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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美國及德國關係企業不合營業常規
交易之法制 

 

我國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於經濟部的草案中雖未

說明係仿自何國之例法例，然學者普遍認為係承襲自德國股

份法10及美國判例法11而來，故本文以下僅就美國及德國有關

關係企業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法制加以介紹。 

 

第一節、美國關係企業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法制 

美國並無統一的公司法典，各州雖有成文之公司法，惟

均以個別獨立的公司為其規範對象。有關關係企業之法律關

係，各州公司法並未明文，而由判例法逐漸形成，自一九四

○年以來，美國法院之判決逐漸形成有關關係企業之原則主

要有三，即：一、揭穿公司面紗原則(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二、深石原則(Deep-rock);三、控制股東之忠實義務原
則(Fiduciary Duties of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12。原則一

                                                 
10 方嘉麟，關係企業專章管制控制力濫用之法律問題(一)自我國傳統監控模式

論專章設計之架構與缺憾，政大法學評論第六十三期，民國八十九年六月，

第 293 頁。姚志明，控制公司與其負責人之責任－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

四之詮釋，月旦法學雜誌第四十六期，一九九九年三月，第 83 頁。劉連煜，

控制公司在關係企業中法律責任之研究－公司法修正草案第三百六十九條之

四的檢討，中興法學第三十五期，民國八十二年三月，第 277 頁。柯芳枝，

公司法論，民國九十年三月，第 664 頁。陳連順，公司法精義，民國八十九

年一月，第 565 頁。洪貴參，前揭書，第 97 頁。 

11 方嘉麟，前揭文，第 293 頁。姚志明，前揭文，第 94 頁。柯芳枝，前揭書，
第 571 頁。洪貴參，前揭書，第 97 頁。 

12 林素蘭，關係企業中母公司及其負責人之責任問題，政大法研所碩士論文，
民國七十二年六月，第 2 至 3 頁。陳連順，前揭書，第 555 頁。洪貴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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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二其目的係在保護公司之債權人，而原則三係在保護公司

之少數股東，茲分別介紹如下： 

第一項、揭穿公司面紗原則 

所謂「揭穿公司面紗原則」即法院在某些情況下得否定

公司之法人人格，把從屬公司與控制公司視為同一法律主

體，使控制公司對從屬公司的債權人負責，以保護從屬公司

之債權人。  

美國各州之公司法，原則上均認為公司與股東各為不同

的法律主體，有獨立的法律人格，與其股東之財產及責任分

別獨立，股東責任有限，僅就其出資額或所認股份對公司負

其責任13。惟如貫徹此一原則，將啟任何自然人以設立公司

之名，詐取債權人財物，或成立數家關係企業進行利益輸送

等種種弊端，使交易完全不獲保障，少數股東之權益亦不獲

確保，此與法律承認公司具有獨立人格，有限責任股東僅對

公司就其出資額為限負其責任之初衷不合，因而判例逐漸發

展，在某些情況下，有限責任股東亦應對公司之債務負責，

關係企業之母公司須對子公司之債務負責，此即「揭穿公司

面紗原則」14。又稱公司人格之否認(Disregard of the Corporate 
Entity) 或公司擬制之否認 (Disregard of the Corporate 
Fiction)15 16 17。至於在何種情況下，關係企業之母公司始須對

                                                                                                                                            
揭書，第 97 至 98 頁。 

13 洪貴參，前揭書，第 99 頁。 

14 同上註。 

15 黃鴻圖，公司人格否認理論之研究，政大法研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二年六
月，第 18 頁。 

16 其理論依據請參照，劉恕華，關係企業間利益輸送規範之研究，東吳大學法
研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五年七月，第 3-2 至 3-5 頁。陳品秋，關係企業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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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之債務負責，在適用上尚缺乏明確之標準。根據以往

的實務案例加以觀察，其經常列為考量之因素包括：一、母

公司對子公司之控制程度。二、子公司之資本是否顯著不

足。三、母公司之行為是否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違反

法令或構成脫法行為。四、母子公司間財務與業務相互混淆

之情形。五、子公司不遵守適當公司形式經營之程度等18。

惟上開因素並未使用相當或類似於「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

概念。 

第二項、深石原則 

所謂「深石原則」，即母公司對子公司之債權，於子公

司支付不能或破產時，不能與其他債權人共同分配子公司之

財產，或其分配之順序應次於其他債權人，母公司及子公司

均支付不能或破產時，由母公司及子公司合組破產財團，按

比例對母公司及子公司之債權人進行清償。 

「深石公司」為美國最高法院在一九三九年的深石公司

案中所確立的原則，緣 Taylor v.Standard Gas &Electric Co.一
案，原告為深石公司(Deep-rock Corporation)之債權人，深石
公司於成立時資本即顯著不足，其業務經營完全受被告所控

制，且為被告之利益而經營。嗣後深石公司進行重整，雖在

重整程序中，深石公司之重整計畫經被告讓步而成立，但造

成深石公司優先股股東不利之結果致遭反對，此案雖經地方

法院及高等法院之裁定成立，案上訴至最高法院時，聯邦最

高法院將原裁定廢棄，撤銷原重整計畫，認原裁定違背公平

                                                                                                                                            
權人保護之研究，東吳大學法研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四年七月，第 4-1 至
4-5 頁。洪貴參，前揭書，第 100 至 103 頁。 

17 其新進發展請參照，劉連煜，前揭文，第 283 至 284 頁。 

18 劉恕華，前揭文，第 3-5至 3-9 頁。陳品秋，前揭文，第 4-6 至 4-10 頁。洪
貴參，前揭書，第 103 至 1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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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之原則，除非深石公司優先股股東之利益在重整後之深

石公司中有優先於被告之地位，否則，該重整計畫不應准

許。本案確立了一個原則，即子公司如有資本不足，且為母

公司之利益，而不按正常方式經營公司時，於子公司破產或

重整之場合，母公司對子公司之債權應次於優先股股東，此

即「深石原則」(Deep-rock Doctrine) 19 20。而所謂「不按正
常方式經營公司」就 American Feul and Power Company重整
一案觀之21，乃是指母公司誘使與子公司進行交易之第三人

違約不與子公司進行交易，致子公司發生破產而言，並非指

母公司與子公司間或母公司使子公司與第三人間發生交

易，而該交易「不合營業常規」。 

第三項、控制股東之忠實義務原則 

所謂「控制股東之忠實義務原則」，即母公司為子公司

之控制股東，對子公司應負有忠實之義務，如有違背義務，

致損害子公司少數股東之權益時，應對之負損害賠償責任。 

此項原則源自董事或經理人對公司之忠實義務。依公司

法之原則，股東個人對於公司原不負忠實義務，股東行使股

東權，以謀求本身最大利益為目的，如股東以董事或經理人

之身分參與公司業務之經營時，始對公司應負注意及忠實義

務，固屬當然。惟股東以個人身分，如經由表決權代理

（proxy）、表決權契約（voting agreement）或表決權信託
(voting trust)而取得控制之權利時，該股東即對公司及其他
                                                 

19 劉恕華，前揭文，第 3-11 至 3-13 頁。陳品秋，前揭文，第 4-13 至 4-17 頁。
洪貴參，前揭書，第 108 頁。 

20 有關深石原則之考慮因素及新進發展請參閱，劉恕華，前揭文，第 3-11 至 3-15
頁。陳品秋，前揭文，第 4-17 至 4-18 頁。洪貴參，前揭書，第 110 至 112
頁。 

21 劉恕華，前揭文，第 3-13 頁。陳品秋，前揭文，第 4-15至 4-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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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負有忠實之義務，此即控制股東之忠實義務。22 

在關係企業法制之三原則中，此項忠實義務的發展較

晚，目前涉及忠實原則之案件逐漸增加，法院在審理時，有

擴大適用之傾向，控制股東不但就其共益權之行使或業務的

經營上有忠實義務，就其出售本身股份之行為之單純私權行

使，如涉及控制權之移轉，亦有忠實原則之適用。舉其要者，

可分為：一、控制權的出售；二、對少數股東之侵害；三、

內部人交易；四、關係企業間之交易23。其中對於關係企業

間之內部交易，美國判立法由早期的絕對禁止交易原則演變

為目前之重視交易行為實質上之公正，以決定其效力。換言

之，法律並不禁止母公司與子公司間從事交易，然而作為子

公司之控制股東，母公司必須基於公平原則，與子公司從事

交易24。為了使母公司的忠實義務能充分的實現，學者之間

從過去法院所作的判例中發展出許多公平原則的測試標準
25。 

一、「詐欺」測試標準 

「詐欺」測試標準(Fraud Test)所謂之「詐欺」，係指

欺騙或其他不道德的商業行為而言26。根據此一測試標準，

原告必須證明被告有詐欺之意圖，但此種證明在舉證上極為

不易。且在關係企業之情形，母公司有權控制子公司，因此

                                                 

22 洪貴參，前揭書，第 113 頁。 

23 同上註。 

24 楊文慶，集團企業間非常規交易之類型，律師通訊第一七四期，民國八十三
年三月，第 49 頁。 

25 張志良，前揭文，第 68 頁。 

26 洪貴參，前揭書，第 1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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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關係企業交易時，母公司如欲影響該交易，並無需以詐欺

方式為之。因此，「詐欺」之測試標準，其被適用之可能性

並不高。 

二、「推定詐欺」測試標準 

「推定詐欺」測試標準(Constructive Fraud Test)係

指某種行為，雖出於善良的動機，並無侵害公司權益之意

圖，但該行為人若立於交易雙方利益衝突的地位，即負有證

明其交易公平性之責任，否則將被「推定」為詐欺27，因此

較能保護子公司。 

三、「經營判斷原則」測試標準 

所謂「經營判斷原則」係指公司之經營者在做經濟決策

之時，如已盡其基於商業上專業知識及經驗而為誠信之判

斷。則無論該判斷是否使公司實際獲利，對於其忠實義務並

無違反。然在此標準之下，法院通常不對該項交易事實加以

審查，除非原告能證明被告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否則公司之

經營者及可免責28。之所以要求原告負舉證責任，與法院不

願對錯綜複雜之商業技能、專業知識與經驗進行審查之態度

有關29。 

四、「合法程序」測試標準 

「合法程序」測試標準係以「合法程序」之遵守為審查

重點，公司交易之行為，如基於無利害關係之多數董事之決

議，此項交易即被認為合乎公平原則。反之，如果交易行為

                                                 
27 同上註。 

28 洪貴參，前揭書，第 116 至 117 頁。 

29 洪貴參，前揭書，第 1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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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基於有利害關係之董事或其他職員之決議，即被認為有違

公平原則。因而，審查之重點在於程序上，而非實質上。然

而交易行為即使是利害關係董事所決定，交易並不當然違法;

反之，只是符合程序亦不足以保證交易之公平性，故此一標

準自一九六○年前起已被鄙棄30。 

五、「常規交易」測試標準 

「常規交易」測試標準係認為母子公司間之交易，必須

以常規交易之原則加以衡量。所謂「常規交易」，係指交易

成就於兩個不相關的獨立公司之間，談判雙方各盡其商業交

涉之能事，而恆保持一臂之長距離，在此情況下，買賣價格

為真正之交易價格，雙方公司之利益，亦可獲得是當之保護
31。 

「常規交易原則」最大缺點在於，當其交易條件在關係

企業所為之交易行為以外，並無相同或類似之情況者，即很

難加以衡量認定，且關係企業存在之現實，初即有在經濟上

相互依存的關係，以成就其經濟目的，若以一般的「常規交

易」衡量，勢將破壞關係企業結合之初衷，而無法發揮關係

企業結構上的功能32。 

六、「客觀公平」測試標準 

「客觀公平」測試標準是由「常規交易」測試標準演進

而來，其主要目的在於改進「常規交易」測試標準，使法院

在客觀的條件下衡量母子公司之交易是否公平，而外界的比

較價格只是衡量交易公平性的證據之一，而非決定性因素。

                                                 
30 洪貴參，前揭書，第 117 頁。張志良，前揭文，第 71 頁。 

31 洪貴參，前揭書，第 117 頁。張志良，前揭文，第 72 頁。 

32 同前註。 



 18

法院尚需審查與交易有關之證據，實務上因常採用「市場價

格分析法」，其結果與「常規交易」測試標準下之方法並無

不同，致此項標準未能消除「常規交易」測試標準之缺點。
33 

七、「合理期待」測試標準 

依此項標準係以子公司少數股東之合理期待為標準。期

待之觀念建立於客觀之情勢，而非當事人主觀之意圖上。如

依客觀情勢，少數股東無法為合理期待，則該項交易為不公

平。因為當子公司之少數股東將公司經營控制權交付予母公

司，而定期領取股息時，子公司之少數股東，實際上被認為

是債券持有人。因此，他們並不期待參與母、子公司間之交

易行為34。此一測試標準將關係企業經營上之特點列入考

慮，使關係企業之結構功能得以充分發揮，是其最大的優點
35。 

惟如採此說，對母公司較為有利，因子公司之任何交易

行為，均能在關係企業之結構功能上找到「合理期待」之依

據，其結果，少屬股東只能接受控制股東之決定，或賣出股

份。少數股東選擇前者之結果，其股權利益可能受控，或選

擇後者，其股票價格亦相對減低，均未能盡到保護少數股東

之責任36。 

八、「利益與否」測試標準 

                                                 
33 洪貴參，前揭書，第 117-118 頁。 

34 楊文慶，前皆為，第 50 頁 

35 張志良，前揭文，第 74 頁。 

36 洪貴參，前揭書，第 1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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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標準著重於交易本身，而非雙方當事人之動機，並試

圖提供客觀的經濟標準，以達到關係企業經營的最大彈性，

同時保護少數股東之利益。亦即當關係企業間之交易造成子

公司之不利益且對母公司有利益時，該交易即缺乏公平性
37。質言之，母公司為實施控制權所為之關係企業交易，如

子公司受損與母公司獲利兩項因素，未同時出現，則母公司

不須對子公司之少數股東負責，因此母公司常立於優勢之地

位38。 

九、小結： 

上述各項測試標準之目的為，如何一方面藉由母公司的

政策決策權，發揮關係企業結構性之功能；另一方面又能充

份保障少數股東之權益。但此二種目的存有衝突關係，例如

母公司一旦有自由的政策決定權，雖能達到統一指揮之便

利，但卻可能濫權損害少數股東之利益;又如母公司控制經

營之權，受到嚴格的控制，雖然少數股東之利益可以獲得保

障，但關係企業結構性之功能卻可能受損。在美國許多學者

曾試圖解決上述之難題而提出許多測試標準，但各項標準之

實施結果對母公司、子公司皆有所偏，所以尚未有任何一項

標準為各方學者所普遍接受39。 

 

第二節、德國關係企業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法制 

德國於一九六五年股份法基於保護從屬公司之債權人

                                                 
37 參見賴英照，關係企業法律問題及立法草案之研究，中興法學第十八期，民
國七十一年三月，第 129 頁。 

38 張志良，前揭文，第 72 頁。 

39 張志良，前揭文，第 76-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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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少數股東之目的，在規範上將關係企業分為三種類型：第

一種是準合併關係企業；第二種是事實上關係企業；第三種

是契約上關係企業。我國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關於關係企

業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規範，在承襲自德國立法例的部份，

主要係取法其股份法第三百十一條及第三百十七條有關事

實上關係企業的規定40。  

德國於一九六五年修正股份法時，有鑑於在關係企業

中，從屬公司常受控制公司支配影響，為期保護從屬公司之

利益，特別於第三百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定有控制契約

者，控制企業不得利用其影響力，誘使從屬之股份有限公司

或股份兩合公司為不利於己之法律行為，或誘使其為其他不

利於己之作為或不作為，除非控制企業已就從屬公司之不利

益予以補償，否則控制企業及其負責人對從屬公司之損害，

應負賠償責任。」。第二項規定：「控制企業對從屬公司之不

利益應儘速予以補償，如在會計年度內未補償者，至遲應於

從屬公司發生不利益之會計年度終了時，指定於何時及以何

種方式對該不利益為補償。公司對於此項賠償之利益，有法

律上之請求權。」41。另為了使從屬公司之利益獲得確實之

保障，股份有限公司法第三百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未訂立

控制契約，而控制企業誘使從屬公司為不利於己之法律行

為，或就措施之決定或不作為使自己蒙受不利益，而至會計

年度終了時未就該項不利益為實際之補償，或給予一定利益

之法律請求權做為補償者，對從屬公司因此所致之損害，應

負賠償責任，對股東因此所致之損害亦同，但股東之損害係

因公司之受損所附加者，不在此限。」。惟第二項規定：「控

制公司之法律行為或其他措施之決定或不作為，如在一獨立

自主公司謹慎忠實之業務主管人，亦將為同樣之行為者，因

                                                 
40 劉連煜，前揭文，第 277 至 278 頁。 

41 劉連煜，前揭文，第 278 頁。洪貴參，前揭書，第 1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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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憑藉其控制公司之優勢地位而為，對於此類行為，不負

賠償之責。」42。 

由上觀之，德國「股份法」第三百十一條及第三百十七

條之規定，並未使用所謂「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法律概念，

而是以「不利於己之法律行為、作為或不作為」之法律概念

呈現。按德國「股份法」上所稱之「不利益」是指控制企業

與從屬企業間之交易，於衡量或評價給付與對待給付或利益

與不利益之後，對從屬企業不利而言43。德國學者通說雖認

為，「不利益」是指從屬公司受控制公司之影響，所採行或

不採行法律行為或措施，致使從屬公司現有財產或收益受侵

害或受威脅，進而發生經濟上之損失44。但在探討此一問題

時，並無一致之標準45。以下即就不同之判斷標準加以說明。 

第一項、注意義務違反說： 

此說學者主張「不利益」之判斷應就控制公司負責人行

為加以觀察，而以「注意義務之違反」作為判斷的依據，亦

即不利益係以注意義務之違反為其前提。而在解釋所謂「注

意義務之違反」時，必須由股份法第三百十七條第二項之規

定出發。換言之，就法律行為之作為或不作為，如在一獨立

公司正常忠實之業務管理人，亦將為相同之行為時，則此類

                                                 
42 劉連煜，前揭文，第 278 頁。洪貴參，前揭書，第 126 至 127 頁。 

43 姚志明，前揭文，第 88 頁。 

44 Vgl . Jörg H Geßler , Kommentator Verlag : Aktiengesetz , Band 2 , 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 , 1991 , AktG § 311 , S.5-6.轉引自，王志誠，不合營業常規
交易之判定標準與類型，政大法學評論第六十六期，民國九十年六月，第 188
至 189頁。 

45 施建州，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法律關係規範之研究－以歐洲立法趨勢為中
心，台大法研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二年六月，第 78 至 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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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應不負賠償義務，故凡是違反一獨立公司正常忠實管理

人應有之注意義務者，即符合「不利益」的概念46。 

第二項、公司業務範圍說： 

主張該說的學者認為，在觀察從屬公司是否發生不利益

時，不應由上述不變之單一概念作解釋，而應該深入觀察公

司業務推動之經濟範圍。一般而言，一個在法律上及經濟上

獨立自主的公司，其活動空間必定比一個必須克服經濟上困

境的從屬公司寬廣。這種經濟上之從屬性，在處理從屬公司

是否發生不利益的問題中，不應予以忽略。故由此導出： 

一、如從屬公司與控制公司或其相結合之事業，在經濟上結

合得越緊密時，其自主空間縮小，而控制公司的影響範

圍則相形擴大。 

二、正因為如此，控制公司在其與從屬公司形成「控制從屬

關係」時，便應賦予從屬公司一定程度的經濟上獨立

性，且應始終維持該經濟上獨立性，否則控制公司負有

義務，對於從屬公司所生損害負有損失補償或賠償之責
47。 

第三項、資產收益影響說： 

主張該說之學者認為判斷從屬公司是否受有「不利益」

應由公司資產及收益狀況是否受到消極影響以為判斷。換言

之，如從屬公司資產與收益狀況始終保持穩定，自不能認為

                                                 
46 張志良，前揭文，第 115 頁。 

47 張志良，前揭文，第 115 至 1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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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利益存在。除非能證明該消極影響是因控制公司所為經

濟上影響所產生者，否則控制公司並不負損失補償責任48。  

 

                                                 
48 張志良，前揭文，第 116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