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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私募股權基金之簡介 

第一節 私募股權基金之定義 

私募股權基金實際上並無固定的法律定義。望文生義，不透過公開發

行，私底下募集之基金屬於私募基金；私募股權基金是以投資股權為主要投

資目標之私募基金。茲列舉幾個私募股權基金之定義以利瞭解私募股權基金

之內涵： 

一、國際貨幣組織（IMF）：IMF 出版的報告中定義私募股權基金為「透過

非公開股權合夥所募集之資金。投資包括融資收購（Leveraged 

Buyouts）、夾層融資（Mezzanine）及創投基金（Venture Capital）。 除

了私募股權公司外，其他符合資格之投資人包括退休基金、金融機構以

及有財力之投資人。」2 

二、英國 House of Commons：英國 House of Commons 出版之報告定義私募

股權基金為：「不在公開市場掛牌、投資公司股權之資金，包括各種類

型的公司，自小型之創投基金至大型基金公司」。3 

三、「中國私募股權基金法律實務操作」一書定義私募股權基金為「通過私

募形式，獲得較大規模投資資金，形成基金資產，交由基金託管人託管

和基金管理人管理。基金管理人以專家理財方式，對非上市企業進行權

                                                 
2 See IMF,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Financial Market Turbulence,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Policies, Oct. 
2007,  p. 114. 原文： “Private Equity Funds Pools of capital invested by private equity partnerships, Investments 
can include leveraged buyouts, as well as mezzanine and venture capital. In addition to the sponsoring private equity 
firm, other qualified investors can include pension fund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wealthy individuals.”   
3 See House of Commons Treasury Committee, supra note 1, at 5. 原文： “The term “private equity”, meaning the 
equity financing of companies not quoted on the stock market, covers a wide range of businesees, from small venture 
capital firms to large portfolio como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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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型投資，投資人按照其出資額分享投資收益，承擔投資風險。」4 

四、Investor Words.com 定義私募股權基金為「基金的投資標的多為私募的股

票，一般基金會以取得投資標的公司之私募股票，且取得該公司之控制

權。倘若私募股權基金取得公開公司之控制權時，私募股權基金一般會

讓該公司下市。待經過幾年的業務調整，私募股權基金會將該公司重新

上市」5。 

第二節 私募股權基金之種類 

私募股權基金若按照組織型態區分，分有公司型、有限合夥型（Limited 

Partnership）及信託型基金；倘若依私募股權基金投資標的區分，可以分為創

投基金（Venture Capital Fund）、收購基金（Buyout Fund/M&A Fund）、重

建型基金（Turnaround/Reorganization/Restructure Fund）、產業投資基金及房

地產投資基金等。茲分述如下： 

第一項 依私募股權基金組織區分 

依照組織型態區分，私募股權基金分為公司型、有限合夥型及信託型基

金： 

                                                 
4 關景欣編著，中國私募股權基金法律實務操作，頁 1，2008 年 3 月出版。另外天下雜誌對私募股權基金之
定義為「不是從公開市場、向不特定的大眾募集而來之資金，都稱作私募基金。這些基金只要投資在企業的
股權，就是私募股權基金」。楊淑娟，新金錢帝國私募基金風暴完全解析，天下雜誌，第 363 期，頁 113， 
2007 年 1 月 3 日。 
5 原文如下：A fund which invest its money in private equity, often in attempts to gain control over companies in 
order to restructure the company. When the fund gains control of a company, they will usually take the company off-
the market if it is not private already, go through a multi-year restructuring process, and then relist the company on 
the stock market.  The website of Investor Words.com, available at 
http://www.investorwords.com/6892/private_equity_fund.html (last visited on Sep. 10, 2008).     



7 

一、公司型 

公司型私募股權基金是指以公司法為基礎，由具有共同投資目的之

投資人設立之公司，其設有董事會及股東會。基金公司董事會與其他股

份公司的董事會一樣，是基金公司的常設管理機構，負責公司管理的一

切事宜。基金之投資人即為該公司之股東，享有股東所應享有的一切利

益，如參加股東大會、對基金公司重大決策有投票權、分享公司收益或

虧損。公司型私募股權基金可以自己管理基金，也可以聘請外部顧問公

司進行基金之投資及管理6。 

在美國，公司型基金最大之缺點是雙重課稅之問題，除公司收益將

以公司名義課以所得稅外，股東收取股利時，股東個人亦要繳納個人所

得稅。 

二、有限合夥型 

有限合夥是歐美私募股權基金主要的組織型式，因為有限合夥可以

避免雙重課稅之問題。在美國有 80％私募股權基金是採用有限合夥之組

織7。基金的投資人是有限合夥人（Limited Partner），即私募股權基金

資金的提供者，以出資額為限負有限責任，有限合夥人投資額一般占總

資本的 99%，但不參與資金管理。另外，有豐富投資經驗的基金經理人

擔任普通合夥人（General Partner），對外得代表該基金，對內負責資金

的控管、投資標的選擇及管理，普通合夥人對基金的風險承擔無限責

任。普通合夥人一般會象徵性地投入少量資本，一般占基金總額的

1%。 

基金經理人之報酬包括（1）管理費（management fee/advisory 

                                                 
6 任紀軍編著，私募股權資本，頁 166，2007 年 8 月出版。中國收購兼併研究中心編著，中國需要私募股權
投資基金嗎？頁 9，2007 年 4 月出版。 
7 See Stephen D. Prowse, The Economics of the Private Equity Market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Economic 
Review, Third Quarter 1998,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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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一般為基金總額的 1％至 2％，及（2）有限合夥之利潤（share of 

the partnership’s profits，又稱附帶收益（Carried Interest）），一般為基

金淨收入之 20%8。私募股權基金給予基金經理人分配利潤之權利，除為

了激勵基金經理人投入大量人力及技術，亦為使普通合夥人與有限合夥

人之利益一致，共同分擔基金投資之收益及損失，使基金經理人重視基

金表現之業績9。 

三、信託型基金 

信託型私募股權基金是指以信託法為基礎，由基金管理公司設立信

託，並發行基金受益憑證以募集資金。信託契約是信託型基金必備文

件。契約型基金的三方當事人分別是基金受益人、基金管理人和基金保

管人10： 

（一）基金受益人 

投資人投資基金受益憑證而成為基金受益人，受益人得享有

基金投資獲利，一切投資風險由投資者自行承擔。基金受益人是

透過受益人大會的表決權來行使其權利。受益人大會是基金的最

高權力機構，一般而言，每年舉行一次受益人大會。 

（二）基金管理人 

基金管理公司是基金之設計者，亦是信託關係中的委託人。

對於基金資產之運用，基金管理公司有決定權。 

（三）基金保管人 

基金保管公司即是基金信託契約的受託人，保管公司根據基

金管理人的指示保管信託財產（即因私募受益憑證所得之資

                                                 
8 Id. at 32.  
9 同前揭註 6，頁 27。 
10 同前揭註 6，頁 168。鍾淑貞編著，信託百科，頁 240-243，20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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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基金保管人一般由銀行或信託投資公司等金融機構擔任。

信託之基金財產係獨立於基金管理人和基金保管人之資產之外，

若因基金管理人和基金保管人經營不善而倒閉，該等公司之債權

人方都不能處分基金資產。 



10 

第二項 依私募股權基金投資標的區分 

依私募股權基金投資標的，私募股權基金主要可分為創投基金、收購基

金及重建型基金： 

一、創投基金（Venture Capital Fund） 

創投基金又稱為風險基金或創業基金，投資標的多為高科技公司或

新設公司（startup company），因為該等公司因營收不穩定而難以在公

開市場獲得資金，故需要創投基金之挹注。 

創投基金之特色包括： 

（一）創投基金必須承擔公司從「無」到「有」之風險，投資風險較

高。 

（二）相對於收購基金，創投基金需具備高科技業之知識及產業分析預

測之能力。 

（三）投資期限一般會超過 2 年，投資方式以股權投資為主，但多不要

求對基金投資之公司持有控制性股權11。 

二、收購基金（Buyout Fund/M&A Fund） 

收購基金之投資標的通常是已經成熟穩定的公司，具有成熟的產品

及市場，並有穩定之獲利和現金流量（Cash Flow）。收購基金以收購公

司經營權為目的，積極介入公司經營。一般而言，收購基金主要收購方

式有下列兩種： 

（一）槓桿收購（Leveraged Buyout；LBO）：槓桿收購之目的是收購基

金之自有資本獲得更高利潤。收購基金只拿出部份自有資金（平

均只有併購金額的兩成），其餘併購金額均向銀行借款，透過槓

                                                 
11 盛希泰，投 1 賺 10 的神話—海外私募股權基金八大家族，頁 15，2007 年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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桿來提高收購基金的投資內部獲利率（IRR）以及降低其投資風

險。收購基金通常會先設一個 SPV／SPC（特殊目的公司），由

特殊目的公司向金融機構借入過渡性貸款（bridge loan）作為買

入被投資公司之對價，當特殊目的公司與被投資公司合併後，特

殊目的公司之債務由被投資公司承受，貸款之利息將由被收購公

司未來之現金流來支付。 

（二）管理層收購（Management Buyouts；MBO）：管理層收購係指公

司的管理階層收購公司之股份（管理階層亦可能以舉債方式籌措

收購基金，為 LBO 之一種），透過收購交易，公司之管理階層會

成為公司之所有者，進而達到公司組織重組之目的。因為公司管

理階層往往對公司營運非常瞭解，並有很強的經營管理能力，此

種收購會解決收購者與公司內部人資訊不對稱之問題，並降低代

理成本。 

近年來，創投基金亦有從事收購股權之交易，故創投基金與收購基

金之界限並非十分清楚。以下表分析收購基金與創投基金之主要差異： 
 

 收購基金 創投資金 

退場管道 退場管道多元，投資回收快 以 IPO 為主 

投資標的 成熟、現金流穩定之公司 未上市公司、高科技業 

風險 投資標的由「有」到「更好」風險 投資標的由「無」到「有」風險，

風險高 

參與經營 取得控制股權，主動參與經營 較少參與經營 

投資方式 常利用財務槓桿 少利用財務槓桿 

基金提供之專

業技能 

經營管理，財務規劃 高科技知識，產業分析 

投資回收來源 財務槓桿、提升公司經營效率 高風險承擔 

資料來源：楊子江，私募股權基金與創業投資，中央銀行季刊第 29 卷第 2 期，第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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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2007 年 6 月；Guy Fraser-Sampson, Private Equity as an Asset Class, p. 9 

（Wiley Finance, April 30, 2007）。 

三、重建型基金（Turnaround/ Reorganization/Restructure Fund） 

與收購基金投資穩定營運之公司不同，重建型基金主要投資標的是

經營不善之公司。當一家公司營運出現危機時，其股東往往急於拋售公

司股票，重建型基金即得以極低之價格入主該公司，待該公司財務及業

務上的問題獲得改善致股價上升後，重建型基金即可出脫獲利。因為重

建型基金當初投資的成本低廉，其投資獲利亦十分驚人。 

四、其他 

例如產業投資基金是以投資基礎建設為主；房地產投資基金是以房

地產為投資對象12。 

第三節 私募股權基金之特點及優、缺點 

第一項 私募股權基金之特點 

一、高風險及高報酬 

如前所述，創投基金投資標的是營運尚未上軌道之新創公司，收購

基金則多以高槓桿融資從事收購交易，可知私募股權基金之本質即是從

事較高風險之交易方式。 

高風險亦帶給私募股權基金高報酬之獲利表現。英國私募基金至

2006 年平均 10 年的年獲利率為 16％13。私募股權基金之獲利亦有倍數

者，例如 2003 年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及中國鼎暉投資基金管理公司投資

                                                 
12 同前揭註 6，頁第 30、33 頁。 
13 See House of Commons Treasury Committee, supra note 1,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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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寧公司 1850 萬元，2004 年李寧公司在香港聯交所上市後，投資回報

預計為 10 倍14。但私募股權基金並非每年都可以有高報酬，據統計基金

成立的前 6 年其投資報酬率（IRR）可能是 0 甚至是負數，但基金成立

後第 6 年開始 IRR 會呈現正數，基金成立後第 12 年，IRR 可以到達 20

％15。 

附表可說明私募股權基金之報酬率一般均較 S&P 500 指數及

NASDAQ 指數佳： 

統計資料至 2006 年第三季 

基金類型 近 1 年 近 3 年 近 5 年 近 10 年 近 20 年 
創投型 10.8% 9.4% -1.0% 20.5% 16.5% 
併購型 23.6% 15.6% 9.2% 8.8% 13.2% 
全體私募股

權基金 
19% 13.2% 5.9% 11.2% 14% 

S＆P500 9.7% 9.9% 8.7% 7.5% 11.4% 
NASDAQ 5.5% 7.8% 5.2% 7.1% 9.7% 
資料來源：陸君芬，私募股權基金簡介，台灣工業銀行證券投顧，2007 年 3 月16。 

二、以合夥制為主的企業組織 

歐美的私募股權基金多採合夥制，基金經理人是普通合夥人，負責

管理基金，同時也提供少部份合夥基金（通常是 1%），而投資人是有

限合夥人，提供基金主要資金（通常是 99%的資金），僅對基金負有限

責任。 

三、權益型投資 

私募股權基金之投資標的多為公司之股權，例如普通股、特別股或

                                                 
14 同前揭註 4 關景欣，頁 11。 
15 Guy Fraser-Sampson, Private Equity as an Asset Class, p. 26 (Wiley Finance, April 30, 2007).  
16 Available at https://www.ibt.com/UserFiles/960301-Report.pdf (last visited on Nov. 1, 2008). 



14 

可轉換公司債，甚或取得被投資公司之控制性股權，而較少進行債權型

的投資。 

四、長期投資 

私募股權基金通常進行長期之投資，私募股權基金一般有 7 年至 10

年的期限，待被投資標的公司成功上市或體質改善後，才會出售股票以

實現獲利。在該等期限內，合夥人之出資贖回將受到限制。 

五、外部投資者與管理者利益一致 

（一）在私募股權基金內部：為解決代理問題，於私募股權基金有限合夥之

協議中，投資人將提供支付基金經理人管理費、附帶收益等報酬，甚

至在基金業績到達一定標準時，給與基金經理人一定的股份。透過這

種安排，把代理關係改變為合夥關係，由投資人與基金經理人共同分

擔收益和風險，促使基金經理人重視基金之業績。 

（二）就被投資之公司：因為私募股權基金投資績效與被投資公司的經營成

功與否息息相關，私募股權基金通常會進入被投資公司之董事會，參

與該公司之營運及經營策略，促使被投資公司追求最大利潤。因為追

求最大利潤之共同目的，會減少私募股權基金與公司不同意見之產

生。 

第二項 私募股權基金之優、缺點 

一、私募股權基金之優點 

（一）獲利佳 

如前所述，募股權基金之報酬率均較 S&P 500 指數及 NASDAQ

指數佳。另以歐洲為例，至 2004 年 9 月底，私募股權收購基金 1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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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報酬率是 11％，亦有高達 40.7％之報酬率17。 

（二）管理分工 

在私募股權基金的有限合夥制度中，有資金但無專業管理能力、

亦不願意負擔無限責任之投資人擔任有限合夥人，而有投資專業之基

金管理人擔任普通合夥人，因為基金經理人要對基金承擔無限責任，

他努力於提高基金之投資業績，同時提升被投資公司之價值。 

（三）對被投資公司挹注資金及管理專業 

私募股權基金投資被投資公司後，除挹注公司發展所需資金外，

因為私募股權基金多會進入標的公司之董事會，並高薪延攬該行業之

專業人士進入公司管理階層，此有助於公司業務及財務方面之發展，

且促進公司監理及資訊透明之進步。例如，S.A.C. Private Capital 

Group 透過 S.A.C. PEI Taiwan Holdings B.V.及奇異資融（GE Money）

透過奇異資融股份有限公司入主萬泰銀行後，除董事會由 SAC 及 GE

主導外（董事長為 SAC 指派之 Simon William），亦重金延攬前中信

銀美國子行總經理周榮生（Steve R.S. Chou）擔任總經理暨執行長，

萬泰銀董事長夏維廉也從花旗銀行找來二位專業經理人負責風控和財

富管理18。 

（四）投資彈性高 

因私募股權基金之資金係以私募方式募得，不涉及公開市場，故

無需向一般公募基金對外揭露基金投資細節。倘若私募股權基金收購

一公開發行公司，並使該公司撤銷公開發行後，該公司將無須依照證

券交易法相關規定對外揭露公司營收或獲利。 

在台灣，因台灣自然人或法人投資大陸受到投資額度及投資產業

                                                 
17 Private Equity International, A Guide to Private Equity Fund of Funds Managers, p. 8,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peimedia.com/islamic/productimages/Media/000/165/752/Sample-3.pdf (last visited on Nov. 30, 2008).  
18聯合新聞網報導，中信銀周榮生 傳跳槽萬泰銀，2008 年 2 月 22 日。 



16 

之限制，倘若台灣公司被外國私募基金合併而成為外國公司後，將不

受到台灣當局對大陸投資之規範，而增加該公司赴大陸投資之彈性。 

二、私募股權基金之缺點 

（一）流動性低 

私募股權多為中長期投資，一般而言基金存續期間長達 7 年至 10

年，投資人之投資有贖回限制，除非私募股權金存續期間屆滿或特定

條件成就，投資人不得要求提前贖回投資。相較於公開證券市場之投

資人，私募股權基金投資人之投資流動性較低。 

（二）市場資訊不透明 

私募股權基金通常不受證券主管機關要求公開揭露資訊之規範，

外部人難以取得私募股權基金之資訊。即使是私募股權基金之投資

人，也可能因為私募股權基金提供過於複雜之資料，以及私募股權資

產不能經常進行市場評估，且難以與其他基金比較等因素，導致投資

人無法得知投資真正風險而作出錯誤的投資決定19。 

（三）利益衝突之問題 

利益衝突可能會發生在基金管理人與投資人之間、投資人之間和

基金管理人對於私募股權基金之責任以及其對於被投資公司之責任的

衝突等層面，當利益衝突發生將損害投資人之利益。 

（四）投資成本較高 

除應支付給基金管理人之管理費用及附帶收益外，私募股權基金

經營之成本尚包括交易費用（ transaction fees，約為投資金額之的

0.5%至 2%）、為基金完成收購交易之交易成功費（success fee）、監

控標的公司營運的費用（monitoring fees）、法律查核費用、稅務、會

                                                 
19 UK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Private Equity: A Discussion of Risk and Regulatory Engagement, p. 77 
(Novemb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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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等費用20，私募股權基金整體投資成本不低。 

（五）過高融資槓桿 

如前所述，當私募股權基金進行 LBO 時，收購金額之兩成是自有

資金外，其餘八成均是向銀行借貸。據統計在 2006 年至 2007 年全球

重大私募股權基金交易之槓桿成數可從 2.49 倍至 12.42 倍，平均值為

7.24 倍21。 

因私募股權基金以高財務槓桿方式入主被投資公司後，該公司未

來之收入將用來支付該借款之利息，如此一來，被投資公司利潤將減

少，造成資本弱化。倘若被投資公司營收不足以如期清償債務，或是

市場利息不斷攀升，恐對私募股權基金之績效、被投資公司之營運，

甚至借款之金融機構有重大不利之影響。例如舊金山私募股權基金佛

萊門以 3 億美元買下營養點心業者尼爾森後，尼爾森共向銀行借款 1

億美金，其中半數是支付佛萊門股利。之後尼爾森營運未見改善，無

力支付利息，最後走上申請破產一途22。 

另外，倘若因金融風暴致銀行資金流動性失靈，連帶會提高私募

股權基金向銀行借款之困難度，而使私募股權基金發展空間受限23。 

（六）降低公開募集市場之效益 

因私募股權基金之高獲利吸引大量資金（例如退休基金、保險基

金等）進入私募股權市場，而降低對於公開證券市場投資之數量與投

資金額。另外，若具有潛力之公司獲得私募股權基金資金挹注，則無

需進入公開證券市場籌措資金，故私募股權基金將降低公開募集市場

                                                 
20 同前揭註 6，頁 36。Id. at 24.  
21 國際私募股權基金之發展與監理，台北外匯市場發展基金會委託計畫（計畫主持人李存修教授），頁
17，2008 年 6 月。 
22 楊淑娟，台灣企業為何熱情擁抱私募?，天下雜誌，第 363 期，頁 131， 2007 年 1 月 3 日。 
23 經濟日報報導，避險、私募基金 下個要倒的骨牌，2008 年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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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模。 

第四節 私募股權基金設立過程及市場之參與者 

第一項 私募股權基金設立過程 

私募股權基金設立過程有募集資金、決定投資標的、經營被投資公司以

及退場等四個步驟。 

一、募集資金（Fund raising） 

（一）尋找潛在投資人：私募股權基金潛在投資人除其既有客戶外，另外可

以透過投資仲介經理人（Placement Agent）協助尋找投資人。 

（二）提供相關文件給潛在投資人：私募股權基金應提供投資相關文件予潛

在投資人，例如投資說明書（Private Placement Memorandum ）、有限

合夥契約（Limited Partnership Agreement）、認股契約等，使投資人

判斷是否投資該基金。另外，為保持私募之性質，私募股權基金不得

以公開方式對不特定人為宣傳或公開招攬之方式募資。 

（三）投資人決定投資：若潛在投資人決定投資，應依有限合夥契約之約定

繳納出資額。 

二、決定投資標的 

私募股權基金收受投資人之資金後，將決定投資之標的，其步驟如下： 

（一）分析整體市場狀況 

（二）尋找投資標的（Deal Searching） 

（三）尋找合適之管理人（Manager Searching）：因私募股權基金並非消極

投資人，通常會直接介入被投資公司之經營管理，故私募股權基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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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到在該產業有經驗之管理人來管理該公司。 

（四）對擬投資之公司進行法律及財務實地審查（Due Diligence）：私募股

權基金應對該公司之業務、組織、財務、會計、稅務、員工、訴訟及

技術，進行徹底的審慎查核。此將左右私募股權基金是否投資該公司

以及投資之價格。 

（五）決定投資與否 （Investment Decision）：私募股權基金依實地審查之結

果，判斷是否進行投資。 

三、經營被投資公司（Operate the company and ongoing monitoring） 

私募股權基金進入被投資公司之董事會後，將監督公司營運及財務

表現。相較於歐美，在亞洲敵意收購（hostile takeover）並不多見，故私

募股權基金投資標的公司後，多會留用公司原有管理階層，但亦有更換

高階主管者，例如 SAC 入主萬泰銀行後，即更換董事長和總經理。 

四、退場機制 

私募股權基金對被投資公司持股一段期間後，待被投資公司體質改

善，將選擇適當退場時機及退場方式了結獲利。私募股權基金之退場機

會重大影響基金投資人之投資收益，多在交易初期即已詳細規劃退場機

制。私募股權基金退場機制包括以下幾種方式： 

（一）股票公開上市（IPO） 

倘若私募股權基金投資之股權為非上市櫃股票，當標的公司之股

權上市時，私募股權基金得出脫持股，獲利了結。例如大陸蒙牛乳業

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蒙牛」）的案例。1999 年牛根生創立內蒙古

蒙牛乳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蒙牛」）。2002 年 10 月摩根斯丹

利（Morgan Stanley）、鼎暉和英聯三家國際投資基金投資蒙牛约美金

2,597 萬元共同投資，並於 2003 年再投資美金 3,523 萬元。獲得資金

挹注後蒙牛業績成長迅速，並順利於 2004 年 6 月在香港掛牌上市，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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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售 3.5 億股。2004 年 12 月以來，三家國際投資機進行三次拋股變

現，三次套現金額高達 26.125 億港元，投資獲利約近 550% 24。 

（二）轉賣給其他私募股權基金 

私募股權基金得將其持有投資標的公司之股權轉售予其他私募股

權基金。例如凱雷集團於 1999 年 10 月成立台灣寬頻，台灣寬頻先後

投資台灣 5 家有線電視台。2006 年凱雷以 8.9 億美元之價格出售 100

％台灣寬頻之股權，其中 60%出售予麥格理媒體集團（Macquarie 

Media Group），另外 40％股權出售予澳洲投資銀行麥格理銀行。 

（三）轉賣給其他公司 

私募股權基金得將其持有投資標的公司之股權轉售予其他公司。

例如東隆五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東隆五金」）於 1998 年爆

發管理階層不當挪用公司資產，且公司無法依規定如期提供第三季財

務報告，證期會於 1998 年 11 月 9 日決定東隆五金股票暫停交易。東

隆五金董事會隨即向嘉義地方法院聲請重整，但遭法院駁回，嗣後債

權銀行代表聲請重整，法院於 1999 年 4 月准以重整。東隆五金負債高

達 80 多億元，匯豐銀行為東隆五金最大之債權銀行。2000 年 12 月東

隆五金召開臨時股東會，選任董事 7 人，其中 5 席董事由香港匯豐直

接投資（亞洲）（下簡稱「匯豐」）指派之。匯豐開始經營公司後，

透過處理債務及減資方式，改善資本結構；處分閒置資產；以及促使

公司轉型等方式，使東隆五金終於在 2001 年初經法院裁定重整完成，

成為國內第一件上市公司重整成功的案例25，並在 2006 年 3 月 23 日恢

復正常交易。因東隆五金每股淨值由 2001 年的負數上升到 2005 年的

                                                 
24 蒙牛乳業創造中國乳業神話，http://www.rztong.com.cn/shownews.asp?rec=4080 (last visited on Sep. 15, 
2008)。 
25 台新銀行官方網站，2006 年 3 月 7 日最新消息，
http://www.taishinbank.com.tw/main/news.jsp?SESSIONID=&fid=F30000000&rowId=3489 (last visited on Sep. 15,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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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1 元，2006 年特力股份有限公司與匯豐簽訂股權買賣協議，以

21.78 億元向匯豐買下 68％之東隆五金股權，匯豐投資東隆五金近 7

年後，投資報酬率約為新台幣 5 至 6 億元26。 

（四）售回給公司的大股東 

當私募股權基金投資一公司時，即與該公司之大股東約定，於一

定條件成就時私募股權基金享有賣回權 （put option），意即私募股權

基金得請求標的公司大股東或管理階層買回其持股之權利。例如在

1997 年底，美國華平投資集團（Warburg Pincus，下稱「華平」）、

中創、富達三家公司共投資大陸亞信科技（中國）有限公司（下稱亞

信公司）1800 萬元，占 30%之股份，其中華平投資 1100 萬元。2006

年 11 月，華平退出，移轉其持有之 805.02 萬股普通股（約 1.88%）之

股票與中信資本控股公司及亞信兩位創始人田溯宇和丁健，取得資金

3800 萬元27。 

（五）企業清算 

若私募股權基金所投資之公司營運不佳致公司無法繼續營運，該

公司得自願或非自願性的解散清算，私募股權基金將透過清算程序退

出投資。 

第二項 私募股權基金市場之參與者 

私募股權基金市場之參與者除基金投資人外，亦包括中介機構、顧問及

被投資公司，茲分述如下： 

 
                                                 
26 證期局 95 年度委託研究計畫，研究報告「私募股權基金之市場發展現況、國外相關規範及可能引發之問
題」，研究單位：理律法律事務所，頁 35，2007 年 9 月 27 日。 
27 清科研究中心，2006 年中國私募股權年度報告，頁 108，2007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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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資人 

依各國法規，私募基金之投資人一般為具有財經投資專業之機構法

人以及有一定資力之自然人。在美國，公司及政府退休基金約佔私募股

權基金所募資金之 40%，基金會、銀行控股公司（Bank Holding 

Company）及有資力之個人各占 10%。在 2001 年至 2005 年間，歐洲私

募股權基金之投資人結構，以銀行、退休基金及保險公司為主28。投資

人投資私募股權基金之目的係期待較高之報酬率，並期待投資多樣化而

分散風險。 

二、私募股權基金 

在美國有 80％中介機構公司是採用有限合夥之組織，其他型態包括

投資公司及中小企業投資公司（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 Companies）
29。 

三、顧問及仲介經理人（Placement Agent） 

顧問及仲介經理人所扮演之角色包括替投資人尋找可以投資之私募

股權基金、替私募股權機基金籌措資金以及替發行人發行私募有價證

券。 

四、被投資公司 

各公司因其發展階段不同，尋求私募股權基金之理由亦不同，以下

表分述如下30： 

 

 

 

 
                                                 
28 同前揭註 21，頁 30。 
29 See Stephen D. Prowse, supra note 7, at 24. 
30 Id. at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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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性 新設公司之初期 新設公司之後期 閉鎖型公司 
財務危機之 

公司 
上市收購 

（public buyout） 

公開發行 
公司 

規 模 

公司收益在

0 至 美 金

1500 萬 元

間 

公司收益在

美 金 1500
萬元至 5000
萬元間 

公司有穩定現

金流入（美金

2500 萬元至 5
億元間） 

任何規模 任何規模 任何規模 

尋求資

金之用

途 

促進公司之

高成長 
促進公司之

高成長 
促進公司發展

公司負債過

多，公司營

運發生問題 

公司表現不

佳，公司有

較多可支配

之現金 

視個 案 而

定 

尋求私

募基金

之理由 

公司開始營

運需要資金  

擴張廠房及

營業；使早

期投資人退

場 

公司所有權之

變更；購買新

廠房 

改善公司營

運 
管理階層之

變更 

1.公司資訊

之保密 
2.市場對公

開 發 行

公 司 不

利 



24 

以下簡圖可解釋私募股權基金市場參與者所扮演之角色及其功能

31： 

 

                                                 
31 Id. a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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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與其他基金之區別 

第一項 避險基金 

第一支避險基金是在 1949 年由 Alfred Winslow Jones 創立，其基金的操

作策略是以放空（short sales）及高度槓桿操作，消除市場變動對投資組合之

影響，僅留下股票本身之風險，達到降低投資風險之目的32。全球避險基金

所管理之資產總額（asset under management）於 2007 年底已超過美金 1.5 兆

元，基金商品估計超過 9,000 檔33。國際間有名之私募股權基金有索羅斯成立

的量子基金（Quantum Fund）、老虎基金（Tiger Fund）及長期資本管理公司

（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等。 

避險基金與私募股權基金有諸多相似之處，包括避險基金之資金來源是

向具有資力之富人私募而來，且其投資有回贖限制；基金多採有限合夥之型

態；基金經理人除可以收取約 1.5%的管理費用之外，當利潤超過某個水準之

後，其可以再獲得 15%至 25%左右的績效獎金（incentive fee）；基金不會對

外公佈資產操作績效之資料；以及受到各國法律規範較少。 

避險基金與私募股權基金主要差異處在於：（1）避險基金運用多空雙面

操作，通常靠期貨或選擇權這類高槓桿比的衍生性金融商品，追求絕對之報

酬率，且與市場關聯度低34，及（2） 避險基金之投資多限於消極投資，不會

介入被投資公司之營運管理。 

                                                 
32 林金賢，何謂避險基金，頁 1，http://beaver.dlc.ncnu.edu.tw/projects/emag/article/200601/何謂避險基金.pdf, 
（last visited on Oct. 28, 2008）。 
33 財團法人台北外匯市場發展基金會報告，避險基金之操作策略、報酬及風險，頁 1，2008 年 6 月，

http://www.tpefx.com.tw/htm/found2008b.pdf (最後拜訪日 2008 年 11 月 1 日)。 
34 惟市場風險得藉由基金經理人操作策略降低，亦可能因為槓桿操作而放大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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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國家主權基金/主權財富基金（Sovereign Wealth Fund） 

國家主權基金投資標的亦多為公司之股權，但國家主權基金與私募股權

基金最大的差異即是私募股權基金之資金係來自私人，主權基金之資金係來

自國家，因為新興國家財政盈餘或外匯存底過多，而成立專門投資機構來管

理、運用的基金，投資企業以求獲利，國家主權基金有時也會成為私募基金

的大股東。 

目前全球已有 22 個國家和地區成立國家主權基金。目前全球主權基金之

財富規模約美金 2.2 兆元35，其中最大規模者為阿拉伯聯合大公國的阿布達比

投資局（ADIA），資產規模估計達 8,750 億美元36。新加坡於 1974 年成立淡

馬錫控股公司（Temasek Holdings），為新加坡財政部 100％所有，其成立 30

年來間接管理或控制之公司達到 2 千多家，在其國內掌控了新加坡電信、新

加坡航空、星展銀行、新加坡地鐵等大企業，投資產業遍布金融、電信、運

輸物流業等，淨資產收益率年平均超過 18％37。中國亦於 2007 年 9 月成立的

首個主權財富基金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資本金規模高達 2,000 億美

元，投資標的包括黑石集團（Blackstone Group）及摩根史丹利。台灣的國家

金融安定基金成立之目的係用來穩定股市，也算是一種國家主權基金，但是

因為只針對國內市場，在國外並未受到重視38。 

但反對國家主權基金者認為，新興國家政府可能藉著國家主權基金收購
                                                 
35 蘇俊銘，淺談主權財富基金，國際證券暨期貨市場簡訊，頁 44，2008 年 1 月 16 日出版。  
36 經濟日報報導，新興國家主權基金，天使？魔鬼？， 2007 年 6 月 19 日。 
37 同前揭註 35，頁 43 頁。 
38 因歐美金融風暴衝擊全球股市，2008 年 10 月副總統蕭萬長領軍的財經諮詢小組建議，行政院研擬成立主
權基金，仿效淡馬錫基金長期持有績優企業股權，以健全資本市場，屬於長期穩定股市方略。惟批評者認為
（1）目前行政院有開發基金進行創投事業投資，股市則有國安基金，但兩者績效長期不彰，已不時被社會
輿論批評，（2）若主權基金欠缺完整的管理辦法與配套，其運作如何保持透明度和專業獨立性，不無疑
問。但贊成者認為開發基金僅限於投資創投事業，國安基金僅限於投資上市櫃公司，故主權基金似有存在之
必要。 
自由日報報導，設主權基金 馬政府救經濟亂了套，20087 年 10 月 1 日；工商時報報導，台灣主權基金有譜 
規模至少 4,500 億，2008 年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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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產業的手段，取得他國重要資產之控制權，若某一個國家被他國主權基

金投資過深或投資金額過大，將出現國家安全的隱憂。例如 2006 年杜拜港口

世界公司（DP World）以美金 68 億元向英國半島東方與航運公司（P&Q）

收購美國 6 個港口之經營權（包括巴爾的摩、邁阿密、新澤西、新奧爾良、

紐約與費城六大港口），引發美國國會及輿論對於把國內港口交給一個中東

主權基金管理是否會影響國家安全之爭議，致使杜拜港口世界公司自行宣佈

放棄收購案。嗣後，美國於 2007 年 7 月通過「2007 年外商投資與國家安全

法案」（ Foreign Invest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2007，下簡稱 

「FINSA」）。該法案對外資併購的審查訂出更為複雜的程序規定，並擴大

了審查的範圍和強度，反映美國將進一步加強對外國公司投資美國資產的審

查和限制，其主要規範包括： 

1.FINSA 第六條規定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得對可能威脅美國家安全的

外國投資項目進行審查（包括已經完成之交易）。CFIUS 由財政部、國務

院、國防部、商務部、總檢察官辦公室、科技政策辦公室、國土安全部、

能源和勞工部等部門組成，由財政部長任主席。CFIUS 若發現該交易有危

害國家安全之虞，CFIUS 得與投資人簽訂 Mitigation Agreement，以將低該

交易帶來之風險。對於已核准之交易，若事後發現投資人故意違反

Mitigation Agreement，或於審查時提供重大不實或誤導之資訊，CFIUS 得

重新審查之39。 

2.FINSA 第 6 條授權美國總統可以中止或禁止任何被認定為威脅美國家安全

的外國收購、合併美國公司的行為。 

3.FINSA 第 7 條規定外國投資委員會，每年定期向國會彙報審查情況或應國

會議員請求簡報交易資訊。 

美國對外資監管的權力級別之高，展現了美國對外資對國家安全影響的重

                                                 
39 Andrew Pidginrsky and Krisine Dittmeier, Foreign Invest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2007, Corporate Law 
Alter of Adams and Reese LLP, August 2007, available in 
http://www.adamsandreese.com/pdf/CorporateClientAlert082007.pdf (last visited on Nov. 1,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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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藉由行政機關、國會及總統三方監督，降低個別機構腐化的風險，以

達防止收購交易損害美國國家安全之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