額，由中央主管機關以命令定

之。 

之規定。惟有限公司出資之繳納，應

於公司設立完成前為之，故有繳納出

資義務之人應為籌設公司之發起

人，故做文字修正。並增列後段規

定，明定未繳足股款發起人之補足義

務及因而致公司受損害時之賠償責

任。 

二、第二項為現行公司法第一百條第二項

之規定。 

【有限公司之章程】 維持現行公司法第一○一條之規定。 

【股東之表決權】 

股東按出資多寡比例分

配表決權。但得以章程訂定每

一股東不問出資多寡，均有一

表決權。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準

用第九十六條461之規定。 

現行公司法第一○二條第一項「每一股東

不問出資多寡，均有一表決權。但得以章

程訂定按出資多寡比例分配表決權。」之

規定違反有限公司為資合公司之本質，爰

將有限公司表決權之分配調整回資合公

司應有之原則。但允許公司以章程訂定之

方式，選擇採用人合公司色彩之每一股東

不問出資多寡，均有一表決權之例外模

式。 

【股東名簿】 維持現行公司法第一○三條之規定。 

【有限公司之增資與減資】 

公司增資，應經全體股東

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就增資

部分，原股東得依原數比例出

資。股東放棄出資權利之部

分，尤其他股東依原出資比例

出資。 

一、第一項參酌現行公司法第一○六條第

一項本文規定，增列「全體」及「表

決權」等文字，以資明確。又為維

持股東出資比例均衡，增列後段規

定，明定原股東依原出資數比例出

資之權利。 

二、有限公司資本額為章程必要記載事

項，故公司增資必須修正章程記載

                                                 
461 即現行法第 181 條之規定。 
462 建議條文第 76 條規定：「公司未依前條規定減資而有發還股東現金、財產或其他公司資本成

分時，應即編造資產負債表及產目錄。」第 77 條條文文字為：「Ⅰ公司為第七十五條決議後，應

即向各債權人分別通知及公告，並指定三十日以上期限，聲明債權人得於期限內提出異議。Ⅱ公

司不為前項之通知及公告，或對於在指定期限內提出異議之債權人不為清償，或不提供相當擔保

者，不得以減少資本對抗債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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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不同意資增之股

東，對章程因增資修正部分，

視為同意。 

公司增資，股東未依第一

項規定出資之部分，得經全體

股東過半數同意，由新股東參

加出資。 

公司得經全體股東表決

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減

資。第七十六條及第七十七條
462之規定，於公司減少資本準

用之。 

之資本額，惟章程之修正須有全體

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為避免發生經全體股東表決權過半

數同意增資，卻無法經全體股東表

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修正章程之

困境，爰於第二項維持現行第一○

六條第二項規定，以為因應。 

三、第三項規定有限公司增資時由新股東

參加之要件。現行第一○六條第三

項就新股東之參加，規定應有全體

股東同意。然對股東出資轉讓，僅

需轉讓股東以外之全體股東過半數

同意，兩者性質相近，無異其基準

之必要，爰修正之。將新股東加入

之要件，調降為全體股東過半數之

同意。又，考慮有限公司之資合公

司色彩，本項之同意不以股東「表

決權數」為基準，而以股東「人數」

為基準。 

四、第四項規定有限公司減少資本之要件

及債權人保護程序。現行公司法第

一○六條第四項規定有限公司減少

資本應經全體股東同意。惟有限公

司減少資本，對債權人權益之影響

遠大於對股東權益之影響，應無須

經全體股東同意之必要，故調降有

限公司減少資本之要件為全體股東

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又，

有限公司減少資本，既對債權人權

益可能產生重大影響，乃有明定債

權人權益保護程序之必要，爰增訂

後段明定準用仿股份有限公司減資

時之債權人保護程序。 

【變更組織】 

公司得經全體股東同

意，變更組織為股份有限公

一、本條整合現行公司法第一○六條第四

項及第一○七條有關有限公司變更

組織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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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公司為變更組織之決議

後，應即向各債權人分別通知

及公告。 

 

二、第一項為現行公司法第一○六條第四

項規定。因有限公司變更組織為股

份有限公司後，將其喪失人合色

彩，影響股東權益頗大，故仍維持

須經全體股東同意之要件。 

三、第二項為現行公司法第一○七條第一

項之規定。 

四、公司變更組織時，法人格並未變更，

變更前公司之債務自然應為變更後

之公司所承受，無須特別規範，故

刪除現行公司法第一○七條第二項

之規定。 

【執行業務之機關】 

公司至少應置董事一人

執行業務並代表公司，最多置

董事三人，應經全體股東表決

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就有

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之。董事

有數人時，得以章程特定一人

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

執行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

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者，由

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全體董

事皆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

權時，指定股東一人代理之；

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股東間互

推一人代理之。 

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與

公司同類業務之行為，應對全

體股東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

容，並經全體股東表決權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 

一、第一項以現行第一○八條第一項規定

為基礎，將選任董事要件修正為「全

體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資明

確。又有限公司之董事人選實無必

要以公司之股東為限，以增加彈

性，同時避免一人有限公司之單獨

股東為唯一董事之弊，將以「股東」

為董事資格要件之現行規定，修正

為「人」。 

二、第二項規定公司代表機關及業務執行

機關之代理人決定程序。現行公司

法第一○八條第二項規定，未區分

設有董事長及未設董事長之情形，

滋生疑義，爰予修正，以資明確。 

三、第三項為董事競業行為同意之規定。

以現行第一○八條第三項規定為基

礎，並修正同意要件為「全體股東

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以資

明確。 

四、第四項為準用規定。以現行公司法第

一○八條第四項為基礎。惟有關董

                                                 
463 建議修正條文第一九五條為名詞定義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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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第四十六條、

第五十條至第五十三條、第五

十四條第三項、第五十七條至

五十九條、第一百九十五條
463、第二百零八條之一及第二

百十一條之規定，於董事準用

之。 

事代理之規定已於第二項明定，無

再準用現行公司法第二○八條第三

項之必要，有關董事之報酬，已列

為章程之應記載事項，無再準用現

行公司法第四十九條之必要，爰予

刪除。另增列準用現行公司法第一

九五條規定，明定有限公司董事為

任期制，以免董事因無任期而在其

位之弊。 

【未任董事之股東之監察權】

未任董事之股東，得隨時

向董事及董事長諮詢公司營

業情形，查閱財產文件、帳

簿、表冊。 

本條規定未任董事股東之監察權。以現行

公司法第一○九條規定為基礎，作文字修

正，並直接明定監察權之內容，免除準用

之繁複迂迴。 

【表冊之編造】 

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

月內，董事應依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之規章編造左列表冊，分

送各股東，請其承認： 

一、 營業報告書。 

二、 財務報表。 

三、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

補表。 

前項表冊送達後逾一個

月未提出異議者，視為承認。

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百

八十六條、第一百八十七條及

第一百八十九條條第二項至

第四項之規定464，於有限公司

準用之。 

一、第一條規定董事編造營業報告書等表

冊之義務。現行公司法第一一○條第

一項關於會計表冊之造具義務，係準

用第二二八條規定。然第二二八條係

以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為表冊造具

期限，而有限公司並無股東會制度，

從而有限公司董事造具表冊分送股東

請求承認之期限，並非明確，爰修定

本項，明定董事造具表冊分送股東承

認之期限。並為避免準用之繁複迂

迴，於本項直接明定應造具及分送股

東承認之表冊種類及標造準據。 

二、第二項維持現行公司法第一○八條第

二項之規定。 

三、第三項為準用規定。惟刪除現行公司

法第一○八條第三項所定準用第二四

五條第一項之規定。蓋第二四五條之

本意，在彌補股份有限公司中之股東

                                                 
464 即現行法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二百三十三條及第二百三十五條第二項至第

四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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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直接行使監察權之缺憾，保障少

數股東之權益。而於有限公司中，未

當選為董事之股東，依現行法第一○

九條之規定，本得自行行使監察權，

實無選任檢查人之必要。再者，縱經

選任檢查人為檢查後，亦僅發生向法

院報告之效果，並無實益。又，現行

公司法第二三五條第一項規定「股息

及紅利之分派，除章程另有規定外，

以各股東持有股份之比例為準」，惟於

有限公司已將「盈餘分派比例或標準」

列為章程應記載事項，故該項規定於

有限公司於準用餘地，爰予刪除。 

【出資之轉讓】 

股東非得其他全體股東

過半數之同意，不得以其出資

之全部或一部，轉讓於他人。

前項轉讓，不同意之股東

有優先受讓權；如不承受，視

為同意轉讓，並同意修改章程

有關股東及其出資事項。 

公司董事非得其他全體

股東同意，不得以出資之全部

或一部，轉讓於他人。 

法院依強制執行程序，將

股東之出資轉讓於他人時，應

通知公司及其他全體股東，於

二十日內，依第一項或第三項

之方式，指定受讓人；逾期未

指定或指定之受讓人不依同

一件受讓時，視為同意轉讓，

並同意修改章程有關股東及

其出資額事項。 

維持現行公司法第一一一條之規

定。有限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皆對

公司債務僅負間接有限責任，而同為資合

公司。有限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之區別

於，相對於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自由轉讓

原則，在有限公司則為維持其股東間之信

賴與和諧，而有本條出資轉讓限制之規

定。此即形成有限公司具有人合色彩之閉

鎖性特色。故於本條出資轉讓限制規定，

關於出資轉讓同意之要件，不以「股東表

決權」為基礎，以維持有限公司之閉鎖

性、人合公司色彩。 

【盈餘公積之提出】 一、第一項規定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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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於彌補虧損完納一

切稅捐後，分派盈餘時，應先

提出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

積。但法定盈餘公司已達資本

總額二分之一時，不在此限。

除前項法定盈餘公積

外，公司得以章程訂定，或全

體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

之同意，另提特別盈餘公積。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

規定，不提出法定盈餘公積

時，各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

金。 

務。惟就但書規定之法定盈餘公積

提列上限，為避免對公司盈餘處理

造成過大限制，參酌日本及德、法

等歐陸國家所定法定盈餘公積提列

上限，或為資本額四分之一，或為

十分之一，我國現行規定顯過嚴

格，爰修正為已達資本總額二分之

一為法定盈餘提列上限。 

二、第二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要

件。惟特別盈餘公積之提列，應無

須經全體股東同意，故將其提列要

件調降為「全體股東表決權三分之

二以上之同意」。 

三、第三項維持現行公司法第一一二條第

三項規定。 

【變更章程】 

公司變更章程，應經全體

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

同意。但章程訂有較高之表決

權數同意比例者，從其規定。

本條規定有限公司變更章程之要件。

依現行公司法第一一三條規定，有限公司

變更章程準用無限公司有關規定之結

果，須經全體股東同意。惟須經全體股東

同意之反面，即每一股東皆有絕對否決

權，並不符合有限公司為資合公司之本

質。爰明定公司變更章程，應經全體股東

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但章程訂有

較高之表決權數同意比例者，從其規定。

【合併】 

公司得經全體股東表決

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與他

公司合併。但章程訂有較高之

表決權同意比例者。 

第二百零五條465之規

一、第一項規定有限公司與他公司合併之

要件。依現行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三

條規定，有限公司之合併準用無限

公司有關規定之結果，須經全體股

東同意。惟須經全體股東同意之反

面，即每一股東皆有絕對否決權，

並不符合有限公司為資合公司之本

                                                 
465 建議條文第二○五條規定為：「Ⅰ公司股東會為合併之決議後，應即向各債權人分別通知及公

告，並指定三十日以上期限，聲明債權人得於期限內提出異議。Ⅱ公司不為前項之通知及公告，

或對於在其指定期間內對提出異議之債權人不為清償、不提供相當之擔保、不成立專以清償提出

異議債權人之債務為目的之信託或未經證明無損於債權人之權利者，不得以其合併對抗債權人。

Ⅲ第一項規定於第二百零一條及第二百零二條之合併，僅適用於消滅公司或從屬公司之債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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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於公司與他公司合併時，

準用之。 

質。爰明定公司與他公司合併，應

經全體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

同意。但章程訂有較高之表決權數

同意比例者，從其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有限公司與他公司合併時

之債權人保護程序。 

【解散】 

公司有左列各款情事之

一者解散： 

一、 章程所定解散事由。

二、 章程所定公司所營事

業已成就或不能成就。 

三、 全體股東表決權三分

之二以上之同意。 

四、 與他公司合併。 

五、 破產。 

六、 解散之命令或裁判。

本條規定有限公司之解散事由。 

【清算】 

公司之清算，準用股份有

限公司有關之規定。 

本條明定有限公司之清算，準用股份

有限公司有關之規定。 

刪除現行法第一○四條、第一

○五條之規定。 

有限公司之股單雖為表彰公司股東出

資額之憑證，惟股東出資額之轉讓並不以

股單之交付為要件，又股單上所記載之事

項皆已載明於公司章程，而公司章程依現

行公司法第九十八條之規定，每一股東各

執一份。故股單之功能實可由公司章程所

取代。且於股份有限公司亦已允許實收資

本額在主管機關所定一定數額以下者，得

不發行股票（現行公司法第一六一條之一

第一項）。故刪除有限公司股單之相關規

定。 

 

                                                                                                                                            
其股東會為合併之決議日，以消滅公司或從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日為準。」 



 147

 

第五節 結論 

日本二○○五年會社法之制定，因將有限公司整併入股份有限公司

中，並將條文修正作全盤之調整，使「股東會＋董事」此類最單純的公司

構成方式成為法條規定之原則，其他監察人、會計參與等機關均為任意設

置。如果我國在不全盤調整現行規定之情況下，欲引進如未設置董事會公

司此類機關設計最簡單的公司，似僅得透過上開股東書面協議方式特約為

之。然而相對於英美法系之國家而言，我國普遍對章程自治甚或該等股東

協議之意識偏低，初引進時適用上可能產生困難。故有認為應可仿效英國

法，由立法當局先就此等公司所欲面臨之問題加以設想，並設計符合一般

通常中小企業需求之章程條款，而若該中小企業並無相當之法律知識或能

力加以自力制定時，則可採用該模範的章程或股東協議，方能保護適用股

份有限公司型態之中小企業466，本文亦贊同此見解。 

從立法政策而言，現階段即使引進上述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後，現行

有限公司專章應仍有加以修訂並繼續存在之必要。如此一來，中小企業即

能依自己之能力與需求，選擇採用單一明確之有限公司制度，或是適合自

身特殊需求之（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制度467。 

 

                                                 
466 洪邦桓，同前揭註 21，頁 209。 
467 林國全，同前揭註 4，頁 200；王文宇，「公司法論」，元照出版，2006 年 8 月，頁 5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