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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外國私募股權基金進入我國市場之影響及我國政府

因應對策之探討 

近年來外國私募股權基金進入我國市場，帶給我國資本市場、我國企業

及政府不小的衝擊，本章將分析外國私募股權基金對我國市場「本國人投資

大陸之限制」、「外國人投資我國之限制」、「資本弱化」、「稅負不公

平」、「資本市場萎縮」、「利益迴避」、「資訊揭露」及「小股東保護」

等八個面向之影響，並討論及檢討我國政府對其之因應對策。 

第一節 本國人投資大陸之限制 

2006 年 11 月 24 日上市公司日月光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日

月光」）宣佈，國際私募股基金凱雷集團（Carlyle Group）計畫在台灣設立

一家子公司，再以該公司在公開市場上以每股 39 元價格，現金公開收購日月

光流通在外的股份，溢價約 23.5%，預計收購金額為新台幣 2,100 億元139，資

金來源主要是國外貸款及現金。凱雷一旦完成收購後，日月光在台上市的股

票以及在美國發行之 ADR 可能將同步下市。日月光為全球第一的封測廠，淨

值約為新台幣 2,000 億元，全球市占率約 17％，倘若日月光下市，將使台灣

資本市場減少約 1%之市值，故凱雷收購消息公開後即受到台灣政府及社會大

眾之矚目。 

2007 年 1 月，經濟部准許凱雷在台灣設立新的子公司，同月凱雷向經濟

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提出併購日月光之申請，投審會初步設定「審慎審查」原

                                                 
139 經濟日報報導，凱雷送件併日月光 未來將重新上市，2007 年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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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將凱雷的舉債比例、併購後對日月光資本弱化程度，及日月光在併購後

是否出現裁員等作為審理的重點140。嗣後，雙方經過多次協商，凱雷集團同

意將收購價格提高到 39.5 元，但日月光認為其每股價值應不只 39.5 元，雙方

對於收購價格無法達成合意，故凱雷集團於 2007 年 4 月 17 日取消本次收購

計畫141。 

在本案中，金管會對外宣稱其對於私募股權基金係採取歡迎之態度，金

管會對外表示：「對於國際私募基金併購國內公司，如有利於我國資本市場

國際化發展，及產業結構之改善，均持開放與歡迎態度…金管會將來對於國

際私募基金投資國內上市（櫃）公司，仍將以對資本市場之影響及股東權益

之保障為主要審酌因素，除非係採惡意併購方式，原則上均尊重市場機制，

以期與國際市場接軌，進而促進我國資本市場之發展。」142 

凱雷集團擬併購日月光之消息一公布，輿論推測日月光是為了規避我國

法規投資大陸上限（但此推測遭日月光否認）。因為當本收購案完成後，日

月光將成為外國公司而無須受到台灣當局對高階封測業赴大陸投資之限制，

日月光因而可以馬上到大陸布局，順勢拉大與台灣同業的距離。當時的行政

院金管會主委施俊吉表示，日月光的下市應與台灣企業投資大陸金額不得超

過公司淨值 40%之限制有關。另有輿論指出若台灣企業投資大陸 40%限制不

放寬，恐有很多公司準備從台灣下市，故建議將投資大陸之門檻提高至

60%143。 

                                                 
140 同上註。 
141 自由時報報導，價格談不攏凱雷收購日月光破局，2007 年 4 月 18 日。 
142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官方網站，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每日訊息，
2007 年 04 月 17 日。但實際上金管會對於日月光可能會下市之傳聞十分關切，故高度注意凱雷併購日月光
之進度。 
143  工商時報報導，日月光效應，2006 年 11 月 28 日，第 A3 版。聯合報報導，日月光賣股權 突破登陸緊箍
咒，2006 年 11 月 25 日，A13 版。http://mag.udn.com/mag/money/storypage.jsp?f_ART_ID=56458 (last visited 
on Nov. 15,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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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我國現行法規規範 

在 2008 年 8 月 1 日之前，依據「在大陸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審查原

則」第 2 條規定，我國人民（自然人或法人）在大陸進行投資144或技術合作

之產業及投資金額有以下限制： 

一、投資標的之限制：台灣人民可以投資之標的分為禁止類及一般類。基於

國際公約、國防、國家安全需要、重大基礎建設及產業發展考量，禁止

前往大陸投資之產品或經營項目，禁止赴大陸投資。凡不屬禁止類之產

品或經營項目，歸屬為一般類。 

（一）依 2008 年 3 月 27 號更新之禁止類產品或經營項目表，目前投資大陸

之禁止類包括： 

1.農業產品合計 436 項。 

2.製造業合計 101 項：例如晶圓測試及封裝、液晶裝置、軍事專用航

空器製造等。 

3.服務業合計 5 項：例如郵政業、電信業、積體電路設計業。 

4.基礎建設類合計 13 項：例如，水利、公路、捷運、焚化爐、發電、

機場等。 

（二）金融業、不動產投資業及創業投資公司雖未列為禁止類，但有以下之

限制： 

1.銀行業：臺灣地區金融控股公司或銀行之海外子銀行轉投資大陸地

區銀行應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金融業務往來許可辦法」。 

                                                 
144在大陸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第 4 條規定：「本辦法所稱在大陸地區從事投資，係指臺灣地區
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在大陸地區有下列行為之一者： 
一、設新公司或事業。 
二、對當地原有之公司或事業增資。 
三、取得當地現有公司或事業之股權。但不包括上市公司股票。 
四、設置或擴展分公司或事業。 



78 

2.證券業：證券業赴大陸投資應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證券及期貨

業務往來許可辦法」。 

3.保險業：保險業赴大陸投資應依「台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保險業務往

來許可辦法」。 

4.創投業： 

（1）臺灣地區創業投資公司赴大陸地區從事一般類項目之投資，依臺

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在大陸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

作許可辦法、在大陸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審查原則等相關規

定辦理，須於投資前向經濟部（執行單位為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

會）申報或申請許可。 

（2）在大陸地區投資創業投資公司屬禁止赴大陸地區投資項目，臺灣

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禁止赴大陸地區投資創業投資

公司。 

二、投資金額之限制 

我國自然人或法人對於大陸投資之累計金額不得超過下表投資金額

或比例上限： 

單位：新台幣元  

類別 淨值或合併淨值 對大陸投資累計金額或比例上限 

個人及實收資本額小於

或等於新台幣 8000 萬

元之中小企業 

---- 8,000 萬元 

50 億元以下 淨值或合併淨值之 40％或 8,000 萬元 

（較高者） 

實收資本額逾新台幣

8000 萬元之中小企業 

50 億元以上～100

億元以下 

50 億元部分：40％ 

逾 50 億元部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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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淨值或合併淨值 對大陸投資累計金額或比例上限 

逾 100 億元 50 億元部分：40％ 

逾 50 億元部分：30％ 

逾 100 億元部分：20％ 

資料來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網站 

投資人對大陸投資已超限或將入本次投資即將超限者，如增加對國

內投資，其對大陸投資上限得加計其增加未來一年新增國內投資之 40

％。 

三、申請程序 

依「在大陸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規定，台灣人民擬

在大陸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者，應事先向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下簡稱「投審會」）申請許可。未事先申請者，投審會得以處以罰鍰

145。 

第二項 我國政府因應之對策 

前述凱雷擬收購日月光的案例，導使社會大眾要求政府鬆綁投資大陸 40

％之金額上限，為使在台灣設立營運總部的企業有更有彈性的資金運用空

間，且吸引台灣企業「根留台灣」，行政院院會於 2008 年 7 月 17 日通過經

濟部「大陸投資金額上限鬆綁及審查便捷化方案」，投審會並於 9 月 12 日修

正發布「在大陸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及於 8 月 29 日「在大陸

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審查原則」：  

                                                 
145 在大陸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第 8 條規定：「未經申報或許可在大陸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
作，經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八十六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處以罰鍰並限期命其停止者，受處分人應於主管機
關所定期限內，將停止情形報請投審會備查。 
未經申報或許可在大陸地區從事一般類項目之投資或技術合作，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八十六條第一項規定處
以罰鍰並限期命其改正者，處分書應記載受處分人應於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向投審會申報或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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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放寬台灣人民赴大陸地區投資金額上限：  

1.個人：由現行新臺幣 8,000 萬元，放寬為每年 500 萬美元。  

2.中小企業：由現行新臺幣 8,000 萬元，放寬為新臺幣 8,000 萬元外或採淨

值或合併淨值之 60％，其較高者。 

3.非中小企業：由現行淨值或合併淨值之 40%-30%-20%，一律放寬為淨值

或合併淨值之 60％（其較高者）。  

4.不受投資限額限制企業如下： 

（1）取得工業局核發尚在有效期限內之營運總部證明文件者。 

（2）跨國企業在臺子公司。所謂跨國企業，係指申請前一年於全世界營業

收入達一億美元以上，並在二個以上國家建立子公司或分公司，由母

公司或本公司進行有效之控制及統籌決策，以從事跨越國界生產經營

行為，其母公司或本公司在國外，且在臺灣地區設有子公司或分公司

之經濟實體。 

二、簡化向投審會申請或申報程序：  

1.申報案件：投資人個案累計投資金額在 100 萬美元以下者，得以申報方

式為之，並應於投資實行後 6 個月內，向投審會申報。  

2.專案審查案件：大陸地區投資事業個案累計投資金額每逾 5000 萬美元

者，由投審會會商相關機關後，提報投審會審議委員會委員會議審查。  

3.簡易審查案件：大陸地區投資事業個案累計投資金額在 5000 萬美元以下

或逾 5000 萬美元但非屬專案審查案件者，以簡易審查方式辦理。簡易審

查方式應針對投資人財務狀況、技術移轉之影響及勞工法律義務履行情

況及其他相關因素進行審查，並由主管機關會商各相關機關意見後，逕

予准駁。 

三、取消上（市）櫃公司赴大陸地區投資應檢附股東會或董事會會議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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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錄：原法規定國內上（市）櫃公司赴大陸地區投資，應檢附股東會

或董事會會議決議通過之議事錄規定，實務上確有因股東會或董事會會

議日期無法配合之時效問題，造成投資延宕。新法則不再強制上（市）

櫃公司赴大陸地區投資應檢附股東會或董事會會議決議通過之議事錄，

以符實際，並兼顧廠商投資權益。 

第三項 我國政府因應對策之探討 

過去台灣政府一方面鑑於兩岸關係惡化，另一方面為避免資金流入大陸

致我國經濟過度依賴大陸，故對大陸投資採「戒急用忍」政策，希望台商根

留台灣，但實際上低成本的大陸市場仍舊吸引眾多台商赴大陸投資，且因為

戒急用忍政策，使台商不願意將赴大陸投資盈餘所得匯回台灣母公司146。另

外許多在大陸發展有成的台商，在公司需要籌資以擴展事業版圖時，卻因

40%上限而不願回台上市，而選擇在香港、新加坡等地掛牌，再將海外掛牌

取得之資金投入大陸，故 40%上限反而迫使台商不願意將其在大陸賺取之利

潤或取得之資金匯回台灣。 

有論者主張除極少數的確對國家安全有影響之產業與技術外，其餘產業

的投資金額限制全都應解除，以吸引台商資金回流。惟視兩岸目前狀況，筆

者認為台灣政府應採漸進開放政策，而不宜貿然放寬所有對大陸投資金額的

限制，故認為目前政府對投資大陸上限由 40%放寬至 60%，應屬於合理適當

之措施。 

                                                 
146 許振明，大陸投資政策及兩岸資金往來之合理規範，國家政策論壇第一卷第二期，2001 年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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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外國人投資我國之限制 

因國外私募股權基金收購台灣公司之風潮日盛，引起輿論關心外資投資

我國敏感產業是否會損及我國國家安全及商業利益。經濟部與金融監理管理

委員會原本預定修訂「私募股權基金併購上市櫃企業管理辦法」，計畫對於

外資投資特許事業時應進行審查，但該辦法嗣後並未正式通過發佈147。據報

載對於外資投資涉及國內的通信、媒體、金融特許行業，或市值占台股一定

比重的企業或投資後要下市者，投審會擬採「審慎審查」之態度。 

第一項 我國現行法規規範 

一、外國人投資條例 

當外國私募股權基金收購我國公司股權時，即屬於外國人投資條例

第 4 條規定之外人投資148。投資人應填具投資申請書，向投審會申請事

先核准，投資計畫變更時亦同（外國人投資條例第 8 條）。投資人應將

所核准之出資於核定期限內全部到達，並將到達情形報請主管機關查核

（外國人投資條例第 9 條）。 

（一）禁止及限制僑外人投資業別項目 

依外國人投資條例第 7 條規定，對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善良風俗或

國民健康有不利影響事業或法律禁止投資之事業，禁止外國人投資。

我國現行法律對外國人（包括外國私募股權基金）投資範圍之限制，

散見於各法令之中。依行政院於 2008 年 5 月 16 日發布之行政院院臺

                                                 
147 同前揭註 72，頁 88。 
148 當外國私募股權基金收購我國公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時且單次投資未達投資事業 10％股權之交易，投
資人應依「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理辦法」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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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字第 0970017792 號令「僑外投資負面表列—禁止及限制僑外人投資

業別項目」，我國禁止及限制外人投資之敏感產業如下： 

1.禁止僑外人投資業別 
中類 

編號 
中類業別 

細類 

業別 
項目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備註 

02 林業及伐木業   農委會 土地法第 17 條規定，

林地、漁地、狩獵地、

鹽地、礦地、水源地、

要塞軍備及區域及領域

邊境之土地，不得移

轉、設定負擔或租賃於

外國人。 
華僑不禁止。 

軍用之硝化甘油製造（

屬供火炸藥柱涉及公共

安全等硝化甘油者） 

國防部  

水銀法鹼氯 經濟部 國民待遇 

聯合國禁止化學武器公

約列管化學物質甲類化

學品者 

經濟部 

國防部 

國民待遇 

17 化學材料製造

業 

基本化學工業

CFC.海龍、三氯乙烷、

四氯化碳 

經濟部 國民待遇 

毒性化學物製造（依「

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

規定公告禁止製造者）

環保署 國民待遇 其他化學製品

製造業 

軍用之火藥引信、導火

劑、雷汞 

國防部  

農藥生產業 

（依農藥管理法規定公

告禁止製造者） 

農委會 國民待遇 

18 化學製品製造

業 

農藥及環境用

藥製造業 

環境用藥製造業（依環

境用藥管理法規定公告

禁止製造之環境用藥）

環保署 國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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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類 

編號 
中類業別 

細類 

業別 
項目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備註 

23 金屬基本工業 其他金屬基本

工業 

金屬鎘冶煉工業 經濟部 國民待遇 

25 機械設備製造

修配業 

未分類其他機

械製造修配業

火器、武器製造、槍械

修理、彈藥、射控 

（不含軍用航空器） 

國防部  

公共汽車客運

業 

含市區汽車客運、公路

汽車客運 

計程車客運業  

53 陸上運輸業 

一般汽車客運

業 

遊覽車客運業 

交通部 華僑不禁止 

59 郵政及快遞業 郵政業  交通部 國民待遇。依郵政

法第 3 條，中華郵

政股份有限公司為

民營，國內外民間

人士均不得投資。

62 金融及其輔助

業 

郵政儲金匯兌

業 

 交通部 

行政院金融

監督管理委

員會 

國民待遇 

69 法律及會計服

務業 

其他法律服務

業 

民間公證人服務 司法院 華僑不禁止 

廣播業 無線廣播業 86 廣播電視業 

電視業 無線電視業 

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 

 

90 休閒服務業 特殊娛樂業  經濟部  

2.限制僑外人投資業別 
中類 

編號 
中類業別 

細類 

業別 
項目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備註 

01 農、牧業 稻作栽培業  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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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類 

編號 
中類業別 

細類 

業別 
項目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備註 

雜糧栽培業 

特用作物栽培

業 

蔬菜栽培業 

果樹栽培業 

食用菌菇類栽

培業 

甘蔗栽培業 

花卉栽培業 

其他農藝及園

藝業 

牛飼育業 

猪飼育業 

雞飼育業 

鴨飼育業 

其他畜牧業 

03 漁業   農委會  

08 食品及飲料製

造業 

酒製造業  財政部 國民待遇 

09 菸製造業   財政部 國民待遇 

17 化學材料製造

業 

基本化學工業 經營事業用之

硝化甘油製造

（屬供火炸藥

柱涉及公共安

全等硝化甘油

者）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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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類 

編號 
中類業別 

細類 

業別 
項目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備註 

硝化甘油製造

（不屬供火炸

藥柱涉及公共

安全等硝化甘

油者） 

國防部  

毒性化學物質

製造（依「毒

性化學物質管

理法」規定公

告須經許可始

可製造者） 

環保署 國民待遇 其他化學製品

製造業 

經營事業用之

火藥引信、導

火劑、雷汞 

經濟部  

西藥製造業  

中藥製造業  

衛生署 國民待遇 

農藥生產業 

（依農藥管理

法規定公告須

經許可始可製

造者） 

農委會 國民待遇 

18 化學製品製造

業 

農藥及環境用

藥製造業 

環境用藥製造

業（依環境用

藥管理法規定

公告須申請取

得許可證後始

得製造者） 

環保署 國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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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類 

編號 
中類業別 

細類 

業別 
項目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備註 

24 金屬製品製造

業 

金屬手工具製

造業 

刀械製造 

（依「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

例」規定管制

製造者） 

內政部 國民待遇 

25 機械設備製造

修配業 

未分類其他機

械製造修配業 

槍械修理、彈

藥 

內政部 國民待遇 

航空器製造修

配業 

29 運輸工具製造

修配業 

航空器零件製

造業 

軍用航空器製

造、修配 

國防部 

經濟部 

 

30 精密、光學、

醫療器材及鐘

錶製造業 

 軍事儀器設備 國防部  

31 其他工業製品

製造業 

未分類其他工

業製品製造業 

象牙加工 農委會 國民待遇 

33 電力供應業   經濟部 1.發電業無僑外投資比例上

限。 

2. 輸 配 電 業 ： 外 資 上 限 為

50%。 

34 氣體燃料供應

業 

氣體燃料供應

業 

導管供應氣體

燃料業 

經濟部 外資上限為 49.99%。 

36 用水供應業 用水供應業 自來水事業 經濟部  

53 陸上運輸業 汽車貨運業 汽車貨運、汽

車路線貨運、

汽車貨櫃貨運

 

交通部  

54 水上運輸業 海洋水運業 船舶運送、船交通部 華僑不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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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類 

編號 
中類業別 

細類 

業別 
項目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備註 

內河及湖泊水

運業 

舶出租 

民用航空運輸

業 

55 航空運輸業 

普通航空業 

 交通部 華僑不受限制。 

若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型態，

依民用航空法第 49 條及第 65

條規定，外資上限為 49.99%，

且單一外國人持有之股份總數

不得逾 25%。 

航空貨運承攬

業 

航空運輸輔助

業 

其他運輸輔助

業 

航空站地勤、

航 空 貨 物 承

攬、航空貨物

集散站經營、

空廚業者 

交通部 1. 華僑不受限制。 

2.因條約或協定另有規定者不

受限制。 

3. 航空貨物承攬、航空貨物集

散站經營為國民待遇。 

4.     若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型

態，依民用航空法第 74-1

條及第 77 條之規定，航空

站地勤業及空廚業外資上

限為 49.99%，且單一外國

人持有之股份總數不得逾

25%。 

港埠業 

57 運輸輔助業 

其他水上運輸

輔助業 

港埠及其相關

服務業（民營

拖駁船、船舶

理貨、船舶貨

物裝卸承攬、

船舶小修、船

舶船員日用品

供應業、打撈

業等六項） 

交通部 國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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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類 

編號 
中類業別 

細類 

業別 
項目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備註 

60 電信業 電信業 第一類電信事

業 

國 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第一類電信事業之董事長應具

有中華民國國籍；其外國人直

接持有之股份總數不得超過 49

％，外國人直接及間接持有之

股份總數不得超過 60%（電信

法第 12 條第 3 項）。 

本國銀行業 

外國銀行業 

信用合作社業 

信託投資業 

票券金融業 

62 金融及其輔助

業 

信用卡業 

 行 政 院 金

融 監 督 管

理委員會 

國民待遇。 

1.銀行業：銀行法第 25 條規定

，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持有

同一銀行之股份，除金融控

股公司、政府持股、及為處

理問題金融機構之需要，經

主管機關核准者外，不得超

過銀行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

總數 25%。 

2.外國人投資於信託投資公

司，應依外國人投資條例之

規定辦理；其投資額度，應

依銀行法第 25 條有關同一人

及同一關係人持股之規定辦

理（信託投資公司管理規

則）。 

3.信託公司之發起人及股東，

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持有同

一信託公司之股份，分別不

得超過其已發行股份總數

25%（信託業設立標準）。 

67 租賃業 汽車租賃業 小貨車租賃、

小客車租賃 

交通部  

64 保險業 人身保險業  行 政 院 金國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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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類 

編號 
中類業別 

細類 

業別 
項目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備註 

財產保險業 

再保險業 

保險輔助業 

融 監 督 管

理委員會 

律師業  法務部  

地政士事務服

務業 

 內政部  

69 法律及會計服

務業 

會計服務業  財政部 

行 政 院 金

融 監 督 管

理委員會 

國民待遇 

70 建築及工程技

術服務業 

  內政部 國民待遇 

廣播業 86 廣播電視業 

電視業 

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經營、衛

星廣播電視事

業 

國 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1.有線廣播電視業：外國人直

接及間接持有系統經營者之

股份，合計應低於該系統經

營者已發行股份總數 60%，

外國人直接持有者，以法人

為限，且合計應低於該系統

經營者已發行股份總數 20%

（ 有 線 廣 播 電 視 法 第 19

條）。 

2.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外國人

直接持有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之股份，應低於該事業已發

行股份總數 50％（衛星廣播

電視法第 10 條）。 

備註： 

1.社會保險業、學校、醫院等性質為公益法人，非營利事業，爰不列入僑外投資負面表

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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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表行業分類方式係依據行政院主計處 90 年 1 月編印之「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第 7

次修訂）」。 

二、跨國併購申請應檢附之文件 

申請文件除華僑及外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華僑及外國人之代理人

授權書、被投資事業之資料、一般申請文件外，應提出併購事項說明書

（內容需包括：投資人名稱、併購方式、併購條件、經股東會決議或其

他法定程序、併購效益（應符合進行組織調整，發揮企業經營效率之目

的）、併購後國內事業實收資本額及所營之營業項目（國內事業及其轉

投資營業項目涉及禁止或限制者需依規定辦理；如擬增加營業項目，應

另檢附登記預查名稱申請表正本）、僑外投資人併購前後投資股數對照

表、國內外轉投資事業（含大陸投資）之處理方式（另轉投資事業股權

因併購而移轉，應分別檢附申請書，同時另案提出申請），以及併購或

換股對象為關係企業或關係人者，應列明與關係企業或關係人之關係，

選定之原因、必要性及對股東權益之影響）、股東會決議、併購契約、

併購案件之國內外公司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獨立專

家出具之合理性表示意見書、國外公司之背景說明（包括公司簡介、公

司組織、持有 10％以上股權股東之名單及相關背景資料、關係企業股權

結構圖）、進行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外國公司需為有實際營業活動或跨

國企業公司之聲明書等。 

第二項 我國現行法規之探討 

依據投審會之統計，自 1952 年至 2007 年 10 月 10 止，核准之僑外投資

金額達美金 916.2 億元149。雖然外國私募股權基金投資我國產業得促進產業

                                                 
149

國立台灣大學經濟系，我國建議稀釋資本設稅制度之研究，財政部賦稅署 2007 年度委託研究計畫，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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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及國際化資金，但若讓外國人任意投資我國之國防、金融、基礎建設、

能源產業或關鍵技術產業，仍有損害我國國家安全之虞。 

筆者認為我國目前對外國人投資之限制已涵括各種不同類型之敏感產業

（例如禁止投資之產業、電信業及廣播電視業），得以管制外國私募基金之

投資範圍，似無另行訂立法規規範之必要。另外，就併購案件，投審會目前

要求投資人提出完整併購事項說明書、併購契約與外國公司之背景說明，投

審會應有足夠之資料得對併購交易內容進行審查。就已核准之外人投資案，

倘若事後發現外國投資人先前提供之資料有虛偽或誤導之資料時，或對於國

家安全有危害者，投審會依照外國人投資條例第 18 條之規定，投審會得撤銷

該投資案。故我國目前對外國人投資之監管應足以作為我國產業政策之保護

之用。 

第三節 資本弱化 

資本弱化係企業將資本結構中債務資本大於權益資本安排。因為私募股

權基金收購多採高度槓桿操作方式，併購所需資金僅有 20％是私募股權基金

自有資金，其餘資金則向銀行借貸款，即可以取得被投資公司之控制權。私

募基金向金融機構借款時，可能以被投資公司之資產作為借款之擔保品或使

被投資公司負擔貸款之清償，此將造成被投資公司負債比例上升，導致公司

資本弱化（thin capitalization）。 

公司資本弱化後，因為企業每年需要支付借款利息，將使公司營收減

少，其所需要繳交之所得稅亦隨之減少，企業可以達到節稅之目的，但會造

成政府稅收減少之稅盾效應（tax shield）150。 
                                                                                                                                                              
年 12 月 28 日，頁 6。 
150 同上註，頁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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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我國現行法規規範及因應對策 

在私募股權基金初進入我國市場時，我國原本對於私募股權基金槓桿並

未設有任何限制，例如新橋投資台新銀行時，法人代表質押比達 100％，金

管會亦未要求降低。惟嗣後為防範私募股權基金高槓桿收購造成之風險，我

國政府開始對於私募基金舉債上限設有限制： 

一、金管會規定私募基金併購我國公司負債和自有資本比至少要達 60％比 40

％151。 

二、當外國人（包括外國私募股權基金）擬投資我國公司，向投審會申請外

人投資收購我國公司之股權時，投審會將要求收購價款之 4 成需為其自

有資金（但是否是私募股權基金向海外金融機構所借貸者在所不問），

另外 6 成則允許外國私募股權基金向我國金融機構借款。 

其次，就稅賦方面，目前財政部認為非營業所必需之借款利息，不得列

為費用或損失，企業雖取得利息支出憑證，不得列為當年度計算應加徵百分

之十營利事業所得稅之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152。另外為避免台灣企業一旦被

外國公司或國際私募基金併購之後，就變成高舉債公司，盈餘都拿去繳利

息，而大幅營所稅之繳納，故賦稅改革委員目前正積極研擬反資本弱化條

款，負債超過法定比例以上的利息支出，不能當成利息費用從所得中扣除。  

第二項 我國政府因應對策之探討 

雖有學者指出我國銀行閒置資金過多，銀行借錢給私募股權基金可以賺

                                                 
151 王信人，反併購亂象 財部負債比設限，工商時報報導，2007 年 10 月 17 日，A12 版。薛翔之，私募基金
質押比金管會擬設限，工商報報導，2006 年 11 月 19 日。 
152 財政部 96.1.19 台財稅字第 0950055696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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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較高的利息，且目前銀行法本有針對貸款對象設有貸款比例上限153，銀行

亦具有評估放款風險專業能力，政府不應限制銀行貸款予私募股權基金154。

有人主張私募股權基金在決定進行槓桿併購之前，實已慎重評估被投資公司

財務結構與償債能力，私募股權基金為賺取投資報酬，亦會避免被投資公司

發生財務危機155。亦有論者認為稅盾效果不一定會影響政府稅收，因為借款

人之利息支出增加，貸款人利息收入也會增加，若雙方稅率一致，則總稅收

不變156。 

惟國際間對於併購或公司舉債造成之資本弱化，紛紛採取「反資本稀

釋」法則（Anti-Thin Capitalization Rule），其原理係以公司之資本額定其合

理舉債上限，俾以決定該其得列報利息費用之額度。一般實行「反資本稀

釋」之國家通常設定有安全港條款（Safe Harbour Ratio），即定一個負債對

權益之比率（debt/equity ratio），對於超過比例之債務所產生之利息支出不得

作為減免所得稅之項目，例如，英國是 1：1，荷蘭、日本、韓國是 3：1157。

                                                 
153 依據「銀行對同一人、同一關係人或同一關係企業之授信限額規定」第 1 條規定如下： 
一  銀行法第三十三條之三第一項對同一人、同一關係人或同一關係企業之授信限額規定如下： 
(一) 銀行對同一自然人之授信總餘額，不得超過各該銀行淨值百分之三，其中無擔保授信總餘額不得超過各
該銀行淨值百分之一。 
 (二) 銀行對同一法人之授信總餘額，不得超過各該銀行淨值百分之十五，其中無擔保授信總餘額不得超過
各該銀行淨值百分之五。 
 (三) 銀行對同一公營事業之授信總餘額，不受前項規定比率之限制，但不得超過各該銀行之淨值。 
 (四) 銀行對同一關係人之授信總餘額，不得超過各該銀行淨值百分之四十，其中對自然人之授信，不得超
過各該銀行淨值百分之六；對同一關係人之無擔保授信總餘額不得超過各該銀行淨值百分之十，其中對自然
人之無擔保授信，不得超過各該銀行淨值百分之二。但對公營事業之授信不予併計。 
(五) 銀行對同一關係企業之授信總餘額不得超過各該銀行淨值百分之四十，其中無擔保授信總餘額不得超過
各該銀行淨值之百分之十五。但對公營事業之授信不予併計。 
(六) 下列授信得不計入本規定所稱授信總餘額： 
1. 配合政府政策，經本部專案核准之專案授信或經中央銀行專案轉融通之授信。 
2. 對政府機關之授信。 
3. 以公債、國庫券、中央銀行儲蓄券、中央銀行可轉讓定期存單、本行存單或本行金融債券為擔保品授信。 
4. 依加強推動銀行辦理小額放款業務要點辦理之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之授信。 
(七) 本規定所稱淨值，係指上一會計年度決算後淨值。銀行年度中之現金增資，准予計入淨值計算，並以取
得驗資證明書為計算基準日。 
154 劉憶如，台灣為什麼讓人撿便宜，天下雜誌，頁 135，2007 年 1 月。 
155 葉銀華，實踐公司治理 台灣集團企業的功與過，頁 115 ，2008 年 3 月初版。 
156 施俊吉，私募股權基金的規律與規範，台灣智庫「正視私募股權基金研討會」，頁 63，2007 年 5 月。 
157 張永維，國際租稅規避與查核之研究，逢甲大學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碩士論文，頁 80-81，2004 年 7
月。王信人，反併購亂象 財部負債比設限，工商時報報導，2007 年 10 月 17 日，A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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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雖然未公布反資本稀釋條款規定負債對資本之，但國稅局（IRS）對負債

和資本額比例實務上可以接受的是 3：1，對於外國所持有之美國子公司或分

支機構負債和資本額比例實務上可以接受的是 1.5：1。彙整施行反資本稀釋

條款的國家的安全港條款，最常被採用之比例為 3：1，金融機構因為關係人

借貸為其主要之營運活動，因此適用之比例通常為 6：1158。 

因我國公司多屬於被外國私募股權基金被併購之標的，若私募股權基金

向國內銀行借款，以高財務槓桿收購台灣的公司，實際上注入我國資本市場

之金額有限，對我國資本市場發展並無明顯助益。當外國私募股權基金投資

獲利退場離開台灣，將會留下負債比例過高的台灣公司，倘該公司無力清償

高額債務，亦可能步上破產一途，除對於該公司及員工有不利影響外，對國

內金融機構亦可能造成傷害。故筆者認為我國政府應適度採取反資本弱化條

款，可參考外國常用之安全港比例 3：1，金融機構適用之比例通常為 6：1，

於所得稅法明文規定，對於超過該比例之債務所產生之利息支出不得作為減

免所得稅之項目，以有效限制海外私募股權基金過渡採用財務槓桿操作而造

成我國財政收入之流失，並與國際租稅趨勢接軌159。 

第四節 稅賦不公平 

國際私募股權基金併購他國企業，常透過境外免稅天堂逃避投資獲利之

所得稅，故當國際私募股權基金取得龐大的投資獲利而退場後，在投資地卻

無須繳納資本利得的稅賦，造成當地國稅務上的損失，而引起社會輿論批

                                                 
158 同前揭註 149，頁 38。 
159 亦有論者指出公司現金流量比公司淨值或資本更能表現公司的償債能力，各國在安全港比例計算基礎上
亦有差異，故我國政府反資本稀釋之標準究竟以公司資本、淨值或公司的現金流量何者為佳，實有再深入討
論之必要。朱源科，私募股權基金交易模式法律問題之研究，東吳大學法律系碩士論文，頁 117，2008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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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我國因證券交易所得自 1990 年開始停止課徵所得稅，證券交易的資本利

得無須課稅，成為吸引外資投資之誘因之一，惟外國私募股權基金投資我國

企業，賺取高額利潤卻無須繳納資本利得之稅賦，失之公平。 

第一項 我國現行法規規範及因應政策 

外國私募股權基金投資我國公司可能負擔之稅賦包括： 

一、外國私募股權基金本身 

1.證券交易所得稅：所得稅法第 4-1 條規定，證券交易所得自 1990 年開始

停止課徵所得稅，證券交易損失亦不可自其所得中扣除。所得稅法上關

於證券交易所得免稅之規定，除公開發行公司依公司法第 162 條之一及

之二發行無實體股票外，僅限於依公司法第 162 條辦理簽證之股票轉

讓，方有適用。因此，如取得之股份非無實體股票且未依規定發行股

票，則轉讓所得應為財產交易所得，則仍應依規定課徵所得稅。 

2.證券交易稅：證券交易稅法第 2 條規定，出買有價證券之人按每次交易

成交價格課徵千分之三之證券交易稅（股票表明股票權利之證書或憑

證），或千分之一之證券交易稅（公司債或其他經政府核准之有價證

券）。但公司因創立或增資發行新股票，因為不屬於交易之行為，故應

免徵證券交易稅。 

3.外國人投資國內證券分配之股利 

依所得稅法第 88 條及各類所得扣繳率標準第 3 條之規定，非中華民

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如有公司分配之股利，合作社所分配之盈餘，合夥

組織營利事業合夥人每年應分配之盈餘，獨資組織營利事業資本主每年

所得之盈餘，按給付額、應分配額或所得數扣取 30%。但依華僑回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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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條例或外國人投資條例申請投資經核准者，自投資事業所取得或應分

配之盈餘，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按給付額或應分配額扣取 20%。 

此外，依各類所得扣繳率標準第 3-1 條之規定，總機構在中華民國

境外之營利事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利事業，所獲配之股利淨額或盈

餘淨額，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按給付額扣取 25%。但依華僑回國投

資條例或外國人投資條例申請投資經核准者，按給付額扣取 20%。 

我國與紐西蘭、澳大利亞、荷蘭及英國等都簽有租稅優惠協定，若

這些國家的居住者有中華民國來源的股利、利息及權利金等收入，扣繳

義務人在給付該筆款項時，可享有優惠的扣繳稅率，由一般的 20%減少

到 10%或 15%。 

4.所得稅法第 42 條規定：公司組織之營利事業，因投資國內其他營利事

業，所配發之股利淨額或盈餘淨額，不計入所得額課稅。故外國私募股

權基金透過一個台灣子公司收購另一台灣公司，被收購公司配發之股利

淨額或盈餘淨，不計入台灣子公司之所得額。 

5.最低稅負制：為維護租稅公平性，「所得基本稅額條例」將未上市

（櫃）股票及私募基金受益憑證之交易所得納入個人之基本所得額，但

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理人之外國營利事業，不會被課徵

最低稅負（所得基本稅額條例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 

二、被投資公司本身 

營利事業所得之計算，是以其該年度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

損失後之純益額（所得稅法第 24 條），故當私募股權基金以舉債方式併

購被投資公司，並由被投資公司負責償還貸款，被投資公司得以利息費

用扣減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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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我國政府因應對策之探討 

有學者主張為追求稅賦公平，應對被併購公司之盈餘分配課稅，但有反

對者提醒我國政府若逕行對被併購公司之盈餘分配課稅，恐會降低外資投資

台灣公司的意願160，但私募股權基金挾其資金收購我國公司，事後取得鉅額

資本利得而不加以課稅，實有失公平。 

在日本，由於海外私募股權基金運用註冊地為免稅天堂之優勢，迴避日

本課徵的交易所得稅，引起輿論批評，故日本國會於 2005 年 4 月通過「新生

稅」條款，對基金從事投資交易之獲利課徵 20％的所得稅161。另外，韓國與

許多國家簽有免稅協定，透過協定給予外國投資人稅收優惠，但前提是這些

外國投資人在其註冊國必須繳交資本所得稅，惟私募股權基金多利用免稅天

堂為註冊地，無須課徵資本所得稅，故韓國無法享受租稅協定之補貼，為此

韓國政府已開始著手檢討稅制漏洞問題162。 

筆者認為日本或韓國之立法趨勢或可作為我國政府稅制改革之參考，明

文規定被併購公司（我國公司）分配盈餘給國外母公司時，就該獲利之全部

或部分，應課徵證券交易所得稅。且為求公平起見，該修正不應區別本國公

司及外國公司而一體適用。 

第五節 資本市場萎縮 

承前第三章所述，FSA 注意到當私募股權基金收購公開發行公司並使該

公司下市後，公開資本市場市值將萎縮，並非當地政府所樂見之現象。 

                                                 
160 同前揭註 72，頁 72。 
161 蘇秀玲，私募股權基金與融資收購初探，證券暨期貨月刊，第 25 卷第 3 期，頁 49（ 2007 年 3 月 16 日出
版）。 
162 同上註，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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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雷擬收購日月光時，有輿論揣測凱雷收購後擬將日月光下市，引起台

灣證券市場主管機關高度關切。台灣金管會等主管機關因無法強制留日月光

留在台灣上市，只能不斷對日月光進行道德勸說，希望日月光能根留台灣，

亦建議日月光於併購完成、下市後，經由另組公司或公司切割之方式，讓日

月光部分事業可以在台灣重新上市之模式163。為鼓勵日月光下市後能再上

市，證券交易所主動修改簡化上市程序，讓未來因合併而消滅之上市公司，

一旦申請重新上市，只要八成營收及可辨認資產來自原上市公司、流通在外

股數逾 3 億股及設有審計委員會或獨立董事過半，即可適用簡易上市條款

（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 51 條之 4）164。金管會對下市條

件是否應提高門檻亦展開檢討165。 

第一項 我國現行法規規範 

在我國，所謂終止上市係指對於特定上市有價證券永久停止交易之行

為，一般稱為下市，證券交易法對於下市規定有三種情形：公司自願申請、

證交所強制或主管機關之命令166，本節係著重討論公司自願申請下市之情

況。 

在證券交易所上市之有價證券，其發行人得依上市契約自願申請終止上

市，證券交易所對於該項申請之處理，應經主管機關核准（證券交易法第

145 條）。主管機關為前條之核准時，應指定生效日期，並視為上市契約終

止之日期（證券交易法第 146 條）。 

                                                 
163 經濟日報報導，凱雷併日月光再上市機率大，2007 年 1 月 8 日。 
164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官方網站，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每日訊息，
2007 年 04 月 17 日。自由時報報導，日月光條款  簡易上市鬆綁，2007 年 1 月 17 日，
ht tp : / /www. l ibe r ty t i mes .com. tw/2007 /new/ ja n /17 / today -e7 . h t m  (last visited on Nov. 2, 2008)。  
165 工商時報報導，施俊吉回馬槍 日月光須重新上市，2007 年 1 月 6 日。 
166 

賴英照，股市遊戲規則 最新證券交易法解析，頁 74，2006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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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維護上市公司投資人之權益，若上市公司自願申請其有價證券終止

上市，應經其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通過，且表示同意之董事或股東，其持股

需達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二以上（台灣證券交易所上市公司申請有價證券

終止上市處理程序第 2 條）。上市公司申請有價證券終止上市者，若經董事

會決議通過者，表示同意之董事（但獨立董事不在此限），或經股東會決議

通過者，同意將申請終止上市議案提交股東會討論之董事（但獨立董事不在

此限），應連帶負責任收購公司股票（台灣證券交易所上市公司申請有價證

券終止上市處理程序第 3 條167）。上市公司申請有價證券終止上市案經主管

機關核准後，由證券交易所於實施日 20 日前公告之，並即通知該上市公司

（台灣證券交易所上市公司申請有價證券終止上市處理程序第 6 條）。 

 

第二項 我國現行法規之探討 

依據現行公司法第 316 條及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2 項之規定，公開發行

股票之公司，股東對於公司合併或解散之決議，得以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

過半數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行之。依該法規

定，一上市公司的大股東與私募股權基金成立之收購公司若得控制上市公司

                                                 
167

台灣證券交易所上市公司申請有價證券終止上市處理程序第 3 條規定，上市公司申請有價證券終止上市
者，應至少由下列人員負連帶責任承諾收購公司股票： 
（一）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者：表示同意之董事，但獨立董事不在此限。 
（二）經股東會決議通過者：於董事會對申請終止上市議案提交股東會討論表示同意之董事，但獨立董事不
在此限。 
前項承諾收購公司股票，應於申請終止上市之議案中列明下列事項： 
（1）收購起始日。（2）收購價格之計算方式。（3）收購期間。（4）寄發董事會或股東會開會通知日前一
日止，董事、監察人之持股股數暨其占該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之比率。（5）就承諾收購負連帶責任之董事
個別收購比率，但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者，得延至股東會之議案中列明或向本公司提出申請時予以補齊。 
前項收購起始日為終止上市之日，收購期間應為五十日，且應於收購期間屆滿後辦理交割；收購價格依下列
標準訂之，但不得低於該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之每股淨值： 
（一）經董事會決議終止上市者，收購價格不得低於董事會決議日前一個月股票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數。 
（二）經股東會決議終止上市者，收購價格不得低於股東會決議日前一個月股票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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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半數以上之股權，即可以使該公司與收購公司合併，當上市公司法人格消

滅時，其上市資格亦當然喪失，故無適用台灣證券交易所之自行申請終止上

市的規定。 

故若外國私募股權基金以企業併購法規定，收購上市公司並下市的情

況，私募股權基金無須踐行台灣證券交易所上市公司申請有價證券終止上市

處理程序：需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通過，且表示同意之董事或股東，其持股

需達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二以上，以及董事連帶負責收購公司股票的規

定，而可以直接使上市公司喪失上市資格。比較兩者規定，企業併購法對該

上市公司之股東保障有限。 

因為上市公司進行下市程序影響公司股東權益甚鉅，實不宜僅由公司董

事會決定，筆者建議應修正台灣證券交易所上市公司申請有價證券終止上市

處理程序，改為上市公司申請有價證券終止上市者一律由公司股東會決議，

並提供異議股東於股東會發表意見之機會168。另外任何公司併購交易若涉及

將上市公司下市之程序，其下市門檻應採取上市公司申請有價證券終止上市

處理程序之標準，表示同意下市之股東其持股需達已發行股份總數之三分之

二以上169。 

另有論者建議我國應考慮採取香港下市之門檻。依據香港證券監理委員

會發布之「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購回守則」規則 2 第 2.2 條及第 2.10 條，

若公司於收購後即將下市，股東會須無利害股份持有人 75%以上通過，以及

反對該議案者不得超過無利害股份投票權之 10%。惟此等規定無異賦予 10%

的少數股東否決權，並大幅提高上市公司下市之難度，因允許少數股東之意

見凌駕大多數股東之意見，非屬適當，故不建議我國採行香港法的下市門

檻。 

                                                 
168 曾宛如，證券交易法原理，頁 102，2008 年 9 月第 5 版。 
169 同前揭註 155，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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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利益迴避  

觀諸我國或亞洲私募股權基金收購之實務，敵意併購案例較歐美少見，

在外國私募股權基金對我國公司進行善意併購時，在併購前多已和公司大股

東或原有管理階層進行併購之協商，甚至與管理階層合作進行 MBO 之交

易。此時在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上，如何規範利益衝突迴避表決權行使，以

保護外部股東之利益，應為主管機關當務之急。 

第一項 我國現行法規規範 

股東對於股東會會議之事項，若有自身利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利益之虞

時，不得加入表決，並不得代理他股東行使其表決權（公司法第 178 條）。

依第 178 條規定不得行使表決權之股份數，不算入公司股東會之決議已出席

股東之表決權數（公司法法第 180 條第 2 項）。 

關於董事表決權行使之限制，公司法第 206 條第 2 項規定，公司法第

178 條準用於董事會之決議。另外商業司於 2006 年 3 月 16 日解釋，已出席但

應迴避之董事於計算法定開會門檻時，應計入出席董事，但是計算法定決議

門檻，則不計入公司法第 206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之「出席董事」170。另外，

為推動公司治理，並強化董事會功能，金管會於 2008 年 1 月 1 日修訂「公開

發行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基於擔心有利害關係之董事恐作出損及股東利

益之董事會決議，故於該辦法第 16 條規定，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

其代表之法人有利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利益之虞者，得陳述意見及答詢，

不得加入討論及表決，且討論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不得代理其他董事行使

其表決權。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規定不得行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
                                                 
170 經濟部 2006 年 3 月 16 日經商字第 0950052686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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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6 條第二項準用第 180 條第 2 項規定辦理。 

除公司法相關規定外，企業併購法考量企業進行合併之目的通常是為了

強化公司經營體質，強化公司競爭力，故不致於會發生損害公司利益之情

事，且公司持有其他參與合併公司之股份，以利該企業通過參與合併之決議

（即先購再併），亦為國內外實務常見之作法，故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4 項

規定，公司持有其他參加合併公司之股份，或該公司或其指派代表人當選為

其他參加合併公司之董事者，就其他參與合併公司之合併事項為決議時，得

行使表決權。意即在該等情況下，董事不需遵守公司法第 178 條及第 206 條

利益迴避之規定。 

 

第二項 我國現行法規之探討 

依公司法規定，董事或股東在董事會或股東會中，若有與自身利害關係

致有害於公司者，不可參與表決，故「有自身利害關係」及「致有害於公司

者」為利益迴避之必要條件。就其立法目的在於倘若股東或董事對議案有自

身利害關係，若允其參與表決，恐將因私利而無法為公司利益為公正之判

斷，而侵害公司或其他股東之利益，因而法律為防患未然特設限制規定。所

謂「有自身利害關係」係指與一般股東無涉，但與特定股東有利害關係者，

依大理院 11 年統字 1766 號解釋，係指股東因該事項之決議「特別取得權利

或免除義務，又或喪失權利或新負義務」。所謂「致有害於公司者」，依經

濟部令函171係指「包含所有可能對公司利益造成損害之情形。具體個案，屬

法院認事用法之範疇，應由法院本其確信之法律見解妥為裁判。」惟上述解

釋仍無法具體指出究竟在何種狀況下，董事應行迴避。 
                                                 
171 經濟部 2002 年 12 月 16 日經商字第 0910228795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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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金管會於公開發行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立下董事應利益迴避之標

準，惟「致有害於公司利益之虞者」並無明確標準，容有解釋空間。故在公

司持有其他參加合併公司之股份，或該公司或其指派代表人當選為其他參加

合併公司之董事者，依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4 項規定，就其他參與合併公司

之合併事項為決議時，仍得行使表決權172。 

利益衝突的問題在台新金控公司投資彰化銀行案中，便引起社會輿論批

評。在 2006 年初，財政部為解決彰化銀行之財務困境，要求彰銀向海外籌

資，由瑞士信貸協助規劃發行全球存託受益憑證（GDR），然而該 GDR 未

受國際投資人青睞，於 2006 年 5 月 6 日宣告破局。2006 年 7 月，財政部為確

保現金增資得以成功，乃要求彰化銀行改採私募現金增資，對象除國外法人

外，並增加國內法人。應當時外資投標人之要求，財政部乃於 2005 年 7 月

21 日以「台財庫字第 09403513700 號」函致彰銀轉交全體投標人，承諾：

「配合政府之公股整併政策，本部同意於增資完成後，經營管理權移由該策

略投資人主導」、「本部同意支持得標投資人取得 15 席董事席次中之 8 席

（內含常務董事 3 席）及 5 席監察人中之 3 席（內含常駐監察人）。」，且

承諾：「在合法且不損害全體股東權益之前提下，本部將支持得標投資人於

董事會所贊成之決策或提案。」台新金控在與中外競標者公開競標下，以總

價 365.68 億元得標，溢額高達 114 億元購入彰銀 22.5%股權173。嗣後，台新

金控於 2007 年 6 月函請彰化銀行評估以換股方式納入台新金控之可行性，但

若貫徹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4 項之原則，台新金派在彰銀的董事代表於台新

金與彰銀換股案中，似乎無需利益迴避而得以參與決議。但經濟部 2002 年 6

                                                 
172 李秀玲及李佩綾，淺談公開發行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強化公司董事會功能及相關配套機制推動情形，證
券暨期貨月刊第 26 卷第 3 期，頁 13，2008 年 3 月 16 日出版。 
173 台新金控官方網站，台新金控針對「公開合法競標彰化銀行」之鄭重聲明，2008 年 8 月 18 日，
http://www.taishinholdings.com.tw/news/news_04.jsp?rowid=9444&comparedYear=2008，造訪日期 2008 年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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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 日解釋174，認為股份轉換尚無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4 項規定之適用，故

若併購方式是以股份轉換或營業讓與等方式進行收購他公司時，仍須回歸公

司法規定，遵守利益迴避之原則。惟經濟部並未說明為何就合併及股份轉換

之收購交易為不同規範。因為我國司法實務對於企業股東或董事會為作成合

併與收購等事項之是否確有利害關係而應迴避行使表決權，並為作出明確之

認定，使相關決議面臨法律上重大不確定風險175。 

一、利害股東迴避規定之檢討 

國內有學者則認為股東會議決之事項不論直接或間接均與股東有程度不

一之利害關係，因為股東出資認購公司股份後，行使股東表決權即是為了滿

足自己個人經濟上之利益。若因公司決議事項與股東自身有利害關係，致生

股東與公司利益上對立時，即限制該股東行使表決權之立法例，實與股份制

度的原有目的相衝突；且適用公司法第 178 條之結果，恐會造成少數股東決

定股東會決議之不當結果，而非是全體股東利益的總和衡量，故主張廢除現

行公司法第 178 條，將事前限制利害股東行使表決權之規定刪除，但增加

「對股東會決議，因有特別利害關係股東行使表決權，已作出明顯不當之決

議時」，得作為事後撤銷股東會決議之事由176。 

另參考外國立法例，日本商法典已於 1981 年刪除第 239 條第 5 項類似我

國公司法第 178 條限制股東行使表決權之規定，而在同法第 247 條第 1 項第

3 款增設撤銷股東會決議之事由177。 

考量股東投資公司之股票係追求個人經濟利益之需求，並尊重一股一表

                                                 
174  經濟部經 2002 年 6 月 2 日商字第 09102102680 號函。 
175  劉連煜，股東及董事因自身利害關係迴避表決之研究—從台新金控併購彰化銀行談起，台灣本土法學雜

誌，第 112 期，2008 年 9 月 15 日，頁 24。 
176  同前註，頁 29。廖大穎，論股東行使表決權迴避之法理--兼評台北地院 91 年訴字 3521 號民事判決，月

旦法學雜誌第 99 期，頁 242、244 及 252-253（2003 年 8 月）。王文宇，公司法論，頁 288（2005 年 8
月）。 
177同前揭註 175，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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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權的多數決之制度之精神下，避免在股東會議案涉及大股東利益的情況

下，因為大股東須迴避而出現「少數決定、多數服從」的不合理結果，筆者

贊成刪除事前限制利害股東行使表決權之規定，但為了「防止濫用股東

權」，宜參考日本法制，增加「對股東會決議，因有特別利害關係股東行使

表決權，已作出明顯不當之決議時」，得作為事後撤銷股東會決議之事由之

相關規定。 

二、利害董事規定之檢討 

利害董事迴避行使表決權與與限制利害股東行使表決權之思維不同，董

事對公司負有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董事處理公司事務時，必須盡最

大能力，忠誠且積極為公司謀取商業利益，而不得利用其職務為自己或他人

牟取利益，故董事對董事會決議事項有個人利益衝突時，董事本於忠實執行

業務之職責，迴避行使表決權是合理之期待，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

應屬於違反忠實義務之行為，該董事依法應負民事賠償責任（公司法第 23 條

第 1 項）178。 

另參考外國法例，若董事或大股東對某項交易有利益衝突，該董事或大

股東應遵守利益迴避之原則。例如香港證券監理委員會發布之「公司收購、

合併及股份購回守則」，若收購邀約完成後，受要約公司之股份取消上市地

位，則要約人以及與要約人行動一致人士，均不可在受要約公司的股東依上

市規則召開之會議上投票179。在英國，依據 2005 年 5 月 20 日之 The City 

Code of Takeovers and Mergers 規則 25.1 之註記 3（Note 2 of Rule 25.1 ）規

定，當一董事對收購事件有利益衝突時，不得對公司其他董事發表其對於收

購事件的看法，並應該對公司股東解釋該利益衝突。同規則註記 4 規定，若

                                                 
178 同前揭註 176 廖大穎，頁 242。 
179 香港「公司收購守則」規則 2.2 與規則 2.10，及公司股份購回守則規則 3.3, 
http://www.globalvcap.com/index_files/takeoverscode.pdf ，最後造訪日期 2008 年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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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MBO 交易，若董事於交易完成後會繼續任職於收購者或被收購公司，該

董事通常會被視為有利益衝突。 

綜上，因董事與公司之間是基於一種信託關係(fiduciary relationship)而課

予公司董事對公司負有忠實義務，在董事會議案涉及董事個人利益時，要求

其迴避應有其正當性。惟我國董事表決權迴避的規定本意雖好，但要件不明

確（我國法令及法院對於「有自身利害關係」及「致有害於公司者」並無明

確定義）、效果過嚴（無效或得撤銷）等問題，恐使相關董事會決議面臨法

律上重大不確定風險，且依法院實務見解，如有利益衝突的董事應該迴避而

未迴避，董事會決議就會無效，造成董事會決議可能動輒遭推翻，影響公司

經營的穩定性180。為解決以上爭議，有學者提出我國可以參考美國法制改善

我國法制，以杜絕相關爭議。 

美國法規定公司董事負有忠實義務，但各州法規亦提供董事忠實義務之

安全港條款181。例如美國德拉瓦州公司法182之規定，董事與公司間進行之交

                                                 
180 紀天昌，表決權迴避與利益衝突，http://www.deloitte.com/dtt/article/0,1002,cid%253D241306,00.html （最

後拜訪日期 2009 年 1 月 7 日）。 
181 陳譽汯，公司董事之民事責任-公司法上安全港條款之研究，國立成功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2008 年

6 月，頁 89。 
182 Delaware Corporation Act  §144.  本條原文內容如下： 
§ 144. Interested directors; quorum.  
(a) No contract or transaction between a corporation and 1 or more of its directors or officers, or between a 
corporation and any other corporation, partnership, association, or other organization in which 1 or more of its 
directors or officers, are directors or officers, or have a financial interest, shall be void or voidable solely for this 
reason, or solely because the director or officer is present at or participates in the meeting of the board or committee 
which authorizes the contract or transaction, or solely because any such director's or officer's votes are counted for 
such purpose, if:  
(1) The material facts as to the director's or officer's relationship or interest and as to the contract or transaction are 
disclosed or are known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the committee, and the board or committee in good faith 
authorizes the contract or transaction by the affirmative votes of a majority of the disinterested directors, even though 
the disinterested directors be less than a quorum; or  
(2) The material facts as to the director's or officer's relationship or interest and as to the contract or transaction are 
disclosed or are known to the shareholders entitled to vote thereon, and the contract or transaction is specifically 
approved in good faith by vote of the shareholders; or  
(3) The contract or transaction is fair as to the corporation as of the time it is authorized, approved or ratifi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 committee or the shareholders.  
(b) Common or interested directors may be counted in determining the presence of a quorum at a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of a committee which authorizes the contract or transaction.  
紐約州公司法亦有類似之規定，參照 N. Y. Bus. Corp. Act § 713. Interested Dir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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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或公司與其他公司董事或職員對該公司有財務上的利益之公司或合夥間

的交易，假如下列其中之一條件滿足，不會僅有利益衝突存在之理由或因為

該董事出席董事會或同意該交易，而得使系爭交易得撤銷（voidable）： 

（1）其關係或財務上的利益，以及交易之重要事實均已完整揭露與董事

會或委員會（由不具利害關係之董事組成），不具利害關係董事基於善

意授權該交易，並以過半數決議通過，即使不具利害關係之董事人數低

於董事會之定足數（Quorum）183，或 

（2）其關係或財務上的利益以及交易之重要事實均已揭露給股東會，股

東會基於善意決議以表決方式通過該交易（此時股東會的決議也必須是

由不具利害關係之股東投票184），或 

（3）該交易或契約於董事會或股東會授權時，對公司而言是公平之交

易。在 1983 年的 Weinberger v. UOP, Inc 一案185，德拉瓦州最高法院建

立完全公平標準（entire fairness standard），該法院認為公平交易之內

涵包括公平交易過程（fair dealing）及公平價格（fair price），前者包

括從事交易之時間、交易如何開始、架構、談判及揭露與董事，以及如

何獲得董事及股東之同意；後者包括併購之對價，包括所有相關之因

素，例如資產、市價、營收市場前景及其他可能影響股價之因素186。 

 

筆者認為雖然併購目的通常是為了強化公司經營體質，但是併購之過程

中並非不會發生董事損害公司或股東權益之風險，為強化公司治理，當董事

                                                 
183 即使在過半數之董事對系爭交易具有利害關係，如系爭交易已由不具利害關係董事所組成之董事會決議

通過，該董事會決議仍受「經營判斷法則」之保護。美國法院會假設董事是在獲得充分資訊下，根據誠信原

則，判斷該交易案之決定是為了公司最佳利益，但若原告股東可證明交易重要事實並非均已完整揭露與董事

會或委員會，董事會必須證明該交易是公平之交易。同前揭註 175，頁 32。Richard Siegler and Eva Talel, 
Interested Directors, Applicable Statues, Cases and Guideline, New York Law Journal, July 5, 2007.   
184 Fiegler v. Lawrence, 361 A.2d 218, 221 (Del. 1979). Also see §8.31 (d) of the Revised Model Business 
Corpraotion Act (1987).  
185 457 A.2d 701 (Del. 1983). 
186 Id., at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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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公司某件交易涉及自身利益衝突時，仍應遵守利益迴避之原則，不得於

董事會就此議案行使表決權。但為避免董事會決議面臨法律上重大不確定風

險，我國公司法得參考美國法制增加安全港之規定，例如當董事涉及之利害

關係之交易，若經無利害關係的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多數決通過，該交易仍

為有效之交易。 

第七節 資訊揭露 

第一項 我國現行法規規範 

一、我國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取得

任一公開發行公司已發行股份總額超過 10%之股份者，應於取得後 10 日

內，向主管機關申報其取得股份之目的、資金來源及主管機關所規定應

行申報之事項；申報事項如有變動，並隨時補正之。依司法院釋字第

586 號指出：「……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1 第一項雖對人民之資訊自主

權有所限制，然其規定旨在發揮資訊完全公開原則，期使公司股權重大

異動之資訊能即時且充分公開，使主管機關及投資人能瞭解公司股權重

大變動之由來及其去向，並進而瞭解公司經營權及股價可能發生之變

化，以增進公共利益。」質言之，雖然資訊公開乃對人民資訊自主權有

所限制，但為增進公共利益之所需，因此投資人具有申報之法律義務。 

二、為有效瞭解資金來源，依據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制定之

「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取得股份申報事項要點」，使股權

取得人對於股權取得及其變動資訊揭露之申報有所依循，為符合大法官

解釋釋字第 586 號之意旨，並進一步強化資訊公開。「證券交易法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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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條之一第一項取得股份申報事項要點」第 5 條第 1 項規定，「取得

人為公司者，並應列明其持股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或直接、間接對於持

有股份百分之五以上之人具有控制權者之姓名或名稱、國民身分證號碼

或統一編號、住所或所在地。」惟依據「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

一項初次取得股份應行申報事項申報書」，取得人為公司者，除應揭露

其持股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亦應揭露直接、間接對持有取得人股份百

分之五以上之股東具有控制權者。 

第二項 我國現行法規之探討 

當該私募股權基金透過一子公司取得我國任一公開發行公司已發行股份

總額超過 10%之股份時，取得人應依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之規定申

報），並應揭露該子公司持股 5％以上之股東（即私募股權基金）及對私募

股權基金具有控制權者（即為對私募股權基金具有控制權之投資人）。但若

私募股權基金透過一層以上之子公司多層轉投資我國公司，則依據上述法

規，申報範圍將不包括私募基金之投資人，因此主管機關及被投資之公開發

行公司其他股東將無法瞭解該公司實際上股權重大變動之由來及去向，並進

而瞭解公司經營權及股價可能發生之變化，而與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之立法目的有違。 

固然英美各國尊重私募股權基金具有不公開性以期發揮績效，多不強制

私募股權基金揭露其投資人之結構，惟考量我國公司多屬於被收購之公司，

不宜容許投資人可以透過私募基金多層次投資之方式來隱藏其身分而達到規

避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1 強制公開規定之目的，而且之前外國資金投資我國

公司時有「假外資」或「假中資」之疑慮，故建議修正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1 相關規定，當取得人是公司時，其申報之範圍應包括取得人及對取得人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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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5％股份以上之股東及直接或間接對持有取得人股份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

具有控制權者，以此類推至自然人為止，以臻完備187。 

第八節 小股東之保護 

私募股權基金挾其充裕的基金，與標的公司的管理階層合作併購之案例

比比皆是，相對於公司的管理階層或大股東，小股東在整個併購過程位於劣

勢。除了異議股東股份收買權的行使外，對於收購價格之合理性、私募股權

基金之背景及投資意圖、收購完成後之經營計畫，小股東均無置喙的空間。 

例如，2006 年間凱雷集團以每股 32.5 元之價格收購東森媒體九成股權，

但東森媒體卻以簡易合併方式逐出小股東，以每股 26 元之收購價買回其他小

股東之股票，東森媒體之小股東因而告上法院。台北地方法院裁定書指出東

森媒體原本是股票公開發行公司，但卻在出售給凱雷前 4 個月聲請撤銷公開

發行188以規避證交法第 43-1 條公開收購程序，使小股東喪失分享控制權溢價

之機會，台北地院因此認為東森以低價向小股東買股票屬「不公平交易」，

裁定東森應以每股 32.5 元向小股東收買股票189。 

另外，2007 年勇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美國橡樹資本（Oaktree Capital 
                                                 
187 然在實務上，在跨國多層次併購交易中，我國政府對於掌握取得人背後的自然人股東，實有一定程度之

難度。 
188 鑑於過去不少公開發行公司經董事會決議即可以撤銷公開發行，使廣大股東對於撤銷公開發行無發表意

見之權利，為了確保股東權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於 2006 年 4 月 24 日修正「股票櫃檯買

賣申請書」、「金融控股公司股票櫃檯買賣申請書」、「櫃檯買賣管理股票申請書」及「發行人申請有價證

券櫃檯買賣申請書件記錄表」等 4 種附表，要求於公告日後始申請上櫃之公司「應承諾修正公司章程將撤銷

公開發行列為應提股東會決議之事項」（證櫃審字第 0950100354 號），另於於 2006 年 4 月 27 日修正「興

櫃股票櫃檯買賣申請書」及「發行人申請興櫃股票申請書件記錄表」2 種表格，要求於公告日後始申請上櫃

之公司「應承諾修正公司章程將撤銷公開發行列為應提股東會決議之事項」，以維護股東適當表示意見之權

利（證櫃審字第 0950100379 號）。另依據「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申請書」之規定，申請

上市之公司應出具承諾書一份，承諾於上市掛牌後之最近期股東常會或股東臨時會時，修正公司章程，將撤

銷公開發行列為應提股東會決議之事項，且於上市期間均將不變動上開條文。  
189 自由時報報導，凱雷案交易不公 東森小股東勝訴 ，2007 年 6 月 22 日；經濟日報報導，持股不到六張 劉
連煜：股東行動主義成功，2007 年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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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LLC）在台設立之公司） 以每股 37.5 元之收購價，公開收購復

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復盛公司）100%股權，雖然在復盛公司的股東會上，

小股東抨擊大股東以低價將公司賣給外資，但在目前法令規範下，小股東並

無法阻止大股東出售公司股票190。但反觀復盛公司之董事長及其家族同意將

其持有之 46.85%之股權在公開收購過程中出售，然後再將出售所得價金轉投

資勇德國際，董事長家族實際上對於復盛公司之控制權不變，故本交易中，

收購價之多寡對於復盛公司之大股東不似對小股東般重要，而造成大小股東

不平等之情況。 

第一項 我國現行法規規範 

一、公開收購 

公開收購係指不經由有價證券集中交易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對

非特定人以公告、廣告、廣播、電傳資訊、信函、電話、發表會、說明

會或其他方式為公開要約而購買有價證券之行為（公開收購公開發行公

司有價證券管理辦法第 2 條）。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1 規定，任何人單

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取得公開發行公司已發行股份達一定比例者，除依

一定條件外，應採公開收購方式為之。另依公開收購公開發行公司有價

證券管理辦法第 11 條規定，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於 50 日內取

得公開發行公司已發行股份總額 20％以上股份者，應採公開收購方式為

之。 

強制公開收購之規定係為避免大量收購有價證券會影響個股之價

格，且基於股東平等原則，確保全體股東有被賦予參與大料股權移轉交

                                                 
190 中央社報導，小股東 將可推翻併購案，2007 年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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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之機會，並使全體股東得分享控制權溢價（control premium）191。 

股東平等原則是公開收購法制中重要的原則，對同種類的有價證券

持有人不得有差別待遇。落實在公開收購法制中包括公開收購人應以同

一條件收購，如應賣有價證券之數量超過預定收購數量，公開收購人應

依同一比例向所有應買人購買（公開收購公開發行公司有價證券管理辦

法第 23 條）；違反應以同一收購條件公開收購者，公開收購人應於最高

收購價格與對應賣人公開收購價格之差額乘以應募股數之限額內，對應

賣人負損害賠償責任（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2 第 2 項）。另外，應賣數

量超過超過預定收購數量時，公開收購人應依同一比例向所有應賣人購

買（公開收購公開發行公司有價證券管理辦法第 23 條）。 

二、異議股東收買請求權 

（一）公司法第 186 條規定：「股東於股東會為前條決議前，已以書面通知

公司反對該項行為之意思表示，並於股東會已為反對者，得請求公司

以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所有之股份。但股東會為前條第一項第二款

之決議，同時決議解散時，不在此限。」 

（二）公司法第 187 條：「前條之請求，應自第一百八十五條決議日起二十

日內，提出記載股份種類及數額之書面為之。股東與公司間協議決定

股份價格者，公司應自決議日起九十日內支付價款，自第一百八十五

條決議日起六十日內未達協議者，股東應於此期間經過後三十日內，

聲請法院為價格之裁定。公司對法院裁定之價格，自第二項之期間屆

滿日起，應支付法定利息，股份價款之支付，應與股票之交付同時為

之，股份之移轉於價款支付時生效。」 

                                                 
191 賴英照，股市遊戲規則 最新證券交易法解析，頁 192，2006 年 2 月。王藏偉，公開收購有價證券之制度

及運作淺析，證券暨期貨月刊，第 23 卷第 7 期（2005 年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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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法第 317 條：「公司分割或與他公司合併時，董事會應就分割、

合併有關事項，作成分割計畫、合併契約，提出於股東會；股東在集

會前或集會中，以書面表示異議，或以口頭表示異議經紀錄者，得放

棄表決權，而請求公司按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持有之股份。他公司

為新設公司者，被分割公司之股東會視為他公司之發起人會議，得同

時選舉新設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第一百八十七條及第一百八十八條

之規定，於前項準用之。」 

（四）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公司於進行併購而有下列情

形，股東得請求公司按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持有之股份：公司進行

第十八條之合併時，存續公司或消滅公司之股東於決議合 併之股東會

集會前或集會中，以書面表示異議，或以口頭表示異議經記錄，放棄

表決權者。但公司依第十八條第六項進行合併時，僅消滅公司股東得

表示異議。」 

第二項 我國現行法規之探討 

一、控制權溢價（control premium ） 

控制權溢價係指為取得公司之控制權，收購者付出超過一般股東股

價之額外對價。在股東平等下，每個股東似應享有同等權利，但收購者

有權利提供較高之購購價格給控制權股東，而以較低之收購價格收購非

控制權股東之持股，但若在為公開收購程序，收購者對所有股東應為相

同之對待。 

外國私募股權基金收購我國公司之交易常採二階段收購，第一階段

是以公開收購為之，收購至 50%以上之股權，第二階段可採取簡易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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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 form merger）或現金合併（cash out merger）方式逼迫小股東退

場，此時可能產生二階段收購價金不同之爭議，而產生對小股東不公平

之情事。 

前述東森媒體即為一實際爭議案例。就該案爭議，台灣台北地方法

院民事裁定 96 年度司字第 466 號認為：「按公司進行企業併購法第 19

條簡易合併時，其子公司股東於決議合併之董事會依第 19 條第 2 項公告

及通知所定期限內以書面向子公司表示異議者，得請求公司按當時公平

價格，收買其持有股份，並準用公司法第 187 條及第 188 條之規定，企

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2 項定有明文。其中所謂「當時公平

價格」為何，固然學說及實務上有多種評價之主張及見解，非訟事件法

第 182 條第 1 項亦規定法院於必要時，得選任檢查人就公司財務實況，

命為鑑定；惟如在客觀上，已有其他證據得足資判斷，本諸公司合併朝

簡化及明確化之目標，並兼顧異議股東之保護，在審酌當時公平價格

時，非不得以該客觀上之證據判斷之，例如於非上市公司，雖無市場交

易價格得資參酌，然如享有公司控制權之大部分股東於決議合併前已將

持有股票以特定價格出售，基於公平原則，亦非不得以該價格為決定決

議合併時公平價格之參考依據。次按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取得

公開發行公司已發行股份總額達一定比例者，除符合一定條件者外，應

採公開收購方式為之，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1 第 3 項亦定有明文，此即

為開發行股票公司強制公開收購之規定，其目的在於確保全體股東均有

公平出售股票的權利，並能分享控制股份之溢價利益，同時讓股東在公

司經營權發生變動時，得選擇退出公司，因此如原為公開發行股票公

司，嗣撤銷公開發行，再購買該公司大部分股票，取得經營權，復進行

合併者，本諸誠實信用原則及公平原則，並參酌上開立法目的，亦應得

以該價格為決定合併時收買異議股東股票之公平價格，如此始能發揮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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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收買請求權監控大股東不法行為之功能，周全保護少數小股東。」 

我國實務見解確認在公開收購制度下，買方收購大股東股權的控制

權溢價，小股東亦得分享之，並非由大股東獨享。因小股東在現金逐出

合併中，已無收買請求權以外之選擇，本諸於股東平等原則，小股東應

與應募大股東或管理階層享有同樣的收買股份價格，筆者亦贊成該實務

見解。 

二、異議股東股份買回請求權 （Appraisal Right） 

異議股東股份買回請求權係指當公司大多數股東就公司併購或重大

資產出售作出決議時，異議之少數股東擁有要求公司對其持股進行評

估，並由公司以公平價格購回其持股之權利。因為現代公司的股東會運

作多採取多數決原則，多數決原則下將導致小股東無法阻止大股東對於

公司之決策，故異議股東股份買回請求權成為小股東權利之保障。關於

股份收買請求權之功能，一般傳統認為具有保護少數股東之功能，近來

更有學者主張股份收買請求權具有創造使公司價值最大化之誘因之功

能，甚至認為股份收買請求權可以監控控制股東之不法行為192。 

承前，我國公司的小股東倘不同意私募股權基金收購價格，僅得行

使異議股東股份買回請求權，要求公司以當時公平價格買回其持股。惟

何謂「當時公平價格」？我國公司法並未做出定義。現行司法實務對於

異議股東行使股份收購權公平價格認定標準不一，對於集中市場交易之

股票，有法院是以股東會決議日之集中交易市場作為收買價格，有些法

院是以股東會決議日之收盤價為公平價格，有些是以股東會決議日之最

高價格加上最低價格之平均價為公平價格。對於未上市櫃之公司之股份

公平價格，法院實務尚無統一認定標準，有法院認為應以公司資產淨值

                                                 
192 劉連煜，現代公司法，2008 年 9 月，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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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判斷基礎193。 

觀之美國對於異議股東買回請求權之規範，以美國模範公司法第 13

章為例，當公司進行合併、股權交換、出售重大資產時，異議股東可以

行使股份買回請求權194。當公司進行上述交易時，公司需在召集股東會

通知書上表示股東是否享有股份買回請求權，如果公司確認股東應享有

股份買回請求權，公司應將本規定附在會議通知裏，讓股東瞭解其如何

主張權利195。異議股東必須在股東會之前以書面通知公司，倘該議案通

過，其將行使買回請求權，並且該異議股東不得於於股東會上投票贊成

該議案196。股東會後 10 內，公司應以書面通知股東，說明股東提交給付

請求書及存放股票之時間與地點，異議股東應在 40 天至 60 天內提交給

付請求書及存放股票197，公司收受上列文件及股票後，應提出由公司估

算的股票公平市價（fair market value），若異議股東不滿意該價格，必

須於接獲公司價格後 30 日內，以書面提出自己所估算之價格198。若公司

與股東雙方對於公平市價之金額無法達成合意時，公司應於收到給付請

求書後 60 日內，請求法院判斷公平價格。法院得指定一位或多位獨立之

評估師（appraiser）對於股份公平市價做出判斷199。上述司法費用（包

括訴訟費及評估師費用）除非法院認定異議股東進行該訴訟是非善意且

無根據的，原則上應由公司負擔200。美國紐約州公司法規定，法院在認

定公平價值時，應考量系爭交易之性質及證券及財務市場所採用決定相

同產業公司在相同環境下之公司股份價值之方式201。 
                                                 
193 

同上註，頁 119。 
194 Revised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13.02(a) (2003 3rd Edition). 
195 Revised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13.20. 
196 Revised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13.21. 
197 Revised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13.22 and 13.23. 
198 Revised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13.24 and 13.26. 
199 Revised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13.30. 
200 Revised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13.31. 
201 N. Y. Bus. Corp. Act § 623 (h)(4). 原文節錄 “In fixing the fair value of the shares, the court shall consider the 



118 

鑒於我國證券交易市場有漲跌限制，若法院比照現金合併價格或依

上市公司股東會併購決議日或前後一段期間之收盤價為準，而無法另為

獨立決定之公平價格，對小股東保護實為不足，故我國立法例可以參考

美國公司法之規定，當異議股東與公司間對於收買股份之公平市價無法

達成合意時，法院應審酌各種財務金融專家評估股價之模式決定合理市

價，而非僅以證券市場之成交價或公司淨值為參考202。 

另外，對於法院訴訟費用之負擔，我國公司法亦可以參考美國模範

公司法之規定，原則上由公司負擔，例外由異議股東負擔，一方面可以

使經濟弱勢之異議股東得於法院主張其權利，又能防止個別股東濫用權

利，以訴訟要脅公司支付不合理之股價。 

                                                                                                                                                              
nature of the transaction giving rise to the shareholder's right to receive payment for shares and its effects on the 
corporation and its shareholders,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then customary in the relevant securities and financial 
markets for determining fair value of shares of a corporation engaging in a similar transaction under comparable 
circumstances and all other relevant factors.” 
202 劉連煜，公司合併態樣與不同意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月旦法學雜誌第 128 期，頁 33，35，2006 年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