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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ALI 之相關規範 

    前章已簡單就美國法上關於公司機會以及與公司競的相關判決做介紹，而美

國法律協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所定的公司治理規則(The principl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305之中就相關事項亦有為成文之規範。 

    我國法中董事競業禁止之目的，如前章所述，原在於防止董事利用公司營業

上之機密，為自己或他人謀利，有損害公司利益之可能。在美國法上，從董事的

忠實義務而來，董事應基於誠信原則與公司最佳利益之考量而行為，延伸出不應

利用公司資源而為自己獲利，本文主要介紹者為，與我國法名稱相似的董事競爭

行為的禁止與美國法上相關的公司機會原則。本節將就 ALI 公司治理規則中知此

二規範為介紹比較，並與前章美國判決以及我國法為簡單之比較。 

  我國法由於有「營業範圍內之行為」用字，似乎與公司機會原則下的「商業

界線」相似，並且有利益返還之規範，看似與公司機會有其相近之處，惟營業範

圍內與商業界線之間，仍非完全均等，同屬忠實義務的公司機會原則以及與公司

競爭，其損害賠償之範圍亦非截然二分，ALI 即未對兩者有所區分。輔以我國法

之立法目的，可知，我國法所欲規範之行為即為競爭行為。 

透過與 ALI 與公司競爭規範之比較可知，我國法所要限制的行為若為競爭，

仍明文「競爭」或「競業」為妥，並且應該加入無損害或利大於弊之例外，俾使

公司在與其他公司有合作、策略聯盟、相互投資等等情況下，仍有其出路，董事

與經理人亦可為於公司無影響之行為。 

                                                       
305 本章就美國法律協會所定之治理規則，條文以 ALI 後接條號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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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公司機會原則之相關規範 

    關於我國法的規範，有認為實較接近於美國法上的公司機會原則306。我國法

的規範中，亦確實有部分規範有公司機會原則的影子，尤其以「營業範圍內之行

為」的用詞，更看似與公司機會原則中「商業界線」的概念相同，在介紹完美國

法上之判決後，美國法上 ALI 的公司治理規則亦對公司機會原則定有明文，以下

即介紹 ALI 下公司機會原則之規範。而 ALI 所明文之公司機會原則，雖亦主要採

取前章 Guth 案所提出之標準，但對於董事及高階管理者之規範，施與不同之寬

嚴標準，將商業界線原則僅於高階管理者有適用。對於程序上，有事前同意與事

後追認，但事後追認的要件相對嚴格。 

第一項  法條內容 

  本條提出了一個關於公司機會原則綜合的說明，並且基本原則是在董事取得

公司機會之前，應該要先提出給公司。本條反映出部分法院所採取的以及為公司

董事指導原則所贊同的標準
307。ALI§ 5.05 乃就公司機會原則做規範，其規範內

容如下
308：「(a) 一般規則。非有下列情事者，董事[§ 1.13]及高階管理者[§ 1.33]

                                                       
306 從立法精神來看，本條規定類似於美國普通法上所謂「公司商機原則」(corporate 

opportunity)。文宇，董事之競業禁止義務，月旦法學雜誌六十一期，頁 20 
307 前揭註 307, p. 2 
308 (a) General Rule. A director [§ 1.13] or senior executive [§ 1.33] may not take 
advantage of a corporate opportunity unless: 

 (1) The director or senior executive first offers the corporate opportunity to the 

corporation and makes disclosure concerning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 1.14(a)] and 

the corporate opportunity [§ 1.14(b)]; 

 (2) The corporate opportunity is rejected by the corporation; and 

 (3) Either:(A) The rejection of the opportunity is fair to the corporation;(B) The 

opportunity is rejected in advance, following such disclosure, by disinterested 

directors [§ 1.15], or, in the case of a senior executive who is not a director, by a 

disinterested superior, in a manner that satisfies the standards of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 4.01(c)]; or(C) The rejection is authorized in advance or ratified, following 

such disclosure, by disinterested shareholders [§ 1.16], and the rejection is not 

equivalent to a waste of corporate assets [§ 1.42]. 

(b) Definition of a Corporate Opportunity. For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a 
corporate opportunity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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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利用公司機會： 

(1) 董事或高階管理者先向公司提出該等公司機會，並揭露關於利益衝突[§ 

1.14(a)]及公司機會之情事[§ 1.14(b)]； 

(2) 公司拒絕該等公司機會；且 

(3) 符合下列任一情形：(A)該等機會之拒絕對公司而言係屬公平；(B)依據

商業判斷規則之標準[§ 4.01(c)]，於揭露後，該等機會已由無利益衝突

之董事事前授權或核准；於未擔任董事之高階管理者之情形，則已由無

利益衝突之上司事前授權；(C)於揭露後，該等拒絕已獲無利益衝突之股

東之事前授權或核准，且該等拒絕並不構成公司資產之浪費[§ 1.42]。 

(b) 公司機會之定義 

於本條中，公司機會係指： 

(1) 參與董事或高階管理者所知悉之商業活動之任何機會，而董事或高階管

理者係透過下列任一方式知悉等營業活動係：(A)由於其履行董事或高

                                                                                                                                                           
 (1) Any opportunity to engage in a business activity of which a director or senior 

executive becomes aware, either:(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functions as 

a director or senior executive, or under circumstances that should reasonably lead the 

director or senior executive to believe that the person offering the opportunity expects 

it to be offered to the corporation; or(B) Through the use of corporate information or 

property, if the resulting opportunity is one that the director or senior executive 

should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believe would be of interest to the corporation; or 

 (2) Any opportunity to engage in a business activity of which a senior executive becomes 

aware and knows is closely related to a business in which the corporation is engaged 

or expects to engage. 

(c) Burden of Proof.略 

(d) Ratification of Defective Disclosure. A good faith but defective disclosure of the 
facts concerning the corporate opportunity may be cured if at any time (but no later 

than a reasonable time after suit is filed challenging the taking of the corporate 

opportunity) the original rejection of the corporate opportunity is ratified, following 

the required disclosure, by the board, the shareholders, or the corporate decisionmaker 

who initially approved the rejection of the corporate opportunity, or such 

decisionmaker's successor. 

(e) Special Rule Concerning Delayed Offering of Corporate Opportunities. Relief based 
solely on failure to first offer an opportunity to the corporation under Subsection (a)(1) 

is not available if: (1) such failure resulted from a good faith belief that the business 

activity did not constitute a corporate opportunity, and (2) not later than a reasonable 

time after suit is filed challenging the taking of the corporate opportunity, the 

corporate opportunity is to the extent possible offered to the corporation and rejected 

in a manner that satisfies the standards of Subsecti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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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管理者之職務而知悉，或於特定之情形下而知悉，且該等情形將可合

理致使該董事或高階管理者相信，提出該等機會者預期該等機會將被向

公司提出；或(B)因使用公司資訊或財產而知悉，且所生之機會即為可

合理預期董事或經理人相信將對公司有利者；或 

(2) 高階管理者所知悉且瞭解與公司目前所從事或預期將從事之營業有緊

密關連之商業活動之任何機會， 

(c)舉證責任
309。 

(d)不完整揭露下的補正。 

對於公司機會的揭露，雖基於誠信(good faith)但不完整者，質疑公司機會

之利用而被提起訴訟後之合理時間內，為符合要求的揭露，且當時做成決議

的董事會、股東會、公司決策者或者其繼任者承認對該公司機會的拒絕決議。 

(e) 關於遲延提出之公司機會之特別規則。 

謹未依第(a)(1)項先將機會提供給公司，在下列情形可免除責任： 

(1) 該等未先向公司提出機會之情事係導因於善意認知該項商業活動並不

構成公司機會；且 

(2) 於質疑公司機會之利用而被提起訴訟後之合理時間內，已依據第(a)項

之標準，將該項公司機會盡可能提供予公司且遭拒絕。
310」 

                                                       
309本項乃關於舉證責任的分配，本文擬不予討論，故略之。 
310 前揭註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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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規範對象－董事311 (directors)或高階管理者(senior executives) 312 

  規範對象原則上包含董事及高階管理者，但在關於公司正在從事或預期從事

之商業行為相關的公司機會，限於高階管理者方受到限制。可顯見在此規範之下

高階管理者受到的規範是大過於董事的。在 ALI 之規範下，董事長原則上係屬高

階管理者。 

第三項  限制行為－奪取公司機會 

本條所禁止者為奪取屬於公司之機會，故應先將何為公司機會之定義作一釐

清。基本上為符合§ 5.05(b)(1) or 5.05(b)(2)的商業活動，商業活動包含取得

或使用任何契約上權力或其他有形無形財產313。 

一、§ 5.05(b)(1)(A) 由於其履行董事或高階管理者之職務而知悉，或於特定之

情形下而知悉，且該等情形將可合理致使該董事或高階管理者相信，提出該等機

會者預期該等機會將被向公司提出。 

此目包含了兩種情形，其一是因履行職務所知悉者，其二是合理預期機會是

提供給公司的。在第一種情形下，將公司機會看待成董事或高階管理者於履行職

務時得知的機會，且該機會對董事而言是有能力可取得，並有益於個人利益。第

二種情形，就是在機會被提供時，董事可以合理相信該機會是為了提供給公司而

不是給他個人。因此，判斷焦點應放置於在一個處在相同情形、職位下的合理之

人，會認為該機會是為了公司還是個人利益所提供。董事對於該機會是否是要提

                                                       
311 董事，所指者為被指派或選定進入董事會，透過投票或支配管理者來經營公司或其他組織。

Black's Law Dictionary (8th ed. 2004), director。在 ALI 的規範之中，係指而在本法的定

義之中，則指被公司為選定為董事，或在有效法規或公司內部規則下代替董事行為之人。American 

Law Institute, The principl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1.13 Director 
312 高階管理者，在 ALI 係指公司中營運、財務、法律、會計部門的執行長，或不在上述的範圍，

董事長(除非該董事長沒有做決策也沒有得到比一般董事更多的薪酬)，負責重要營運單位或功能

的總裁、財務主管、部門主管或副總裁、副董事長，或者執行公司重要決策的角色。American Law 

Institute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1.33 

Senior Executive、§ 1.33 Senior Executive 
313 前揭註 307,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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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公司有調查的義務314。第一種情形，若在 Brug 案的情形下，身為董事之 Horn

之職務即在於為公司尋找投資標的，惟該投資標的是否為其為公司履行職務時所

知悉之公司機會？法院認為 Horn 既非全職且之前早有涉足相關行業，而認為將

該機會提供給公司反而不公平，若從本規範的角度來看，履行職務所知悉之機會

應提供給公司，但非基於履行職務而獲得與職務相關聯之機會，則無庸提供給公

司。第二種情形，以機會欲提供的對象來做區分，與 Guth 案中認為百事可樂這

個機會提供給 Guth 的當時，實際上是認為 Guth 所任職的 Loft 公司有足夠的資

金來投資，故認為可合理相信該機會應是要提供給公司的；而 Johnson 案中，機

會提供者甚至不知公司的存在，提供對象自非公司。這樣的判斷標準兩者是相似

的 

二、§ 5.05(b)(1)(B) 因使用公司資訊或財產而知悉，且所生之機會即為可合理

預期董事或經理人相信將對公司有利者。 

此目的適用於因董事或高階管理者行為而生，利用公司資產或資訊來取得個

人經濟上利益之機會
315。然而這種課予董事將機會提供給公司之義務，只限於董

事仍在公司任職的期間316。 

(一) 使用受有報酬的時間 

在 ALI 之下，使用公司的時間在個人活動上，並不會被認為是使用公司的財

產。然而，在全職的高階管理者的情形下，利用公司職位並在工作時間去取得個

人金錢上利益，將會包含在考量是否取得公司機會的相關事實之中317。不過，即

便公司對全職高階管理者有主張的權力，但是不及於對高階管理者在經營時間去

從事與公司無關之行為的獲利，除非這樣的利益被認為適用公司機會原則
318
。而

在利用時間上，Rapistan 案也提出將公司所受的損失與因此所獲得利益加以衡

量的看法，可與本規範相呼應。 

                                                       
314 前揭註 307, p.5  
315 前揭註 307, pp.5~6 
316 前揭註 307, p.7 
317 American Law Institute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 5.04 Use by a Director or Senior Executive of Corporate Property, 

Material Non-Public Corporate Information, or Corporate Position, p. 16 
318 前揭註 317, p. 1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董事競業禁止 

 

116 
 

(二) 具有產價值者屬財產 

董事或高階管理者所利用的公司專利權或交易秘密若屬於公司財產，則應該

認為是使用了公司的財產
319。 而在 Guth 案中所提出者，只要利用公司財產所產

生之資訊均應該屬於公司之機會，而無「合理相信該公司機會將對公司有利」一

要件限制，本條執行之結果，範圍將小於 Guth 案所提出的判準。 

(三)並未對兼職者有放寬標準 

在 Brug 案對於兼職的管理者有較寬鬆的判斷標準。Burg 案被告 Horn，即便

向公司貸款，以買下與公司業務範圍相似的房地產，亦不認為有使用公司資源，

在 ALI 的判斷之下，應認為已利用了公司資源。 

三、§ 5.05(b)(2) 任何關於公司商業行為的公司機會，高階管理者知與公司現

有業務或者將來業務有緊密相關的機會。 

適用於高階管理者所知的與公司業務相關或未來相關的財產或活動，將商業

界線(line of buisness)的概念，不僅只於現存的，而是擴張到考量中或者準備

中的公司活動。因為適用的範圍擴及公司之後可能做的事業，並建立了一個較為

彈性的標準供特殊案件的適用。有些較舊的判決將公司機會原則適用於公司有利

益或者預期的契約權力、財產或者商業活動，但本條並沒有明顯的寫出這個概

念，因為本條之文字已經將此概念涵蓋其中
320。 

本款在決定商業活動是否屬於本款的公司機會時，只要是高階管理者有所認

知的，與公司目前或預期的業務有密切關聯的商業活動，該機會即應該提供給公

司，而高階管理者無庸判斷是否公司有能力或有興趣取得該機會，此點與 Irving

案相同，高階管理者是否利用公司財產或時間來發展該機會亦非必要之點321。 

顯見公司機會原則對於高階管理者的規範是較為嚴格的，只要是可為高階管

理者所知的公司現存或將來業務，均被納入公司機會的範圍當中。所以舉前例而

言，Johnson 案中，若被告為公司之董事長，屬於 ALI 高階管理者範疇，該投資

機會，被告即有義務應先提供給公司；Rapistan 案被告身為公司的執行長，在

                                                       
319 前揭註 317, p. 16 
320 前揭註 307, p.7 
321 前揭註 307,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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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期間得知併購機會，亦有提供給公司之義務。 

四、美國法上學說之批判 

本法所規範的公司機會並沒有區分在公開公司與閉鎖性公司而有不同的標

準
322。而雖然法條規範意旨，系將§ 5.05(b)(2)：「任何關於公司商業行為的公

司機會，高階管理者知其與公司現有業務或者將來業務有緊密相關的機會」認定

是商業界線原則的具體化，即僅在高階管理者方有適用，但在§ 5.05(b)(1)(B)：

「若該公司機會是被董事合理相信將會對公司有利，而透過利用公司資訊或者財

產所產生者」規範中，仍會受到商業界線原則的影響，即在判斷董事或高階經營

者是否會合理相信該機會對公司而言是有利益時，商業界線內之行為被判斷對公

司有利的可能性是較高的。而從§ 5.05(b)(1)(B)的文字來看，似乎是利益或期

待利益測試的體現，但事實上是比利益或期待利益測試來的狹窄的，因為尚要符

合「董事或高階經營者合理的相信該機會對公司而言是有利益的」的要件，不過

雖然§ 5.05(b)(1)(B)受到這樣的限制，但在 ALI 整體規範下，利用公司職位、

資訊、財產的部分，是可以透過§5.04 利用公司財產、重要未公開資訊及公司職

位之規範來補足的。不過本規定的結果，仍會使利用「利益或期待利益測試」與

本條時，出現前者範圍大於後者的差異性
323。 

第四項  將機會提供給公司之義務 

    本條設立一個一般性的標準，即董事在為個人利益取得公司機會之前，應先

將機會提供給公司，否則董事違反本條的規定。在本項之下，公司機會應該立即

的提供給公司，而公司應該迅速的決定接受或拒絕。若未在一定時間內做出決

定，則形同拒絕324。      

                                                       
322 David J. Brown, WHEN OPPORTUNITY KNOCKS: AN ANALYSIS OF THE BRUDNEY AND CLARK AND 

ALI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OVERNANCE PROPOSALS FOR DECIDING CORPORATE OPPORTUNITY 

CLAIMS, 11 J. Corp. L. 255 ,( 1986), p. 267 
323 前揭註 322, pp. 267~268 
324 前揭註 307,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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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公司機會的拒絕 

    公司有權力決定拒絕或接受該機會，而公司拒絕的原因可能有超過一個，例

如公司於該機會之中無利益，公司財務狀況不足以取得該機會，法規上限制公司

取得該機會之能力，或者第三方不願意與公司締約。因此，本條提供了非利害關

係董事及股東先行拒絕該機會的情形。在非利害關係董事拒絕的妥當性應該以商

業判斷法則325判斷之326。在非利害關係股東的拒絕的情形，受到不得浪費公司財

產的限制。 

  在 ALI 中，如果董事欲取得公司已拒絕之機會，仍受到與公司競爭相關規範

的限制，並不因為公司拒絕了機會，就當然使董事可以因取得該機會而與競爭

327。此見解與 Brug 案、Seal 案採取相反的看法。 

  如果公司拒絕了一個被提出的機會，若董事並非提供該機會給公司之人，也

未參予公司拒絕決議之作成，則該董事之後取得相同機會時，不用再次將該機會

提供給公司，除非該董事發現了在公司拒絕當時並未揭露的重大事實328。即在揭

露不完整的情形下，拒絕該機會之決議可能變為無效。 

第六項  公司同意或拒絕的程序 

    在美國法院判決認為，當董事會之表決非獨立時，將否認同意之效力。而在

關於與公司競爭的許可程序上，ALI 的規範可以加以參考。 

第一款  非利害關係(disinterested)之董事與股東 

本法之中，競業的事前授權或事後承認，可能交由非利害關係的董事會或者

                                                       
325所謂的商業判斷法則，乃指假設商業決策的做成，並未涉及直接個人利益或者自我交易，公司

董事乃立基於充分的資訊、誠信原則而行為，並且誠懇的信賴他們所為的行為對公司而言是可以

帶來最佳利益的。此原則保護董事以及高級主管在無利益或有害公司交易發生時，若該交易是基

於誠信、正當注意義務並且在職權之內的話，董事及高級主管可免於負責。而主張董事違反商業

判斷法則之人，則需要舉證將該假設推翻。Black's Law Dictionary (8th ed. 2004)。 
326 前揭註 307, p.4 
327 前揭註 307, p.4 
328 前揭註 307,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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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來為之。 

第二款  事前授權或事後承認 

公司決定是否拒絕該機會，須在經過完整的揭露之後，取得非利害關係董事

或股東的事先授權或事後承認。 

在事前得經過非利害關係董事之承認或授權的要求，應該要經過董事會或適

當的委員會過半數的非利害關係董事的同意，且其人數不得少於二人329。在人數

要求之上，其所規定者為「非利害關係董事之過半數」，亦即，非以出席人數為

計算，而以全體非利害關係董事人數為基數。舉例而言，若公司共有十七名董事，

其中十三名為非利害相關，則在為同意之時，須要有七名以上的董事同意，不論

當時出席的人數為何
330。 

在事前或事後均得經過非利害關係股東承認或授權之要求，則要求有投票半

數以上非利害關係股東之贊同331。亦即，應以參予投票的非利害關係股東為基

數，舉例而言，若公司共有百分之四十的股權票數落在非利害關係股東之手，有

百分之二十出席，則須要有超過百分之十的股權數贊同方可通過332。 

在事後拒絕的程序上，僅有較為嚴格的股東會決議得以為之。 

第三款  揭露(disclosure) 

在 ALI 的公司治理規則之下，其所要求的揭露，包含兩個部分，其一為利益

衝突的部分，一為交易相關的揭露，除了公司在為決定時已知者之外，董事就上

述兩部分應就其所知為揭露333。而揭露的內容，即為利益衝突及交易相關的重要

                                                       
329 American Law Institute, The principl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1.15 Disinterested 

Directors 
330 American Law Institute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331 American Law Institute, The principl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1.16 Disinterested 

Shareholders 
332 American Law Institute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333 American Law Institute, The principl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1.14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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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Material fact)。重要事實所指者，為一個合理之人，在當時的情形下，

決定其行為方針時有高度可能性認為是重要考量，即屬重要事實334。在本法中所

要求的揭露程度，是在信託或信賴關係之下，為可能會受到質疑的交易時，被期

待應有的揭露。只有在業務上有相當經驗之人，在相似的環境之下，通常認為是

重要的事情，會被要求揭露。在法院決定未揭露的事實是否重要時，應該要著重

於公平的預期一個立於公司角度之人，是否會認為該事實需要揭露來決定
335。 

第四款  股東會決議不得構成浪費公司資產 

浪費公司財產係指，支出公司資金或處分公司資產時，無特定合理的商業目

的，而所獲得之對價，在正常的商業判斷上認為是非常不對等的336。在本條的運

用之上，若股東的同意本身即屬於浪費公司資產的不合理行為，則該同意不能認

為是有效的同意。 

第五款  就同意程序美國法上學說之批判 

學者就 ALI 規範之程序提出批判，認為非利害關係股東拒絕公司機會只要不

構成公司財產的浪費即可，並未區分公開公司與閉鎖性公司。在公開公司廣泛使

用委託書的情形，股東們對於該機會的拒絕，是否有真正的效用，似乎有得以質

疑之處。而在閉鎖性公司的機會拒絕，似乎是比較有實效的，因為在閉鎖性公司

的股東是比較積極的參與選任以及監控的工作，並且在閉鎖性公司通常人數較

少，並且與管理階層通常有重疊性，溝通管道較為簡便順暢，而能做出較有意義

的決定337。 

又以「不構成公司財產的浪費」來作為股東會可以拒絕公司機會的要件，這

件事情本身就是一個迷思，因為當公司不管是透過董事會或者股東會去拒絕一個

                                                       
334 American Law Institute, The principl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1.25 Material fact 
335 American Law Institute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336 American Law Institute, The principl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1.42 Waste of 

Corporate Assets 
337 Brudney & Clark, A New Look at Corporate Opportunities, 94 HARV. L. REV.997 
(1981).pp.1003~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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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值的商業機會的時候，公司不會得到任何相應的補償，事實上就是一個對公

司財產的浪費。不過在該機會的財產價值伴隨著極高的風險的時候，董事會可以

依照商業判斷法則拒絕該機會
338。 

用「不構成浪費公司資產」來對股東會做成公司機會拒絕的限制，其目的在

於防止多數非利害關係的股東拒絕一個可行性與獲利性均高的公司機會，其意旨

跟經過全數股東的同意，就可以事後承認浪費公司資產的行為是一樣的，因為認

為一個機會若確實大有可為，大多數的非利害關係股東是不會拒絕的。在特定案

件中，法院在判斷應該由多數或全體股東的同意時，會嚴格審查對公司機會所可

能帶來的利益與風險的預測，而這個預測的不確定性將備受法院的質疑。因此，

ALI 所提出的由股東來拒絕公司機會是不可行的
339。 

亦即該學者認為，當透過股東會來為公司機會的拒絕的時候，法院因為會對

於該公司機會本身的風險與可能帶來的利益的預測有高度的質疑，所以將會施與

嚴格的審查，而經由董事會所做的公司機會的拒絕，因為有商業判斷原則的適

用，被維持的可能性反而較高，所以主張由股東會拒絕公司機會實際上是不可行

的。 

就此一批判，在競業禁止規範與公司機會原則均有適用。 

第七項  不完整揭露的補正 

對於公司機會的揭露，雖基於誠信但揭露內容不完整者，可能被補正。在因

取得公司機會而被起訴後的合理期間之內，為符合要求的揭露之後，原本的拒絕

公司機會的決議，被當時做成決議者或其繼任者所認可，則可補正當時不完整的

揭露所產生的瑕疵。但此不適用於完全未將機會提供給公司的情形340。在得補正

的情形，事實上形同事後的追認，並且在起訴後的相當期間內，仍可以此補正來

使董事免除因違反本條而生的義務。惟仍有一個重要前提，即是基於「誠信」而

為完整揭露，否則仍屬公司機會原則之違反而無此補正規範的適用。 

                                                       
338 前揭註 322, p. 273 
339 前揭註 322, p. 274 
340 前揭註 307, p.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董事競業禁止 

 

122 
 

第八項  遲延的公司機會提供 

本條是對於基於誠信而相信該行為不構成公司機會，而未將機會提供給公司

的補救辦法，就是在充分揭露之下將該機會提供給公司，這樣的補正可以在提起

訴訟後任何合理時間之內完成。此鬆綁的考量是認為這樣的情形是情有可原的，

故不打算處罰誤信並無公司機會之人341。 

所以§5.05(e)提供了一個保護的結果，即便該機會因為時間環境的變更而無

法完全提供給公司，只要在可能的範圍內提供即可。從另一方面來說，本條並沒

有使利害關係董事免於負責，或者保留因為該機會所獲得的利益，除非該相當的

經濟上利益(例如利益的變形)已經提供給公司
342。 

第九項  法律效果-賠償範圍 

ALI 將相關求償規定，規範於§7.18343之下，並未區分公司機會原則以及與公

司競爭有所不同，其範圍不僅止於公司之損失，亦及於行為人因此所得之利益，

但行為人所受之利益若已包含於公司的損失之中，則不再重複計算344。 

此與判決亦有所差異，在美國判決上公司機會之掠奪，常有推定信託、利益

返還，但在與公司競爭時，通常要求返還任職公司所給予之薪資，以及損害賠償，

利益返還尚屬少見。 

                                                       
341 前揭註 307, p.8 
342 前揭註 307, p.9 
343 § 7.18 Recovery Resulting from a Breach of Duty: General Rules. 
344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 7.18 Recovery 

Resulting from a Breach of Duty: General Rules,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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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競業相關規範 

  前章已就競業禁止與公司機會原則的相關判決做介紹，而已可知此兩者為可

區分之概念。前節亦就美國法上，ALI 公司治理規則對於公司機會原則之規範作

一介紹，本節將介紹 ALI 下競業禁止規範，並與公司機會原則及我國法加以比較。 

    是 ALI 公司機會原則之規範與競業禁止規範兩相對照之下，即可見兩者之差

異，不僅在規範對象上，公司機會原則對於高階管理者有更為嚴格的要求；整體

許可程序上，公司機會原則對於事後的追認程序，加上了要基於誠信、出於善意

等要件，不同於競業禁止規範對於事前同意與事後追認程序完全相同；而在所欲

防免的奪取公司機會一事，對於何者屬於公司機會更明確的畫出一定的範圍，是

該規範與競業行為相較，是更為具體的。 

    透過 ALI 兩規範的比較觀察後，可知公司機會原則除了「商業界線」與「營

業範圍內之行為」一詞看似相同之外，其餘部份我國法仍是較接近與公司競爭的

規範的。公司機會原則之規範用意在於「屬於公司之機會」應為公司所用，董事

或高階管理者不應在負有忠實義務的前提下，卻奪取「屬於公司」的機會，就此

視之，我國法下立法目的所著重的應偏向「與公司競爭」一事，得以此認為我國

法之規範原意應較接近於競業的禁止。關於程序之規範，我國法的程序較之公司

機會原則，乃更為嚴格，與美國法的規範模式有其顯然之差異。 

  就規範的文字上，以「競爭」一詞較之我國法「營業範圍內之行為」更能達

到明確規範的目的，並且能就所有與公司有所競爭的行為為規範，不僅限於公司

日常營業的範圍，其規範較能完整而全面；同意機關部分，ALI 之規範就董事的

情形，可為無利害關係董事會或者股東會，在我國法僅有股東會得為同意機關的

情形下，在程序上或可參考美國法與美國學說而有所變革；而在例外許可的部

分，美國法上除了與我國法相同的經過公司的事前同意外，更有事後的追認與利

益大於損害的利益衡量，使董事的合理競業行為仍得為之，是亦展現美國判決中

對於競爭有助於整體經濟發展以及對於董事之職業自由之尊重的精神，亦頗有我

國值得參考之處。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董事競業禁止 

 

124 
 

第一項 法條內容 

與我國法名稱相似的董事競爭行為的禁止，乃規範於§ 5.06，其內容如下345：

「(a) 一般規則。非有下列任一情事之一者，董事[§ 1.13]及高階管理者[§ 1.33]

不得與公司競爭而牟取其金錢利益： 

(1) 該等競爭可合理預見將對於公司產生之損害，不及於公司因允許該等競

爭而可合理預期產生之利益，或該等競爭並無可合理預見將對於公司產

生之損害； 

(2) 依據商業判斷規則之標準[§ 4.01©]，於揭露關於利益衝突[§ 1.14(a)]

及競爭之情事[§ 1.14(b)]後，該等競爭已獲無利益衝突之董事之事前授

權或核准；於未擔任董事之高階經理人之情形，則已獲無利益衝突之上

司之事前授權；或 

(3) 於揭露後，該等競爭已獲無利益衝突之股東之事前授權或核准，且該等

股東行為並不構成公司資產之浪費[§ 1.42] 

(b) 舉證責任。略
346。」 

如前節所述，關於董事及經理人的競業禁止，在不同的法院有其不同的見

解，有認為只要依照誠信原則而為之，就可以與公司競爭347；有認為不得與公司

                                                       
345 (a) General Rule. Directors [§ 1.13] and senior executives [§ 1.33] may not advance 
their pecuniary interests by engaging in competition with the corporation unless either: 

(1) Any reasonably foreseeable harm to the corporation from such competition is 

outweighed by the benefit that the corporation may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derive from 

allowing the competition to take place, or there is no reasonably foreseeable harm to 

the corporation from such competition; 

(2) The competition is authorized in advance or ratified, following disclosure 

concerning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 1.14(a)] and the competition [§ 1.14(b)], by 

disinterested directors [§ 1.15], or in the case of a senior executive who is not a 

director, is authorized in advance by a disinterested superior, in a manner that 

satisfies the standards of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 4.01(c)]; or 

(3) The competition is authorized in advance or ratified, following such disclosure, 

by disinterested shareholders [§ 1.16], and the shareholders' action is not equivalent 

to a waste of corporate assets [§ 1.42]. 

(b) Burden of Proof.  
346 本項乃關於舉證責任的分配，本文擬不予討論，故略之。 
347 Guth 案、Regenstein 案、Franklin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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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但得為競業準備行為者348；也有法院斷然的禁止與公司的競爭349，甚至連

成為他公司之股東均認為反忠實義務者350。本條所採的是一個較中庸的看法，在

符合一定的條件之下，允許與公司競爭。 

第二項 規範對象－董事351 (directors)或高階管理者(senior executives) 352 

規範對象原則上包含董事及高階管理者，並且對於兩者之規定範圍並無不

同。而我國法的董事，混合有美國法上董事及高階管理者之職責，故在與我國法

的比較之下，由於對於董事及經理人並無不同規範，所以與我國法第二零九對於

董事之規定可加以對照。 

而在公司機會原則之規範上，則可顯見對於高階管理者規範是較為嚴格的。 

第三項 限制的行為－與公司競爭 

第一款  競爭行為 

是本條之所規範者，為競爭行為，故首先應將所禁止的競爭(competition)，

做一界定。是競爭一詞在不同的法規上有其不同的意義，在本法當中的定義，不

一定要全然與其他法規，如不公平競爭、反壟斷法等相同353。而在本條文的適用

                                                       
348 Maryland 案、Vigoro 案。 
349 Foley 案。 
350 Craig 案。 
351 董事，所指者為被指派或選定進入董事會，透過投票或支配管理者來經營公司或其他組織。

Black's Law Dictionary (8th ed. 2004), director。在 ALI 的規範之中，係指而在本法的定

義之中，則指被公司為選定為董事，或在有效法規或公司內部規則下代替董事行為之人。American 

Law Institute, The principl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1.13 Director 
352 高階管理者，在 ALI 係指公司中營運、財務、法律、會計部門的執行長，或不在上述的範圍，

董事長(除非該董事長沒有做決策也沒有得到比一般董事更多的薪酬)，負責重要營運單位或功能

的總裁、財務主管、部門主管或副總裁、副董事長，或者執行公司重要決策的角色。American Law 

Institute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1.33 

Senior Executive、§ 1.33 Senior Executive 
353 在美國法關於反壟斷法與不正競爭法上，對於「競爭」一詞之概念多採自經濟學之理論，但

即便在經濟學上，對於競爭仍非全然同一，惟其側重之點主要係在對整體市場的影響，當個別廠

商的個別行為對於市場影響微小時，通常不被認為重要而違反相關法規；並且通常側重於爭取與

上下游廠商或顧客的交易機會。參見莊春發著，競爭的內涵與公平交易法規，公平交易季刊，第

十卷第三期，民國九十一年七月，頁 1~44；莊春發著，競爭概念的發展、演變與反托拉斯政策，

公平交易季刊，第六卷第一期，民國八十七年一月，頁 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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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包含各種型態的公司與董事間的競爭，例如顧客、供應商、雇員、商業上的

財產，在本條之下，只要董事為了自己的利益而與公司有爭取行為(act)即屬競

爭。 

於此亦強調競爭的行為，所以僅在有競爭關係之公司董事會擔任董事仍不受

到限制
354。就此而言，與前章所提及競業相關案例，是可以加以對照的。在美國

與公司競爭相關判決上，並未有對「兼職」有所著墨，其注重者為所為之行為究

竟為何，而不論是否有擔任職務。 

第二款 競業準備行為 

一、ALI 採取限制的態度 

在欠缺契約上限制時，董事若在與公司的關係結束之後，所為之競爭行為，

並不違反其義務。但因準備行為的本質，則備多力分實質上會阻礙公司業務的發

展。而且在準備競業行為的過程中，董事若侵占商業祕密、濫用機密資訊，或奪

取公司機會時，會同時違反與公司競爭、公司機會原則及利用公司資源的相關規

定355。董事是否涉及未經同意的準備行為應該依照個案判斷，歸根究柢，在決定

是否有違反 ALI 中之競業禁止規範，應該視是否有未經授權的使用營業祕密或者

取得公司機會，以及公司的營業是否將因該行為被直接且不利益的影響356。 

在判決中 Maryland 案、Smith 案、Franklin 案當中均提及競爭的準備行為

是被允許的，但從 ALI 競業禁止規範的說明來看，可知 ALI 之下對於競爭準備行

為，仍認為有高度的風險，故並非採取允許的態度。 

二、使用公司機密資訊為一判斷因素 

ALI 在判斷是否有競爭行為時，亦會將是否利用公司資訊加入考量，而 ALI

將機密資訊相關規範於 ALI§5.04357之下，其中當董事或高階管理者雖然因擔任其

                                                       
354 American Law Institute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5.06 Competition with the Corporation, p.2 
355 前揭註 355, p.3 
356 前揭註 355, p.3 
357 American Law Institute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 5.04 Use by a Director 

or Senior Executive of Corporate Property, Material Non-Public Corporat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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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而取得資訊，進而發展出屬於該專業領域內的一般常識及技能，而利用這樣

的資訊取得個人金錢上利益，例如，在其他公司取得職位或為個人的投資，但這

種情況的資訊並不會被認為是重大非公開之公司資訊
358。如同在 Ellis 案所說

的，在職期間所取得的知識、技術、人脈、經驗，應該屬於個人，而非公司。在

Marshall 案、Maryland 案與 Rapistan 案之中，均將是否使用公司的機密資訊做

為一個行為可否被允許的判斷標準。 

三、離職通知 

無論如何，只要董事決定要與公司競爭，應該在可能的情況下，盡速離開公

司。該董事在仍與公司有聘僱關係之下，企圖說服其他雇員參加競爭事業或基於

自己的利益帶走公司的顧客，均將違反 ALI 下與公司競爭規範的責任
359。就此，

在 Marshall 案、Smith 案與 Crisp 案中，雖然均同意單純離職的通知是可以被

允許的，但卻作出不同的結論，本文對此亦提出質疑，但若從時間的遠近視之，

對於通知的標準乃越趨嚴格。 

離職通知本身應該也被認為包含於競爭準備行為之範疇，是否應被允准，也

繫於忠實義務、公司利益與個人職業選擇自由、個人利益與社會利益間的價值權

衡。當傾向於公司一方時，對於與公司競爭不論是競爭行為甚至是競爭準備行

為，都將以嚴格的態度視之。 

第四項  例外許可情形 

第一款  對公司無損或損害微小 

有合理的預見允許此競爭對公司造成的利益遠大於損害(harm)大上許多，或

者，此競爭對於公司而言沒有合理可預見的損害，在此二種情形之下，可將競業

行為排除在限制之外，此規範方式，乃先將行為之概念擴大，再將不欲規範者排

除，其依據乃以公司的損益情形為考量。本條乃以對公司有「潛在或實質上的損

                                                                                                                                                           
or Corporate Position，詳見附錄。 
358 前揭註 317, p. 14 
359 前揭註 355,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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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為受規範之前提。 

公司機會原則並無此例外，此乃因當商業機會透過重重檢視，而認為「屬於」公

司時，已經成為公司之資產一部份，掠奪者勢必因此而造成公司之損害，故無庸

再有此例外規範。就此亦可顯見，「與公司競爭」所畫出的範圍，是比「公司機

會之掠奪」大上許多的。 

第二款  得到非利害關係董事會或股東會之事前授權或事後承認
360 

在美國法院判決認為，當董事會之表決非獨立時，將否認同意之效力。而在

關於與公司競爭的許可程序上，ALI 的規範可以加以參考。 

一、非利害關係(disinterested)之董事與股東 

在本法之中，競業的事前授權或事後承認，可能交由非利害關係的董事會或

者股東會來為之。 

二、事前授權或事後承認 

決定競爭是否會或可能會造成公司的傷害，須在經過完整的揭露之後，取得

非利害關係董事或股東的事先授權或事後承認361。在程序上，ALI 中競業禁止之

事前授權或事後承認並未採取不同的標準。 

三、揭露(disclosure) 

除了 ALI 所規範之一般揭露義務之外362，在與公司競爭的揭露義務之下，將

要求董事對於將來與公司競爭的計畫要完整告知公司。若是在本質上計畫有所變

更，也應做一補充性的揭露363。 

在 Maryland 案之基本態度雖禁止在職時的競業行為，但原則上可以為競業

的準備行為。但在採納競爭有助於整體社會經濟利益的情形下，董事與公司的競

                                                       
360 與前節相同之股東會決議不得浪費公司資產以及學說批判，將不再重複介紹。 
361 程序流程同前節所述，在此茲不贅述。 
362 同前節所述，在此茲不贅述。 
363 American Law Institute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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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仍然應有競爭上的公平原則的適用，也就是說其揭露程度不需要鉅細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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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公司機會原則與競業禁止規範及我國法之比較 

    在我國法上，有認為公司法第二零九條應對應到美國法上之公司機會原則，

公司機會原則以及與公司競爭，在美國同屬忠實義務下的一環，且常有競合的情

形，故將公司機會原則與我國法及競業禁止規範做一比較。經過比較予分析，本

文認為，我國法應未有公司機會原則的明文規定，而公司法第二零九條之規範仍

應較相似於美國法上與公司競爭的規範。 

第一項 規範主體 

  在 ALI 競業禁止規範之下，對於董事與高階管理者之規範並無不同，但在公

司機會原則中，則可顯見對於高階管理者的規範是較為嚴格的，因為在公司現有

或將來業務有緊密關聯的機會，僅就高階管理者有適用，董事並不受到這個規範

的限制。 

    我國法之下，董事會兼有一部分美國法上高階管理者之功能，是因為在美國

法制之下，公司業務之執行主要係由董事會選出之高階主管來執行
364，董事會內

尚有其他分權，不見得熟知公司業務。而我國公司法第二零二條則規定業務執行

主體為董事會365，經理人為輔助業務執行機關366。是可以顯見兩者的分權有相當

的差異。 

  故從規範對象上，較難以判斷我國法與美國法之相似程度。 

第二項  競爭、商業界線、營業範圍內 

    我國公司法第二零九條之規範，所限制的行為為「營業範圍內之行為」，此

一概念與商業界線原則的概念看似十分相像的，加上我國學者的解釋將商業界線

擴及到公司已經著手或者有具體計畫之事業，使兩者之內涵看似更趨相同。或有

可能就此出發認為我國之規範接近於美國法的公司機會原則。 

  但若僅因為「營業範圍內之行為」的用詞即認為我國法屬於公司機會原則的

                                                       
364 楊宜璋，論我國股份有限公司內部監察制度之改造－以獨立董事為中心，國立政治大學法律

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五年七月，頁 78 
365 前揭註 48，頁 260 
366 前揭註 56，民國九十五年八月，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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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是有所不妥的。奪取公司機會來自於忠實義務，而其主要規範者，為奪取

「屬於公司」的機會而獲利，是將原本屬於公司之利益歸為己有；而我國法之規

範目的，並無提及奪取公司之機會，雖然其用詞與公司機會原則中的商業界線範

圍概念類似，但商業界線僅為公司機會原則之下的一個判斷標準，其他像是執行

職務所知悉的或者利用公司的資源所發展而來的商業機會，均未有提及，就此認

為我國法屬商業機會原則難免遷強。 

  況且，著手或有具體計畫與公司現在或未來業務有緊密相關者，其間仍有相

當之差異的。以 Guth 案為例，公司事實上並未有自製可樂飲料之著手或具體計

畫，但對 Loft 公司而言，對於發展該飲料是有相當能力的，並且有此需求的，

故自當屬於商業界線以內之範疇，但從我國法之角度視之，尚非達到著手獲具體

計畫的程度。 

    而「競爭準備行為」，之於我國的著手、計畫行為，反係較為接近的。兩者

均是主觀上已經有為行為之意思而為籌備。 

  綜上分析，行為規範上，亦應認為我國法較偏向競業禁止。 

第三項 公司機會的拒絕與競爭之許可 

第一款  以人為單位或以機會為單位 

  在 ALI 之下，如果一個機會已經提供給公司並遭到拒絕，其他非一開始提供

機會給公司的董事，要取得該機會，如其並未參與公司對該機會的拒絕決議，則

不用再次的將該機會提供給公司
367。 

  在 ALI 的董事競業禁止規範當中，並無這樣的豁免規定，因為其以個別董事

或高階管理者的個別行為為規範單位；在我國法下，乃以個別董事為規範主軸，

而非以商業機會(商業活動)為主軸，所以其允許的是「個別董事的個別行為」，

若其他董事對於相同的行為有進行的打算，自當另成一案。對於不同董事的相同

行為做重複的表決，或有浪費資源的可能性，惟公司基於其不同的考量，或許對

於個別董事的相同行為仍有不同評價之空間，故就此而言，個別董事即便有相同

的行為，仍應有分別的程序為妥。就此而言，我國法的規範亦是較接近於美國法

                                                       
367 前揭註 307,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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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競業禁止規範的。 

第二款  拒絕程序與許可程序應分離 

    從前述之介紹，可知美國法的競業禁止規範與公司機會原則乃屬兩個可區分

的概念，兩者間亦有可能有競合之處，當利用屬於公司的機會來與公司競爭而可

能造成公司的損害時，會同時構成兩者的違反。在 Foley 案之中，點明即便公司

拒絕了具有競爭性的商業機會，也不當然使公司董事可以取得該機會之後而與公

司競爭，與 ALI 規範是相同的，但在 Seal 案之中，將公司機會原則及與公司競

爭兩者的關係緊密結合，但卻認為，當此一商業活動不構成公司機會之時，即認

為行為人有完全的自由去從事這樣的活動而與公司競爭，而 Burg 案於說理上採

Foley 案，卻得出 Seal 案之結論。在 ALI 的規範之下，仍應先將機會提供給公

司，而公司合法拒絕之後，並不當然使董事自由取得該機會並進一步使用的權

利，必須要再經過與公司競爭的相關規範的檢視，才能夠取用該商業機會。 

    此二概念既屬可分，自應分別其程序，方不使規範混亂，本文認為應從 ALI

之規範是較為明確妥適的。 

第四項  程序之寬嚴 

     公司機會原則，對於受規範者的拘束，較為嚴格的。競業禁止規範可於事

前或事後獲得允許，並且兩個程序並無不同，但在公司機會原則的情形之下，若

要在事後獲得減免責任，則必需要出於誠信的揭露或者善意的相信該機會不屬於

公司，亦即須出於善意或誠信而未「將機會優先提供給公司」方可能有減免責任

的空間。競業禁止限制的範圍是較廣的，是一個全面性的禁止受規範者為可能與

公司有競爭的行為，而公司機會原則，則是將範圍更縮小，即禁止的是已經被劃

規為屬於公司的機會，故在公司機會原則下，因為已經將該機會劃歸為公司所

有，屬於公司的資源，當受規範者要取用屬於公司的資源時，確實應受到比競業

禁止更嚴格的規範。 

    美國模範公司法
368§8.70369對於公司機會原則亦有所規範370，其中關於程序之

                                                       
368 以下簡稱 RMBCA 
369 (a) A director＇s taking advantag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f a business opportunity 

may not be the subject of equitable relief, or give rise to an award of damages or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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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亦未有事後之補正程序，而要求必須要事先提出、揭露，因為認為只有這

樣，決策者才有充分的自由決定應該取得或放棄該商業機會。否則在可以事後追

認的情形下，通常礙於現實考量，決策者無法客觀決定而拒絕同意
371。 

    在我國公司法第二零九條乃將同意的權限交由股東會來決定，並且採取嚴格

的特別決議程序，亦無事後追認的制度，認為要達到預防之效，應僅承認事前同

意，此精神與 RMBCA 概念相同，而較之 ALI 下之的競業禁止或者公司機會原則，

都是更加嚴格的。 

    我國法之規範之程序，較之美國法之規範是較為嚴格的，對照到美國法上，

應屬競業禁止規範，卻受到高於公司機會原則的限制。我國法是否應對許可的嚴

格程度作一調整？端視我國法規上對於競爭的態度決定。本文認為，董事與公司

競爭之開放不具必然性，故仍應有相當之限制，惟目前限制的程度是否過於嚴

格？在我國法規範目前的狀態之下，僅要行為落入營業範圍之中，不論對公司是

否有影響，均受本條之規範，而無其他例外的情形下，似乎有過於嚴格的情形。

惟此一情況，不見得要透過同意程序的放寬，或可透過設立其他例外規定而為解

決。就此，在我國法與 ALI 與公司競爭規範進一步比較後，或可得到解答。 

                                                                                                                                                           
sanctions against the director, in a proceeding by or in the right of the corporation 

on the ground that such opportunity should have first been offered to the corporation, 

if before becoming legally obligated respecting the opportunity the director brings 

it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corporation and: 

(1) action by qualified directors disclaiming the corporation＇s interest in the 

opportunity is taken in compliance with the procedures set forth in section 8.62, as 

if the decision being made concerned a directors conflicting interest transaction, or 

(2) shareholders＇ action disclaiming the corporations interest in the opportunity is 

taken in compliance with the procedures set forth in section 8.63, as if the decision 

being made concerned a directors conflicting interest transaction; except that, rather 

than making required disclosure as defined in section 8.60, in each case the director 

shall have made prior disclosure to those acting on behalf of the corporation of all 

material facts concerning the business opportunity that are then known to the director. 

(b) In any proceeding seeking equitable relief or other remedies based upon an alleged 

improper taking advantage of a business opportunity by a director, the fact that the 

director did not employ the procedure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a) before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 shall not create an inference that the opportunity should 

have been first presented to the corporation or alter the burden of proof otherwise 

applicable to establish that the director breached a duty to the corporation in the 

circumstances. 
370 RMBCA 之規範與 ALI 之規範乃大同小異，主要差異為 RMBCA 並未如同 ALI 將公司機會原則做一

明確之定義，而是留待判決形成，在程序上無事後補正之程序。詳見附錄。 
371 前揭註 371, pp.8-171~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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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利益返還與損害賠償 

  在 ALI 的規範中，並未將與公司競爭及公司機會原則兩者的求償範圍有所劃

分，在範圍無重疊的情形下，均得請求損害賠償與利益返還。雖在判決上公司機

會較多者為推定信託、利益返還，而競業行為則係損害賠償與任職公司所受領的

薪資沒收，但本文認為，基於利益返還為忠實義務之主要法律效果，而與公司競

爭亦屬忠實義務下的一環，所以利益返還作為與公司競爭之賠償效果亦無不當。 

    而我國法第二零九條第五項之規範，屬於我國法利益返還之規範，並且在公

司法之中亦僅有本條有這樣的規範。於為自己而為行為所生之利益歸入屬於公司

尚不生問題。為他人而為行為所生之利益，我國法上目前的學說實務均認為，屬

於他人所給付之報酬，所以當行為人未受有報酬時，通常不認為有歸入權的適

用，就此利益返還之範圍，亦與美國法上有所差異
372。 

    故，綜我國法第二零九條為公司法下唯一之利益返還規範，也不應因此而認

定本條之規範目的，並非競業禁止，而係公司機會原則。 

                                                       
372 歸入權之性質、應如何執行與如何修正等相關問題，尚不在本文討論範圍之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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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美國與公司競爭規範與我國法之比較 

第一款  限制的行為 

第一目 競爭與營業範圍內之行為 

    就所限制的行為之用詞，我國公司法第二零九條之規範，名稱為董事競業禁

止規範，但在規範內文卻未見「競爭」一詞，其限制的行為係「為自己或他人為

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行為」。 

    從用詞之不同，引出規範範圍之差異，ALI 之規範與我國法相較之下，ALI

中的董事與公司間競爭性的行為範圍，並不限於公司日常營業項目活動，而只要

與公司有所爭取均屬之，與我國法上限於「公司營業範圍內」相較，顯然較廣，

雖然競爭之詞意即是雙方或多方間有所爭取，而有相同的營業項目者有極高可能

性會有競爭的情形，但我國法所欲規範者若為競爭行為，則現行法條文字仍稍嫌

範圍過狹，因為僅限於公司業務的範圍，在偶然的投資、雇員以及商業上財產的

競爭等部分則不在規範範圍之內；但 ALI 的規範以及判決之中，並未將範圍擴及

於公司將來可能進行的活動，而是以公司目前所營的事業做為規範對象，此與我

國學者的見解
373即有所差異。 

    又我國法之本意若在於防止董事與公司間之競爭，卻未使用「競爭」一詞而

使用「營業範圍內之行為」一詞時，在營業項目的競爭限制上，於我國法目前的

見解之下，將會造成在不同市場之中從事相同的商業活動的董事，有被不當限制

之可能374。例如販賣地域性極強的農業產品時，公司在台北販售保存不易的新鮮

蔬菜，而董事在南非販賣時，雖然從事的是相同的商業活動，但完全不具有競爭

的可能性，則在我國法目前之解釋下，仍然可能受到公司法的規制，已然超過董

事競業禁止的範疇了。所以在本條要規範董事競業行為的前提之下，應參考競爭

法的規範，將產品市場以外的如地理市場、時間市場等加入考量。 

    惟即便能透過解釋將市場範圍的劃分加入「營業範圍內之行為」的考量，但

                                                       
373 前揭註 53，頁 224 
374 是「營業範圍內」一詞我國法目前仍僅以營業種類做判斷。或有可能將地理市場、時間市場

等因素加入限制，如第二章所述，可能避免此問題。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董事競業禁止 

 

136 
 

仍無法將營業範圍外之競爭行為加入規範，故仍應使用「競爭」或「競業」之用

詞較為妥適。 

第二目 兼職 

    而在 ALI 規範下，從其說明可知，僅到競爭公司擔任董事職務不構成競業行

為，從我國法規範文義解釋亦應得到相同的結論，但在我國法中的學說見解之

下，有認為在兼任同業公司的董事長時，必然的會構成競業的行為，其他的兼職，

則不屬之，而以個別具體的行為做為判準
375，亦有認為兼任經理人即屬競業行為

者
376，實務上更經常以「兼職」做為一個被限制的「行為」，而成為同意之標的，

凸顯我國法之操作與文義有所差距。 

第二款  對公司無損害或利大於弊 

    美國法上對於與公司競爭，當行為於公司無損害或利大於弊時，仍是可被允

許的。基於此規範，當公司與其他公司有策略聯盟、相互投資、關係企業等情形

時，對公司負有忠實義務之人仍可為其他公司效力，而無庸經過公司同意，而董

事與經理人為自己的利益為相關行為，但於公司無影響時，亦可獲得活動空間。

故就此例外，殊值我國法參考。 

第三款  所受損害及所失利益與行為之所得 

  ALI 上對於競業禁止規範之賠償範圍，及於所受損害與利益返還，但在受有

之利益包含於公司所受損害的情形下，即不得重複求償。 

     再就受有損害或潛在之損害一要件，之於我法規範歸入權標的為「行為之

所得」，而行為之所得之解釋，本文認為應屬於損害額之推定。是故就受有損害

或潛在損害此要件，為兩者共通。惟我國法之二零九條第五項的規範在通說之

下，在行為無所得時即無適用，即在行為僅產生損害的時候，在 ALI 之下是有適

用競業禁止相關規範的，但在我國法下是無從適用，也因此造成本條在適用上與

其他條文如公司法第二十三條兩者間應如何適用的問題。 

                                                       
375 前揭註 48，頁 295  
376 前揭註 53，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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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受益對象－獲取自己之利益與為自己或他人 

  就受益對象而言，ALI 規範乃以為自己的利益而行為，較之我國法的「為自

己或他人」的要件而言，其範圍是較小的，惟不論為自己或他人之利益，均非為

應對之負有忠實義務的公司，是從忠實義務的角度切入，我國法之規範是較為完

整的。  

第四款  同意程序 

第一目 同意機關 

  在 ALI 之下，許可之機關，可能為無利害關係董事會及股東會，並且股東會

之決議不得構成浪費公司資產之行為。相較於我國法，乃將此一權限明確劃歸股

東會來為之，股東會作此表決時，有公司法第一七八條關於表決權行使之迴避
377

的適用，即亦限於無利害關係之股東方能加入表決。但我國法並沒有對股東會決

議浪費資產的行為有所規範。也就是說，即便在同意時，股東會作成的決議有嚴

重浪費公司資產的行為，該決議仍然有效，並不因為股東會浪費公司資產而影響

決議之效力378。 

  而在 ALI，有事前同意與事後承認兩個方式，並且可能為無利害關係之董事

會或者股東會，而事前同意與事後承認兩者之門檻並無不同；我國法之中，僅有

事前授權的機制，並且採取高標準的股東會特別決議來為之，股東會開會曠日廢

時，加上高標準的決議門檻，並且無其他免責管道的到情形下，使我國法下之競

業禁止規範難以執行，從而產生實務上的偏差。 

    這個美國學說上對於由股東會來決定是否拒絕公司機會的質疑，在我國法下

亦有相同的問題。我國法上未有像美國法上公開公司與閉鎖性公司的區分，但在

股東人數較多的股份有限公司，同樣會發生股東會同意的實效受到質疑的情形。

這個學說上的批判，乃偏向將決定權交由專業的董事會之手，以達成對公司決議

的實效性，或許值得我國參考。 

                                                       
377 公司法一七八條：「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利害關係置有害公司利益之虞時，不得加入表

決，並不得代理他股東行使表決權。」 
378 股東會決議可能依照公司法第一九一條違反法令或章程而無效，但與是否浪費公司資產並無

直接之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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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揭露義務 

    又關於 ALI 中的揭露義務，與我國法乃要求競業董事應對股東會「說明行為

之重要內容」，兩者相符，惟我國法並未對何謂「重要內容」加以闡述，學者即

以此美國法上之概念，對我國法規範加以說明補充
379。 

    我國法院的判斷下，對於競爭所帶來之益處似乎並無考量，對於競爭的態度

應該系較為嚴格的，所以當行為人將為商業範圍內之行為時，對於公司的說明義

務，不僅要完整，亦要達到股東會的標準，否則似乎將無法通過說明義務的檢測，

造成許可的無效。然而在說明義務之部分，若認為應促進競爭，則應放寬。惟本

文透過美國法上判決之整理分析，認為開放對公司負有忠實義務之人與公司競

爭，並非必要，故就說明義務，不見得要予以放寬。 

  但我國法上說明義務的主要問題，並不在於揭露，而是因為對於「行為」一

詞的解釋，認定以「法律行為」為單位，加上必須透過股東會特別決議，造成本

條無法實踐。參考美國法上的規範，「行為」實不應侷限於每個法律行為，而可

能是一整個計畫的揭露，或許可以使我國法條得以合理運作。 

                                                       
379 前揭註 56，民國九十五年八月，頁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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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本章小結 

  透過本章對 ALI 規範之介紹，並以之與美國法上判決加以比較，仍可呈現基

於不同的價值判斷所呈現的規範。 

  我國法由於有「營業範圍內之行為」，似乎與公司機會原則下的「商業界線」

相似，並且有利益返還之規範，看似與公司機會有其相近之處，惟營業範圍內與

商業界線之間，仍非完全均等，同屬忠實義務的公司機會原則以及與公司競爭，

其損害賠償之範圍亦非截然二分，ALI 即未對兩者有所區分。輔以我國法之立法

目的，可知，我國法所欲規範之行為即為競爭行為。 

  雖所欲規範者均為競爭行為，但仍可有不同之價值判斷。本文透過前章美國

法之評析，認為開放對公司負有忠實義務之人，與公司競爭的情形，並非必然，

可能造成公司對於董事及經理人信賴之破壞，且帶來之經濟效益亦未經實證確

定，故認為，出於維持公司利益的立場，對於董事之競爭行為仍應原則禁止，但

對於公司無影響或利大於弊的情況應予允准。 

    我國法目前之規範，與美國法仍有相當大的差異。比較法之目的不見得要完

全之引進，但仍得適度的參考。透過與 ALI 與公司競爭規範之比較，可知，我國

法所要限制的行為若為競爭，仍明文「競爭」或「競業」為妥，並且應該加入無

損害或利大於弊之例外，俾使公司在與其他公司有合作、策略聯盟、相互投資等

等情況下，仍有其出路，董事與經理人亦可為於公司無影響之行為。 

  在下一章，即將以我國法學說、經濟部實務見解、美國法判決與 ALI 規範，

與我國法目前現實之判決情況，加以對照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