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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事實證明公司從事企業併購活動以拓展企業版圖，是企業壯

大的終南捷徑。而企業併購涉及公司經營權、公司組織及財

產等之變動，屬公司之重大經營決策，對公司及股東權益自

然造成重大影響，故最終多須以股東會決議定之，以保障股

東權益，此觀之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金融機構合併法第 8條

及公司法 316 條之規定自明。惟決定是否進行併購及其實質

內容為何，實在於董事會之階段，故董事於併購決策過程中

之相關權利與責任，乃企業併購之核心問題。 

中文關鍵詞： 董事受任（託）人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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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關鍵詞：  

 



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 
 

美國德拉瓦州法院有關董事受任（託）

人義務經典重要判決研析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8-2410-H-004-104-MY3 

執行期間：2011年 08月 01日至 2012年 07 月 31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計畫主持人：劉連煜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須繳交以下出國心得報告：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 

 

 

處理方式：除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1年  10月    



1 

現行上市上櫃公司獨立董事制度之檢討暨改進方案—從實

證面出發 

劉連煜 

                                                 

 作者為美國哈佛大學法學碩士、史丹福大學法學博士，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本文係由台灣證

券交易所補助作者所進行之研究計畫改寫而成，謹向台灣證券交易所致上最高謝意，並感謝台灣

證券交易所同仁技術上協助該計畫之完成。 

要  目 

壹、前言 

貳、世界上三種主要治理之模式 

一、 美國法制 

二、 德國法制 

三、 日本法制 

參、我國現行上市、上櫃公司獨立董事制度之檢討與建議 

一、 一般上市上櫃公司認為只要設有二名獨立董事就是已做好公司治

理，這種的見解是否正確？ 

二、 大股東所支持之獨立董事，如何超然獨立行使其職權？（獨立董事

選舉方式有無改變之可能？）又，若大股東不能掌控獨立董事，一

旦獨立董事對議案行使否決權，對其他董事是否公允？法律之解決

機制又是如何？ 

三、 現行獨立董事制度之實施成效如何？ 

四、 我國法制同時實施獨立董事制度與監察人制度，法制上有無改進之

道？ 

五、 我國實施獨立董事制度有待改進之問題何在？比較大陸法系及英美

法系實施獨立董事制度之差異，又二者有無值得我國參採之處？ 

六、 未來實施第一上市，獨立董事應有之規範為何？  

肆、結論 

附錄一：問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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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經由實證研究後，本文認為，在法制基本架構上，應由公司自行決定採

用獨立董事或監察人制度（監察人制度，在法令上應再強化其獨立性），不

宜強制企業採用單軌制。如企業選用獨立董事制度，則應配套採用審計、

提名及薪酬委員會，並不可再設監察人。  

至於在近程上，則宜檢討監察人與獨立董事同時並存確已造成監督權責難

以劃分的問題。但關於獨立董事責任之減輕或免除、內部董事與外部董事（或執

行董事與非執行董事）責任之區分、獨立董事之選舉方式之變革，則應再尋求各

界進一步之共識，列為較遠程之改革項目。 

 

關鍵字：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單軌制、雙軌制、公司治理、獨立

董事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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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經歷博達案後，我國證交法修正條文於二○○六年元月十一日公布時，

公開發行公司也已正式納入「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等新制（原則上

自二○○七年一月一日施行，並得自現行董、監任期屆滿，始適用之；證

交法一八三、一八一之二參照）。故我國公開發行公司的董事會等內部機

關，目前可分為三種型態：第一種是傳統的董事會，不設獨立董事，僅設

董事會及監察人；第二種是設立獨立董事，且同時設有監察人；第三種類

型則是有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但無監察人。這三種型態雖然公司可自行

選擇，但證交法同時又授權主管機關得視公司規模、股東結構、業務性質

及其他必要情況，要求公司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

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甚至得命令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使公司成

為單軌制。 

目前，依據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二授權，主管機關規定，已依本法發行股

票之金融控股公司、銀行、票券、保險及上市（櫃）或金融控股公司子公

司之綜合證券商，暨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五百億元以上非屬金融業之上市

（櫃）公司，應於章程規定設置獨立董事，其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

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1。但截至目前，仍未命令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

人。 

按美國公司法學界近來有所謂匯聚理論（convergence theory）與反匯聚

理論（anti-convergence theory）之爭辯。前者，以哈佛大學法學院 Reinier 

Kraakman 教授及耶魯大學 Henry Hansmann 教授主張最力，其論點主要為：

經濟的因素會驅使世界上各國不同公司法向單一的最佳模型靠攏（彼此之

間經濟發展層級類似之國家，尤然）。而其背後原理則在於：較好的組織設

計於各國法律變動中終究會勝出，並導致各國不同之公司法聚合於一組類

似之公司法的規定與設計。他們並認為日本近來引進美國獨立董事制度即

是匯聚理論的鐵證2。後者，則以哈佛大學 Mark Roe 教授為代表人物，本說

                                                 
1
 民國九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金管證一字第○九五○○○一六一五號令。 

2
 See Henry Hansmann & Reinier Kraakman, The End of History for Corporate Law, 89 Geo. L. J. 

439, 456 (2001). 關於匯聚理論的探討，或亦可參考 Ronald Gilson 教授所提出之 functional 

convergence 及  formal convergence 的區分觀念，See Ronald Gilson, Globaliz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Convergence of Form or Function, in CONVERGENCE AND PERSISTENC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J. Gordon ed.,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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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因為社會的、文化的及制度上的差異因素，會使得不同國家的公司法

無法聚合成單一種內容。亦即，法律所擬適用之環境因素差異才是各國法

制之所以不同的關鍵所在3。在這樣不同的理論爭議下，如前所述，我國證

交法同樣也移植美國法上之獨立董事制度，是否因此能夠被認為此一法律

移植（legal transplant）是支持匯聚理論的有力證明？或被解讀為匯聚理論

與反匯聚理論的力量同時並存？一時之間，恐怕也會仁智互見，無法眾議

皆同。惟我國既已實施獨立董事制度一段時間，自宜適時檢討相關制度之

優缺點，並針對各界疑惑提出改進之道，以健全公司治理。  

 

貳、世界上三種主要治理之模式 

現行世界上主要國家之公司法制於經營、監督機制設計上，有三種彼此

互異之模式：（1）英、美法上之一元制；（2）德國法上之監察人會與董事

會之雙層制（有稱為：上下隸屬之二元制經營體制）；（3）日本及我國之雙

軌並列制。第（1）種有稱為單軌制（unitary board）；第（2）、（3）種則概

稱為雙軌制（two-tier boards）。 

按滿清政府時代於一九○四年頒行的公司律，即仿當時的日本商法採並

立式的雙軌制，即由股東會選任董事及查帳人（後改稱監察人），分別負責

經營與監督。此種雙軌制的公司治理方式於我國已採行餘一百年。後為解

決監察人監督效率不彰、弊案層出不窮的問題，並為與國際接軌，如上所

述，我國乃仿照美國單軌制，於二○○六年修正證交法引進獨立董事，似

有意以獨立董事取代監察人4。 

在進一步論述我國如何改進目前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監察人之監督

機制前，有必要先就所師法對象之公司治理法制背景、內容予以瞭解，進

而作為我國修法之基礎，而非一味盲目的抄襲引進。故本文將先於此處論

述美國、德國、日本公司治理結構，又因日本乃兼採美、德兩國之特色，

故本文將著重介紹美國、德國法制，而另外再點出日本法不同的地方。復

                                                 
3
 See generally JEFFREY N. GORDON & MARK J. ROE, CONVERGENCE AND PERSISTENC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2004). 本文以為，主張此說者，吾人或許更可衍伸其意為：即使經濟先進之國家

的一項所謂進步的法律規定，於法律移植後，也不一定能完全適用於經濟開發中或未開發的國

家，亦即造成所謂「水土不服」之現象。進一步之相關討論，參閱 Cheng-Chung Lin (林建中)，

Japanese Independent Director Revisited, Templ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Journal, 

Forthcoming, 2010 Spring. 林建中，中國的獨立董事制度，載：中國大陸第十七輯論文，2008 年。 
4
 賴英照，股市遊戲規則─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頁 176-201，2009 年 10 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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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文參、六中檢討我國獨立董事制度與監察人制度可改進之道，以上論述

之順序，先予敘明。 

一、美國法制 

（一）美國公司法制背景及其市場股權結構 

美國公司法制主要承襲英國制度，英國公司治理之單軌結構成為美國

公司組織發展的基礎。又整體而言，有謂美國在意識型態上對於權利集中

有相當的不信任感。觀察美國的經濟發展過程，可見其歷程乃朝向自由市

場經濟和個人本位主義發展。在這樣的氛圍下，政府不會過度、直接的干

預企業經營，而投資人重視的是手中持股的獲利狀況，而非其身為股東所

擁有的權利。因此當公司經營不善，沒有達到預期，股東即出脫持股（俗

稱華爾街法則；the Wall Street Rule），而非在股東會上強化對經營者的制衡

監督。 

又隨著公司規模擴大，公司轉向透過市場募集資金，美國公司在持股

結構上遂更走向分散的局面。此股權分散的結果，股東持股比例明顯縮小，

則持股分散、影響力甚小的股東難以對董事會發揮影響力；而股東分散各

地，事實上也不可能聯合各個小股東來達到影響董事會之目的，甚至參與

公司經營的地步。是故，股東以賣出持股來表達其對經營之不滿（所謂用

腳投票），而股東的流動迅速也使股東會不再是公司經營的主體，目前美國

公司經營之主體為董事會等經營階層而非股東會。  

按美國公司法學界直到一九七○年代為止，仍主張董事會之功能係公

司業務經營本身，並非監督業務經營5。惟公司事務繁多，亦難以要求董事

會隨時因應公司業務而鎮日開會，為了促使公司有效率的經營，董事會通

常將公司業務執行委託聘任之 CEO（執行長），此時董事會轉向審酌、監督

CEO 之業務經營，並就重大經營決策為決議。然因董事會開會時間有限，

掌握資訊少，實際上並沒有主導公司經營的功能。原先單軌制之運作應為

股東會選任董事，董事會聘任經理人，實際運作卻是 CEO 等掌控公司營運，

決定董事人選，股東會反而形同虛設6。造成單軌制下經營階層的濫權，監

                                                 
5
 See Melvin Eisenberg, Corporate Law and Social Norms, 99 Colum. L. Rev. 1253, 1278-1282 

(1999). 
6
 有西方學者更進一步指出，不只是公司日常事務以及公司長程策略之規劃，股東不再參與決策

而已，甚至連最根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標，股東也可能無法置喙。因為此時股東已無法真正掌

握任命董事會成員的權力；能決定任命何人為董事的權力，事實上已穩穩握在現有之經營階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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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機制的欠缺，嚴重影響一般股東之權利。從而，獨立董事與功能委員會

之設置，乃在此背景下，因應而生。 

（二）獨立董事之設置 

除前述難以監督經營階層的問題外，一個根本的問題是單軌制模式中

公司只有董事會，而未另設監督機關，則董事會既行使公司的經營決策權

能，又執行公司的監督權能，形成自己監督自己的局面。為了避免這種球

員兼裁判的矛盾，美國一些公司開始自發性的設立獨立董事，由獨立董事

及其所主導的委員會強化監督之功能，實質的執行德、日及我國雙軌制下

監察人的職權。惟應注意者，美國各州公司法卻甚少直接將獨立董事在公

司法中定義，例如美國大企業之註冊地州—德拉瓦、紐約州及加州均無規

範。直至二○○二年時，美國國會以沙氏法案（Sarbanes – Oxley Act of 2002）

將獨立董事制度落實於證券交易法中，更進一步擴大了審計委員會的職權。 

（三）獨立董事之資格及功能 

1.資格 

美國公司法中依董事是否兼任公司行政職務區分為內部董事與外部董

事，內部董事職司公司之經營，外部董事負責經營的監督。又需注意的是，

外部董事未必即為獨立董事，獨立董事係限於與公司間不具有利害關係之

外部董事。 

引進獨立董事之目的既在監督董事會及經營階層之決策與運作，則必

須確保獨立董事不因特定的身份或資金關係，而影響其獨立判斷之能力，

是故獨立性為擔任獨立董事重要條件，於美國實務中以下針對獨立性之規

範甚值參考： 

(1)密西根州州法7
 

美國密西根州為最早對獨立董事有詳細明文規範之州公司法，依據該

                                                                                                                                            
中。企業所有與企業經營分離的涵意因此有另一層更深的註解。See BERLE &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66(1932); E.S. HERMAN, CORPORATE CONTROL, 

CORPORATE POWER 54 (1981). ; J.E. PARKINSON, CORPORATE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56 (1994). 
7
 國內相關文獻之討論，參閱余雪明，獨立董事與投資人保護，載：法律與當代社會：馬漢寶教

授七秩榮慶論文集，1996 年 7 月；余雪明，台灣新公司法與獨立董事（上），萬國法律，123 期，

頁 63-77，2002 年 6 月；余雪明，台灣新公司法與獨立董事（下），萬國法律，124 期，頁 80-84，

2002 年 8 月。 



7 

州公司法規定，獨立董事須由股東大會選舉之，而不得由董事會直接任命。

又依§450.1107 Sec.107 之規定，獨立董事須具備獨立性與專業性，而獨立性

乃指被指定為獨立董事者，於過去三年內不得有下列情事之一：  

A. 為該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高階主管或雇員。  

B. 以營利為目的，與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從事金融、法律、顧問等業

務之往來，而金額在一萬元美金以上之交易。  

C. 為前二項情事之人之近親或合夥人或與其有業務關係者。  

又為避免獨立董事任期過長，與該公司過份熟稔而喪失其超然獨立地

位，密西根州法復規定獨立董事於公司任職不得超過三年，滿三年後獨立

董事可以繼續擔任董事，但喪失獨立董事之資格。另外為確保獨立董事之

專業能力，密西根州州法尚要求獨立董事必須具有五年以上商業、法律或

財務工作經驗。  

(2)NYSE 上市審查準則  

依據 NYSE 上市審查準則§303A.01 及§303A.02 之規定，上市公司必須

設置獨立董事，否則不予上市。所謂獨立性乃指，獨立董事與所任之上市

公司間不能有任何實質關連性，對於下述人員將視為不具有獨立性：  

A. 董事過去三年曾為上市公司之員工，或其近親過去三年曾擔任上市

公司之高階管理人員者。  

B. 除了董事及委員會的酬金、退休金或其他，以及其他過去持續性、

非偶然之服務之報酬以外，董事或其近親於過去三年中，任十二個

月內自上市公司取得十萬美元以上之直接報酬者。  

C. (a)董事或近親目前受雇於公司之相關企業內部或外部審計人員；(b)

董事為該公司現任的員工； (c)董事的近親為該公司現任員工，或

參與該公司之審計、保證或稅務申報之執行；(d)董事或其近親，

過去三年為該公司的員工或重要關係人，且同時在公司內擔任審計

人員。 

D. 董事或其近親在過去三年內受雇為其他公司之高階管理人員，而該

他公司薪酬委員會之成員，係為本公司目前之高階主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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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董事為現任員工，或其近親為現任高階管理人員，在過去三個會計

年度中與公司有超過一百萬美元或公司收入毛額 2%以上之資金往

來或財產移轉之情形。  

以上所謂之近親，包括父母、子女、兄弟姊妹、配偶、配偶之父母、

配偶之兄弟姊妹，以及與前述之人共同居住之人。  

(3)沙氏法案（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 

由於安隆（Enron）舞弊一案的重要因素之一，即為審計委員會之功能

不彰，有鑑於此，美國國會於沙氏法案中修訂了證交法的規定，除了落實

財務揭露及強化公司內部監控制度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求擔任審計委員會

中之獨立董事，以及從事公司稽核業務之會計師必須有獨立性8，關於此獨

立性之內涵如下：  

A. 通則─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之每位成員皆應為董事會之董事，且須

保持獨立性。  

B. 標準─(a)不得收取該公司任何的顧問費、諮詢費用及其他報酬；(b )

不得成為發行公司或任何附屬機構之關係人。  

又為確保審計委員會監督公司財務之功能，復規定審計委員會的獨立

董事至少有一席應由財務專家擔任。同時沙氏法案又賦予審計委員會更多

的監督權責，詳細內容容於功能委員會中再予詳述。  

2.功能 

美國以設立獨立董事的方式來達到公司內部監控之目的，因法令對於

獨立董事之專業性、獨立性有一定的要求，則獨立董事因與公司不具利害

關係，亦無利益衝突，故其得立於客觀、超然的位置，扮演著監督、提供

忠告及建議的角色。  

又因美國股份有限公司之實務運作上，獨立董事為董事會之成員，且

為董事會下不同委員會之全部或部分成員，各委員會職權不同，獨立董事

亦因委員會職權而異其監督內涵。例如屬執行委員會者則監督業務決策與

                                                 
8
 沙氏法案（Section 101(a)）並授權證管會（SEC）指派五位委員成立「公眾公司會計監

督委員會」（PCAOB），以確保公眾公司審計報告之正確及獨立性。See SKOUSEN, GLOVER AND 

PRAWITT, AN INTRODUCTION TO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SEC 59-61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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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的適法性與適當性；屬審計委員會者，則監督公司財務與內控品質。

簡而言之，獨立董事大致有以下之功能9： 

(1)有利於公司專業化運作  

獨立董事能以其專業知識給予公司建議，為董事決策提供參考之意見。 

(2)有利於公司人員績效的審查與評價  

獨立董事相對於內部董事較易有客觀獨立的評價標準，對於 CEO 或高

階管理人員的績效評價上能發揮積極效用。  

(3)有利於監督管控  

美國董事會已由過去的業務執行機關轉變為監督機關，並由於功能委

員會分工方式的確立，使得經營單位與監督單位分離，獨立董事得以超然、

獨立的監督並給予意見。  

（四）功能性委員會之建構 

一般美國之大型公司均設有執行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以及其他功能之委員會（如治理委員會），藉由專業分工以提

高效率，並強化董事會監督功能。又為強化監督功能，降低可能的利益衝

突，各委員會成員必須由獨立董事負擔主要職務。以下就與公司治理相關

之審計委員會、提名委員會、薪酬委員會簡述之。  

1.審計委員會（audit committee） 

審計委員會為一般上市、櫃公司最常見之功能委員會，目的在監督公

司會計及財務處理流程，確保財報及內控之品質。目前美國各法案對於審

計委員會之規定略有不同，大抵而言，一般規定人數需三名以上，委員會

成員需具備獨立性，成員中並應有財務、會計或審計等專業背景。以沙氏

法案為例，其規定審計委員會獨立性之標準已如上述。  

該法案復規定公司若未設有審計委員會，則董事會需符合審計委員會

之規定。又發行公司須揭露其審計委員會成員中是否至少有一名財務專

家，證管會對財務專家的定義為透過教育或具有會計師、審核員、主要財

                                                 
9
 參閱葉銀華、柯承恩，德日美韓各國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及其他專門委員會法制規範及實務

運作情況，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委託研究計畫，頁 45-46，200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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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主管、審計主管、發行公司的主要會計主管等經驗的人，或是具有下列

相似功能職位的人：  

A. 能瞭解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和報表。 

B. 具有下列經驗：  

(a)編制或審查過一般發行公司的比較財務報表。  

(b)能應用這些原則在會計的估計、應計和預計項目上。  

C. 具有內部會計控制的經驗。 

D. 瞭解審計委員會的功能。  

審計委員會建置於董事會之下，具備權威性、專業性與獨立性。其功

能概括而言為：監控企業內部、外部財報之質量；監控企業之內外部之審

計功能；監控企業的風險管理，以確保公司風險管理功能是否完善。以沙

氏法案為例，審計委員會應就會計師事務所之委聘、報酬及查核工作之監

督直接負責，並解決經營管理階層與查核人員間有關財報之歧見，而受委

任上述工作之會計師事務所亦應直接向審計委員會直接報告10。 

又審計委員會應依證交法（美國一九三四年證交法第 10A 條）建立有關

匿名員工檢舉之保密機制，以處理公司有關會計、內控或稽核事項的申訴

（complaints）案件。審計委員會於履行職務有必要時，有權以公司費用聘

僱獨立諮詢顧問。審計委員會負責決定支付適當報酬予為公司出具稽核報

告之會計師事務所、受聘任之顧問或諮詢專家。是故，審計委員會雖屬於

董事會之下的委員會，然其獨立於經營階層，且擁有獨立權限以遂行監督

之責，而達到實質監督的效果11。 

2.提名委員會（nomination committee） 

公司經營之良窳關鍵在於「人」，故提名委員會之設置於公司治理上亦

屬舉足輕重之一環。提名委員會最重要的職責在於當董事、執行長或重要

高階職員有出缺時，負責推薦候選人之名單。提名委員會亦有責任設立候

選人的資格標準、決定董事是否得以續任、訂定董事之退休年齡，以及就

整個董事會大小、委員會結構、委員會成員及管理階層繼任人提出建議。  

                                                 
10

 國內介紹文獻，參閱易明秋，公司治理法制論，頁 37-48，2007 年 2 月。 
11

 國內介紹文獻，參閱葉銀華、柯承恩，同註 9，頁 50-55；易明秋，同註 10，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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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越來越多美國上市公司採用提名委員會，且近來美國實務已就

提名委員會成員之獨立性有一定的要求；例如，為了避免 CEO 任意決定董

事人選（特別是獨立董事），NYSE 要求上市公司應設立全部由獨立董事組

成的提名委員會；NASDAQ 更明訂提名委員會成員不可少於六個人或多於九

個人，且委員會中非企業委員會（Non – Industry committee members）的成

員需等於或超過企業委員會（Industry committee members）的人數，任何主

管或員工不可以為提名委員會的成員，提名委員會成員不可同時擔任董事

會成員，除非是該委員在董事會服務的最後一年12。 

3.薪酬委員會（compensation committee） 

薪酬委員會負責決定與監督公司董事與高階經理之薪酬方案，為使薪

酬決定程序有較獨立的判斷與公正的安排，美國的相關公司治理法規，大

抵皆規定薪酬委員會之成員應由獨立董事擔任。如 NYSE 上市審查準則規

定上市公司應設立全部由獨立董事組成的薪酬委員會，NASDAQ 則要求薪

酬委員會需由多數的獨立董事組成。  

吾人觀察美國與薪酬委員會相關之規定，該委員會之職責大致為：○1 審

查並決定經理人的年薪、紅利或其他利益；○2 審查與董事會成員有關的薪

酬政策；○3 擬定關於經理人津貼政策，並定期檢視該政策；○4 就員工的薪

酬、獎勵薪酬政策或股票計畫進行審查，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5 審查員

工退休計畫的運作情形。目前美國實務上 CEO 對薪酬委員會並無形式上之

控制權，但與對提名委員會一樣具有實質之影響力13。 

（五）紐約證券交易所對獨立董事之改革芻議 

按安隆案後，當時擔任美國證管會主席的哈梅˙匹特（Harvey Pitt）於

二○○二年二月間，請 NYSE（紐約證券交易所）就其上市標準中的公司治

理部分，加以檢討。NYSE 因而組成「公司責任與上市標準委員會」負責修

改上市公司治理的規範，並於二○○二年六月公佈修定方針，而於八月一

日經證券交易所董事會通過並正式對外公告結論。以下為結論之重點，列

述於後14： 

                                                 
12

 國內介紹文獻，參閱葉銀華、柯承恩，同註 9，頁 57-58；易明秋，同註 10，頁 49-51。 
13

 國內介紹文獻，參閱葉銀華、柯承恩，同註 9，頁 56-57；易明秋，同註 10，頁 49。 
14

 NYS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ACCOUNTABILITY AND LISTING STANDARDS COMMITTEE 

(June 6, 2002); NYSE Approves Measures to Strengthen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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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董事會成員過半數必須是獨立董事；董事會下設全由獨立董事組成

之審計、報酬與提名委員會。但如果該公司的股份有 50％以上為另

一人、集團或公司而非公眾所持有，則只要有一完全由獨立董事所

組成的審計委員會，成員至少三人即為已足。按原制只要求設審計

委員會。 

2. 非管理階層董事（即外部董事但不限於獨立董事）之定期會議，應

無管理階層之人在場。原制無此規定。 

3. 獨立董事之獨立性應由董事會確認其與上市公司間無重大關係（包

括與公司的直接關係或以某機構的合夥人、股東或經理人的身分，

而該機構與公司有關係）。按原制有較大的裁量空間。 

4. 獨立性之旋轉門時間，從三年提高至五年。 

5. 上市公司都要建立內部稽核機制。此規定原制所無。 

6. 審計委員會成員的報酬僅能從上市公司所支付的董事酬勞而來。此

規定原制所無。  

7. 上 市 公 司 必 須 建 立 並 公 佈 事 業 行 為 與 職 業 道 德 標 準 （ code of 

business conduct and ethics），以及各委員會章則，若有董事或高階

經理人有對此準則章則排除不適用，則應迅速揭露之。 

8. 股票選擇權計畫應經股東會決議通過，但激勵員工之選擇權、從併

購而來之選擇權及符合稅法的計畫，如 401(k)與員工股票選擇權計

畫，不在此限。經紀商代客戶就上述事項提案投票時必須得到客戶

的指示。 

9. 上市的外國公司必須揭露其公司治理實務與 NYSE 之公司治理標準

任何重大不同之處。此規定原制所無。  

10. 上市公司的 CEO 必須每年具結證明其不知悉公司有任何違反 NYSE

公司治理標準之規定。此規定原制所無。   

11. 對違反公司治理標準者，除既有的下市處罰外，NYSE 得對違反者

發不公開之譴責信。  

12. NYSE 促請每一家上市公司對新任董事建立「新生訓練計畫」。此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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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原制所無。  

13. NYSE 將與相關公司治理的主要機構合作，成立董事研訓機構。此

規定原制所無。  

準此結論，NYSE 因而修改其上市公司規則第 303A 條（NYSE Listed 

Company Manual 303A），以下敘述其規定內容與之前委員會結論之差異點： 

1. 如果上市公司是從屬公司（controlled company），則豁免獨立董事要

超過半數以及提名委員會（或公司治理委員會）、報酬委員會要求設

置之規定。故全由獨立董事組成的審計委員會仍然要設置。而所謂

從屬公司，是指其超過 50％的表決權由一個自然人、團體或公司所

持有。 

2. 獨立董事旋轉門時間仍維持三年，此與那斯達克規定相同。 

3. 每一家上市公司應訂定並揭露公司治理指導大綱（guidelines），此

大綱必須強調：(1)董事資格標準；(2)董事的責任；(3)董事對管理階

層的管道，及必要及適當之情形下，對獨立顧問的管道；(4)董事的

報酬；(5)董事之新進與繼續教育；(6)CEO 的接班；(7)董事會年度

自我績效評估。  

（六）小結 

美國公司治理機制係採業務執行權與監督權於一身的單軌制（如上所

述，董事會功能實際已漸從業務經營轉向監督經營15），為了貫徹管理權與

監督權分離，避免利益衝突，美國現行實務以獨立董事為公司內部之治理

核心。公司可於董事會下設置不同之委員會，該等委員會主要由獨立董事

組成，藉由其專業性與獨立性，而達到效率分工與監督經營階層之效果。

一般來說美國大型公司皆設有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架

構圖如下： 

 

 

 

                                                 
15

 國內介紹文獻，參閱賴英照，同註 4，頁 179-183；黃銘傑，公司治理與企業金融法制之挑戰

與興革，頁 61-62，200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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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美國大型公司設有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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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二、德國法制  

（一）德國公司法制背景與股權結構 

不同於美國之單軌制，德國公司治理結構向來採取類似三權分立的模

式（有稱為上下隸屬之二元制經營體制）。探索其歷史背景，乃因德國證券

市場不發達，股東缺乏以市場力量制衡、監督經營階層的機制，因此加強

內部監控機制是必然的16。 

而在德國經濟發展的歷程，銀行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證券市場不

發達，且早期歐洲各國擁有自己的貨幣制度，跨國募資相當不易，故德國

企業仰賴銀行融資，多向銀行取得資金，則銀行最初以債權人之身分於企

業經營上佔有重要地位；當企業無法償還貸款或股票上市時，銀行將債權

轉換為股權，以其大量之股權進入董事會或監事會。  

                                                 
16

 參閱陳彥良，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於德國公司治理法典中法規範地位之探討，政大法學

評論，89 期，頁 148，2006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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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由於意識型態、社會主義、金融制度設計、證券交易稅賦造成

處分持股的負擔等情形，亦使投資人習於將股票（德國多為無記名股票）

託管予銀行，由銀行代為行使股東權。以上之情形，皆造成德國公司股權

相對於美國市場較為集中。是故於德國公司治理課題中，銀行的介入，以

及防杜控制股東（銀行）濫用控制權的可能即為核心問題。另外，德國乃

工業國家，於其公司治理亦可見到濃厚的社會主義、保護職工色彩。其中

最顯著的特點便是共同決定法（Co-Determination Act），於一定規模之公司

其監事會席次需半數（即勞資各半）或三分之一以上為勞工代表，使德國

公司員工與公司形成休戚與共之生命共同體，減少勞資雙方之間的摩擦17。 

1. 德國原雙軌制內涵  

依照現行的德國股份法，意思決定機關的股東會、監督機關的監事會、

業務執行機關的董事會為德國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常設、必備機關。關

於各機關功能簡述如下：  

(1) 監事會 

○1  監事資格18
 

監事須為完全行為能力之自然人，此與我國得以法人任董事、監察人

之規定不同。又為維持監事會獨立性，避免利益衝突，確保雙軌制經營與

監督徹底分離的效果，以下人員不得擔任監事：  

A. 已在十個依法應設置監事會的各種公司擔任監事（若擔任監事

會主席則應計算為在兩個公司擔任監事）。 

B. 擔任公司從屬企業的法定代理人。 

C. 若公司一名董事擔任另一合資公司之監事，則該合資公司的法

定代理人不得擔任公司之監事。  

D. 監事不得同時擔任公司之董事、董事之長期代理人、經理人或

有權進行共同經營的代辦商。  

                                                 
17

 See David Charny, The German 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 1988 Colum. L. Rev. 145 (1988); 

Klaus Hopt, The German Two-Tier Board ( Aufsichsrat)—A German View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OMPARATIVE CORPORATE GOVERNANCE—ESSAYS AND MATERIALS (Klaus Hopt & Eddy 

Wymeersch eds., 1997). 國內介紹文獻，參閱葉銀華、柯承恩，同註 9，頁 109-112；易明秋，同

註 10，頁 123-124。 
18

 國內介紹文獻，參閱葉銀華、柯承恩，同註 9，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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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監事任期不得超過第四個會計年度最終決算期的股東常會結束

時。 

    又德國重視公司之個別差異，因此不同種類之公司監事會規模與組成

亦不同19： 

A. 經營煤炭、鋼鐵業之公司（依據 1951 年「煤炭鋼鐵共同決定法」

及 1956 年「共同決定補充法」）  

(a) 公司員工有一千名以上，監事會中必需有四名股東監事，四

名員工監事，三名獨立監事（不可為公司員工，不可與公司

有經濟上的利益關係，不可在此次選舉前曾為監事會中股東

代表，不可為工會或其他員工組織的代表或雇員）  

(b) 又以上之四名股東監事加上一席獨立監事由股東會選出，四

名員工監事加上一席獨立監事則由員工授權選出或直接選

出，剩下一名監事則由員工提名而由股東會選任之。  

B. 非經營煤炭、鋼鐵業之公司（依據 1976 年「職工共同決定法」） 

(a) 公司員工數少於五百人或經營特定事業（如慈善公益事業），

不需設有員工監事，此時監事全部是股東的代表。  

(b) 若公司有五百名以上員工，則監事會需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成

員為員工監事。  

(c) 若公司有兩千名以上員工，則監事會中股東監事與員工監事

之人數應相同（即勞資各半）。但若監事會進行議案表決而可

否票數相同時，在第二輪表決中監事會主席有兩票同票權。  

○2  監事之職權20
 

在德國，採合議制的監事會不僅是公司的監察機關，亦為董事會的領

導機關，監事會與董事會二者屬於上下隸屬的關係。詳言之，股東大會選

舉監事組成監事會，再由監事會選出董事並組成董事會，董事會向監事會

負責。這是德國治理模式之特色。按依照德國股份法監事會主要權限如下： 

                                                 
19

 國內介紹文獻，參閱黃銘傑，同註 15，頁 62-63；陳彥良，同註 16，頁 154-155；葉銀華、柯

承恩，同註 9，頁 113；易明秋，同註 10，頁 123。 
20

 國內介紹文獻，參閱葉銀華、柯承恩，同註 9，頁 11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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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選任、解任董事，並決定其報酬  

監事會選任董事組成董事會，並可任命其中一人為董事長。有重大事

由是可解任董事或董事長，所謂重大事由乃指董事嚴重違背義務、無力執

行業務或有股東會不信任投票的情形。又董事報酬由監事會決定之。  

B. 董事競業行為之同意權  

C. 監督董事會  

監事會對董事會之權限僅限於監督，而不得以任何方式介入公司業

務，董事會亦不可將業務執行權限授權予監事會。但公司章程得規定特定

重大業務執行事項應經監事會同意始得執行。  

    又為貫徹監督權能，監事會可查閱公司帳簿文件以及財產，特別是現

存的有價證券及商品；監事會亦可委託特定成員執行此工作，或委託特定

的鑑定人。 

D. 對外代表公司  

公司與董事在訴訟外（如簽訂委任契約）與訴訟上有所交涉時，此時

應由監事會代表公司，以避免利益衝突。  

E. 檢查公司財務狀況  

F. 承認年度決算  

G. 召開臨時股東會  

H. 對股東會之議程提出建議案  

I. 行使特定事項同意權  

應注意者，依德國公司治理法典之規定，無論是由股東或員工選出之

員工監事代表都有致力於公司最佳利益的義務21。這樣之義務規範，無疑至

為重要，否則如各基於本位主義，恐帶來公司莫大之災難。  

(2) 董事會22
 

                                                 
21

 國內介紹文獻，參閱陳彥良，同註 16，頁 154。 
22

 國內介紹文獻，參閱葉銀華、柯承恩，同註 9，頁 11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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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董事資格 

董事須為具有完全行為能力之自然人，此與我國得由法人任董事之制

度不同。董事非限於股東始能擔任。另德國股份法尚有對董事消極資格之

規定，於此不予贅述。  

○2  董事會權限  

董事會負責公司之經營，於執行業務之範疇，董事會不受監事會或股

東會指導。董事會須全體共同執行職務，原則上採一致決，但章程或董事

會議事規則可另行規定改採多數決。惟不得規定一名或數名董事可以違背

多數董事之意見，對董事會內歧異的意見做出決定。  

又，對第三人之訴訟外或訴訟上關係，原則上由董事會全體對外代表

公司，但公司章程得規定各個成員有權單獨或與一名經理人對外代表公司。 

2. 德國對雙軌制之改革  

在一九九○年代，德國歷經接連爆發公司舞弊的弊案，使德國開始思

考以往公司治理模式是否應予再檢討。因此德國政府開始一連串的修法改

革，修訂頒佈了證券交易法、企業控制與透明法、公司治理準則（非強制

性，但若公司不採該準則之建議，則提供了投資人一個投資警訊）、會計控

制法、會計法制改革法。以下僅就與本文相關部分介紹之：  

(1) 公司內部治理制度的改進（企業控制與透明法）23
 

關此，相關規定有：○1 董事會必須設置內部監控體系，以使危害公司

存續發展的弊端可以早日發現；○2 增強監事會主席之功能；○3 增強監事會

與簽證會計師之關係，例如要求簽證會計師在監事會審查年度決算時應列

席監事會；○4 簽證會計師所做的報告必須簡明易懂；○5 少數股東可向法院

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來為公司向董事及監事求償。 

(2) 建議監事會下設置審計委員會（公司治理準則）24
 

按德國之審計委員會屬於監事會之下屬單位，任務是處理會計和經營

風險的問題，以及確保審計人員的獨立性，負責審計委託的辦理，決定審

計的要點和費用。  

                                                 
23

 國內介紹文獻，參閱葉銀華、柯承恩，同註 9，頁 120。 
24

 國內介紹文獻，參閱葉銀華、柯承恩，同註 9，頁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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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德國與美國之審計委員會仍然有別，美國之審計委員會乃因單軌制

下監督與經營機關一體，為專業分工、有效監督方有審計委員會之設。是

以，審計委員會對於美國公司治理至為重要。但在德國審計委員會只是監

事會的下屬單位，依照德國股份法之規定，監事會不得授權單一監事進行

決策（不同於我國監察人可單獨行使職權），是故德國審計委員會基本上只

替監事會做準備工作，而非以其專業分工代替監事會做決策25。 

(3) 強化審計作用，加強財務審計人員獨立性與專業性的要求（會計法

制改革法）  

(4) 建立雙階控制機制（會計控制法）26
 

按本機制乃透過民間與官方合作，以查核上市公司是否達到公司治理

的要求。第一階段執行審查的是民間的獨立機構「德國會計監督委員會」。

其被授權可對上市公司查核，但因其為民間機構，無公權力之授與，故若

受查核對象拒不合作或有重大舞弊情事，該委員會須向「聯邦金融監督局」

報告，由監督局就該上市公司強制執行查核或處罰。  

3. 小結 

德國公司治理架構為股東會、監事會、董事會（類似三權分立），監事

會是公司的控制與監督主體，負責任免公司董事，並監督其業務執行。其

監事會特殊之處，除了股東、勞工監事共同決議（即設有勞工代表）外，

現更可於其下設置專業委員會（如審計委員會等）。值得注意者，近來德國

公司治理法典除以往監督關係外，也強調董事會、監事會的合作關係，以

使德國股東會、監事會、董事會三者之運作更為順暢27。 

三、日本法制 

按日本於二○○二年修法後，允許大型公司28得就監察人制度或委員會

制度選擇其一為自己公司之治理模式，以下就該二種日本模式介紹之：  

                                                 
25

 國內介紹文獻，參閱陳彥良，同註 16，頁 180；葉銀華、柯承恩，同註 9，頁 148-151。 
26

 國內介紹文獻，參閱葉銀華、柯承恩，同註 9，頁 121。 
27

 德國公司治理法典第三章第一個條文 3.1 明定：「董事會與監事會緊密合作致力於追求公司之

利益」。參閱陳彥良，同註 16，頁 165-170。 
28

 依日本商法特例法第 1 條之規定：大型公司係指(1)資本額為五億日圓以上之股份有限公司；

(2)最終資產負債表上負債總額為兩百億日圓以上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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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監察人制度29 

日本之監察人制度深受德國影響，亦採三權分立的模式，由股東會、

董事會、監察人組成。股東會為公司最高意思決定機關，於法定決議事項、

章程範圍內有決議權，並對董事、監察人有任免權。  

而日本之董事會為公司業務執行及代表機關；需注意的是，日本之董

事任免權為股東會，不同於德國屬於監事會。又日本有「代表董事制度」，

得由董事會推選一名或數名董事代表公司執行內外業務，並對外代表公

司，由董事會負責對代表董事進行業務監督。  

日本與德國不同的是，日本之監察人與董事會乃並立的機關，而不同

於德國監事會與董事會乃上下隸屬關係。日本不論是單獨監察人或是組成

監察人會，各監察人皆可獨立行使職權。監察人對於公司的會計、董事業

務執行有監督權限，公司監察人可隨時向董事、執行主管或員工要求提供

關於企業營運活動的報告，或是調查公司事務及公司資產狀況。為達到監

督目的，監察人有義務參與董事會會議或其他重要的會議，適時的查核董

事、員工或其他人提交報告的內容。母公司監察人為履行職權，必要時亦

可要求子公司提交營業報告、調查公司的業務或資產的狀況。  

日本尚有一特殊的外部監察人制度，此制乃參照美國法獨立董事之精

神。內部監察人乃指曾任公司經營職務之監察人，其優點為熟悉公司內部

業務，而缺點乃是缺乏獨立性；而外部監察人之優缺點則正好與內部監察

人相反。兩者相輔相成，可達到較好的監督效果。依據原日本商法特例法30

之規定，大型公司應設置三名以上的監察人，其中半數以上需為外部監察

人。 

（二）委員會設置制度31 

為與國際潮流接軌，並因應日本企業商業活動之多元化與國際化，日本

於二○○二年正式引進董事會下設置功能委員會之制度，由審計委員會等

功能委員會取代監察人之職位，使日本公司治理模式多了一個單軌制的選

                                                 
29

 國內介紹文獻，參閱林國全，監察人修正方向之檢討—以日本修法經驗為借鏡，月旦法學雜

誌，73 期，頁 47-59，2001 年 6 月；葉銀華、柯承恩，同註 9，頁 162-170。 
30

 參見原日本商法特例法第 18 條之規定。 
31 相關討論，參閱杜怡靜，委員會制度與監察人制度之比較，月旦民商法雜誌近期刊載；葉銀

華、柯承恩，同註 9，頁 17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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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換言之，在此制下，董事會實際上不從事決策與業務執行，而係交由

代表執行人或執行役（即CEO；執行長）為之，明確區分執行機關與監督

機關分離之功能。應指出者，公司採取委員會設置之制度者，則無庸再設

置監察人。亦即，日本在平成十四年（西元二○○二年）商法改正中，正

式引進了美國委員會設置制度。但並非以全面廢除監察人制度方式改採美

國的委員會制度，而是由公司自行決定採用何種制度。  

按委員會設置制度以董事會為業務決策機關及監督機關，又為減少經

營與監督的利益衝突，董事會下應設置專門委員會以執行不同業務，並應

指派一名以上的執行主管，將實際的業務執行權限移交與該主管，此時董

事會權限被縮減，目的在使董事會成員維持單純的立場行使委員會職務。 

採委員會設置此制之公司，必須設置有：審計委員會、提名委員會、薪

酬委員會，且公司不得再設立監察人。又各委員會半數以上之成員，必須

為該公司之外部董事32。簡言之，委員會制度全面移植了美國的單軌制。但

應注意者，論者謂其實日本法上較為強調監察人制度之改革33，但也適度地

引進美國法上之由外部獨立董事所組成的委員會設置之制度。但根據相關

研究，使用委員會設置制度之公司在日本尚未普遍。 

四、小結 

美國單軌制或德國雙軌制之建構，乃因歷史、社會背景及市場結構之

不同而來，兩者各有其優劣；OECD 之公司治理準則，對於各國公司採行單

軌制與雙軌制亦採中性立場34。因此，在對我國法進行修正之前，應先確實

審酌我國欲學習取鏡之制度的整體配套架構，並實際檢討我國現制監督機

能不彰的原因為何，而不是高舉設置獨立董事數席的旗幟，便認為公司治

                                                 
32

 有謂：日本外部董事與我國獨立董事之不同，日本外部董事的定義很廣，包括與母公司及主

要股東有關係之董事，亦可被稱為外部董事，獨立性不高，與美國及我國之獨立董事很不一樣。

例如 Gilson 與 Milhaupt 文中曾警告如此寬鬆的獨立性標準，可能會導致委員會制度變成經理人

保護自己或遭其他利害關係人利用之工具。See Ronald Gilson and Curtis Milhaupt, Choice as a 

Governance Mechanism: The Case of Japanese Corporate Governance, 53 Am. J. Comp. L. 343 

(2005) . 
33

 參閱林國全，同註 29。 
34

 例如，根據 OECD 組織二○○四年所修正之公司治理基本原則，公司治理應特別重視下列事

項：……（6）董事會及監察人（或監事會）等機關責任之強化（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oard），

藉此確保公司經營策略的有效監督與指導，以及董事會能對公司及股東負責。而此處所指之

Board，在雙軌制之國家（如我國公司法設有董事會與監察人即是；而相對的，單軌制國家如美

國僅有董事會之設），係指監察人或監事會而言。（In the typical two tier system, found in some 

countries, ―board‖ as used in the Principles refers to the ―supervisory board.‖）See OECD, 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04, 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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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即已完備。此外，每一不同公司治理模式均有其自己之強處及缺陷，完

美無缺之公司治理模式似乎一時之間不可能存在。何況，公司治理涉及一

國之文化、市場及法律制度，一夕之完全轉變恐不可能。有鑑於此，本文

亦認為，於現今階段，追求審核監督（audit function）、透明（transparency）

及董事會成員一定程度之獨立性（independence）等目標，是當前全球公司

治理的一致標準（‖global corporate governance‖ standard），而且並非僅採取

美式單軌制度才能達成此等目標35。 

 

參、我國現行上市、上櫃公司獨立董事制度之檢討與建議 

一、 一般上市上櫃公司認為只要設有二名獨立董事就是已做好

公司治理，這種的見解是否正確？ 

依照目前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二規定，原則上獨立董事乃任意設置，例

外方由主管機關強制設置獨立人數，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

席次五分之一。則若公司依證交法以及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

循事項辦法，設立了符合法定資格要件之二席獨立董事，是否即可謂公司

治理已完備？本文採否定見解。  

公司治理之完備需有多方面的配合與落實；例如，確保一個有效公司

治理架構之基礎、董事會執行業務遵循法令；保障股東權益，使股東受公

平對待，建立股東參與公司事務、監督公司業務執行之制度；強化董事會

結構，建置利益迴避機制；發揮監督、查核之功能；提升資訊揭露的透明

度；尊重、調和利害關係人之權益36。獨立董事之設立僅在強化對董事會、

經營階層業務執行之運作，借重其專業性、獨立性，而達到於內部進行監

督的功能，非可謂設立了獨立董事公司治理即屬完美。  

是故，設立獨立董事僅為公司治理之一環，設立後其獨立性與專業性

之確保與維持亦為不可或缺的課題。更重要的是，獨立董事亦屬董事，其

對於公司與股東，同樣與一般之非獨立董事（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均

負有受託人責任（亦即，獨立董事之責任與一般董事並沒有兩樣），因而其

                                                 
35

 See also Su, I Tzu,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 in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Taiwan: Why 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 Washington University, Missouri, JSD 

Dissertation (4 Jan 2008).  
36

 參閱劉連煜，現代公司法，頁 14-16，2009 年 9 月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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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監督或特定委員會權限內之職務時，亦應善盡忠實與注意義務，方符

合設立獨立董事主要乃在促進監督功能之目的，而非徒具形式而已。 

二、 大股東所支持之獨立董事，如何超然獨立行使其職權？（獨

立董事選舉方式有無改變之可能？）又，若大股東不能掌控獨

立董事，一旦獨立董事對議案行使否決權，對其他董事是否

公允？法律之解決機制又是如何？ 

（一）控制股東操控表決權將影響董事之獨立性  

1. 控制股東操控表決權可能引發的問題（包括控制獨立董事）  

在香港及新加坡，證券市場一般漸漸認為獨立之非執行董事，是在董

事會中代表少數股東之利益而存在37。事實上，很多國家之立法例均未明文

規定獨立董事如何擺脫大股東之控制。因此，眾人皆知這是各國實施獨立

董事制度最大之問題所在。  

然而，控制股東本其控制地位，縱使法律上非居於經營階層地位仍有

操控表決權，進而操控董事會決議、股東會決議的可能。控制股東濫用表

決權，且與獨立董事或監察人有關的可能態樣：例如，選任對其有利或自

己派系之獨立董事或監察人、阻斷董事責任的追究、解任「不聽話、太獨

立」的獨立董事或監察人，以及任意調整、決定董事報酬等等。 

2. 解決之道 

(1) 改善獨立董事與監察人之選舉方式，或謂依解決之道所面臨阻力程

度之淺深，依序可酌採： 

○1 法人股東不得同時推派代表當選為董事與獨立董事（及監察人）  

我國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法人股東得以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

察人，且代表人有數人時，得分別當選，形同一個人之左手監督右手的局

面，該規定受國內通說批評已久。或謂：為落實監督機能，不使法人股東

操控其表決權，該條應修訂或為限縮解釋（以修訂為佳），當代表人有數人

時，法人股東得推派其全部競選董事，或推派其全部競選監察人或獨立董

事，而不得同時當選董事與獨立董事（或監察人），以落實內部之監督機制，

                                                 
37

 David Gerald,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 A Myth or Reality?, FEATURED ARTICLE (18 March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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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公司治理。 

應注意者，目前證券交易法已新增第二十六條之三，使法人股東不得

同時推派其代表人當選或擔任董事與監察人，然此規定僅適用於公開發行

公司，為落實公司之監理機制，未來應擴大該規定之適用範圍，使股份有

限公司皆有適用。 

上述見解，雖頗有見地，但如加以採納，法制上必須先以獨立董事僅

擔任監督功能為前提，惟由於我國法制目前獨立董事除在公司另設有審計

委員會之情形外，仍有一般董事之決策職責（即本文前述第二種類型：設立

獨立董事，且同時設有監察人之情形），因而採用此一建議恐需先各方建立共

識，並應以立法方式為之，較為妥適。  

○2 恢復強制累積投票制  

目前國內多數見解認為，為保障少數股東有推派代表當選董事，參與公

司經營進而達到內部監控效果之機會，應恢復強制累積投票制。雖有反對

論者認為，強制累積投票制與國際公司自治之潮流有違，且易造成董事會

內意見紛歧。然本文以為，我國之家族企業所在多有，控制股東之影響力

龐大，為保障少數股東意見之表達，實踐公司民主、加強公司內部監控，

應恢復強制累積投票制較為妥適。而且，此制也有助於少數股東所支持之

獨立董事得以當選，故我國法宜恢復強制累積投票制。可喜的是，有關檢討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方式，強制採累積投票制，刪除得採全額連記法等方式，已納

入經濟部所提「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並業於二○○九年七月二日經行政

院第 3150 次會議決議通過。 

○3 董事與獨立董事、監察人應併同選舉 

前述所謂法人股東之代表人不得同時當選董事與獨立董事、監察人，

此乃為避免監督與經營權均來自同一法人格之弊端；但如係一般之選任董

事與獨立董事、監察人，在分別選舉情形下，將使控制股東得於每次之選

舉以其多數之表決權，擁護自己派系之候選人當選；是故，同時選舉董事

與獨立董事、監察人控制股東之表決權較易分散（按我國目前獨立董事之

選舉，係與一般董事同時進行，只是分開計票而已；至於監察人則未與董

事一起投票，屬分別選舉。），而小股東則有集中表決權於特定候選人，使

少數派得以當選為經營或監督階層，促進公司治理之可能。本文認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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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選舉制度，確有減輕獨立董事、監察人必須依賴大股東才能當選之壓

力，日後當選行使職權較有可能發揮監督之功能，故可以思考修正現行法

採用此制。 

○4 設立提名委員會  

我國新近修法只引入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等制，卻對最重要的「人」

的部分未予著墨。吾人觀察採行單軌制之國家，概設有提名委員會，以決

定董事、執行長、高級職員等之候選人，本文建議我國應同時引入提名委

員會，由獨立董事組成提名委員會，關於獨立董事之專業性與獨立性，得

加以審究並提名之。  

○5 由主管機關指派獨立董事或由少數股東投票選舉獨立董事  

    既然獨立董事擺脫不了大股東之控制力，或謂可由主管機關（如金管

會）或中立、客觀組織（如投保中心）從專家名冊中指派獨立董事，猶如

依證交法第一二六條第二項、期貨交易法第三十六條指派證券交易所與期

貨交易所之公益董事一般。惟因證券交易所與期貨交易所具有公益性，這

類的規定具有正當性與必要性，不會受到很大之質疑，但在追求股東利益

最大化之一般公司組織採行此制，是否有足以說服人之正當化理由，恐怕

會受到排山倒海而來的質疑。  

至於主張由少數股東投票選舉獨立董事，大股東（多數股東）無投票權

之舉措，雖能配合前述一般認為獨立董事乃小股東代言人之認知，但由於

除難認定何人之持股實際屬於大股東之問題外（人頭文化氾濫之我國，查

核更屬困難），在各國立法例上此舉更屬罕見。一般國家之立法（如新加

坡），董事（含各種董事）主要仍應由公司之股東會全體股東選出（但如後

所述，德國是由監事會選出）。因此，我國如選擇採行此制，雖法理上不難

找到根據（因為任期由大股東所控制，則無法期待獨立董事公平、客觀執

行職務38），但目前尚乏各國類似立法之支持，困難度頗高。 

(2) 獨立董事獨立性之確保  

觀察我國目前立法，乃在盡力不使獨立董事因身份或資金關係而影響

其公正、超然判斷的能力，惟條列式的立法較為僵化，且難以窮盡。或可

以彈性立法，使證券交易所有權就個案解釋、判斷該獨立董事是否超然獨

                                                 
3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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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39。又須注意的是，因我國存在許多家族企業之控制股東，在判斷獨立性

                                                 
39

 香港主版上市規則（以下簡稱《上市規則》）第3.13條規定：「在評估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時，

本交易所將考慮下列各項因素，但每項因素均不一定產生定論，只是假如出現下列情況，董事的

獨立性可能有較大機會被質疑： 

(1) 該董事持有佔上市發行人已發行股本總額超過1%； 

註：1.上市發行人若擬委任持有超過1%權益的人士出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必須在委任前先行令

本交易所確信，該人選確屬獨立人士。持有5%或5%以上權益的人選，一般不被視作獨立人士。

2.計算《上市規則》第3.13(1)條的1%上限時，上市發行人必須將有關董事法律上持有或實益持有

的股份總數，連同任何尚未行使的股份期權、可轉換證券及其他權利（不論是以合約或其他形式

所訂明）在獲行使而要求發行股份時須向該董事或其代名人發行的股份總數，一併計算。 

(2) 該董事曾從關連人士或上市發行人本身，以饋贈形式或其他財務資助方式，取得上市發行人

任何證券權益。然而，在不抵觸《上市規則》第3.13(1)條註1的條件下，如該董事從上市發行人

或其附屬公司（但不是從關連人士）收取股份或證券權益，是作為其董事袍金（酬金）的一部分，

又或是按根據《上市規則》第十七章而設定的股份期權計劃而收取，則該董事仍會被視為獨立董

事； 

(3) 該董事是當時正向下列公司╱人士提供或曾於被委任前的一年內，向下列公司╱人士提供服

務之專業顧問的董事、合夥人或主事人，又或是該專業顧問當時有份參與，或於相同期間內曾經

參與，向下列公司╱人士提供有關服務的僱員： 

(a) 上市發行人、其控股公司或其各自的任何附屬公司或關連人士；或 

(b) 在建議委任該人士出任獨立非執行董事日期之前的一年內，該等曾是上市發行人控股股東的

任何人士，或（若發行人沒有控股股東）曾是上市發行人的最高行政人員或董事（獨立非執行董

事除外）的任何人士，或其任何聯繫人； 

(4) 該董事於上市發行人、其控股公司或其各自附屬公司的任何主要業務活動中，有重大利益；

又或涉及與上市發行人、其控股公司或其各自附屬公司之間或與上市發行人任何關連人士之間的

重大商業交易； 

(5) 該董事出任董事會成員之目的，在於保障某個實體，而該實體的利益有別於整體股東的利益； 

(6) 該董事當時或被建議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日期之前兩年內，曾與上市發行人的董事、最高

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有關連； 

註：在不影響上述條文的一般性的原則下，就《上市規則》第3.13(6)條而言，任何與上市發行人

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同居儼如配偶的人士，以及該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的

子女及繼子女、父母及繼父母、兄弟姊妹以及繼兄弟姊妹，皆視為與該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

要股東有關連。在某些情況下，該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的以下親屬：配偶的父母、子

女的配偶；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外孫；父母的兄弟姊妹及其配偶；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

兄弟姊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姊妹；以及兄弟姊妹的子女，亦可能會被視為與有關董事、最高行

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有同樣的關連關係。在這些情況下，上市發行人將要向本交易所提供一切有關

資料，讓本交易所得以作出決定。 

(7) 該董事當時是（或於建議其受委出任董事日期之前兩年內曾經是）上市發行人、其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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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無時，應檢討「最終控制權」誰屬，以避免獨立董事背負利益團體之

同夥人惡名而喪失獨立性身份。 

(3) 董事忠實義務與獨立性之司法審查 

○1 前言 

我國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即，本

項區分為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兩個層次。美國法上針對公司董事對公司應盡之義

務，雖統稱為受託（任）人義務或信賴義務（fiduciary duty），惟此義務又可大

略分為注意義務（duty of care）以及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按忠實義務乃

係指公司負責人於處理公司事務在利益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s）時，必須出自

為公司之最佳利益之目的而為，不得圖謀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40。 

然而，忠實義務具體之內涵為何？法院實務如何檢驗這一抽象之法律概念？

又，公司負責人執行職務是否具有獨立性？司法如何審查？這也是董事（包括獨

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等公司負責人是否真正做到忠實義務之要求，相當重要之

關鍵。以下擬以美國德拉瓦州法院及我國法院近來相關之判決加以探討，希望引

起我國司法實務界之重視，落實公司治理法制之基石。 

                                                                                                                                            

或其各自的任何附屬公司又或上市發行人任何關連人士的行政人員或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除

外）；及 

註：「行政人員」包括公司內任何擔任管理職責的人士以及出任公司秘書一職者。 

(8) 該董事在財政上倚賴上市發行人、其控股公司或其各自的任何附屬公司又或上市發行人的關

連人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須向本交易所呈交書面確認，當中必須說明： 

(a) 與《上市規則》第3.13(1)至(8)條所述的各項因素有關的獨立性； 

(b) 其過去或當時於發行人或其附屬公司業務中的財務或其他權益，或與發行人的任何關連人士

（定義見《上市規則》）的任何關連（如有）；及 

(c) 其於呈交按附錄五B或H表格所作聲明及承諾的時候，並無其他可能會影響其獨立性的因素。 

日後若情況有任何變動以致可能會影響其獨立性，每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

快通知本交易所，以及每年向上市發行人確認其獨立性。上市發行人每年均須在年報中確認其是

否有收到上述確認，以及其是否仍然認為有關獨立非執行董事確屬獨立人士。 

附註：《上市規則》第3.13條所載的因素僅作指引之用，而並無意涵蓋一切情況。本交易所在評

估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時，可就個別情況考慮其他有關的因素。」 
40

 參閱劉連煜，公司監控與公司社會責任，頁 148，199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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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治理之增進與董事之獨立性  

似乎舉世皆然，過去一旦出現公司重大掏空弊端乃至倒閉時，主管機關便往

往將注意之焦點擺在公司治理及獨立董事之問題上，尤其是獨立董事制度之興

革，特別受到重視。一般而言，其改革便是增加獨立董事在全體董事之比例，或

是檢討其在董事會下各委員會之功能與職權。以美國為例，在爆發恩隆案後，美

國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及那斯達克（NASDAQ）便要求其下掛牌交易之上

市公司董事會必須由過半數之獨立董事所組成。此外，便是規定董事會下之主要

委員會：審計、提名及薪酬委員會皆必須全由獨立董事所組成。 

按獨立董事之改革，並非公司治理增進之唯一途徑。因為正如諸多論者所指

出，獨立董事制度也可能導致其他的問題。例如，獨立董事的有效性之限制，包

含「時間、資訊和誘因（傾向）等等限制。」亦即，獨立董事比內部董事有可能

較少關於公司的資訊和較少做好的動機。因此，公司治理之加強，應是多方面進

行，始能克盡其功，不能只著重獨立董事之單項制度而已。 

當然，董事之獨立性之於董事忠實義務之履行，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因為這

關係著董事在做決策時是否有絕對的自由。然而，如何認定獨立性是否具備？讓

我們先看一看我國公司證券法制中有提到「獨立」二字之獨立董事制度的相關規

定，其次再檢討其規定之周密及實用性。最後，由美國及我國司法實務觀點剖析

如何認定董事獨立性之困難問題。 

○3 獨立董事之定義  

然而，何謂獨立董事？其資格條件為何？依證交法規定：「獨立董事應具備

專業知識，其持股及兼職應予限制，且於執行業務範圍內應保持獨立性，不得與

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利害關係（證交十四之二第二項前段）」。至於何謂「專業」、

「持股及兼職限制」、「獨立性」？依證交法，這些事項，以及獨立董事提名方式

41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證交十四之二第二項後段）。 

A.專業資格  

依「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42（以下簡稱「獨立董

事設置辦法」）規定，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指： 

                                                 
41

 按公司法第一九二條之一，規定持股百分之一以上之股東與公司董事會，有董事候選人提名

權利。 
42

 民國九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金管證一字第○九五○○○一六一五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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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取得下列專業資格條件之一，並具備五年以上工作經驗（第二條）： 

一、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相關科系之公私立大專院校講

師以上。 

二、法官、檢察官、律師、會計師或其他與公司業務所需之國家考試及格領

有證書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三、具有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 

B.持股及兼職限制  

至於「持股及兼職限制」的情形，依「獨立董事設置辦法」則指： 

     （1）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

總額百分之一以上或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第三條第一項

第三款）。  

     （2）公開發行公司之獨立董事兼任其他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不得

逾三家（第四條）。  

C.獨立性 

至於「獨立性」如何認定的問題，根據「獨立董事設置辦法」，具下列情形

者，被認為係違反「獨立性」的要求： 

「公開發行公司之獨立董事應於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間無下列情事之一

（第三條）： 

一、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二、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但如為公司或其母公司、公司直接

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之獨立董事者，不

在此限。 

三、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

之一以上或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四、前三款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五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屬。 

五、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以上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

人或受僱人，或持股前五名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六、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

事）、經理人或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 

七、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或諮詢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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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士、獨資、合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理

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及其配偶。  

公開發行公司之獨立董事曾任前項第二款或第六款之公司或其關係企業或

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獨立董事而現已解任者，不適用前

項於選任前二年之規定。 

前述第六款所稱特定公司或機構，係指與公司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二十以上，未超過百分之五十。  

二、他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及持有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

總計持有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三十以上，且雙方曾有財

務或業務上之往來紀錄。前述人員持有之股票，包括其配偶、未

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在內。  

三、公司之營業收入來自他公司及其聯屬公司達百分之三十以上。  

四、公司之主要產品原料（指占總進貨金額百分之三十以上者，且為製造產

品所不可缺乏關鍵性原料）或主要商品（指占總營業收入百分之三十

以上者），其數量或總進貨金額來自他公司及其聯屬公司達百分之五十

以上。 

第一項及前項所稱母公司及聯屬公司，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

基金會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五號及第七號之規定認定之。」 

由上可見，我國現行法令，顯然係以金錢上、經濟上的關係為前提，以架構

所謂之董事之獨立性法規範。 

在美國公開掛牌交易之公司，一定須遵守三個主要定義獨立董事身份的法

源：交易所上市掛牌的規定、聯邦法律【例如，沙氏法（the Sarbanes-Oxley Act）】，

以及州之公司法（其中尤以德拉瓦州公司法最屬重要）。另外，許多公司也保有

他們自身的內部標準用來界定誰將被認為係獨立的董事。 

按獨立董事常以負面表列加以定義。雖然細節有些不同，但一個獨立董事一

般來說必須是：（1）非公司的管理階層；（2）不直接或間接地與公司有重要生

意往來或和股東有重大不同之利益存在；（3）沒有家人屬於前兩項之情形。換

言之，於具備此等情形，董事被認為會因金錢上誘因或為圖利家人而決策偏袒

（bias）。 

  美國法律學院建議獨立董事之獨立性應由以下標準判定：如董事受制於利害

關係董事之控制性影響（―is subject to a controlling influence‖），則此董事稱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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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獨立性，而該控制性影響又可合理預期將影響董事之不利公司決策43。然

而，就如同證券交易所之定義一樣，沙氏法及證管會將獨立性之定義也只集中焦

點於生意之經濟上往來及家人與公司之關係這兩點上，不無遺漏。 

按美國國會、證管會及證券交易所並未十分重視獨立性之定義或如何決定董

事事實上是獨立的問題。一般來說，如果董事的家人沒有在公司擔任員工或與公

司沒有重大的經濟關係時，則董事基本是獨立的。我國上述法令基本上亦同此

旨，強調經濟、財務關係，作為判定董事之獨立性基準。換言之，本質上，董事

是「達爾文物種理論下的經濟人」（Darwinian homo economicus）44，只有在對

其和其家人有重大經濟利益時會產生偏袒45。 

然而，此傳統研究基準是有瑕疵、失漏的，因為除前述家人及經濟、財務上

的因素外，董事也可能在某些情況持續地產生偏袒。例如，由於對團體之認同、

出自情誼及非可金錢衡量之利益等所產生之偏袒。這些潛在的偏袒來源通常會被

忽略或被最小化處理。例如，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即曾指出：交情深厚之情誼的關

係仍不是足夠地構成所謂之「自然本質上會產生偏袒」，以至於否定該董事的獨

立性。假如法院認識到此等偏袒之可能情形，法院通常會以藉由董事之「善意努

力或會有損該董事名譽上之利益而防止偏袒之決策產生」等語，輕輕帶過。當然，

如果董事能以誠信行事，則必可防杜偏袒不當情形之發生。但事實上，董事往往

渾然不知其偏袒的來源及偏袒對其決策之影響程度46。 

按著名之美國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大法官Holland曾指出：「…在美國或是台

灣，有些條文主張要有獨立董事，可以更能保護股東權益，這是因為獨立董事有

兩個功能：第一個會發問、第二個會否決。這是一個新的趨勢，有一個持續的趨

勢，就是法院會審視獨立董事是不是真的沒有受到外在影響，在德拉瓦州的衡平

法院（Court of Chancery）和最高法院，法官會一再詢問『獨立』是否為真，在

做決策時是否有絕對的自由。如果只是假設某個人獨立，是不夠的。必須有獨立

的司法裁量。這是一個新的趨勢，讓投資人更為放心；還有別的案例，德拉瓦州

法院會一再說，雖然你宣稱是獨立，但我們要進一步審查，才能確保這是獨立董

事，我認為這是一個新趨勢，由法院來審視。以後會更為明顯，會受到更多關注

                                                 
43

 AM. LAW INST.,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1.23(a)(4) (1994). 
44 按有理論經濟學家曾假設有一種理性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完全站在自私的角度，

不斷追求有利於己的最大報酬。 
45

 Antony Page, Unconscious Bias and the Limits of Director Independence, U. Ill. L. Rev. 237, 241 

(2009). 
4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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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 董事獨立性之司法審查  

A.概說 

應注意者，過去二十年間，德拉瓦州最高法院一再強調獨立董事的重要性，

用以確保完善的公司治理，並保障股東權益。 

聲譽卓越的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法院判決，在董事獨立性之問題上提供了觀

察入微的個案審理方式，實值得借鏡。在德拉瓦州法下，於有其他反證事實發生

前，董事係被假設是獨立的，以及無利害關係的。一個董事的獨立性必須衡量「是

否在董事會前，董事的決定是基於公司的需求，而不是不相關（無關）的考慮和

影響。」。亦即有關獨立性判斷，主要的探詢問題是：「自何人獨立？以及為什

麼目的而獨立？」。 

  換言之，法院把探詢董事獨立性分成兩個問題：第一，「在系爭交易下，是

否該董事是不具利害關係的？」；第二，「即使該董事個人不具利害關係，是否

該董事也是具有獨立性？48」。按不具利害關係，是指財務利益上之關係而言。

如果董事從與公司之交易中獲有財務上的利益，而此利益又無法被股東公平分

享，則該董事就不能被認為不具有利害關係。又，於董事會的決定，「將對該董

事有重大利害的影響，但其影響非在公司或是股東上」，則該董事也非不具利害

關係的（即具利害關係）。這種探詢方式，一般來說是相當直截了當的。其最明

顯地是適用於董事係交易兩方的一造。例如當一個董事試圖與公司為交易行為，

便是「自己交易」（self- dealing）之一例。49
 

再者，原告必須主張某位董事對另外一位有利害關係董事是如此具有「情誼」

的關係或對其負有義務，以致於喪失判斷能力，藉以證明可以合理質疑此董事欠

缺獨立性。對於無獨立性的董事問題上，這裡有許多潛在的法律問題存在。也許

最明顯的是必須作更多研究獨立性的司法審查（即，增加司法審查），以下詳加

說明德拉瓦州幾件實際案例，用供參考。 

                                                 
47

 以上所引係 Justice Holland 研討會的發言，會議地點：台灣金融研訓院；時間：2008 年 12 月

3 日。 
48

 Beam ex rel. Martha Stewart Living Omnimedia, Inc. v. Stewart, 845 A.2d 1040, 1049 ( Del. 2004). 
49

 See Aronson v. Lewis, 473 A.2d 805, 812 ( Del. 1984), (holding that to be disinterested, ―[d]irectors 

can neither appear on both sides of a transaction nor expect to derive any personal financial benefit 

from it in the sense of self-dealing, as opposed to a benefit which devolves upon the corporation or all 

stockholders generally‖). See also Antony Page, supra note 45, at 244.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162&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2004302585&ReferencePosition=1049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162&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2004302585&ReferencePosition=1049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162&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2004302585&ReferencePosition=1049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162&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84120300&ReferencePosition=816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162&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84120300&ReferencePosition=816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162&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84120300&ReferencePosition=816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162&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84120300&ReferencePosition=812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162&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84120300&ReferencePosition=812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162&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84120300&ReferencePosition=812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162&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84120300&ReferencePosition=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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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Guth v. Loft 案 

按關於董事忠實義務之來源，德拉瓦州公司法中的受託人忠實義務概念最早

可回溯至一九三九年 Guth v. Loft 一案50。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在該案表示：「公司

經理人及董事不得利用其職位所獲致之信任與信賴的地位，以增加自己的私人利

益」。必須說明的是，忠實義務係以董事對公司與其股東為「準受託人

（quasi-trustee）與代理人關係（agency relationship）」作為前提51。 

C. Aronson v. Lewis 案 

其次，應注意者，一九八四年最高法院在 Aronson v. Lewis 案，確立受託（任）

人義務（信賴義務；fiduciary duties）下忠實義務內容的重要性52。在該案，最高

法院明確表示：「只有符合經營判斷法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要件53的非利

害關係董事，始得受到經營判斷法則的保護」。因此，在 Aronson 一案54，法院的

判決認為，假如有利害關係董事的情形存在，而該交易又非由無利害關係董事多

數決同意行之，即無經營判斷法則的適用。 

D. Weinberger 案 

此外，在 Weinberger 一案，最高法院認為「分裂的忠實」（divided loyalty），

在德拉瓦州並無「安全港」（safe harbor）可以援用作為免責事由。因為一旦德拉

瓦州公司董事進行雙方代理交易時，必須顯示其最大程度的善意誠信及展現出最

慎重而本質上對公司公平合理的交易55。最高法院在 Weinberger 案認定「公平」

（fairness）的要求是相當嚴格的，亦即一個人在交易中兼有雙方代理時，有責

任確定整個交易公平性，以通過法院嚴格的審查標準56。茲詳細說明本案事實及

爭議問題如下： 

本案牽涉到一件母子公司的合併案。Signal 公司欲合併 UOP 公司，其先於

                                                 
50

 Guth v. Loft, Inc., 5 A.2d 503 (Del. 1939). See also Schoon v. Smith, 953 A.2d 196, 206 (Del. 2008). 
51

 See, e.g., Schoon v. Smith, 953 A.2d at 206 (citing Moran v. Household Int’l, Inc., 500 A.2d 1346, 

1357 (Del. 1985)). 
52

 以下介紹，請參閱 Randy J. Holland, 德拉瓦州董事忠實義務─獨立的重要性，對台灣法官之演

講稿，2008 年。 
53

 有關經營判斷法則之一般介紹，國內文獻請參閱劉連煜，董事責任與經營判斷法則，載：氏

著，公司法理論與判決研究（五），2009 年 4 月。 
54

 Aronson v. Lewis, 473 A.2d 805 ( Del. 1984). 
55

 Gottlieb v. Heyden Chemical Corp., 91 A.2d 57, 57-58 (Del. 1952). 
56

 Sterling v. Mayflower Hotel. Corp., 93 A.2d 107, 110 (Del. 1952); Bastian v. Bourns, Inc., 256 A.2d 

680, 681 (Del. Ch. 1969), aff’d, 278 A.2d 467 (Del. 1970); David J. Greene & Co. v. Dunhill 

International Inc., 249 A.2d 427, 431 (Del. Ch. 1968).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162&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84120300&ReferencePosition=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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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以每股 21 元價格收購 UOP 股權而成為該公司之大股東，並取得 UOP 七席

之董事席次。其後，Signal 公司決定再以同樣每股 21 元之價格收購 UOP 公司剩

餘的股權。本案法院發現：UOP 公司兩位參與經營之董事（此二位董事同時也

是 Signal 公司的董事—故有分裂的忠實義務情況發生），取得了 UOP 公司內部所

做的乙份研究報告，其內容之結論謂：以每股 24 元收購 UOP 公司股權，對 Signal

公司而言，係一很好之投資機會（good investment），但 Signal 公司於取得此項

報告後，並未揭露給 UOP 公司之外部董事或 UOP 公司股東會知悉。最後，本件

之合併案順利經 UOP 公司股東會通過。 

UOP 公司之少數股東質疑本件母公司（Signal 公司）以每股 21 元進行現金

逐出合併之合法性，因而提出訴訟。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最後以本件無法符合「完

全公平測試標準」（entire fairness test）而廢棄原判決，發回衡平法院（Chancery 

Court）更審本件每股 21 元收買是否公平，以及審理合併程序不公平的適當救濟

方法57。 

E. Unocal 案 

至於 Unocal 案之所以特別重要，有很多原因。從公司法的角度觀察有二項

原因使之特別重要：第一、Unocal 案造成敵意併購時舉證責任之轉換，並在適

用商業判斷法則前，引進強化司法審查的概念，因為忠實概念於此最重要的關注

焦點在於忠實義務所關切的是：非財務上利益，亦即具有利害關係的董事，可能

會意圖穩固其在公司職位而採取防禦措施。第二、Unocal 案再次強調獨立董事

是董事會決策過程的守護者。 

自 Unocal 案後，德拉瓦州法院在其他議題上亦著重獨立的（independent）

董事決議的重要性。惟十分有趣的特殊現象是，雖然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如此強調

獨立董事的重要性，德拉瓦州公司法典內竟查無任何有關獨立董事的相關規範

58，而只提到「有利害關係董事」（interested directors）的概念59。因此，德拉瓦

州董事獨立概念，完全是透過司法裁判而確立的60。對此，學者曾謂：關於特別

訴訟委員會（special litigation committee）之獨立性認定問題，獨立董事之定義在

德拉瓦州比其他州毋寧是更不可確知的。學者又謂：德拉瓦州法院所使用之獨立

                                                 
57

 本案之詳細討論，國內文獻請參閱劉連煜，公司合併態樣與不同意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載：

氏著，公司法理論與判決研究（四），頁 221-224，2006 年 4 月。 
58

 Usha Rodriques, The Fetishization of Independence, 33 J. Corp. L. 447, 465 (2008). 
59

 Id. 
60

 Id., at 46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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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判斷標準是變動的，並且前後不一致的61。惟其亦指出德拉瓦州法院雖然一般

傾向不願意審視彼此之非經濟關係作為論斷董事缺乏獨立性之證據，但確實也引

述該州案例憂慮「個人之關係」對董事獨立性之影響62。 

雖然董事之利害關係及獨立性（independence）係檢視董事忠實義務的方法

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德拉瓦州法院認為利害關係與獨立性的區別十分重要

63。當董事在交易中獲得金錢上之利益，而其他股東則無，即屬有利害關係64。

相反的，德拉瓦州法院發展出的「獨立性」概念，比單純的財務上利害關係概念

更廣範65。因為此概念所欲檢視的是，縱然董事自己無財務上利害關係，但該董

事是否與其他有此利害關係的人有所牽連，或其決策是否非基於公司利益，而係

受到其他「個人或外面因素」之影響66。 

F. Matha Stewart 案 

以瑪莎史都華案（Matha Stewart）之股東代位訴訟一案為例，德拉瓦州最高

法院認為，獨立性是一個事實上認定的問題，而且必須回答下列二個問題才能認

定：自何人獨立？為什麼目的而獨立？為證明不具獨立性，提起訴訟的原告股東

必須主張某位董事對另一位有利害關係之董事是如此具有「情誼」的關係或對其

負有義務，以致於喪失判斷能力，藉以證明可以合理質疑此董事欠缺「獨立性」。 

按瑪莎史都華案67之主要事實為：Matha Stewart 是美國生活居家資訊專家，

創立瑪莎史都華全方位媒體公司（Matha Sewart Living Omnimedia Co.,簡稱 MSO

公司）以從事出版、主持電視節目、出售網路商品等帶有瑪莎史都華品牌之產品。

該公司股東 Monica Beam（即原告）以股東代位訴訟，起訴主張創辦人瑪莎史都

華與其他董事（即被告等人），違反董事信賴義務，因為瑪莎史都華自交易員處，

獲悉英克隆 ImClone 生技公司治癌藥未能獲得核准上市，即出售股票，涉及內線

交易，並經法院判刑，原告主張透過媒體報導該等消息，危害 MSO 未來財務，

                                                 
61

 J. Robert Brown, Jr., Disloyalty Without Limits: “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the Elimination of 

the Duty of Loyalty, 95 Ky. L.J. 53, 56 (2006). 
62

 Brown, id., at 81 n.138 (citing Chesapeake Corp. v. Shore, 771 A.2d 293, 299 ( Del. Ch. 2000) 

(where Vice Chancellor Strine stated that ―Unitrin defines an independent director as one who can base 

her judgments on the corporate merits without being influenced by extraneous influences, such a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 director has with management or a controlling stockholder‖)) 
63

 Usha Rodriques, supra note 58, at 466. (quoting William B. Chandler III & Leo E. Strine Jr., The 

New Federalism of American 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 Preliminary Reflections of Two Residents 

of One Small State, 152 U. Pa. L. Rev. 953, 997-98 (2003)). 
64

 Usha Rodriques, supra note 58, at 466. (citing Aronson v. Lewis, 473 A.2d at 812)). 
65

 Usha Rodriques, supra note 58, at 466. 
66

 Usha Rodriques, supra note 58, at 466. (citing Cede & Co. v. Technicolor, Inc., 634 A.2d 345, 362 

(Del. 1993)). 
67

 845 A.2d 1040, De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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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MSO 產品與瑪莎史都華之個人形象與名聲息息相關。本案其他董事亦跟進

出售股票，並提供 MSO 的資金予渠等，本案經衡平法院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對於本案，最高法院認為：原告提起股東代位訴訟須符合衡平法院規則第

23.1 條股東代位訴訟規定，此規定係本件訴訟前提之「請求要件」（pre-suit demand 

rule）。在事實指控上，本件原告主張華爾街日報曾報導 MSO 的董事為表達關切，

代替創辦人史都華「聯絡」出版商（―JWS‖）有關史都華的不討好傳記的出版事

宜。另外，一九九五年時，MSO 的董事等人一起參與創辦人史都華之律師女兒

的婚禮。法院認為此等指控均無足夠之事實依據，足以令法院產生合理懷疑及推

論其「請求訴訟」是無效益的，故駁回原告之上訴。 

G. Biondi v. Scrushy 案 

關於 Biondi v. Scrushy 一案68之基本簡要事實為：被告 Richard Scrushy 為

HealthSouth 公司前任董事長與執行長，其積欠 HealthSouth 超過 2,500 萬美元之

借款，以其持有公司的股票抵銷所欠全部借款，名為「the Buyback；買回」，並

以當時股票市場之價值計算股價。其後，HealthSouth 的財務報表不實問題被揭

露，而股價所依賴之財報既已不實並有重大誤導，則 HealthSouth 公司所取得之

Scrushy 為抵銷債務所給付之股份，即有不足。原告 Biondi 主張被告 Scrushy 即

使未明知 HealthSouth 公司的報表不確實，仍構成不當得利與衡平上之詐欺行

為，訴請解除 Buyback 契約並回復原狀。本案衡平法院判決認為：縱 Scrushy 非

明知，亦構成不當得利、衡平上之詐欺等行為，原告請求有理由，最高法院則維

持衡平法院原判。 

Biondi v. Scrushy 案係第一批關於前述 HealthSouth 公司醜聞之案件之一69。

公司股東主張該公司之行政主管，包括 Scrushy 及其他董事，因取得未公開的重

大資訊而出售股票涉嫌內線交易，（本案如前所述，買方係 HealthSouth 公司，賣

方為 Scrushy），消息公開後，HealthSouth 公司股價大跌，致公司受損害，提起

股東代位訴訟。該公司特別訴訟委員會（special litigation committee；SLC）則請

求擱置或駁回該訴訟70。該特別訴訟委員會最初由二名董事組成，這二名董事因

曾參與慈善機構活動，而與史谷許（Richard M. Scrushy，即該公司董事長，同時

也是被指控之主要不法行為人）有密切關係。在 Biondi v. Scrushy 案，衡平法院

檢視特別訴訟委員會成員與被指控為內線交易不法行為人間關係，得出之結論

                                                 
68

 847 A.2D 1121, Del (2004). 
69

 60 Consumer Fin. L.Q. Rep. 24, fn 39. 
70

 Id., fn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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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該委員會所宣稱的獨立性，並未通過司法檢驗。因此，法院未採特別訴訟委

員會之建議將該代位訴訟案擱置或駁回。 

H. Oracle 案 

數個月之後，衡平法院在 Oracle 公司（甲骨文公司）股東代表訴訟案件，

未採納公司特別訴訟委員會的意見71。在 Oracle 公司一案中，雖然 Oracle 公司特

別訴訟委員會善意、誠信認真地行使調查權72，但是衡平法院認定，該委員會並

未滿足股東代位訴訟所要求的獨立性要件。該要件要求：「是否有實質的理由得

以認定董事決策時只考量到公司最大利益」73。 

按 Oracle 公司案之主要事實及法院判決如下：Oracle 是世界第二大軟體公

司，其董事 Ellison、Henely、Lucas 與 Boskin 涉及內線交易而涉訟，股東認為董

事違反信賴義務，不法占有、私取公司內部資訊作為自己出售股票的資料，提出

股東代位訴訟，Oracle 公司董事會決定組成特別訴訟委員會（special litigation 

committee ；SLC）研究是否終止或和解或繼續訴訟的策略，並聘請史丹福大學

終身職（tenured faculty）教授 Garcia-Molina（電腦領域）、Joseph Grundfest（法

學院）兩人。特別訴訟委員會調查後發表長達 1,100 頁報告，作出駁回訴訟的結

論。不同意此結論之股東聲請衡平法院對特別訴訟委員會的結論加以裁定。而本

案爭點主要是史丹福大學之因素（Stanford Factors—被告等與史丹福大學有密切

關連）是否影響任職史丹福大學之 Garcia-Molina、Joseph Grundfest 之公正客觀

性？ 

本案特別訴訟委員會主要辯解是以：訴訟案之被告無法剝奪 Garcia-Molina

與 Grundfest 在史丹福大學的目前的位子；而且這兩位教授也不負責學校募款之

工作。因此，強調在經濟上並無重要的關係，足以影響其公正客觀性74。原告股

東則以法院應採取以事實為基礎之彈性認定方法，以決定系爭董事是否有實質之

理由，完全心懸以公司之最佳利益作為行為決策之準則。 

本案承審 Strine 法官基於人類天性的一般感覺（on a general sense of human 

                                                 
71

 Id., fn 45. 
72

 824 A.2d 917, Del Ch 2003. See also supra note 69, at fn 46.  
73

 See supra note 69, at fn 47. 
74

 此即本案法院所謂：‖In so arguing, the SLC focuses on the language of previous opinions of this 

court and the Delaware Supreme Court that indicates that a director is not independent only if he is 

dominated and controlled by an interested party, such as a Trading Defendant. See e.g., In re Walt 

Disney Co. Derivative Litig., 731 A.2d at 355.‖ 此外，甚至為證明史丹福大學對捐款人未有人情債

觀念，被告之一之 Ellison 還指出二○○○年十月，其孩子之一並未能如願取得史丹福之入學許

可。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162&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98216064&ReferencePosition=355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162&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98216064&ReferencePosition=355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162&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98216064&ReferencePosition=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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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認為：該訴訟案被告之一 Boskin 是史丹福大學的經濟系教授，曾為 Joseph 

Grundfest 的博士班老師（雖然他不是 Grundfest 之論文指導教授），兩人並一直

有聯繫，而有專業上密切關係。Lucas 自史丹福大學研究所畢業，且擔任該校家

庭基金會主席曾捐贈史丹福大學 1,170 萬美元。當 Grundfest 教授成立創業投資

基金，且由 Lucas 之兒子擔任該基金之合夥人，並指名 Grundfest 教授可使用一

半之資金作為學術研究用途。而董事長 Ellison 也曾慷慨給予該校百萬美元之大

額捐款等事由，不足以認為 Oracle 公司之特別訴訟委員會具有客觀、公正性，

亦即不具獨立性，而裁定駁回特別訴訟委員會的提議。法院明白指出：「董事於

決策時，可能會有所退讓，如果他內心感謝某利害關係人之恩惠。心懷感謝在此

處之意義上，不僅指金錢上之關係，也可能來自對該利害關係人之私誼或其他關

係上」75。法院並且心有所感地謂：「此一審查探詢認定：正直及名聲良好之士

可能在作不利於與其有重要之社會關連之人的決定時，會有所妥協。本案認為

Oracle 公司之特別訴訟委員會不具獨立性，並不意味這兩位組成特別委員會之有

成就教授不是有誠信、有道德之人。這僅是認為他們沒被擺置在法令所要求不偏

袒程度的決策環境而已」76。 

在上述 Biondi 及 Oracle 二案，衡平法院均基於非金錢上要件判定董事之獨

立性欠缺，並指出社交及專業上的關係可能對於董事決策過程產生影響，這樣的

見解實值得進一步研究。相類似的思維，現在於股東代位訴訟請求被拒絕，或董

事會決策是否受商業判斷法則保護等涉及董事獨立性之爭議時，不時被提出。因

為私人關係而危及董事獨立性，係目前董事忠實義務的重大議題，此部分受託人

義務之法則領域，德拉瓦州仍在方興未艾的發展中。 

I. Stone v. Ritter 案 

再以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在最近之 Stone v. Ritter
77

 一案所作解釋為例，進一步

說明。該案原告係 Amsouth 公司之股東，原告提起代位訴訟請求 15 位前任及現

任董事賠償公司因渠等違反監督義務之損失。本案主要事實為：於二○○四年，

Amsouth 公司及其完全擁有之子公司 Amsouth 銀行，支付政府美金四千萬元之

                                                 
75

 其原文是：―a director may be compromised if he is beholden to an interested person. Beholden in 

this sense does not mean just owing in the financial sense, it can also flow out of ―personal or other 

relationships‖ to the interested party.‖ 
76

 其原文是：That inquiry recognizes that persons of integrity and reputation can be compromised in 

their ability to act without bias when they must make a decision adverse to others with whom they 

share material affiliations. To conclude that the Oracle SLC was not independent is not a conclusion 

that the two accomplished professors who comprise it are not persons of good faith and moral probity, 

it is solely to conclude that they were not situated to act with the required degree of impartiality. 
77

 Del., 911 A.2d 36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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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fines）及美金一千萬元之行政罰款（civil penalties），以解決有關其銀行行

員未依聯邦之銀行秘密法（Bank Secrecy Act）規定申報客戶「疑似活動報告」

（Suspicious Activity Reports；一般簡稱  ‖SARs‖）及其他違反反洗錢法令

（anti-money laundering）所遭受之調查。惟依德拉瓦州公司法規定：公司業務之

執行，應由董事會主掌。從而，代位訴訟是否允許提起，本質上應由董事會決定。

準此，股東應先請求董事會提起對董事之訴訟，而董事會錯誤地拒絕提起，股東

方可提起；或者在預料董事會無法公正做成決定時，此時「請求」（demand）董

事會提起訴訟之要件，即可以「請求無益」（demand futility）之理由而免除。在

本案，原告則以現在位之被告董事面臨如進行訴訟將極有可能負賠償責任之個人

利害關係，因而，此等董事均屬非「不具利害關係或具獨立性」（not disinterested 

or independent），致主張「請求無益」直接提起代位訴訟。 

本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董事忠實義務不僅涉及財務上或其他可認知之

利害衝突的案例，忠實義務之審查也包括受託人未能善意、誠信（in good faith）

執行業務之案件。而且課予董事責任原告必須證明董事本身已知曉（knew）其

未履行受託人義務，致因未善意誠信履行該受託人責任，而違反忠實義務。衡平

法院（Court of Chancery）發現原告並未指控本件有「紅旗」（red flags）存在的

事實。按「紅旗」此處指的是：該董事會已知曉 Amsouth 公司內部控制有所不

足；以及內部控制有所不足將會導致不法行為；而董事會對此問題選擇作壁上

觀，不加處置。法院並認為，本件並非是關於公司董事會未能仔細考慮已提出於

董事會的一項重要議案，反而是一件由於無效率的內部控制制度，使得訊息無法

上達董事會的案例。當然，本件如以後見之明觀之，則毫無疑問的，Amsouth 關

於銀行秘密法及反洗錢法令遵守之內部控制制度是不足夠的。而且兩造也都同意

是內部控制之缺失導致 Amsouth 遭受歷來最大之鉅額罰款—美金五千萬元。然

而，單單公司鉅額罰款之損失此項事實，並不足為法院認定董事會多數成員不夠

資格考慮股東「請求」對應負責之人提起訴訟。同時，最高法院也認為，僅在董

事會系統性、習慣性的違反監督義務，例如董事會完全未試圖去建立一項合理之

訊息及通報制度，才會構成責任的必要條件—「善意誠信之不具備」。因本案並

無前述「紅旗」之事實存在，亦在監督責任之履行上具有善意誠信之事實（KPMG

會計師事務所之報告已證明 Amsouth 具備合理之報告系統），以及本並不應在員

工疏漏未申報疑似洗錢行為後，即任意猜測董事會將曲意包庇該負責之人，故最

高法院認為本件董事在監督責任上，並無不善意誠信之事實，原告確實無法證明

「請求無益」，從而，贊同衡平法院駁回原告代位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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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小結 

本文觀察諸多德拉瓦州判決認為，相類似前述法院的思維，在於股東代位訴

訟請求被拒絕，或董事會決策是否受商業判斷法則保護等涉及董事獨立性爭議

時，也不時被爭論。究竟因為私人關係而危及董事之獨立性，此問題應如何認定、

看待？係目前董事忠實義務的重大議題，此部分在德拉瓦州似仍在發展中，值得

吾人繼續觀察。有趣的是，學者也曾從實證方法觀察董事之動機謂：公司董事可

能基於利他的衝動（altruistic impulses）而非僅因關心他自己荷包問題，而有決

策之動機。此一實證研究結論，似也值得吾人深思。 

 ○5 我國董事忠實義務之司法審查案例  

關於董事忠實義務之適用與認定，在我國判決有較深入之分析者並不多見。

例如，智達一案，即是分析較為欠缺之例子。而能引用外國判決並就相關涉案事

實及法律適用加以剖析論斷者，則非博達案民事判決莫屬78。以下分別介紹此二

案例，以供參考。 

 A.智達案 

本案事實大要為：被告甲於民國八十八年（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擔任原

告智達公關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之總經理，同時身兼董事一職，其於民國九十一年

四月十八日與原告終止委任關係而離職，並於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十五至十七日

間，未告知原告公司董事長，竟自行同意讓上訴人公司（即原告）之全體員工離

職，並於四月十七日當天發電子郵件至原告客戶處，表明其電子郵件已為變更，

而於四月十八日當天，帶走原告公司與美商超微（AMD）等數份客戶合約，同

時雇用原告公司之全體九名員工，於離職後至被告另成立之采杰公司任職。被告

於同年月 22 日對媒體寄發聲明稿，聲稱智達公司之所有成員均已轉至采杰公司

任職，且智達公司原有之客戶，亦改由采杰公司負責處理公關事務。 

原告即向台北地方法院提起侵權行為與債務不履行之給付訴訟，並於二審法

院追加被告違反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並需依公司法第三十四條及民法第五

百四十四條、第五百六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之相關訴訟。 

關於本件，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五年度重上更（一）字第十九號民事判決謂： 

                                                 
78

 在博達案，地方法院能引用外國相關文獻，用以釐清我國法律適用疑義，誠屬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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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91 年 4 月 12 日、15 日、16 日及 17 日，被上訴人仍為上訴人之總經

理，基於該職務而簽核上揭員工離職申請書，並無不法，縱被上訴人於得知上訴

人之員工全部辭職之際，未轉知上訴人之董事長，亦未足認上訴人有煽動員工離

職之行為。上訴人主張因被上訴人煽動員工離職並邀約其等至采杰公司任職，致

上訴人之業務中斷，被上訴人有違反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所規定經理人忠實及

善良管理人之義務及民法第 544 條規定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並有民法第 227 

條所規定不完全給付之情形云云，即屬無據。」 

「……是依一般交易習慣，上訴人之客戶並不會因被上訴人所為前揭電子郵

件內容，即逕捨上訴人而與采杰公司交易，必係客戶自由選擇之結果。縱上揭上

訴人之客戶嗣後未再委任上訴人，亦難認係被上訴人傳送前揭電子郵件所致，上

訴人據此主張被上訴人惡意違反經理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及後契約義務，並

掠奪伊原有客戶、侵害伊之營業權及營業秘密，構成侵權行為，亦無足採。」 

其實上述見解，顯然與本案更審前之最高法院九十四年度臺上字第二四○六

號見解未能符合。最高法院於本案謂：「被上訴人得知上訴人公司員工全部離職

後未轉知上訴人公司董事長（不違反忠實義務？），亦不足認其有煽動員工離職

（全體員工共同離職，非屬常態，可否據以其均為自由意志而未受經理人行為之

鼓吹）之行為，尚值考慮。」 

本文認為，高等法院就本案僅從員工離職之自由意志與經理人之職務範圍出

發，似乎忽略忠實義務之本旨。甲於行為當時明知全體員工分次之離職行為，將

導致公司業務執行之不能，被告甲竟未加以慰留，反而全部予以核准；且全體員

工分次提出離職申請，非屬常態，對公司影響甚鉅，董事兼經理人甲未對董事長

提出報告及說明，甚至於必要時應適時建議公司改善工作環境，以留住人才，反

倒進一步提供欲離職員工其將於日後設立新公司之資訊，更加助長員工離職之決

意，實難謂其無任何煽動之情事。而其日後轉而雇用全體員工於甲設立之采杰公

司，亦可推論該核准離職行為，乃與招攬新公司人事之動作密切相關，其係濫用

准許員工離職之權限，為日後所設公司之人力資源進行規劃，明顯係欲圖謀甲自

身利益所為，違反其對原公司之忠實義務。另外，甲告知客戶其電子郵件有所更

動，而欲接收原公司之客戶，該寄發電子郵件之行為，並非單純提供客戶新的委

託抉擇，而係為與原告公司進行競業行為，且甲若無擔任原告公司經理人及董事

等職，自無知悉客戶聯絡方式之可能，其濫用所得資訊而為日後之競業行為進行

準備，自與所負忠實義務之內涵相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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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博達案 

在轟動一時之博達公司掏空案，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九十三年度金字第三號民

事判決略謂： 

「董事之忠實義務與注意義務固如上述，然反應在具體個案，美國實務對於課以

董事賠償責任之情形，仍有一定之要件。在 1988 年 Mills Acquisition Co. v. 

MacMillan Inc.乙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提到，公司董事固可善意信賴公司經理、

員工、選任之專家所提出之資訊、意見、報告、陳述等，董事仍不能脫免其在重

要業務上之監督責任。在 1996 年 Caremark 乙案，德拉瓦州財務法庭認為，員

工之不法行為造成公司損害，而董事不知悉員工之不法行為時，惟有在董事會持

續且有系統地不履行監督職權，例如完全無意去確保合理資訊及通報制度存在，

始構成欠缺誠信而應負擔民事責任。2006 年 Stone v. Ritter 乙案，德拉瓦州最高

法院引用 Caremark 案之見解，認為董事依據誠信原則履行監督職權，不盡然能

完全防止員工不法行為、或防止公司對外產生重大債務，是否課予董事責任，必

須由『董事是否有確保合理資訊及通報制度存在』來考量，而非在員工不法行為

事發之後，以事後諸葛心態去探究董事行使監督職權是否有可能造成不同結果。

2006 年 ATR-KIM Eng Financil Corp. v. Araneta 乙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

儘管為不法行為之董事長係最可歸責之人，惟選擇完全沈默扮演董事長傀儡之其

他董事，亦因未善盡保障公司及股東利益，構成違背忠實義務，而應負責任。 

經營階層董事之責任： 

A.被告亥○○：查被告亥○○自 80 年起至 93 年 6 月 15 日被告博達公司聲

請重整之日止，陸續擔任被告博達公司專案經理、電腦事業處副總經理、

總經理、副董事長，並自 87 年 9 月 14 日起至 94 年 11 月 28 日止擔任董事

之事實，為兩造不爭執，並有公司變更登記表（本院卷 11 第 299 頁至第 316

頁）、被告博達公司 94 年 11 月 28 日函（本院卷 11 第 399 頁）可稽，屬於

公司法第 8 條規定之被告博達公司負責人。被告亥○○雖辯稱：伊於 87 年

中奉派至荷蘭，對臺北的事不清楚，未參與假銷貨及財務報告之編制，前

經刑事庭判決無罪云云。惟查：訴外人黃信樺於 93 年 8 月 11 日檢察官偵

訊時陳稱：『當初石招淑叫我陸續刻了 Marksman、Emperor、Farstream、

Kingdom、Fansson 公司的印章來收貨……他（蔡壹明）在公司聲請重整後

1 星期，打電話給我說，Ｂ○○叫我把香港部分退掉，把貨品賣掉，貨品賣

掉的錢我交給亥○○副董』（偵查卷宗卷 4 第 1351 頁）、訴外人即恩雅公司

財務部協理鄭惠方於 93 年 9 月 8 日檢察官偵訊時證稱：『有銷貨至博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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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銷博達的貨』、『是從香港進的貨』、『是博達的石副理及葉副董幫我們牽

的線』（偵查卷宗卷 10 第 3032 頁）、訴外人即恩雅公司總經理馮天賢於 94

年 7 月 27 日本院刑事庭審理時陳稱：『博達公司把我的額度凍結，Ｂ○○

說要請天○○跟我碰面，我請Ｂ○○能否支持我，那一次我還有請亥○○

幫忙……可是那一天天○○沒有來，我只有見到Ｂ○○與亥○○』、『地點

是圓山飯店，應該是（答應作假交易）之後』、『應該已經開始（作假交易）』、

『Ｂ○○說請多幫忙，我還問Ｂ○○這是否有違法，違法的事情不要做，

Ｂ○○告訴我說一切正常』、『（問：亥○○知道你要配合博達作假交易的事

嗎？）在他（亥○○）調走以後，我曾經跟他提過，我說Ｂ○○找我進口

這些東西，是怎麼一回事，他說應該是正常，他也不是很清楚』、『我打電

話給亥○○，我跟他說Ｂ○○要我去把東西從香港進來，Ｂ○○為什麼要

做這些東西呢，這東西到底是什麼產品』（刑事卷宗卷 14 第 182 頁至第 185

頁）、訴外人楊森堡於 93 年 9 月 8 日檢察官偵訊時證稱：『（問：93 年 6 月

23 日你在彰化銀行天母分行提領 152 萬 7,000 元，從帳面上看起來是一家

麟達公司所有，你為何有辦法去提領麟達公司的錢？）當天是亥○○叫我

去領的，那天亥○○叫我去領時我也覺得很奇怪，但亥○○拿給我存摺及

麟達公司的大小章給我，也沒多說什麼，並告知我存摺密碼就在存摺最後

一頁』、『我印象中還有另外 2 家，是否為總合我不確定，總共當天有 3 家

的存摺及大小章，這 3 家總共加起來是 300 萬元左右』（偵查卷宗第 3071

頁）、被告Ｂ○○於法務部調查局 93 年 9 月 24 日調查時陳稱：『93 年 6 月

間亥○○確實有來找我，要我跟瑞成公司鄭董聯絡，請鄭董不可以私自動

用瑞成公司提供的人頭帳戶內的錢，亥○○為了保障所有人頭帳戶內的

錢，所以才請楊森堡分別到各銀行將人頭供應商帳戶內的錢全部領出來』

（偵查卷宗卷 12 第 4147 頁）等語，足見被告亥○○確實知悉被告博達公

司從事假交易，並於 93 年 6 月 15 日被告博達公司聲請重整後，積極參與

了結假銷貨事務及證物之事宜。況且被告亥○○身為被告博達公司高階主

管及董事會固定成員，有充裕資源及機會接觸公司內部事務，自 87 年 9 月

11 日起至 93 年事發止歷次董事會僅缺席 2 次，此有董監事聯席會簽到單、

董事會會議紀錄可稽（本院卷 23 第 113 頁至第 124 頁、上開偵查宗卷 24

第 267 頁至第 308 頁），竟在全公司由上至下集體、有組織、長期從事假交

易之狀況下，復經訴外人馮天賢致電提點雙方交易之疑點，仍未曾於董事

會提出任何詢問，亦未行使其副董事長及電腦事業處總經理之職權執行內

部控管及監督，顯係怠於行使其董事職權，放任一己成為董事長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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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之橡皮圖章，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保障公司及股東之權益，

對於被告博達公司財務報告虛偽隱匿之行為，縱無故意亦屬有重大過失。」 

事實上，從本案法院指出：「……足見被告亥○○確實知悉被告博達公

司從事假交易，並於 93 年 6 月 15 日被告博達公司聲請重整後，積極參與

了結假銷貨事務及證物之事宜。……竟在全公司由上至下集體、有組織、

長期從事假交易之狀況下，復經訴外人馮天賢致電提點雙方交易之疑點，

仍未曾於董事會提出任何詢問，亦未行使其副董事長及電腦事業處總經理

之職權執行內部控管及監督」之事實，本文認為恐怕認定亥○○雖擔任副

董事長等職，但卻為大股東所控制，失去其獨立性，違背忠實義務，較法

院認定為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尤佳。  

綜上可知，我國之案例似多傾向董事利害衝突之忠實義務審查，對於

董事獨立性之審查，較乏案例可稽。本文預測短時間內類如美國法上積極

審查董事之獨立性案例，恐一時之間不易見到，尤其因私人關係而危及董

事之獨立性之討論，似乎將更遙不可及。  

○5 小結 

雖然語云：「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政治上的

忠心耿耿，或許「臨表涕泣，不知所云」可作為忠奸之判斷標準，但公司

董事是否善盡忠實義務，涉及當事人主觀之認知，認定上恐怕不易。公司

董事忠實義務之司法審查，一般包括利害衝突及獨立性之審查。利害衝突

之審查，其工作固不容易。但對於董事獨立性之審查，可謂更加困難。如

法院以私誼關係否決董事之獨立性（尤其是獨立董事之獨立性），進而認定

其未盡忠實義務，似需有更具體之實際證據提出，否則恐將遭受純係法院

主觀臆測之批評，對於公司治理之增強並無助益。我國法院似可靜觀先進

國家對此問題所累積之經驗，再擇優觀摩學習。尤其如何引進「證據開示

發現」程序（discovery）以利發現董事間之私誼關係，用以證明董事不夠獨

立，也是值得深入研究之關鍵性問題79。 

(4) 獨立董事權責範圍應實際化及明確化 

                                                 
79

 於 Oracle 一案中，Vice Chancellor Strine 便明白點出 discovery 程序對於本案關鍵性的影響：

“In view of the modesty of these disclosed ties, it was with some shock that a series of other ties 

among Stanford, Oracle, and the Trading Defendants emerged during discovery. Although the plaintiffs 

have embellished these ties considerably beyond what is reasonable, the plain facts are a striking 

departure from the picture presented in the Report.” (p929-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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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責任之基礎來自於其所從事、參與之行為，明確化獨立董事權責範

圍將使獨立董事可預見其責任負擔，不致任意受大股東之控制。應注意者，

獨立董事本質上雖仍為董事，且依我國法須與一般董事負同樣之忠實、注

意義務與責任（各國也大抵如此），但其並非如內部董事係實質地介入公司

業務營運。或謂：獨立董事引進之目的，在於借重其獨立性與專業素養以

提昇公司決策之品質，地位較似外部顧問，故其責任之查定亦應侷限於此。

亦即，鑑於獨立董事實際參與公司業務之時間有限，且不如內部董事般能

全盤掌握公司運作狀況，而且獨立董事所得之公司資訊多來自於經營階層

的提供，故有謂獨立董事之責任應限縮於法令規章、章程明訂或個案中公

司委任之事項，使其就該範圍內之事項盡其注意義務即可。 

惟依照我國法目前之規定，獨立董事既屬董事，則其不論是否受有報

酬皆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惟如僅就注意義務而論，如

前所述，獨立董事相較於內部董事，其對公司內部運作、資訊之掌控深度

仍有差別，令其對無法涉入、取得資訊之事項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實

為強人所難，故有認為應使獨立董事於其職務範圍內負故意及重大過失責

任即可（美國德拉瓦州法院對董事責任即採此標準）。本文以為此說，從各

國獨立董事之實際運作而言，論點合乎實際，誠值有權機關及各界深思（但

採此見解必須修改公司法或證券交易法，自不待言。又，明文減輕獨立董

事注意義務之標準，也有認為可能將鼓勵獨立董事不善盡其責之弊，而質

疑是否因此造成獨立董事怠於履行其職責，反而使獨立董事制度徒具形式，無法

促進公司治理之提升）。本文認為，至少司法實務上就內部董事與外部董事（執

行董事與非執行董事）責任應有所區別，才能符合外部董事（非執行董事）

並未參與公司日常實際經營之事實。尤其，我國法院究竟有無認同英美法

上之「經營判斷法則」80在我國公司法也有適用，目前似尚有爭議，故考量

採用此說（使獨立董事負故意及重大過失責任，或者採取區分內部董事與

外部董事責任）尤其具有重要性。兩相權衡下，本文在現階段較傾向採取

區分內部董事與外部董事（執行董事與非執行董事）之責任的作法。（具體

建議詳後述） 

（二）所謂「太上皇」獨立董事之法律解決機制  

                                                 
80

 所謂「經營判斷法則」，係推定「經營公司之人（包括董事、經理人），在作經營決策時，已

善盡調查之能事，並且係基於誠信（善意）的判斷，而其所採取之決策是合理的，且最有利於公

司之利益者」，除非原告能反證證明上述推定之不正確，否則系爭交易之合法性將被維持，法院

並將尊重公司經營者之決定，不另作事後審查。參閱劉連煜，同註 36，頁 10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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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行法制下，獨立董事執行職務仍受受託人義務之限制 

在現行法制下，獨立董事執行職務仍受受託人義務（fiduciary duties）

之限制（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參照）。雖有謂：獨立董事責任適用之面

向，重在「監督職務」是否善盡受託人責任。亦即，以獨立董事注意義務

而言，其就內部董事全體所為之經營行為是否已善盡監督、調查之責。然

本文以為，現行制度下，性質上獨立董事仍屬董事，則董事應盡之一切忠

實與注意義務對於獨立董事仍有適用。至於就忠實義務而言，乃獨立性之

確保，詳見前述之「董事忠實義務與獨立性之司法審查」相關討論。  

2. 建議 

目前實務上偶有出現如同「脫韁野馬」之獨立董事，不合理地否定董

事會議案，造成董事會議事之困難。獨立董事之獨立性與監督功能固應確

保，然公司經營之效率亦應兼顧，本文認為，或許有下列方法可解決此一

問題：  

(1) 上述董事之忠實、注意義務規範可提供必要之基礎法制解決機制。

而且，獨立董事如無理由濫行否決議案，獨立董事之市場聘用機能

也能發揮制衡之效用（惡名傳千里，無人敢用），因此本文認為此一

問題並不嚴重。 

(2) 現行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規定，對於公司財務業務有重大影響之事項

（如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有關內部控制制度之訂定或修正等等），明定除

應提董事會決議外，並規定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者，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另外，同法第十四條之五條第二項復規定：「前項各款事

項除第十款外，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

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並應於董事會

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從而，公司如遇有上述情形，自可依上

述規定處理（於議事錄載明載明獨立董事之反對意見；或由全體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取代之即可81），故在我國現行法下應不致產生多大問

題。何況，獨立董事適法下之嚴厲監督，本屬當然，支持公司治理之企

業家何慮之有？ 

三、 現行獨立董事制度之實施成效如何？ 

                                                 
81

 此制之相關評論，請參閱劉連煜，新證券交易法實例研習，頁 73，2009 年 9 月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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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實際設置情形 

以下整理二○○五年至今我國公司設置獨立董事或審計委員會之狀況

82： 

設置一席（含）以上獨立董事之公司有： 

表 3：我國公司設置獨立董事或審計委員會統計表 

 
公開發行公司（未

上市櫃）  
上櫃公司 上市公司 

2009 年 2 月 72 356 272 

2008 年 12 月 74 356 273 

2007 年 12 月 73 358 275 

2006 年 12 月 106 342 278 

2005 年 12 月 142 327 270 

*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從上表統計數字可知，截至二○○九年二月，設置獨立董事之公司約佔

我國全部上市、上櫃公司之三分之一強，在現行證交法獨立董事「原則上自

願設置，例外強制設置」立法原則下，可謂不甚普遍。 

表 4：我國目前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彙總表 

公司代號 公司名稱  審計委員會成立時  公 司 全 體 獨 立

董事席次 

公 司 全 體 董 事

席次 

2301 光寶科技  2007 年 06 月 21 日 3 11 

2330 台積電 2007 年 01 月 01 日 4 8 

2342 茂矽 2008 年 06 月 19 日 3 9 

2352 佳世達 2008 年 06 月 13 日 3 9 

2409 友達 2007 年 06 月 13 日 3 9 

2430 燦坤實業  2007 年 01 月 01 日 3 7 

2837 萬泰銀行  2008 年 03 月 04 日 4 13 

2881 富邦金 2008 年 06 月 13 日 3 12 

2882 國泰金 2007 年 06 月 15 日 3 13 

2884 玉山金控  2008 年 06 月 13 日 4 13 

2885 元大金 2007 年 06 月 29 日 3 11 

3045 台灣大 2008 年 06 月 13 日 4 11 

                                                 
82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newmops.tse.com.tw/，最後瀏覽日：2009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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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號 公司名稱  審計委員會成立時  公 司 全 體 獨 立

董事席次 

公 司 全 體 董 事

席次 

3443 創意電子  2008 年 06 月 11 日 3 9 

3519 綠能 2008 年 06 月 10 日 3 9 

3576 新日光 2008 年 06 月 30 日 3 9 

3702 大聯大 2008 年 06 月 25 日 5 15 

8008 建興電 2007 年 06 月 13 日 2 11 

8163 達方電子  2007 年 01 月 01 日 2 7 

9940 信義房屋  2007 年 09 月 12 日 3 7 

* 資料來源：摘錄自公開資訊觀測站。又本表格中公司全體獨立董事席次係指二○○九年

初之席次；公司全體董事席次係指本屆董事應選名額。  

 從上表統計數字可知，截至，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約 20 家，與設獨

立董事之公司數目比較，相對較少。這或許是與我國目前法令尚未強制設

立審計委員會有關。  

應注意者，如以截至二○○九年八月為止主管機關之統計為例，則設立一席

以上獨立董事之上市公司家數為 276 家，上櫃公司計 363 家，合計 639 家，占整

體上市（櫃）公司 1,264 家之比率為 50.55%，設置之比率實已過半。而上市（櫃）

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則有 40 家，可說二○○九年上半年這段時間設置審計

委員會之數字躍升頗快。 

（二）每位獨立董事支領酬金情形 

    二○○四年至二○○七年各年度平均每位獨立董事支領酬金情形：  

表 5：上市公司平均每位獨立董事支領酬金  

單位：新臺幣仟元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平均每位獨立董事支領酬金 612  801  923  1,173  

與前年度相較成長比率(%)   30.88% 15.23% 27.09% 

平均每位非獨立董事支領酬金 （註） 1,828  1,941  2,146  

與前年度相較成長比率(%)     6.18% 10.56% 

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 

平均每位獨立董事支領酬金 2,656  3,364  4,440  4,199  

與前年度相較成長比率(%)   26.66% 31.99% -5.43% 

*  註：二○○四年尚未規範上市公司應揭露董事酬金相關資訊。 

** 資料來源：證交所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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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統計數字可知，二○○七年上市公司設有獨立董事者，其平均

每位獨立董事支領酬金，約新台幣一百萬元；而設置審計委員會之上市公

司，二○○七年平均每位獨立董事支領酬金則高達新台幣四百餘萬元，二

者差距甚大，這或許是因設置審計委員會獨立董事工作較多使然。  

表 6：近年來上櫃公司平均每位獨立董事支領酬金彙整表 

單位:新臺幣仟元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平均每位獨立董事支領酬金 233 309 343 353 

與前年度相較成長比率(%) - 32.62% 11% 2.92% 

平均每位非獨立董事支領酬金 595 639 773 745 

與前年度相較成長比率(%) - 7.39% 20.97% 3.62% 

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 

截至 2007 年底設置審計委員會之上櫃公司共 10 家（茂訊、茂德、台灣類比、益通、

榮剛、普誠、精誠、榮群、九暘及商丞）。 

上述 10 家上櫃公司 

平均每位獨立董事支領酬金 208 1,734 1,641 344 

與前年度相較成長比率(%) - 734% -5.4% -79% 

*資料來源：櫃檯買賣中心統計數字 

從上表統計數字可知，二○○七年上櫃公司設有獨立董事者，其平均

每位獨立董事支領酬金，約新台幣三十萬元；而設置審計委員會之上櫃公

司，二○○七年平均每位獨立董事支領酬金則亦為三十萬左右元，二者可

謂無差距，這或許是上櫃公司規模較小，公司基於成本考量使然。  

 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年薪百萬元酬金，與他國之情形相較，雖比上不足但

或許不算太差；惟上櫃公司獨立董事平均三十五萬元之酬金，則相對較少，

是否會造成獨立董事積極任事之阻礙，實有待觀察（見後述「對獨立董事之

面談及問卷調查」）。誠然，吾人必須承認給予獨立董事太高報酬，可能會形

成戀棧而失其獨立性；太低報酬，則誘因可能不足，造成兩難。惟以我國

目前之一般狀況而言，獨立董事之報酬，並無過高之疑慮，反而各上市上

櫃公司似可再視市場一般行情酌增獨立董事報酬，以反映其所擔負之法律

責任（依現行法，獨立董事責任與一般董事責任並無兩樣），並提高其盡心

監督之誘因。 

（三）上市及上櫃公司獨立董事出席董事會會議情形及曾上傳獨立董事反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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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意見之公司家數 

表 7：二○○七年獨立董事出席情形─【上市公司】： 

 家數 百分比 

0~20% 2 0.8% 

20%~40% 5 2.1% 

40%~60% 27 11.3% 

60%~80% 75 31.5% 

80%~100% 129 54.2% 

總計 238 100% 

平均出席率：78.93% 

曾上傳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之公司 

上市公司 1 0.4％ 

*資料來源：證交所統計數字。 

 

表 8：二○○七年獨立董事出席情形─【上櫃公司】： 

 家數 百分比 

0~20% 5 1.5% 

20%~40% 15 4.4% 

40%~60% 54 15.7% 

60%~80% 119 34.6% 

80%~100% 151 43.9% 

總計 344 100% 

平均出席率：75% 

曾上傳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之公司 

上櫃公司 3 0.9% 

*資料來源：櫃檯買賣中心統計數字 

    從上二表之統計數字觀察，二○○七年上市、上櫃公司獨立董事平均

出席率為：約 70%，尚差強人意。故如何提升獨立董事出席率，應是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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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證交所及櫃買中心，乃至投資人（尤其是機構投資人）關切之

焦點。 

（四）我國引進獨立董事後之實施成效  

 當然，要具體說明我國引進獨立董事後之實施成效，恐難有特定放諸四

海皆準之指標。至於外國實施狀況又是如何？有趣的是，根據新近美國學

者取樣美國九百餘家公開發行公司之實證研究顯示，董事會之獨立性與公

司之績效間，呈現並無相關之關係83。這究竟原因何在？或許是獨立董事監

督之誘因不足、獨立性不夠、或甚至不夠專業所造成。 

 關此，我國之實證研究又是如何？近來，以獨立董事與企業績效之關係

作為研究對象者頗多。茲以二○○五至二○○八年台灣各學術單位學位論

文發表之實證研究為例，簡述較有代表性之研究結論如下，以供參考： 

    1.正相關 

 (1)獨立董事制度與公司價值之關聯性研究84 

    本實證研究結論為：不良的公司治理機制為亞洲金融風暴發生的原因

之一。在新興市場的國家中，例如韓國的實證研究顯示，獨立董、監事席

次比率與公司價值兩者之間明顯呈現正相關性。然而，在美國的實證研究

顯示，獨立董事比率與公司價值兩者間並沒有顯著的相關性。董事會是公

司治理架構的核心要素之一，本研究係以公司治理角度，探討台灣上市公

司獨立董事機制和公司價值的關係。研究結論：獨立董、監事席次比例與

公司價值係呈現正相關關係。  

(2)獨立董事制度與公股角色對我國企業經營的影響85
 

    因公股角色對我國企業經營的影響，非本文所欲探究外，本研究主要

探討台灣上市公司設立獨立董事制度與公司經營績效之間的關連性。本研

究的樣本以台灣 254 家設立一席以上獨立董事之上市公司為主，研究期間

為一九九八到二○○七年，本研究的實證結果得出的結論為：  

                                                 
83

 Sanjai Bhagat & Bernard Black, The Non-Correlation Between Board Independence and Long-Term 

Firm Performance, 27 J. Corpl L. 231 (2002).  
84

 徐玉惠，獨立董事制度與公司價值之關聯性研究，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財務

金融組碩士論文，2008 年。 
85

 孫于軒，獨立董事制度與公股角色對我國企業經營的影響，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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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同一家公司而言，強制性設置獨立董事在二○○二年設立獨立董

事後，較尚未設立獨立董事前的公司績效為差。  

二、二○○二年之後，強制性設置獨立董事之企業較自願性設置獨董事

之企業績效為佳。  

三、獨立董事席次比例較高與企業的經營績效呈現正相關。  

四、忙碌獨立董事比率與公司經營績效呈現正相關。  

    本研究經由實證結果推論出：獨立董事制度可以發揮監督功能並提供

專業諮詢以提升公司的經營績效。  

    基本上，本研究認為獨立董事席次比例較高與企業的經營績效呈現正

相關。其次，忙碌獨立董事比率與公司經營績效呈現正相關。但所謂「忙

碌」如何界定？可惜也無一定標準。  

(3)獨立董事之設置對企業經營績效之影響86
 

本研究主要探討我國上市公司電子股的獨立董事設置、獨立董事席次

比例、獨立董事背景專業性及平均兼任公司家數與企業經營績效之關聯性

研究。實證結果如下：  

○1 獨立董事之設置確實有助於經營績效之提昇，由於其獨立超然的態

度，更能達強化董事會職能及落實公司治理之效用。  

○2 獨立董事佔董事會人數比例愈高者，更能發揮其於重大決策時之影

響力，繼而提昇企業經營績效，不致使企業決策偏離法令或有利於

大股東，損及小股東權益。  

○3 獨立董事本身兼任公司家數與企業經營績效無顯著關聯性。  

○4 企業在遴選獨立董事時，除須重視其獨立性符合法令規定，如持股

數及非經理人及大股東二等親等，更須注重其背景專業性。實證結

果發現具有相關學術專業或具有專業執照者，更易瞭解企業經營模

式從而做出有助公司決策，提升企業經營績效。  

○5 獨立董事機制整體與企業經營績效呈現正面相關，尤以對 ROA（資

                                                 
86

 蔡政芬，獨立董事之設置對企業經營績效之影響，長庚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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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投資報酬率）影響最大。 

(4)獨立董事設立機制對於公司經營績效影響之研究87
 

本研究的樣本以台灣上市公司為主，研究期間為二○○二年至二○○六

年，以台灣有設立獨立董事機制者為本研究所要探討的範圍，經本研究的

實證結果得出的結論主要為：獨立董事席次比例與公司經營績效呈正向相

關。 

(5)獨立董監事機制對公司經營績效關聯性之研究─以臺灣上市電子業為例

88
 

本研究主要探討設立獨立董監事機制與公司經營績效的關聯性程度，

研究對象以台灣上市電子業為例，期間為二○○二年至二○○四年設立獨

立董監事機制者為研究範圍，經實證的結果發現：獨立董事席次比例與企

業經營績效呈正相關。  

    應注意者，本研究這段研究期間並非證交法強制設立獨立董事之期

間，研究之對象或許是自願設置或上市時上市規則所要求。  

2.無顯著關連 

(1)董事會結構及獨立董事兼職數與公司績效關係之研究─以台灣上市電子

公司實證89
 

本實證結果主要發現：雖不顯著，但獨立董監事的設立，無法有效提

升公司的經營績效。獨立董事的平均兼任數不會對公司績效造成負面的影

響；獨立職能監察人（即獨立監察人）的兼任數對公司績效呈現負面的影

響。 

(2)公司自願性設置獨立董監事之因素暨獨立董事與公司績效之關聯性90
 

本研究首先探討台灣上市（櫃）公司自願性（即在二○○二年二月二

                                                 
87

 張敏彥，獨立董事設立機制對於公司經營績效影響之研究，大葉大學會計資訊學系碩士論文，

2006 年。 
88

 林淑芬，獨立董監事機制對公司經營績效關聯性之研究─以臺灣上市電子業為例，國立台北

大學國際財務金融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5 年。 
89

 莊雪涵，董事會結構及獨立董事兼職數與公司績效關係之研究─以台灣上市電子公司實證，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系所碩士論文，2007 年。 
90

 李宜芳，公司自願性設置獨立董監事之因素暨獨立董事與公司績效之關聯性，臺灣大學財務

金融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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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或二十五日前申請股票上市或上櫃之公司）設置獨立董監事之因素，

並考量到不同產業之公司聘請獨立董監事的動機可能有差異，分別針對電

子業與非電子業進行分析。實證結果發現：就電子產業而言，經營績效愈

佳、董監事持股比例愈低、外國法人持股比例愈高及上市櫃年數愈短之公

司，愈易自願聘任獨立董監事。就非電子產業而言，公司規模愈小之公司

愈易自願聘任獨立董監事。此結果亦顯示，電子業與非電子業在設置獨立

董監事之決策上，確實有不同的考量因素。此外，實證結果發現獨立董監

事之設置與否與公司績效間，不一定具有關聯性。  

(3)台灣獨立董事新政策：何種特性的公司自願加入獨立董事？及加入獨立

董事是否有效？91
 

 本研究分析這些樣本公司在二○○二到二○○七年間的資訊，並研究

「哪種特徵的公司自願加入獨立董事」及「加入獨立董事是否能夠改善公

司的財務表現」。本研究對後一問題之研究發現：加入獨立董事卻無法改善

公司的財務績效。  

(4)引進獨立董監事制度對企業經營效率影響之研究92
 

在台灣電子業獨立董監事與經營效率方面，本研究發現：二○○二年

後，主機板產業和全體電子業有設立與未設立獨立董監事制度之經營效率

並無不同。本研究並認為，台灣電子業在於設立獨立董監制度主要作用仍

在於「防弊」。因此，要達到 Gilson and Roe(1993)所認為的「公司治理結構

的作用不單是協調公司與股東、管理人員和雇員之間的關係，還直接促進

生產效率。」之效果，必須從其他公司治理相關因素去深入探討。  

(5)董事會成員特質對盈餘管理影響之實證研究93
 

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如下：在獨立董事席次方面，佔董事會之比例愈

高時，並不會產生抑制盈餘管理的效果，此一結果亦顯示，若僅增加獨立

董事之席次，並未能增加董事會之監督管理能力。  

                                                 
91

 林奕明，台灣獨立董事新政策：何種特性的公司自願加入獨立董事？及加入獨立董事是否有

效？，國立成功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92

 吳志偉，引進獨立董監事制度對企業經營效率影響之研究，東吳大學會計學系碩士論文，2006

年。 
93

 戴家偉，董事會成員特質對盈餘管理影響之實證研究，國立台北大學會計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 

javascript:submitForm('6')
javascript:submitForm('6')
javascript:submitForm('9')
javascript:submitForm('0')


55 

3.小結 

應特別說明者，目前相關實證資料仍以正相關較多，但晚近出現不少

無關連性的結論。並就研究結果設下不少前提。其實，影響獨立董事與經

營績效關連性的變數仍多，例如獨立董事的專業性、獨立性、獨立董事人

力市場未健全與否、薪資模式、控制性股東持股比例、獨立董事任期長短、

自願設置獨立董事與否、獨立董事兼職比例、產業別、公司規模等等，不

一而足。從而，如欲謂獨立董事之比率與公司績效兩者間一定有顯著的相

關性，恐不容易。  

（五）對獨立董事之面談及問卷調查 

在我國，據一位不願意具名之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稱，以他觀察，某些

獨立董事在他們的公司董事會並不常發言，更少有反對議案或保留意見之

情形（筆者按，某程度而言，這也反映上表「曾上傳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

意見之公司」為何如此之少之原因）。另一位正擔任某上市公司之獨立董事

的國內資深律師，也曾告訴筆者：「如何執行獨立董事職務，真是不容易拿

捏，執行太認真，講太多話，可能本屆董事屆滿，下屆之董事就沒有可能

再被提名了。」這些可能受「情誼」因素而放水（請參閱本文前述「董事

忠實義務與獨立性之司法審查」之討論）或畏懼不再被提名為獨立董事而

戀棧導致「封口」之缺乏「獨立」情形，在法律責任上，非常有可能會依

具體個案情況，被追究違反忠實、注意義務而須負相關法律責任，特別是

對利益輸送之關係人交易，而其他董事卻故意縱容之情形（公司法第二十

三條第一項、第一九三條參照）。  

    另外，根據二○○九年八月台灣證交所對設有獨立董事之上市公司之

最新、全面性問卷調查結果（題目由本研究所設計，並以無記名方式進行，

問卷發函數：585；問卷回函數：276；回函比率：47%
94）。問卷第一個題目

是：以您擔任獨立董事之經驗，你認為下面哪些事項是影響獨立董事職權

之行使之關鍵（可複選）：答（A）「資訊取得困難，故無法有效執行」者，

有 18%；答（B）「人情因素，致無法有效執行」者，有 10%；答（C）「報

酬太少，沒有誘因」者，有 7%；答（D）「時間因素，無法全心投入」者，

有 28%；答（E）「專業能力問題，無法有效監督」者，有 7%；答（F）「期

待再被提名，不敢盡力監督」者，有 1%；選擇（G）「無任何困難」者，有

                                                 
94

 本文作者謹向協助本問卷發函及統計之台灣證券交易所同仁致上最高謝意。 



56 

57%。 

至於問卷第二個題目是：以您擔任獨立董事之經驗，你認為公司實際

經營者（或控制公司之大股東）有無真正重視公司治理（可複選）？答（A）

「無，視獨立董事為花瓶」者，有 1%；答（B）「有，但不知如何作才對」，

有 23%；答（C）「有，但遇到與自己有利害關係時，又全然忘卻公司治理

之重要性」者，有 3%；答（D）「防止員工舞弊之內部控制有做到，關係人

交易則未做到」者，有 2%；選擇（E）「有，並且非常重視獨立董事之建議」

者，有 76%。茲以統計圖表，就問卷題目、選項、答覆總數及佔回函比率

等等，臚列於下，以供參考：  

表 9：二○○九年八月台灣證券交易所對設有獨立董事之上市公司  

問卷調查統計表  

題目 選項 答覆總數 佔回函比率 

1.以您擔任獨立

董事之經驗，你

認為下面哪些事

項是影響獨立董

事職權之行使之

關鍵：（可複選） 

（A）資訊取得困難，故無法有效

執行。 

49 18% 

（B）人情因素，致無法有效執行。 27 10% 

（C）報酬太少，沒有誘因。 18 7% 

（D）時間因素，無法全心投入。 77 28% 

（E）專業能力問題，無法有效監

督。 

19 7% 

（F）期待再被提名，不敢盡力監

督。 

2 1% 

（G）無任何困難。 157 57% 

2.以您擔任獨立

董事之經驗，你

認為公司實際經

營者（或控制公

司之大股東）有

無真正重視公司

治理？（可複選） 

（A）無，視獨立董事為花瓶。 3 1% 

（B）有，但不知如何作才對。 64 23% 

（C）有，但遇到與自己有利害關

係時，又全然忘卻公司治理之重要

性。 

9 3% 

（D）防止員工舞弊之內部控制有

做到，關係人交易則未做到。 

6 2% 

（E）有，並且非常重視獨立董事

之建議。 

210 76% 

問卷發函數 585 

問卷回函數 276 

回函比率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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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原始資料來自台灣證券交易所，問卷題目及資料分析係本文自製並進行研究。 

從上面之數字可知，除過半數之獨立董事，認為其游刃有餘，有信心

可做好獨立董事之工作外，有超過四分之一之獨立董事，認為「時間因素，

無法全心投入」獨立董事工作。這是因為獨立董事通常身兼數項職務，為

了避免影響正職的職責，時間的因素很容易讓獨立董事無法全心投入。當

然這個問題因為主管機關規定（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一人可同時擔任 4 家公開發行公司之獨立董事（主管機關因鑒於當時

國內有資格擔任獨立董事不多，才有此一規定），而可能更加嚴重。然因我

國獨立董事制度已實行約兩三年，且相對已培養出一定之人才，因此前述兼任辦

法或許可考慮縮小允許兼任之家數；亦即一人僅可同時擔任三家公開發行公司獨

立董事為限（並且長遠而言，以充任二家獨立董事為宜）95。另外，有近兩成之

獨立董事認為，「資訊取得困難，致無法有效執行」，這也是非常現實而重

要之問題，因為「資訊」通常均須靠公司經營者提供，否則瞭解議案本身

即有困難，更遑論「監督」有疑義之議案，因此時勢必須由獨立董事提出

質疑之數據，才能發揮監督、遏止之效果。無資訊，等同無法監督。再者，

有趣的是，也有 10%的獨立董事承認人情包袱因素，致無法有效執行獨立

董事工作。此外，如何適度提高獨立董事報酬及加強其專業，也有近一成

之獨立董事關切，誠值重視。  

至於第二題之回答，則欣見高達 76%的獨立董事認為，公司實際經營

者（或控制公司之大股東）有真正重視公司治理，並且非常重視獨立董事

之建議。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近四分之一的獨立董事表示，公司實際經

營者（或控制公司之大股東）有真正重視公司治理，但不知如何作才對。

這顯現不僅需要求獨立董事參加相關的訓練課程，以扮演好獨立董事的角

色；實際經營者（或控制公司之大股東）也需進修公司治理相關課程，以

明瞭公司治理在現代公司經營管理的重要性。  

（六）上市公司對獨立董事投保董事責任險之比例  

茲先以二○○八年十二月證交所統計數字圖示如下：  

表 10：二○○八年十二月設置獨立董事一席（含）以上之上市公司  

投保董事責任險之比例統計表 

                                                 
95

 紐約證交所及那斯達克規定：審計委員會委員至少應由三名獨立董事組成；如兼任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之審計委員會委員，至多以兩家為限。故一人可同時擔任三家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

委員。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1973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1973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1973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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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監有投保公司家數 192 68.82% 

董監未投保公司家數 79 28.32% 

未申報公司家數 8 2.86% 

合計 279 100% 

* 資料來源：二○○八年十二月證交所統計數字。 

從上述統計數字可知，截至二○○八年十二月，我國上市公司中有 279

家公司設有一席以上之獨立董事（有些同時設有「獨立監察人」96），其中

192 家已投保董監責任險，佔已設置獨立董事公司之 68.82%，未投保公司

家數則有 79 家，佔已設置獨立董事公司之 28.32%，未申報之上市公司家數

有 8 家（佔已設置獨立董事公司之 2.86%）。由此可知，或由於獨立董事不

自知，或因輕忽不重視，以致部分未投保董監責任險之上市公司獨立董事

暴露在極大法律責任風險下。當然，更大部分之未投保者，是由於上市公

司實際經營掌控者基於節省成本之考量而未投保所致。有鑑於對獨立董事

之保障，責任險扮演重要之角色，因此透過公開數字，讓未投保者，儘速

投保，也是鼓勵有能力及操守者擔任上市公司獨立董事之良方。當然，如

能全面性真實收集上市上櫃公司，為獨立董事投保之保險金額、保險條件

及曾實際賠償之案例等實際情形97，以供研究，對推行獨立董事責任保險制

度，應有莫大之幫助。  

最後，應注意者，為免在保險制度下，完全減損證券訴訟對失職董事

之威嚇效果，美國學者 Coffee 教授認為，在制度設計上，應讓可歸責之董

事依其可歸責之程度付出相當之賠償金，以達到嚇止未來不法行為之效果

98，這項建議誠值深思。關此，在實踐上，除可約定就被保險人（如董事）

之特定行為不保外，亦可設有自負額及共保條款之規定，以發揮法律課民

事責任以嚇阻違法之目的99。 

                                                 
96

 按以往公司上市、上櫃審查時，均要求須設有獨立監察人，且目前上櫃審查時仍留有獨立監

察人之制。但獨立監察人與一般監察人如何分別？職權有不同嗎？（按監察人不是皆應獨立行使

職權嗎？）獨立監察人與獨立董事間職權又有無不同？相關法令似無完整答案，難逃疊床架屋之

批評。 
97

 據友邦產險統計，國內二○○九年八月底前董監事責任險賠償金額達 1.97 億元，通報件數 44

件，理賠金額較二○○四年之 688 萬元成長 28 倍。因此，有謂明年董監事責任險保費必然喊漲。 
98

 See John C. Coffee, Jr., Reforming the Securities Class Action: An Essay on Deterrence and Its 

Implementation, 106 Colum. L. Rev. 1534, 1563-64 (2006). 國內文獻，參閱林郁馨，從美國證券集

體訴訟談證券詐欺訴訟的填補損害及嚇阻功能，月旦財經法雜誌，14 期，頁 188-190，2008 年 9

月。 
99

 參閱郭大維，從比較法之觀點探討我國現行公司董（監）事與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制度，輔仁

法學，36 期，頁 163-164，200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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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國法制同時實施獨立董事制度與監察人制度，法制上有無

改進之道？ 

我國資本市場家族企業色彩濃厚，控制股東極為常見，雖控制權穩固

有助於公司穩定成長，促進公司的長期經營戰略，但亦潛藏著控制股東可

能憑藉控制權而損害股東利益的風險。另外，股權集中的問題亦導致經營

與監督機制未能區分，董事與監察人通常由同一家族或派別擔任的情形。

除了集中於特定大股東外，我國證券市場散戶居多，不同於美國通常由機

構投資人持有證券，則散戶持股目的僅重視獲利了結，對股東權利亦不甚

關心，難以對公司形成有利的的監督力量。是故，長久以來，我國公司治

理監督效能始終受到批評。 

為解決此問題，如上所述，我國於二○○六年修正引進獨立董事制度，

希冀藉由其獨立性與專業性進行內部之監督100。惟僅引進「半套」的獨立董

事制度是否確能發揮預期的監督效能？獨立董事是否必優於監察人制度？

我國監察人制度是否可以進一步修正以達監控經營階層之效果？而未來獨

立董事與監察人制度應如何調和？為本研究所欲解決的問題。  

（一） 我國監察人制度之再檢視  

1. 監察人之權限  

依照公司法第二二一條之規定，監察人各得單獨行使監察權；復依第

二一八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概括的賦予監察人監督業務執行的權利。則

我國監察人制度相近於日本監察人制度，監察人與董事會並立，監察人在

法律架構上而言，得制衡董事會。 

我國公司法關於監察人職權之列舉規定，簡述如下（參照公司法 218、

219、228、229、218-2、223、213、220）： 

(1) 調查公司設立經過  

(2) 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  

(3) 聽取董事報告發現公司有受重大損害之虞的情形  

                                                 
100

 有關證交法研擬階段草案之評論，參閱王文宇，設立獨立董監事對公司治理之影響，法令月

刊，56 卷 1 期，頁 45、59-61，200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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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核公司會計表冊  

(5) 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之權限  

(6) 對董事會或董事之違法行為制止請求權  

(7) 有權代表公司與董事辦理交涉  

(8) 審查清算人就任時所造具之會計表冊  

(9) 清算完結時審查清算人所造具之會計表冊  

(10) 代表公司對董事訴訟權 

(11) 必要時得召集股東會權101
 

2. 實施監察人制度後之弊端 

一般歸納我國實施監察人制度後之弊端如下：  

(1) 監察人缺乏獨立性  

由於我國家族企業之特色，董監一家親之現象比比皆是。當然這又與

董監選舉制度有關。  

(2) 非公開發行公司之法人股東代表人得分別當選董事及監察人  

(3) 監察人缺乏專業能力  

(4) 監察執行效能不彰，弊案爆發後，多不見監察人依法追究董事責任  

(5) 監察人人數不足，並因屬兼任性質而無暇他顧 

（二） 我國獨立董事制度  

修法後獨立董事之設置原則上自由，因而現行公司可能之經營監督架

構有三種類型，圖示如下： 

 

 

 

                                                 
101

 以上監察人之權限列舉規定，參閱劉連煜，同註 36，頁 47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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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我國公開發行公司可能之監督經營架構圖  

 

 

 

 

 

 

 

 

*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1. 獨立董事之職權  

(1) 公開發行公司依照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該九款事項除應經董事會

決議通過外，若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中載

明。 

(2) 前述事項之決議，獨立董事應親自出席，不得委由非獨立董事代理。 

(3) 獨立董事之反對或保留意見，公司應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2. 獨立董事制度實施之疑義 

(1) 我國獨立董事雖有獨立性與專業性之明文要求，但有人質疑：實務

上獨立董事仍屬公司整體業務執行機關中之一員，仍受董事長指

揮、領導，難以善盡監督功能。更有獨立董事對議案不敢發言，或

不敢反對不當議案，甚至竟阿諛附從。 

(2) 公開發行公司可就審計委員會與監察人擇一設置，若選擇由獨立董

事全體組成之審計委員會，則在我國未區分執行與非執行之董事之

情形，可能形成有業務執行權之獨立董事同時又有監察權能之自己

監督自己的窘境（設有獨立董事及監察人之公司也會有此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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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下述）102。 

(3) 又有謂：目前法制難以看出審計委員會更獨立、更專業、更能發揮

監督權能。且關於審計委員會大量準用監察人之規定，則何者為優，

實難以區別。  

(4) 未同時引進薪酬委員會與提名委員會，則獨立董事之選任有可能仍

操控於大股東之手。  

（三） 獨立董事與監察人業務與監督權責之比較  

有謂：自美、德之治理模式以及我國現行法之規定可知，獨立董事乃

以其獨立性與專業性，於董事會之內部就業務執行進行監督；監察人則立

於業務執行機關之外部，行使對董事會整體（包括行使職權的獨立董事）

的業務監督權及會計財報監督權。以下擬就獨立董事與監察人監督權限之

差異比較之103： 

1. 以監督職權行使之性質區分  

有謂：獨立董事於我國法制下仍屬董事會成員之一，其得於董事會內

部從事參與性的監督公司經營決策行為，故其監督權責之性質，屬於「參

與性之內部監督」，亦即獨立董事係就內部業務決策與執行之妥當性、適法

性加以監督。而監察人依我國公司法第二一八條之二第一項之規定，雖可

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然亦僅止於陳述意見而無法參與業務之決策與執

行，故其對董事會的監督屬於「非參與性之外部監督」，亦即監察人之監察

權乃立於外部監督董事業務之決策與執行，更可監督獨立董事是否善盡其

職權之行使。 

2. 以監督的時間點區分  

有謂：獨立董事之地位如同顧問，旨在使董事會做成決議或執行業務

前，得以提供其建議與諮詢，且其屬董事會之一員自應參與董事會決議。

則其所為之監督貫穿於決策全程，屬於一種「事前」、「事中」的監督。另

外，監察人因屬外部監督機關，無法參與公司業務之決策與執行，僅能事

後對經營階層之違法行為或財務活動予以查核，性質上屬「事後」的監督。

                                                 
102

 劉連煜，同註 81，頁 71-74。 
103

 楊敏華，兩岸上市公司獨立董事與監事會（監察人）制度運作之研究，法令月刊，57 卷 6 期，

頁 71-72，200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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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樣之論點，從前述公司法第二一八條之二第一項之規定，恐怕較無依

據。 

（四） 改進措施或修法建議  

1. 近程 

(1) 獨立董事應可與監察人並存不悖？ 

有謂：獨立董事與監察人之監督功能、時間點、權責範圍均

有不同，已如前述，二種制度併予實施未有不妥，更可全面性的

達到監督治理功能。但也有謂：監察人與獨立董事同時並存實已

造成監督權責難以劃分，宜於二者間，做出選擇 104。對此，本文

認為，監察人與獨立董事同時並存，確已造成監督權責難以劃分。

我國現行法既已允許獨立董事與監察人二者並存之公司存在，故

所應先解決的是，若認為不設置「由獨立董事組成之審計委員會」

之公司，仍應存在於我國法制中，則此獨立董事之地位必須明確

釐清，不應使其同時有經營與監督之權責，而應僅負經營決策與

執行之責，較為適當。 

(2) 明確化獨立董事與審計委員會之權責  

雖有謂：為發揮獨立董事功能，現行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規定要求

對公司財務業務有重大影響事項須提董事會討論，讓獨立董事得以參

與，並表達意見，與監察人監督董事會之職權似無衝突。但承上說明，

本文認為如欲維持獨立董事與審計委員會未必結合之現行制度，

則宜讓獨立董事職務單純化，不負監督之工作（因另有監察人可

職司監督工作），而僅負經營之決策與執行的職責（公司法第二○

二條參照），故應刪除現行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有關獨立董事監督

之事項規定。至於審計委員會之權責，由於審計委員會已取代監

察人之監督工作，當需留有現行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五第一項有關

監督之事項規定，此點應無疑義。 

應注意者，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五第二項復規定：「前項各款事項除

第十款外，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

                                                 
104

 曾宛如，公司管理與資本市場法制專論（二），頁 181-183，200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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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並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立法理由指出：「基於

企業界實務運作之考量，及為免因審計委員會制度之推動，而影

響公司營運之效率及彈性，於第二項訂定第一項所列事項如未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以全體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行之，另因第一項第十款原屬監察人特有之職權，爰

予排除。」105姑且不論「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以原

屬監察人特有之職權，排除於特別例外處理之情形是否妥當？證

交法既然賦予審計委員會有前述第十四條之五第一項之監察權，

何以在未獲審計委員會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下，可由全體董事

以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系爭議案106？此種結果，無異將監察權

又交回經營決策與執行者（即董事會），最後也等同於無監察權之

設計。難道僅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先前審計委員會未通過系爭議

案之決議，即可讓本屬監察權權限的未通過事項合法通過？當

然，本項立法理由又指出：「未來依第二十六條之三授權訂定之董

事會議事辦法…，將要求公司須於指定之資訊網站公開相關資

訊，另配合現行上市（櫃）公司資訊公開機制，於證交所及櫃買

中心之重大訊息揭露亦將併同規範之，…」107，然而，無論如何，

現行法本項之例外處理，仍不免於理論上矛盾的批評。  

誠然，如同立法理由所指出，這是妥協下的產物，亦是政策的選

擇。惟對於「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以原屬監察人特

有之職權為由，特別挑出來並不適用前述特別例外處理情形，會

讓人納悶何謂「監察人特有之職權」？監察權再區分為特有、非

特有職權，有無意義？凡此均待進一步思量。本研究建議以刪除

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五第二項為宜，以符合公司治理制衡原理。 

另按通常採單軌制之國家的董事會實務，係先由審計委員會討論

相關議題後，再將其結論報由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實施。似乎鮮少

見到類似我國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五第二項之規定。我國現行這樣

                                                 
105

 立法院第六屆第二會期第 1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頁 15-16。 
106

 按「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六條亦規定：本法第十四條之五第一項各款事項除第十款

外，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107

 同註 105，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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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除好像有「鼓勵」董事會得以特別決議否決審計委員會

決議之不當情形外，還有可能切割董事會與審計委員會一體之關

係。因而最好還是回歸一般單軌制國家制度，以董事會為一整體

規範為宜；例如，公司之財務報告有問題，基本上所有董事會成

員均須負責，不分是屬於審計委員會成員與否。 

(3) 為確保獨立董事、監察人之獨立性，除目前之列舉消極規定外，

可考慮國外交易所之彈性、要求滿足交易所期望之立法（例如，

香港主版上市規則第 3.13 條規定108），於我國上市（櫃）規則中賦

予證券交易所及櫃買中心具有審核董監是否有獨立性之權限（司

法機關於具體個案，例如民事求償時，本來即可審查被告董事之

獨立性）。惟問題是：審查 IPO 案件時，交易所或櫃買中心會審查獨

立董事資格且會由承銷商提出評估，惟上市（櫃）後若獨立董事改選

則不需提報至交易所或櫃買中心審查，且亦無機制持續審查獨立董事

資格是否符合規定。因此，前述上市（櫃）規則宜一併明定：公司

上市（櫃）設置獨立董事或其後新聘新的獨立董事前（同一公司

舊的獨立董事再任同職務，不需如此），應由聘用公司與證券交易

所及櫃買中心溝通獨立董事人選之適當性。外國交易所之實務作

法亦係如此，屬於較軟性之實施方式，即以溝通代替鐵腕，此種

作法似較適宜。 

(4) 依前面問卷調查可知，由於時間的因素很容易讓獨立董事無法全

心投入，「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可考慮僅

允許一人同時擔任三家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為限，並且長遠而言，

在合格獨立董事人數充足下，以最多擔任二家獨立董事為限。 

(5) 姑且不論未上市（櫃）之公開發行公司的情形，從前述數字可知，

至今仍有近半數之上市（櫃）公司，仍未設立獨立董事，故改正

監察人制度之缺失，以真正解決監察人無法善盡監督之弊，實具

迫切之需要。例如恢復董監併同選舉制109，使監察人之產生，脫

離董事之控制，以加強監察人之獨立性。關此，本研究建議增訂

                                                 
108

 按香港主版上市規則第 3.13 條規定：「在評估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時，本交易所將考慮下列

各項因素，但每項因素均不一定產生定論，只是假如出現下列情況，董事的獨立性可能有較大機

會被質疑……」。 
109

 按董監併同選舉制於一九八○年我國公司法曾加以採用，但於一九八三年可惜遭到刪

除。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1973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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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一九八條第二項（或規定於證交法適當條文處），其條文

文字可為：「董事與監察人應同時選舉，並應合併計算選舉權。所

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有優先選擇擔任董事或監察人之權

利。」而證交法第二十六條之四亦可同時增訂：「已依本法發行股票

之公司監察人應具備專業知識，其持股及兼職應予限制，且於執行業

務範圍內應保持獨立性，不得與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利害關係。（第一

項）」「監察人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方

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第二項）」 

(6) 加強公司資訊之揭露（如仿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規定，上市的外

國公司必須揭露其公司治理實務與證券交易所之公司治理標準任

何重大不同之處）。 

(7) 鼓勵、宣導投保董監事責任保險，以減輕獨立董事極大法律責任

風險。 

(8) 應強化公司內部舉報不法之制度與管道  

獨立董事應要求與公司內部稽核人員及會計師有單獨相處機會

（亦即此時公司內部董事等應迴避不在場），藉以詢問公司近來有

無會計上及經營上不法徵兆或詐欺行為。（參閱前述紐約證券交易

所之公司治理規範）。 

(9) 強制要求簽證會計師在審計委員會審查年度決算時應列席審計委

員會。 

(10) 獨立董事離職時，應仿外國實務作法，明確對投資人說明離職

真正原因，並且應對全體投資人說明有無需要補充說明公司財務

業務之異常事項。如無其他說明，也應明確表示，以示負責。  

2. 遠程 

為貫徹遠程目標，應落實單軌制只是企業之選項，以及除現行審計委

員會外，也應同時引進提名委員會與薪酬委員會，以強化獨立董事之力量

並適時檢討監察人之缺失，力求改進。申言之，遠程目標之作法應是：  

(1) 宣導（甚至以立法強制）引進提名與薪酬委員會，以完善單軌制之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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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學者謂依現行法令，獨立董事持股不可超過 1％，以致無法達到

提名獨立董事之門檻，只能依賴大股東提名，導致其獨立性比監察

人更低 110。故應仿效日本公司治理模式，賦予企業選擇的權利，使

企業可斟酌其成本、公司治理績效、股票交易之需要而選擇採單軌

或雙軌模式（例如，為赴英美國家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以致選擇

採單軌制）。亦即廢棄我國現制對部分上市上櫃公司採取強制適用

獨立董事制度，造成企業無可選擇之情形。 

(3) 為配合「選擇採取獨立董事制度者，應同時組成審計委員會」，應修正

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二明定：「公司如選擇採用獨立董事制度，其董事會

必須設置至少三名獨立董事」（按現行法規定：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

司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以配合同法第十四條之四應由至少三

位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之規定，並可因此可進一步落實提名委員會

及薪酬委員會。 

(4) 另外，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二應另規定，如「主管機關認為基於其董事會

之人數或其他情況證明有必要時，主管機關得以命令規定已依本法發行

股票之公司之獨立董事最低人數應多於三名。」以符合個案之特殊需

要，俾保護投資人之權益。 

(5) 除加強單軌制之監督機制外，雙軌制之監控機制，亦不可忽略。有關監

察人制度歷來之缺失，應確實檢討修正。 

(6) 或有建議：得由章程規定「外部董事免責」，以使外部董事無後顧之憂，

勇於擔任斯職111。惟可能有人會認為免責之制度過於激進，因而認為或

許可先考慮：以「重大過失」為獨立董事注意義務之標準，以減輕其依

我國現行法制，對公司必須擔負一般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標準（公司

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或在公司資訊不實時應負推定過失之責任（證

交法第二○條之一第二項），以吸引更好的人才擔任獨立董事，促進公

司治理之提升。 

對此，本文認為，至少在司法實務上應鼓吹內部董事與外部董事責

                                                 
110

 賴英照，同註 4，頁 200。 
111

 邵慶平，公司法—組織與契約之間，頁 321-396，2008 年 12 月。按外部董事係相對於內部董

事之概念，外部董事不兼公司經營之職務，這是與內部董事最大之不同。而獨立董事，法令另要

求其須具獨立性（不具利害關係），此點外部董事則無。另外，獨立董事不兼公司經營之職務，

此點則與外部董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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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應有所區別，才能符合外部董事並未參與公司日常實際經營之事

實。申言之，主管機關可考慮學習英美法制之實務操作方式112，交

由各公司之公司章程決定是否採取執行董事制度與否，公司法與證

交法並不需要特別修法對此有明文之規範，亦可運作。至於公開發

行公司，則需進一步由證券主管機關或交易所（櫃買中心）規定公

開發行公司或上市（櫃）公司應於章程中明定區分董事為執行（即

「內部」）與非執行（即「外部」）董事，並申報交易所（或櫃買中

心或證券主管機關）備查。誠然，有人可能虛假不申報為執行董事

之事實，因此法院遇實際案件時，應可依實際事實認定何人「具體

執行業務」為執行董事，何人為非執行董事，並且據此區分執行董

事與非執行董事之責 113。當然，「非執行董事」如被認定為非資訊

取得上的問題，而係自身怠惰或蓄意不去瞭解公司業務，也有可能

因而不被減輕違反注意義務之責任。  

當然，引進執行董事與非執行董事區分之概念，有助於釐清獨立董

事之定位（獨立董事一定是非執行董事），則是另一附帶之收穫。

當然引進後因而某種程度也可交代為何有現行證交法第十四條之

三有關獨立董事監督之事項規定存在的合理性（但本文仍認為獨立

董事此職權與監察人職權相衝突而不適當）。 

(7) 至於有人主張，為加強獨立董事之「獨立性」，在獨立董事選舉方

式之改革上，要求實質具控制力之大股東，或持股超過一定比率

者，不具獨立董事選舉權；或者建議可由持股 1000 股以上之股東

以一人一票方式選任獨立董事。此等改革方式，固然可加強獨立董

事之獨立性，避免獨立董事因需仰賴大股東之支持才能當選，在當

選後因投鼠忌器，無法發揮監督之功能。但此種獨立董事選舉方

式，在各國立法例上，鮮見其例，似較無法與國際間接軌。當然，

在香港聯交所，對於關係人交易的批准，須經少數股東所組成之股

東會投票同意，大股東並無表決權。這種體例，或許也可援用至獨

立董事選舉之方式來，但如何認定大股東（majority shareholders），

實際上頗為困難；且利用人頭之持股，應否計入大股東之持股？再

                                                 
112

 相關討論，參閱曾宛如，公司之經營者、股東與債權人，頁 211，2008 年 12 月；郭大維，英

國公司治理法制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151 期，頁 139-141，2007 年 12 月。 
113

 按執行董事之概念與常務董事不同（參閱公司法第二○八條第二、四項），常務董事係於董事

會休會時，以集會方式經常執行董事會職權，因此常務董事也可能是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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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大股東集團所徵求之委託書，應否有投票權？在在可能被挑

戰，可見此制雖非不可行，但執行成本頗高。如果政策上，一定要

變更現行為人所詬病之選舉獨立董事方式，則以持股 1000 股以上

之股東以一人一票方式選任獨立董事，反較可行，本研究也支持此

種變革，以落實少數股東權利之保護，並呼應前面所述獨立董事係

代表少數股東監督經營者之制度的設計（獨立董事權限由少數股東

所授權）。至於配套上，仍應讓大股東有獨立董事提名權，較為適

宜，不宜連提名權亦剝奪之，否則可能招來與「股份平等原則」或

「一股一權」之原則背離甚遠，甚至改革過於激進之譏。當然，從

學理上而言，由少數股東提名及選舉獨立董事最為適當，但畢竟此

一方式最為激烈。逐步為之，或為上策。  

五、 我國實施獨立董事制度有待改進之問題何在？比較大陸法

系及英美法系實施獨立董事制度之差異，又二者有無值得我

國參採之處？ 

如前所述，我國公開發行公司的董事會等內部機關，目前可分為三種型態：

第一種是傳統的董事會，不設獨立董事，僅設董事會及監察人；第二種是設立獨

立董事，且同時設有監察人；第三種類型則是有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但無監察

人。本文認為可依現行三種內部機關之治理模式採取改革之道。第一種公司，過

去備受非議者，即是監察人與公司派董事沆瀐一氣，監察人不具獨立性之問題，

因此自應從強化其獨立性著眼加以改革。惟此問題，此處不擬深論114。 

在第二種公司，應先釐清獨立董事之職責，究為監督或兼有決策之職權

或僅有決策之職權（在同時有獨立董事與監察人之第二種公司，此一問題更

嚴重）。換言之，應適時檢討獨立董事與監察人兩者並存，監督功能可能會

有重疊之問題，嚴重者可能互相推諉之情形，是否應考慮去其一之問題 115。

經筆者與設有獨立董事之上市公司監察人進行訪談（即屬於上述第二種公

司），該監察人亦謂：獨立董事與監察人職權確有重疊之處，也宜檢討修正

116。按獨立董事之職責究竟何在？涉及為何法律要引進此制，以區別其與一般

非獨立董事的基本問題。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規定：「已依前條第一項規定選

                                                 
114

 例如選舉方式上，可採董監併同選舉制，以增強監察人之獨立性，避免監察人必須依賴大股

東而當選。相關討論，參閱賴英照，同註 4，頁 198-199。 
115

 此一問題之討論，可參閱黃銘傑，同註 15，頁 60 以下。 
116

 筆者與上市公司精○科技公司監察人陳○東會計師訪談，2009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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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獨立董事之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決議通過；獨

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一、依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二、依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

理程序。 

三、涉及董事或監察人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四、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五、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六、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七、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八、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毫無疑問的，這些事項係為強化獨立董事對重要議案之監督，以保障股東權

益，本無批評之餘地。但這些議案事項，本質上較傾向公司監督事項，法律明定

原則上應特別由獨立董事表示意見，無疑要獨立董事扮演起監督之角色。在沒有

設置審計委員會，公司仍設有監察人之情況下，毫無疑問的，會與監察人之監察

權相衝突。當然，有人可能會謂：「雙重監督，或許更佳」。但本文認為，這樣設

計除了雙重監督之重複成本外，可能之結局，也可能是相互推諉，造成三不管地

帶，帶來更大弊病的問題。例如，筆者曾觀察到有上市櫃公司之監察人，可能其

心裡認為，既然有獨立董事在監督公司，他（監察人）之角色，似只剩下負責會

計表冊之查核工作而已（公司法第二二八條），對其他議案便極少發言（依據公

司法第二一八條之二第一項：「監察人得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因此，本文建

議似可檢討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規定之必要性。否則，本條極有可能最後只是淪

為學者所說係獨立董事免責設計117而已（公司法第一九三條第二項但書參照

118）。換言之，第二種公司之獨立董事，性質上較像是外部董事，而且分工上不

負監督之責，因為第二種公司已有監察人負責監督工作。當然，法律上也有必要

再強化第二種公司監察人之獨立性，以真正發揮監察人之功能。另外，如果第二

種公司係依法令強制設立獨立董事而來，學者有主張美國之單軌制應只是企業之

                                                 
117

 易明秋，同註 10，頁 106-107。 
118

 公司法第一九三條第二項但書規定：「但經表示異議之董事，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可證者，免其

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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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而已，如實施獨立董事成效不彰，應檢討刪除強制企業採用獨立董事制度之

規定（現行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有強制設立規定）119。對此點建議，

本文也贊同應視成效，加以修正。 

第三種公司，審計委員會成員的報酬應規定僅能從上市公司所支付的董事酬

勞而來。而且，行使監察權也明定應以多數決為之。另外，現行第三種公司也應

如日本及美國制度被強制設立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

會成員至少半數以上應由獨立董事組成），以使設置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之公

司得到有力奧援，以發揮監督功效。有人可能會質疑：若提名與薪酬委員會中之

獨立董事亦係由大股東推薦，是否亦會造成提名與薪酬委員會效率不彰、因循苟

且、揣摹上意之情況發生？當然這是可能發生的情形，但由於權限既已劃歸專責

組織負責提名及決定報酬，則制約之力量當可合理期待，至少背後之大股東必須

提出較適當之人選及薪酬比較之數據（例如其他類似獲利水準之公司的薪酬結構

供比較）以說服提名與薪酬委員會採納。 

或謂：眾所皆知之陞○電腦公司弊案，該公司係於二○○四年國內以公司治

理為名設立審計委員會，並請國內著名學者擔任獨立董事及監察人之上市公司，

但仍發生經營者重大舞弊案例，建議對類似陞○電腦案例之防制，即獨立董事或

監察人除了其獨立性、專業背景之考量外，要落實公司治理，尚需獨立董事及監

察人真正花時間瞭解公司是否遵循法令及公司政策，故是否應規範渠等須定期對

其所涉職權撰擬報告，以陳報主管機關備查及並於股東大會向股東報告，落實其

工作而非僅出席董事會表示意見或書面審閱財務報告？（若可行，獨立董事及監

察人應撰擬之報告內容應涵蓋那些內容？） 

對此，本文認為，要求獨立董事或監察人定期對其所涉職權撰擬報告，以陳

報主管機關備查，在現代資本市場法規範下，尚屬少見。因為獨立董事或監察人

並非由證券主管機關任命委派，故並不適宜有此定期性強制規範。至於向股東會

報告，鑑於股東會實務運作上，股東本可就適當議題請獨立董事或監察人發言及

報告（但仍無法定期性，例如每個月報告），因此似應無立法作一般性特別要求

之必要。當然，有些國家或地區（例如，香港），實務運作上對於上市公司關係

人交易因法令要求須先取得少數股東之股東會之許可，故往往須由獨立董事出面

                                                 
119

 賴英照，同註 4，頁 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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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會議或說明其審計委員會為何同意批准系爭關係人交易之緣由及交易條

件，則是特殊例子。反觀我國法令並無要求關係人交易須經股東會批准之規定，

故類似香港等地區交易所之作法，於我國目前較難適用。本研究認為根本的問

題，仍是獨立董事忠實及注意義務是否落實及相關責任追究的問題；如欲要求其

他多數國家所無之制度，恐無法與國際接軌，也會衍生更多問題（如有能力者不

願擔任、或報告內容虛應了事等等），似非良策，必須深思。 

六、 未來實施第一上市，獨立董事應有之規範為何？ 

針對外國公司來台第一上市，獨立董事之設置應如何規範與應用，吾人觀察

上市審查準則第九、十、二十八條之四規定可知，不論是本國或外國發行人，其

於上市審查時適用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之規定幾近雷同。不同的是，對於我國

早已上市之公開發行公司，證交法透過第十四條之二使其得選擇是否設立獨立董

事或審計委員會。但對於來台第一上市之外國公司，透過上市審查準則、上市契

約該外國公司將被強制要求設置獨立董事，並有獨立董事至少一人應在中華民國

設有戶籍之特殊要求。至於欲採行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制度則可自行決定。 

如第一上市外國公司依其設立之準據法（即其母國公司法），公司治理標準

或要求落後，建議證交所應先發佈「台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標準」，而且上市

契約中應仿紐約證交所之作法，規定上市的外國公司，必須揭露其公司治理實務

與台灣證券交易所之公司治理標準有任何重大不同之處。 

 

肆、結論 

著名之美國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大法官Holland曾指出：「…在美國或是台灣，

有些條文主張要有獨立董事，可以更能保護股東權益，這是因為獨立董事有兩個

功能：第一個會發問、第二個會否決。」可見獨立董事之獨立性被期待甚殷。因

此，如何從公司治理之目的，即「預防企業發生違法情事」、「經營效率之提昇」

去研究我國關於公司內部治理機制，並輔以實際之案例來檢視「獨立董事或審計

委員會」與「監察人制度」何者較能達成「預防企業發生違法情事」、「經營效率

之提昇」之公司治理的目的，似乎相當必要。 

本研究從上面之研究資料觀察，如欲謂獨立董事之比率與公司績效兩者

間一定存有顯著的相關性，恐不容易。此外，根據問卷，有超過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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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獨立董事，認為「時間因素，無法全心投入」獨立董事工作。另外，有

近兩成之獨立董事認為，「資訊取得困難，致無法有效執行」，這也是非常

現實而重要之問題。因為無資訊，等同無法監督。再者，有趣的是，也有

10%的獨立董事承認人情包袱因素，致無法有效執行獨立董事工作。值得注

意的是，也有近四分之一的獨立董事表示，公司實際經營者（或控制公司

之大股東）有真正重視公司治理，但不知如何作才對。這顯示不僅獨立董

事，事實上實際經營者（或控制公司之大股東）也需進修公司治理相關課

程，以明瞭公司治理在現代公司經營管理的重要性。此外，由於部分上市

公司實際經營掌控者基於節省成本之考量而未投保責任險。鑑於對獨立董

事之保障，責任險扮演重要之角色，因此透過公開已有近七成公司投保之

事實，讓未投保者，儘速投保，也是鼓勵有能力及操守者擔任上市公司獨

立董事之良方。 

至於法制方面，本文認為，在基本架構上，應由公司自行決定採用獨立

董事或監察人制度（監察人制度，在法令上應再強化其獨立性），不宜強制

企業採用單軌制。如企業選用獨立董事制度，則應配套採用審計、提名及

薪酬委員會，並不可再設監察人。至於在近程上，則宜檢討監察人與獨立董

事同時並存確已造成監督權責難以劃分的問題。但關於獨立董事責任之減輕或免

除，內部董事與外部董事（或執行董事與非執行董事）責任之區分、獨立董事之

選舉方式之變革，則應再尋求各界進一步之共識，列為較遠程之改革項目。 

本文在我國實施獨立董事制度短短一段時間後，從各方面（含制度面及法令

面）檢討其實施效果，希望能對現行制度提出有用之建言，以健全我國之公司治

理。惟筆者更希望如接力賽一般，往後學界有人接棒從事更大規模之實證研究，

以獲得更貼近實際之資料，以印證獨立董事制度之良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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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問卷內容 

*請轉發下列問卷於上市公司之獨立董事 

問卷：（可複選） 

題目1.以您擔任獨立董事之經驗，你認為下面哪些事項是影響獨立董事職權之行

使之關鍵： 

（A） 資訊取得困難，故無法有效執行； 

（B） 人情因素，致無法有效執行； 

（C） 報酬太少，沒有誘因； 

（D） 時間因素，無法全心投入； 

（E） 專業能力問題，無法有效監督。 

（F） 期待再被提名，不敢盡力監督 

（G） 無任何困難 

 

題目2. 以您擔任獨立董事之經驗，你認為公司實際經營者（或控制公司之大股

東）有無真正重視公司治理？ 

（A） 無，視獨立董事為花瓶； 

（B） 有，但不知如何作才對； 

（C） 有，但遇到與自己有利害關係時，又全然忘卻公司治理之重

要性； 

（D） 防止員工舞弊之內部控制有做到，關係人交易則未做到。 

（E） 有，並且非常重視獨立董事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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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fter an empirical study,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basic legal framework 

should allow listed companies and over-the-counter traded companies to have room to 

decide on its own accord whether to adopt an independent director regime or 

supervisor regime, instead of inappropriately requiring these companies to 

compulsorily adopt the so-called ―unitary board‖ —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the supervisor regime in Taiwan still needs to further strengthen its 

independence under the current legal structure and regulations. In case a company 

chooses to adopt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 system, then the audit committee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should both be put in place as complementary supporting 

measures. In the meantime, the supervisors must not to be instituted under this 

scenario of having an independent director system.  

 

At presen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reconsider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simultaneously existing supervisors and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s in terms of their 

respective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in fulfilling their monitoring function. The legal 

reforms concerning the reduction and/or waiver of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s’ 

liabilities, the demarcation of accountabilities between inside directors and outside  

directors (or executive directors and non-executive directors), and the change in 

electoral mechanisms for independent directors, all require further public opinions 

input in order to reach a consensu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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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併購時董事之受任人（受託）義務 

──農民銀行與合庫合併案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六一號

判決及其歷審判決評析 

劉連煜  

                                                 

* 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碩士、史丹福大學法學博士 

壹、 問題的說明 

貳、 本件事實、法律爭點及判決見解 

一、 本件事實簡述 

二、 本件原、被告主張與抗辯 

三、 本件訴訟法律爭點 

參、   歷審法院判決要旨 

肆、   判決評析 

一、忠實義務方面 

  （一）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與公司之最大利益 

   （二）股東直接訴權的問題 

二、注意義務方面 

   （一）併購時注意義務之內涵 

       1. 決策時必須資訊充足 

       2. 特別委員會之設置 

（二）獨立專家之法律責任 

伍、   結語 

 

伍、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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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的說明 

事實證明公司從事企業併購活動以拓展企業版圖，是企業壯大的終南捷徑。

而企業併購涉及公司經營權、公司組織及財產等之變動，屬公司之重大經營決

策，對公司及股東權益自然造成重大影響，故最終多須以股東會決議定之，以保

障股東權益，此觀之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8 條及公司法 316

條之規定自明。惟決定是否進行併購及其實質內容為何，實在於董事會之階段，

故董事於併購決策過程中之相關權利與責任，乃企業併購之核心問題。 

關此，企業併購法第 5 條、第 6 條對於董事於企業併購時所應遵循之忠實義

務及注意義務有明文規範，以確保董事於併購決策過程之妥當性。同時，公司法

第 23 條第 1 項關於公司負責人之忠實義務及注意義務亦早定有明文。然而，企

業併購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為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與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內容相較，二者有無衝突不無疑義，值得研究。 

本文以下擬以董事於企業併購時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為中心，針對農民銀

行與合作金庫併購案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261 號判決及其歷審判決中所涉

及之相關法律見解加以分析討論，以供學術界及實務界參考。 

 

貳、本件事實、法律爭點及判決見解 

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261 號判決認為：「本件高等法院審理結果，經核

於法並無違誤。故以本件上訴為無理由。」駁回上訴人（即原告）之上訴。最高

法院完全贊同高等法院見解。茲分述本件事實、地院及高院法律判決爭點及見解

如下： 

一、本件事實簡述 

財政部原係農民銀行之股東，而乙此時則為財政部之法人代表，並擔任農民

銀行之董事長；農民銀行於系爭合併案係先委由普華國際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普華公司）進行合併協議查核及公平價值評估工作，再交由安侯會計事務

所就換股比例提出複核意見。農民銀行於 94 年 11 月 7 日接獲安侯會計事務所提

出之換股比例之複核意見，於 94 年 11 月 8 日召開系爭董事會，通過農民銀行

普通股 2.45 股換發合庫銀行普通股 1 股之換股比例（即 2.45 股：1 股）與合併

契約；再於 94 年 12 月 28 日召開系爭股東會，決議通過農民銀行與合庫銀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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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合併案。原告福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二、三審則係上訴人）對此合併案不

服，認有換股損失，提起損害賠償請求訴訟。以下分別詳細說明雙方之主張與抗

辯。 

二、本件原、被告之主張與抗辯 

（一）原告主張 

１.財政部原係中國農民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農民銀行）之股東，而被告

乙則為財政部之法人代表，並擔任農民銀行之董事長。惟乙違反企業併購

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6 條第 1 項之規定，就有關農民銀行與合庫銀行合併

事項（下稱系爭合併案），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全體股東謀求最

大利益，並未採取公開方式徵求合併對象、未以合乎市場慣例慎選攸關合

併結果之財務顧問、決定換股比例前並未進行資產重估及考量經營權之價

值，而於民國 94 年 11 月 7 日甫接獲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下稱安侯會

計事務所）提出之「換股比例合理性之複核意見」，並未再委請多位專家

評估換股比例，及給予農民銀行董監事審閱期間，旋即於翌日即 94 年 11

月 8 日召開臨時董監事會議（下稱系爭董事會），通過農民銀行普通股

2.45 股換發合庫銀行普通股 1 股之換股比例（下稱系爭換股比例）與合併

契約；又乙嗣於 94 年 12 月 28 日臨時股東會議（下稱系爭股東會），明

知財政部同為農民銀行與合庫銀行之股東，於討論表決該 2 銀行是否合併

乙案時，財政部顯有自身利害關係應予迴避表決，卻讓財政部參與投票表

決，強行通過農民銀行與合庫銀行之系爭合併案決議。 

２.又農民銀行於 94 年 6 月 30 日之財報淨值為新台幣（下同）23,755,755,000

元，如以一般市場合併案之溢價倍數 2 倍計算，農民銀行被合併之市值應

有 47,511,510,000 元，而同日合庫銀行之財報淨值為每股 24.54 元，依系

爭換股比例農民銀行 20 億股共換得合庫銀行 816,327,000 股，即換得之合

庫銀行淨值僅 20,032,665,000 元，農民銀行全體股東之換股損失為

27,478,845,000 元，其中上訴人於合併基準日持有農民銀行已發行股份總

數 1%，故原告因乙未盡上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系爭換股比例不合

理而減少應得股數，共受有 274,788,450 元之損失，原告僅先就其中

150,000,000 元為本件之請求。 

３.為此，爰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第 2 項、第 185 條、第 186 條及公

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 150,000,000 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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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答辯 

A. 乙之部分： 

１.乙就系爭合併案及換股比例之決定並無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以公開方式徵求合併對象並非合併實務之通例，而農民銀行於系爭合

併案係委由普華公司進行合併協議查核及公平價值評估工作，再交由安侯

會計事務所就換股比例提出複核意見，二者所建議換股比例相當接近，系

爭合併案之換股比例除落在上述專業換股比例建議的數據間內，相較於上

述兩份專業建議，更有利於農銀股東權益保障。況農民銀行委請普華公司

評估換股比例，係於乙擔任董事長一職前即已決定，乙信任專業之前提

下，自無否決之可能。乙係依法進行本件合併案之程序，已盡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系爭董事會屬臨時會議，依公司法第 204 條但書之規定，自無

庸受 7 日前通知之限制，農民銀行為確保合併事宜之保密性，於會計師

出具換股比例意見書後，即召集臨時董事會作成決議，以避免合併消息走

漏，進而對股市造成嚴重波動，此作法亦為一般公司實務上所常見，並無

違背法令之處。況企業併購法第 6 條並未規定獨立專家評估報告應於召開

董事會前提前交予各董事及監察人，而農民銀行全體董監事當日均出席系

爭董事會，且無異議，系爭董事會之召集程序並未違法。 

２.系爭股東會之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並未違法： 

    原告曾於 95 年 1 月 26 日以系爭股東會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違法為

由，向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下稱台北地院）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嗣

原告於同年 6 月 9 日撤回該訴訟，則系爭股東會決議自屬合法且有效存

在。原告於系爭股東會已數次表示意見，經主席、律師、會計師、普華公

司各就原告提問為充分之說明後，始進行投票表決，而系爭合併案業經出

席股東表決權數 91.49% 表決通過，乙主持會議過程確已遵循農民銀行之

議事規則，並無違法。 

    依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5 項之立法理由，既肯認擬合併之公司在相

互持股的情況下，得以就合併事項為決議，則在同一股東同時持有擬合併

之公司之股份情形時，當亦可就合併事項為決議，從而，財政部非不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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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合併議案行使表決權。退一步言，系爭合併案通過與否，財政部均不

會因此而直接獲得任何權利或負擔義務，財政部自不屬於公司法第 178 條

所謂「股東於會議事項有特別利害關係者」，無庸迴避系爭合併案之表決。

況合庫之股價於合併後創下波段新高，系爭合併案之通過對於原告自有利

無害。 

３. 原告本件請求並無理由： 

    乙並無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之權利，而企業併購法第 5 條第 1 項所保

護之客體乃公司，並非股東個人；退一步言，所謂全體股東最大之利益，

亦不能以個別股東主觀認知最大利益為準。原告所主張者，僅為其主觀上

認知，且其於系爭股東會之發言亦未獲得多數股東認同，顯見其主張並非

全體股東最大利益。故原告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第 2 項請求賠償，

並無理由。 

    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責任主體仍在公司，僅係負責人需與公司負連

帶責任而已。至於公司董事因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股東受有損

害，股東自得依公司法第 214 條提起訴訟，與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

無涉。原告未能證明農民銀行須負賠償責任之前，逕援引公司法第 23 條

第 2 項為本件請求權基礎，顯無理由。 

    乙於系爭合併案當時並非公務員，亦無故意不法加害行為，原告援引

民法第 186 條為請求權基礎，實屬無稽。 

B. 財政部部分： 

１.系爭合併前已委任普華公司進行評估，再委託安侯會計師事務所提出換股

比例合理性之複核意見，符合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之規定，況該條

項並無明文規定應如原告所述之評估程序。 

２. 原告以獨立專家即財顧公司之評估有所違誤為由，縱其主張屬實，充其

量亦係該財顧公司之疏失，尚難謂董事有所疏失，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３.依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5 項規定，財政部參與表決系爭合併案並不受公

司法第 178 條應迴避之限制，至原告所指有關中信金插旗兆豐金、台新

金併彰銀等案例，與本件無關，無從任意比附援引，又所稱合庫與巴黎

銀行合作等報導之論述，除報導文件尚無以為證據外，亦與本件爭點無

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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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企業併購法第 5 條法律所保護之對象非個別股東，

而公司法第 23 條規定係指公司負責人處理有關公司之業務，且必以公司

負有損害之責，始由公司負責人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財政部於本件

僅係公司股東，並無侵害原告之行為及事實，已無責任可言，斷無與他

人構成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亦無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之適用，原告

未具體指陳財政部違背何種法令，且致該他人受有實際損害，其主張顯

屬無理由。此外，原告對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係基於同一原因且相同之

請求權，其主張被告應負不真正連帶責任，亦無理由。 

三、本件訴訟法律爭點 

（一）換股比例未經委託多位專家予以評估，是否違反企業併購法第 6 條規定？ 

（二）董監事會議未於開會前 7 日通知即行開會，召集程序有無違反公司法第

204 條規定？ 

（三）公司股東同為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股東，於股東會議中參與表決合併案，

是否違反公司法第 178 條規定？ 

（四）企併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與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有無衝突？ 

 

參、歷審法院判決要旨 

一、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5 年度重訴字第 765 號判決 

（一）系爭換股比例未經委託多位專家予以評估，並未違反企業併購法第 6 條規

定： 

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前段僅規定，換股比例應委請獨立專家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後，提報董事會及股東會，並未規定需經多位專家評估換股

比例始可為合併案之討論，可知若獨立專家就換股比例提出表示合理意

見後，經提報董事會及股東會，即合於上列條文規範意旨。 

（二）系爭董監事會議未於開會前 7 日通知即行開會，召集程序並未違反公司法

第 204 條規定： 

系爭董監事雖未於 7 日前通知各董監事，但因 94 年 1 月 28 日即將召集

系爭股東會議議決合併案，故系爭董監事會議為討論換股比例而緊急召

集，且經全體董監事全體出席，自屬合於公司法第 204 條但書規定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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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政部同為農民銀行與合庫之股東，於系爭股東會議中參與表決合併案，

並無違反公司法第 178 條規定：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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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5 項定有明文。亦即，公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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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

公司法第 178 條之規定，此觀該條項之立法理由自明。 

綜上，系爭換股比例並未違反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而系爭董

監事會議召集亦無違反公司法第 204 條規定，且該董監事會議並經全體

董監事出席，復經普華公司及安侯會計事務所各就換股比例表示合理性

之意見、複核意見後，該會議始通過系爭換股比例；況財政部於系爭股

東會議時，參與合併案表決，亦無違反公司法第 178 條定；足證，乙擔

任農民銀行董事長，自無何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至明。是原告持

上列事由，主張丙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其因而生有損害，故

被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云云，自無足取。 

二、臺灣高等法院 96 年度重上字第 145 號判決 

（一）就系爭合併案及換股比例之決定，董事長乙是否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

務？ 

 本件高等法院認為：依企業併購法第 5 條第 1 項之立法理由，堪認該條

所規定「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與公司法第 23 條相同。至所謂「應為全體股

東之最大利益行之」，則重在強調不得僅考量部分董事或股東之利益，而應考量

股東整體之利益以為併購之決策。此外，並就上訴人關於主張乙未盡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之主張，審究如下： 

１.上訴人主張未採取公開方式徵求合併對象及未慎選攸關合併結果之財務

顧問部分： 

    系爭合併案，並無公股股權管理及處分要點之適用，則上訴人據上

開規定主張系爭合併案應公開徵求出價最高之競標者云云，難認有據。 

又，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並未明文擬合併之各企業應分別委請

獨立專家，或應委請數位獨立專家以評估換股比例。上訴人（原告）既

自陳農民銀行與合庫銀行立場相對，則於財務顧問普華公司評估換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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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時本得各自提出有利於己之主張，以供普華公司為客觀、中立之評價，

尚難僅以農民銀行與合庫銀行合意選任 1 家財務顧問公司即認有損農

民銀行之利益。 

２.上訴人主張決定換股比例前，未進行資產重估及未考量經營權之價值部

分： 

     財務顧問普華公司及會計師方燕玲所提出之評估報告及複核意見，

已查核評估基準日 94 年 6 月 30 日農民銀行與合庫銀行之資產淨值，並

依放款及催收款備抵呆帳而為淨資產之調整， 亦難認有上訴人所指之未

進行資產重估之情事。則上訴人以「台新銀行與彰化銀行擬合併時，彰

化銀行進行資產重估價值增加因此增加每股淨值」為例，主張乙為農民

銀行董事於決定換股比例前未進行資產重估乃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云云，亦屬無據。 

  另外，對獨立專家所提意見之實體指摘，僅涉及專家意見有無錯誤

應否負責問題，尚難據此逕認董事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３.上訴人主張系爭董事會召集程序違法部分： 

系爭董事會固未依公司法第 204 條規定於開會前 7 日通知各董監

事，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同條但書復有明文。現代商業活

動講求機會與時效，企業併購亦復如此，經營者往往需把握時機在短時

間內作出對公司整體最有利之判斷，企業併購法第 6 條規定董事於作成

併購決議之前必須委請獨立專家提出換股比例等相關意見，而獨立專家

之委請及價格之評估並非朝夕可及，為免錯失併購時機與顧及併購價

值，迄至獨立專家費時提出評估結果後迅速進行相關併購之協商及決策

程序，衡情亦屬董事經營判斷原則之範疇。 

系爭董事會經農民銀行董監事全體出席，會中提出系爭合併及換股

比例相關文件及參考資料，並由普華公司、方燕玲會計師等列席現場說

明系爭合併之換股比例之專家意見，始經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系爭合

併案，既如上述，應認董事已探求於決定作成當時所合理可得之重大資

訊，亦難認有何違反企業併購法第 6 條「提報董事會」之情事。 

上訴人以乙未於 7 日前通知並檢附換股比例意見資料即召集系爭

董事會乃違法為由，主張乙未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云云，亦不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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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上訴人主張系爭股東會中，財政部參與系爭合併案表決，違反公司法第

178 條之利益迴避原則部分： 

    觀諸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5 項之立法理由認為，於擬合併之公司

有相互持股之先購後併情形，無論購者係股東或董事均得就合併事項參

與表決。而本件核與上開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5 項規定適用之情形尚屬

有間，惟依舉重以明輕之法理，揆諸上開立法意旨，於同一股東同時持

有擬合併公司之股份時，亦難認有迴避之必要。 

    又，公司法第 178 條規定所謂「有自身利害關係」係指與特定股東

或董事有利害關係而言，亦即因其事項之決議致該股東或董事特別取得

或喪失權利、免除或負擔義務而言。稽其立法原意，乃因特定股東對於

會議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而與公司有利益衝突，若允許其行使表決權，

恐其因私忘公而不能為公正之判斷，故禁止其參與表決及代理他股東行

使表決權。準此，特定股東應有具體、直接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

之虞，始構成該條之適用。本件財政部同為農民銀行與合庫銀行之股東，

固為兩造所不爭執，惟財政部關於系爭股東會之系爭合併案會議事項，

有何自身之具體、直接利害關係致有害於農民銀行利益之虞，已未據上

訴人舉證以實其說。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會決議，違背公司法第 178 條規定而為決議，

係屬同法第 189 條所稱之決議方法違反法令，僅得依該條規定訴請法院

撤銷其決議，非當然無效。本件系爭合併案，上訴人雖曾提起撤銷股東

會併購決議之訴，但經撤回起訴。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公司法第

178 條之規定，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云云，為不足採。 

（二）關於上訴人請求財政部與乙連帶賠償之爭點： 

１. 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部分： 

上訴人依民法第 184 第 2 項之規定，以企業併購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6

條第 1 項為保護股東權益之法律為由，主張乙違反企業併購法第 5 條第

1 項及第 6 條第 1 項之注意義務，既未盡舉證之責，即難認乙有何故意

或過失之不法侵害行為。復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或第 186 條之規

定，以乙不法侵害其股東權益為由，請求乙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均屬無據。 

２. 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請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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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公司負責人限於處理有關公司之事務，且

其執行業務違背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公司須負賠償之責時，始有與公

司負連帶賠償責任之可言（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999 號、89 年度

台上字第 2749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法人股東依公司法第 27 條所指派

之代表人，以該法人股東代表之身份擔任另一法人公司董事，同時又被

推為公司董事長，其有關該項職務之權利義務，自應以法人代表身分承

擔，權利義務直接歸屬於該法人股東。關於企業併購之相關事宜，屬公

司業務之執行，本件乙係以財政部法人股東代表之身分擔任農民銀行之

負責人，故其係為農民銀行執行有關系爭合併案之業務，非為財政部執

行系爭合併業務，依上所述，乙執行系爭合併案之業務並無違反法令之

情，而上訴人另未主張農民銀行有何須對其負賠償責任之事實，則其依

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之規定， 請求乙與財政部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亦

屬無據，不應准許。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及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理由雖有不同，但

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261 號判決 

 本件最高法院認為：「本件高等法院審理結果，經核於法並無違誤。故以本

件上訴為無理由。」駁回上訴人（即原告）之上訴。 

肆、判決評析 

 按我國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之負責人忠實與注意義務的文字為：「公司

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

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惟企業併購法（下稱企併法）第 5 條則規定：「公司依

本法為併購決議時，董事會應為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行之，並應以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處理併購事宜(第一項)。公司董事會違反法令、章程或股東會決議處理併

購事宜，致公司受有損害時，參與決議之董事，對公司應負賠償之責。但經表示

異議之董事，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可證者，免其責任 (第二項)。」由上述公司法

與企併法規定綜合觀察，下列問題值得思考： 

一、忠實義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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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依本法為併購決議時，董事會應為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行之」其真

意究竟為何？如併購決議僅考量被收購公司全體股東最大利益，未考量其他利害

關係人（如該公司員工、債權人、社區等）之利益是否妥適？（2）、董事若違反

企併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股東對董事有無損害賠償請求權（即企併法第 5 條第

1 項是否為受害股東之請求權規範基礎）？  

對於上述議題，本件臺灣高等法院略謂：企業併購法有關董事於企業併購時

應盡之義務則於第 5 條第 1 項：「公司依本法為併購決議時，董事會應為全體股

東之最大利益行之，並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併購事宜。」，依此文義，

董事會關於企業併購之決議時，除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其忠實義

務應以「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為考量。惟查： 

依企業併購法第 5 條第 1 項之立法理由「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係由

股東會選出，董事執行業務自應以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為之，故第一項

明定董事於進行併購決議時，應為全體股東最大利益行之，不得為董事

本人之利益或公司之大股東或指派其擔任董事之法人股東等其他人之利

益作為決議併購行為之考量，且董事受公司有償委任，執行公司業務，

參照民法第 535 條及公司法第 23 條之規定，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

理公司併購事宜。」以觀，堪認該條所規定「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與公司法第 23 條相同。至所謂「應為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行之」，則重

在強調不得僅考量部分董事或股東之利益，而應考量股東整體之利益以

為併購之決策。 

而公司之經營運作，涉及各種不同利害關係人之利益衝突，例如：

大股東與小股東、股東與債權人、股東與員工、股東與經營者等，而負

責經營決策者，其任務即在合理調和此等利害衝突，使符合公司整體利

益之最大化，此即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忠實義務之規範意旨所在。 

在企業併購之情形，上述各項利害對立、衝突亦復存在，例如：涉

及股東利益之換股比例、併購後公司員工是否留任之生計問題、公司向

來建立之傳統延續等，考量並調和此等對立、衝突，始能使併購程序順

利進行，以實現發揮企業經營效率、提升公司整體價值之併購目的。準

此以觀，實難認董事會於企業併購之決策時，得無視於其他利害關係人

之利益而僅慮及股東之利益，應認董事所負忠實義務之對象實係針對公

司整體而言，董事於處理併購事項時，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固為其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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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重要依據，仍須顧及並調和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衝突，以追求公司

整體利益之最大化。易言之，毋寧謂公司整體利益之最大化即為全體股

東之最大利益，董事會關於企業併購之決議時，應盡之忠實義務乃以追

求「公司之最大利益」考量依據。 

（一）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與公司之最大利益 

簡言之，臺灣高等法院企圖透過解釋，將第 5 條第 1 項文義解釋可

能是董事會關於企業併購之決議時，其忠實義務應以「全體股東之最大

利益」為考量，轉化為董事會關於企業併購之決議時，應盡之忠實義務

乃以追求「公司之最大利益」為考量依據。雖然高等法院此一結論誠值

贊同，值得敬佩。但此解釋結果是否逸脫企併法第 5 條第 1 項條文文義

之可能範圍，恐仍有疑義。此外，臺灣高等法院似亦認為企併法第 5 條

第 1 項保護之客體乃公司，並非股東或其他第三人，故非股東得以個人

名義對董事起訴之請求權基礎（按本件基本上，原告股東是基於侵權行

為及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請求賠償1）。這樣之結果，應是臺灣高等法

院前述迂迴解釋下之必然結論，不令人驚訝。 

此外，高院雖一再論及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惟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是否會使企併法第 5 條第 1 項的義務產生變化？由於企併

法第 5 條第 1 項係規定董事會應「為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行之」，與公司

法第 23 條第 1 項之應為「公司」盡忠實義務文字上有所不同。前者（公

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的忠實義務之對象係對公司，後者（企併法第 5

條第 1 項）則係對股東，而且所謂為全體股東的最大利益及為公司利益

是否相完全一致？不無疑義2。當然，原則上公司與股東的利益應該是相

一致的，惟我國企併法和公司法上述立法文字上的差異，會產生公司負

責人的受任人義務（fiduciary duty）究竟是對誰負責的爭議問題。例如，

至少會衍生一個基本的問題：除全體股東的利益外，是否董事為併購決

                                                 
1
 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可否作為公司股東以股東身分請求賠償之依據？有關討論

請參閱劉連煜，現代公司法，2010 年 9 月增訂 6 板，頁 94-98。 
2 關於企併法第 5 條第 1 項此一爭議，有認為股東的最大利益及公司利益最大化

係同一目的。參閱邵慶平，董事受託義務內涵與類型的再思考—從監督與守法義

務的比較研究出發，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66 期，2007 年 8 月，頁 18-19。亦

有認為，此處規定以「全體股東的最大利益」為原則，突破以往僅以公司利益為

原則，有助於併購市場機制的形成。參閱劉紹樑，我國公司法制的迷思與挑戰：

以公司法與金融法規修正為中心，月旦法學，第 84 期，2002 年，頁 20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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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時，得考量其他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如員工、債權人及工廠所在

地之社區)的利益？參照美國法，現在已經有超過三十幾個州立法允許公

司的經營者在從事決策的工作時，「可以」考量除了股東以外的利害關係

團體的利益問題3。 

從立法論之法律規定文字而言，我國企併法第 5 條第 1 項似過於狹

隘，如果董事只須對全體股東負責，會不會造成企業社會責任論理架構

上的困難？如此結果，是否與當代公司社會責任的思潮相符？由於公司

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董事負責忠實及注意義務的對象是「公司」，

某程度上似為公司的社會責任建立較為堅實之基礎法制架構4（但其缺點

則是股東並無直接請求權，股東僅能代位請求；參閱公司法第 214、215

條）；反之，在企併法第 5 條第 1 項，併購及反併購決策時僅考慮股東最

佳利益，似乎就會失之偏頗，似有未當。 

（二）股東直接訴權的問題 

其次，企併法第 5 條第 1 項是否不同於公司法第 23 條第一項而賦予股東一

個直接的訴權？亦即，使公司併購時董事會未盡到忠實及注意義務時，得作為股

東的請求權基礎？雖然從條文文字邏輯上而言，應得作為股東的請求權基礎，惟

由於法未明文，立法理由亦未寫明、交代清楚，實務操作上似難認股東有直接訴

權。至於第 5 條第 2 項5規定的主體係「公司」，因此也不能作為股東的請求權基

                                                 
3
 有關美國這些州立法的情形及討論，參閱 Choper, Coffee & Gilson, Cases and 

Materials on Corporation, Fifth Ed. 2000, Aspen Law & Business, at 41-48；劉連

煜，現代公司法，2010 年 9 月增訂 6 版，頁 38。而允許公司的經營者在從事

決策的工作時，「可以」（may）考量除了股東以外的利害關係團體的利益問

題，一般稱為”Other Constituency Statutes‖；但原只有康乃迪克州等極少數之

規定係強制性質—即「應考量除了股東以外的利害關係團體的利益」，惟康州

自二○一○年十月一日起，也由‖shall‖改為非強制之‖may‖，不再與其他主要州

之公司法不同。 
4
 以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實務之運用為例，只要企業經營階層或董事能夠清楚說

明，在未來某個時間點可達成「任何合理商業目標」，便可放棄為股東追求短

期利潤之目標；換言之，在其實務上可間接藉由依賴「經營判斷法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以架構公司社會責任法制基礎，並進而推廣之。參閱中華公司

治理協會二○一○年「建構台灣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與實踐」，二○一○年十

二月三日，美國德拉瓦州大法官 Justice Randy J. Holland 的發言要旨。 
5 企併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公司董事會違反法令、章程或股東會決議處理併

購事宜，致公司受有損害時，參與決議之董事，對公司應負賠償之責。但經表示

異議之董事，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可證者，免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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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故即使有第一項的「為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行之」，卻因為法無明文似難認

股東因併購決議受有損害時，得以本條項向公司董事請求損害賠償。當初起草者

或可能謂：「基於當初立法急迫而未於本文內明示，惟解釋上應持肯定見解。」

本文雖亦肯定本條項應作為股東的請求權基礎，惟認似仍須修法明定之，以有利

於股東權利之主張，較為妥適並杜爭議（但其他利害關係人對董事應無直接請求

權，僅其利益得被董事考量）。 

二、注意義務方面 

 本件臺灣高等法院謂：「決定是否推動併購程序及其實質內容，實在於董事

會之階段，故董事於併購決策過程之相關權責，即屬企業併購之核心問題。就此，

企業併購法第 5 條、第 6 條乃明文規範董事於企業併購時所應遵循之忠實義務及

注意義務，以確保董事為併購決策過程之完整性與妥當性」。這樣之見解，應可

贊同。企併法第 5 條第 1 項涉及忠實義務之問題，於前述忠實義務一節已加討論。

此處欲加以研究者，係企併法第 6 條注意義務之問題。 

（一）併購時注意義務之內涵 

按臺灣高等法院首先指出：企併法第 5 條所規定「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與公

司法第 23 條相同。法院復謂：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公開發行股票

之公司於召開董事會決議併購事項前，應委請獨立專家就換股比例或配發股東之

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並分別提報董事會及股東會。」乃課以董事

會於併購決策前向獨立專家之諮詢義務，以彌補董事本身專業性之不足，目的在

使董事會能於重大決策前，就合併事項得獲悉充分之資訊，以提升決策之品質，

並降低錯誤判斷之可能性。……而臺灣高等法院並稱：所謂獨立專家，依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22 條之規定，係指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

商等相關專業人員。然而，有疑問的是，董事會委請財務顧問，是否就已盡注意

義務？除此之外，董事會毫無責任可言？關此，本件法院實務見解似不十分明

朗。臺灣高等法院在本件認為：「上訴人有關普華公司換股評估報告有不合理之

誤算等指述，乃涉及對於獨立專家所提意見之實體指摘，惟普華公司所提出之換

股評估報告既經方燕玲會計師予以複核，……在別無其他證據佐證之情形下，僅

涉及專家意見有無錯誤應否負責之問題，尚難據此逕為董事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

義務之認定。」又認為：「依上所述，堪認農民銀行於董事會審議併購價格前，

已依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及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16 條之規定，事先委請財務

顧問及會計師等獨立專家就換股比例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是乙所辯：其已盡於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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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合併案決策前諮詢獨立專家意見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等語，尚非無據。」 

按因本件依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16 條第 6 款之規定，擬合併之金融機構向主

管機關申請許可時，並應附具會計師對合併換股比率之意見書，故有會計師予以

複核之情事。其他非金融機構合併時，則無會計師複核之額外程序要求。從而，

法院如何認定董事是否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值得觀察。本文認為併購

時，董事會委請財務顧問評估併購對價等併購重要事宜，只是盡其注意義務的一

部份（或可稱此為：併購時，法律特別明定之義務；企併法第 6 條參照），並非

注意義務之全部。故公司董事為併購決策時，仍應徹底盡其善良管理人（即具相

當知識、經驗之人）審慎評估之能事（例如，應針對專家意見之合理性加以評估

與討論），否則便可能有法律責任產生。 

此外，臺灣高等法院對於上訴人主張：「未採取公開方式徵求合併對象及未

慎選攸關合併結果之財務顧問」乃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之部分，高等法院

認為：公股股權管理及處分要點第 10 點乃規定各公股股權管理機關對已民營化

事業剩餘公股股權之管理原則；至於同要點第 17 點則係規定公股依公營事業移

轉民營條例規定出售或進行股份轉換時之應辦理程序。而本件農民銀行與合庫銀

行之合併，並無上開要點之適用，則上訴人據上開規定主張系爭合併案應公開徵

求出價最高之競標者云云，難認有據。而企業之間透過併購之方式進行組織調

整，以發揮企業經營之效率，本有不同主、客觀因素之考量，尚難逕行比附援引

其他企業間之合併過程據為本件系爭合併案應行注意之操作基準。是上訴人以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下稱台企銀）之整併案，有公開徵求合併對象」，「台新

銀行與彰化銀行擬合併時，有分別選任財務顧問評估換股比例」、「元京證券與

復華金控擬合併時，共委請 3 家財務顧問評估換股比例」為由，主張乙未公開

徵求農民銀行之合併對象、共同與合庫銀行選任 1 家財務顧問乃未盡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云云，亦屬遽斷。 

1. 決策時必須資訊充足 

其實，於併購時，在注意義務方面，董事應於作成決策之當時，係處於「資

訊充足」之狀況下所為；申言之，董事應探究有無其他選項可供選擇6。值得注

意者，當一家公司董事會決定與他公司合併或決定出售或移轉經營權時，是否董

事會有義務採取公開方式徵求合併對象，以保護股東權益，是值得討論之議題。

                                                 
6
 See Smith v. Van Gorkom, 488 A.2d 858 (Del. 1985). See also Welch and Turezyn, 

Folk on the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Fundamentals, 2006 Ed., at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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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將來公司法制也可能發展出此種注意義務7。反觀在本件，臺灣高等法院似

不可以：「併購……本有不同主、客觀因素之考量，尚難逕行比附援引其他企業

間之合併過程據為本件系爭合併案應行注意之操作基準。是上訴人以『台灣中小

企業銀行之整併案，有公開徵求合併對象』乃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云云，

亦屬遽斷。」作為認定系爭注意義務並未違反之理由。 

 至於上訴人主張「決定換股比例前，未進行資產重估及未考量經營權之價值

部分」，臺灣高等法院則謂：「財務顧問普華公司及會計師方燕玲所提出之評估

報告及複核意見，已查核評估基準日 94 年 6 月 30 日農民銀行與合庫銀行之資產

淨值，並依放款及催收款備抵呆帳而為淨資產之調整， 亦難認有上訴人所指之

未進行資產重估之情事。則上訴人以「台新銀行與彰化銀行擬合併時，彰化銀行

進行資產重估價值增加因此增加每股淨值」為例，主張乙為農民銀行董事於決定

換股比例前未進行資產重估乃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云云，亦屬無據。」此

外，臺灣高等法院復謂：「財務顧問普華公司及會計師方燕玲均已綜合考量農民

銀行與合庫銀行合併後，雙方公司之大股東沒有變更而未有控制變更之情事，據

而為換股比率之評估及複核意見提出等情，亦經證人方燕玲會計師到庭證明在

卷。易言之，系爭合併案之併購價格決定前已經上開獨立專家審酌有無控制經營

權取得之交易溢酬因素而提出書面意見。則上訴人仍以財政部於「兆豐金董監改

選、華南金控董監改選、台新銀行與彰化銀行擬合併案、台企銀整併案」均考量

經營價值，主張乙為農民銀行董事未考慮農民銀行之經營權價值，乃未盡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云云，亦不足採。」按雙方公司之大股東（即財政部）沒有變更

而未有控制變更之情事，是否足以斷定本件消滅公司農民銀行價值上無公司控制

權溢價(control premium)之計算問題，恐有檢討餘地，法院似需要再詳為說明。 

                                                 
7 按在美國德拉瓦州 Revlon, Inc. v. McAndrews& Forbes Holdings, Inc., 506 A.2d 173 

(Del. 1986).一案，法院認為系爭案件，沒有防禦措施可被允許。因為法院認為：一

個公司適用 Revlon 案的法則會有三種情況：第一，當公司被出售；第二，當其

同意控制權的移轉；第三，當公司被拆解是不可避免的。在這些情況下，董事會

的義務是為股東取得最好的價格。換言之，此時董事的角色是從公司的防衛者變

為拍賣者。亦即，此時董事的注意義務是為股東爭取最好的價格。值得注意者，

法院並明白指出：當董事會允許經營階層進行與第三人磋商合併或收購有關事項

時，即可認定該公司即將被出售。法院此一明確見解，對於 Revlon 法則的運用，

至為重要。See Edward P. Welch & Andrew J. Turezyn, Folk on the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Fundamentals, Aspen Publishers, 2006 ed., at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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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別委員會之設置 

如前所述，在本件合併案，財政部係合併雙方之大股東，亦是控制股東。原

告（上訴人）對本件合併案之諸多質疑，實係源自懷疑控制股東有不公平之行為

所致。當然，控制股東在本件有無不當行使控制力係另一問題8，但合併程序之

公平性，則無疑是本件爭執之核心焦點。 

按依德拉瓦州一般公司法第一四一條 C 項規定，可將公司董事會之權限授

與不具利害關係之董事所組成的委員會決定之。從而，如果有此合法授權且在相

關規定被遵守下，這樣的委員會組織即可為有效之批准或同意關係人交易行為。

而這樣的委員會通稱為「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s）。 

在美國，目前實務上常見有三種類型的特別委員會：其一為特別磋商委員會

（special negotiating committee），負責處理合併、收購或其他交易等可能導致公司

結構的改變之交易。其二為最近依照沙賓氏法（Sarbanes-Oxley Act）規定所組成

之法令遵行委員會（qualified legal compliance committee）。其三是特別訴訟委員會 

（special litigation committee）處理股東代表（位）訴訟（derivative claims）的問題。

其中第一種即是本文此處所欲加以介紹之特別委員會。 

其實在美國，很多「從公開發行走向非公開發行」（going private）及公司拍

賣（auction）等交易所使用之特別委員會，係由無利害關係之外部董事所組成。

特別委員會之功能主要係執掌「分析及協商」交易的條件（如換股比例、每股收

購對價等）。應特別強調者，在併購交易中，一個獨立之特別委員會的存在，通

常是用來得到董事等經營階層所謂「經營判斷法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保

護的重要設計。這種情形特別是在多數董事或控制股東對系爭交易有利害關係時

所產生9。 

綜上說明，本文贊同應仿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規定企業的併購行為需提供

程序的配套措施（如設置特別委員會），使董事會決議（甚至股東會決議）之作

                                                 
8
 按公司法宜在適當條文，課實際行使控制權之大股東，對公司及其他股東負擔

類似董事之責任，例如，忠實義務與注意義務等。參閱賴英照，中國公司立法之

回顧與前瞻，收錄氏著「公司法論文集」，證基會，一九八八年，五月，頁 47-48。

See also Welch and Turezyn, id., at 203-210. 另外，控制股東亦有可能涉及影子（或

實質）董事之問題。因為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2011 年 1 月 3 日審查通過之公司法

第 8 條第 3 項規定：「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

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

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但政府為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安定或其他增進公

共利益等情形，對政府指派之董事所為之指揮，不適用之。」 
9
 See Ronald E. Mallen & Jeffrey M. Smith, 2 Legal Malpractice §14:17 (2008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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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得被證明其允許該併購交易係無害於公司利益，以避免相關併購事項之決議

效力懸於未定狀態之窘境，並杜絕相關爭議。當然，制度的規劃應須確保特別委

員會（成員）確能夠發揮其客觀、獨立與公正的功能，否則將無法克盡其功，最

後成為流於形式，淪為聊備一格之裝飾制度而已10，甚至反而因特別委員會有實

際「背書效果」而更有害於股東之利益。 

另外，上訴人主張乙召集系爭董事會之程序違法部分，臺灣高等法院謂：「系

爭董事會固未依公司法第 204 條規定於開會前 7 日通知各董監事，惟現代商業

活動講求機會與時效，企業併購亦復如此，經營者往往需把握時機在短時間內作

出對公司整體最有利之判斷，企業併購法第 6 條規定董事於作成併購決議之前

必須委請獨立專家提出換股比例等相關意見，而獨立專家之委請及價格之評估並

非朝夕可及，為免錯失併購時機與顧及併購價值，迄至獨立專家費時提出評估結

果後迅速進行相關併購之協商及決策程序，衡情亦屬董事經營判斷原則之範疇。」

「是乙抗辯：系爭董事會之召集合於公司法第 204 條但書之規定等語，尚非無

據。參以系爭董事會經農民銀行董監事全體出席，會中提出系爭合併及換股比例

相關文件及參考資料，並由普華公司、方燕玲會計師等列席現場說明系爭合併之

換股比例之專家意見，始經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系爭合併案，既如上述，應認

董事已探求於決定作成當時所合理可得之重大資訊，亦難認有何違反企業併購法

第 6 條『提報董事會』 之情事。則上訴人以乙未於 7 日前通知並檢附換股比例

意見資料即召集系爭董事會乃違法為由，主張乙未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云云，

亦不足採。」 

 有趣的是，上述法院運用經營判斷原則11填充、描述公司法第 204 條規定須

                                                 
10 參閱劉連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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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公司法理論與判決研究（五）」，二○○九年四月，頁 74-75。 
11

 所謂「經營判斷法則」，係推定「經營公司之人（包括董事、經理人），在作

經營決策時，已善盡調查之能事，並且係基於誠信（善意）的判斷，而其所採取

之決策是合理的，且最有利於公司之利益者」，除非原告能反證證明上述推定之

不正確，否則系爭交易之合法性將被維持，法院並將尊重公司經營者之決定，不

另作事後審查。See Dennis Block, Nancy Barton, Stephen Radin,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Fiduciary Duties of Corporate Directors, Aspen 1998 Fifth Ed., at 

12-18. 按本書為研究美國經營判斷法則之經典鉅作（共二冊），最新第五版之補

充版係二○○二年付梓。中文文獻，請參閱劉連煜，董事責任與經營判斷法則之

運用，收錄「公司法理論與判決研究（五）」，二○○九年四月，頁 1-41；劉連煜，

前揭註 2，頁 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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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會前 7 日通知董監事之但書規定（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確

屬特殊，而與一般經營判斷原則用於推定董事、經理人決策行為之合法性，有所

差異。不過，法院於論述被上訴人是否已盡依企併法第 6 條將獨立專家意見『提

報董事會』義務之爭點時，復強調併購時，董事應探求於決定作成當時，所合理

可得之重大資訊，如此始未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見解，則值得贊同。 

（二）獨立專家之法律責任 

實務上併購時，財務顧問之專家意見，常遭批評未能公正獨立。誠然，依企

併法第 6 條委請之獨立專家意見如有偏頗或意見有謬誤之情形，依民法應負違反

委任契約之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 528 條以下），此點應無疑義。惟現行企併法

第 6 條係以公司與獨立專家間成立委任契約為前提，公司股東並非契約當事人，

似無法直接請求該獨立專家損害賠償。從立法論而言，企併法第 6 條似可考慮賦

予受害股東民事賠償請求權基礎，以強化企併法本條之規範功能。 

 

伍、結語 

 透過本件合併案訴訟雙方法律顧問之激烈攻擊防禦，本件地院及高院判決真

實呈現有關併購時董事的受任人義務（忠實及注意義務）的實務運用案例，實在

難得。可惜最高法院對本件僅以寥寥數語：「本件高等法院審理結果，經核於法

並無違誤。故以本件上訴為無理由」而結案。最高法院自行失去在企業併購時進

一步釐清董事之受任人義務內涵之機會，誠屬可惜而遺憾。如果最高法院能夠就

高院之見解加以更精細之探討及剖析，則動輒事關數十萬投資人權益之併購案，

當能在現代資本市場法制下加以維護及進行。而這種精確周延之公司法制內涵，

誠是進步之資本市場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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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意併購下目標公司董事的受任人（受託）義務 

—以開發金控敵意併購金鼎證券為例 

劉連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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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對於敵意併購，各國立法政策上是否應採取董事會中立主義或董事

會優先原則，涉及每一國家股東資訊不對稱、公司股權結構及公司

治理等複雜問題，可能一時之間仍難有共識。在台灣，現行法制似

較傾向採取董事會優先原則，則目標公司董事會對敵意併購所採取

之防禦措施是否違反受任人義務，並不是假議題而是真實必須立刻

面對的問題。本文針對此一議題援用實際案例加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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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意併購、防禦措施、受任人義務、受託義務、董事會優先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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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之說明 

公司進行併購時，無論為合意(friendly takeover) 或敵意併購

（hostile takeover，或稱為「非合意併購」、「惡意併購」），經營者之

決策，往往是併購能否成功之關鍵。經營者的每個決定，往往攸關

種種併購面臨的法律風險、成敗與成本考量。於敵意併購中，併購

方(acquirer)之董事，往往需考量：決策勝算多少？是否基於全體股

東之最大利益？有無其他替代方案之可能？因事實困難如何進行查

核？目標公司資產之評價、甚至是退出機制的預設等等。相反的，

目標公司之董事，所思考者乃為：經營權之保護、捍衛經營權是否

仍為全體股東最大利益？被併購股東利益有無實現？如要抵抗，防

禦手段是否合法有效，以及如何確保公司的繼續有效營運等等。其

實，併購時的層層關卡，皆對雙方經營者形成莫大考驗；尤其，併

購時董事會須負擔之義務與責任為何？本文以下以敵意併購下目標

公司董事之義務為主要內容進行探討，希望有助於我國公司法制對

此問題的釐清。 

按從 2005 年起至 2010 年 7 月間，開發金控公司(以下簡稱「開

發金控」)對於金鼎證券公司(以下簡稱「金鼎證券」)展開的敵意併

購案，由於廝殺激烈，引起台灣各界矚目。開發金控擬透過併購金

鼎證券，以擴展開發金控在金融界之版圖。惟金鼎證券一方不想被

開發金控併購，於是雙方展開一系列激烈無比的攻防，過程高潮迭

起，但最後竟出現董監事雙胞案的難解習題。雖然 2010 年 7 月底群

益證券公司(以下簡稱「群益證券」)與開發金控、金鼎證券之張氏

家族簽訂「協議書」，由群益證券公開收購金鼎證券股票，結果是開

發金控、張氏家族都放手金鼎證券，雙方全數退出群益、金鼎證券

合併後的新事業體。此齣敵意併購大戲，方才落幕。惟其中金鼎證

券面對開發金控敵意併購所使用之防禦措施，其中重要者，諸如委

託書徵求大戰、推動金鼎證券與第一證券及遠東證券「三合一」以

稀釋開發金控之持股、與雷格斯集團策略聯盟對抗開發金控敵意併

購，尤其 2009 年 6 月底金鼎證券之股東大會時以開發金控及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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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開發工銀名下 42.9%持股非法為由，不計入董事及監察人選舉

權數，並將此等開發金控及開發工銀名下的董監選票全數封存，送

交法院裁定是否有效等等，特別引來公司法學者之頻頻關注。由於

本案歷經長達 5 年之爭戰，又是台灣本土典型之敵意併購攻防案

例，於其落幕之此時，正是最適合做為台灣敵意併購案例的研討對

象，深富啟示意義。 

一般而言，當目標公司董事會面對敵意倂購時，防禦措施

（defensive measures or frustrating action）之發動，於英國、中國大

陸及德國法上，係採取嚴格之立場，即「董事會中立原則」，要求目

標公司董事會在未經股東會（德國則由監事會
1）同意的情況下，不得採取任何防禦措施阻礙公開收購的完成

2。而於美國法上，則係採取較開放的態度，即採「董事會優先原則」，

將防禦措施之發動與否交由董事會依其專業知識判斷之。究竟立法

政策上應如何選擇此二制，值得深入探究。 

本文以下擬先從開發金控敵意併購金鼎證券案例事實說明起，

其次並以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之觀點，對敵意併購所使用之防禦措

施合法性加以剖析，最後再論及我國究竟應採董事會優先原則或董

事會中立原則，以供我國未來公司法制走向之參考。 

貳、開發金控敵意併購金鼎證券案例始末3 

一、本件敵意併購之背景 

2004年4月台灣辜氏家族主導之中信證券入主開發金控後，為擴

                                                 
1
 有關德國法反併購措施法制之介紹，參閱陳彥良，反併購措施法制之研析─德國法啟示兼論

金鼎案之實證（上），台灣本土法學雜誌，86 期，頁 7-26，2006 年 9 月；陳彥良，反併購措施

法制之研析（下）─德國法啟示兼論金鼎案之實證，台灣本土法學雜誌，87 期，頁 22-34，2006

年 10 月。 
2
 See e.g., Ferna Ipekel, Defensive Measures under the Directive on Takeover Bids and their Effect 

on the UK and French Takeover Regimes, 16 European Business Law Review 341, 341(2005). 中文

文獻，參閱黃慧嫻，公開收購活動涉及之法律問題淺析-以美國及歐盟對於敵意收購之制約為

例，科技法律透析，第 15 卷第 01 期，頁 22，2003 年 1 月；朱德芳，效率、倂購與公司治理-

以敵意倂購法規範為核心，中原財經法學，第 17 期，頁 204，2006 年 12 月。 
3
 請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96 年度偵字第 22215 號起訴書、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8 年度

金重訴字第 12 號刑事判決及相關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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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子公司大華證券公司(以下簡稱「大華證券」)營運規模，發展投

資銀行業務，建構完整金融版圖，以及考量自己在證券業之專長(相

較於銀行及保險業，開發金控以證券業見長)，開發金控乃在2005

年初積極推動大華證券、中信證券與統一證券合併案，惟該合併案

因公股董事在董事會上反對併購統一證券之價格而暫緩，導致合併

案觸礁，胎死腹中。 

惟開發金控並未放棄打造大華證券為最大券商之計畫，早在

2005年6月開始，開發金開始佈局併購金鼎證。金鼎證券股本新台幣

(以下同)82 億元，為規模適中之上市櫃綜合券商(有經紀、承銷及自

營等業務)，且股權分散、股價偏低(接近面額10元)，因此開發金控

初期透過子公司中華發開發工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開發

工銀）及轉投資的開發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開發國

際)
4，陸續買進金鼎證券股份，展開對金鼎證券的佈局。此外，開

發金控在2005年7月5日向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金

管會)申請投資金鼎證券5%至15%之股份，金管會於7月15日核准【開

發金控其後又再申請一次，總計主管機關核准逾半數股份。參閱金

融控股公司法（以下簡稱金控法）第36條第2項參照】5。 

二、合縱連橫策略之運用 

金鼎證券於2005年8月公開明白表示不歡迎開發金控敵意併

購，並積極備戰固守張家經營權，金鼎證券隨即推動合併第一證券、

遠東證券與環華證金，讓金鼎證券股本從82億元瞬間膨脹至172億

元。一旦四合一成功，開發金控當時持有金鼎證券的股權比率，立

即被稀釋到5%以下。藉稀釋(dilute)股權，提高敵意併購者併購難

度。其中環華證券股本超過70億元，是金鼎證券四合一後股本劇增

的主因。 

2005年9月開發金控公告，該集團已持有金鼎證券普通股股數

                                                 
4
 依據開發金 2005 年年報，開發國際為開發工銀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 

5
 按既經核准投資，或許有人會問:為何開發金控持股不一舉突破金鼎證券過半數股權？有謂是

在當時政治氛圍及本身有關當事人受到刑事調查下，開發金控接受主管機關之道德勸說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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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10.12%，成為金鼎證券最大的單一法人股東6，並快速反制金鼎證

券四合一合併案，希望大華證券成為環華證券大股東，以降低開發

金控後續併購成本。於2005年11月18日，在五十日內，先以開發國

際名義，與環華證券股東陸續預簽股份買賣合約，取得股份達

34.52%。 隨後，再以相隔超過五十日的方式，安排開發國際、大華

證券、中信證券、崧華投資、神創投資等五家公司，與環華證股東

另簽新買賣合約，以取代開發國際原先所簽立的買賣合約7。本項事

實被台北地檢署認定開發金總經理辜○瑩違反證交法強制公開收購

之規定，於2009年9月21日被檢察官追加起訴8。 

同年 12 月因金鼎證券子公司金鼎期貨股份有限公司爆發違法

事件，金管會決議退回金鼎證券四合一合併案。隨後，環華證金董

事會決議終止前述合併契約，且有四成股權之股東轉向支持開發金

控，故金鼎證券所推四合一的合併乃告流產，但金鼎證券與第一證

券及遠東證券合併案(剩下之三合一)繼續進行，開發金控持股稀釋

程度因而減少。 

2005年11月開發金控召開臨時董事會，監察人戴○義要求經理

部門提出金鼎證券價值評估報告，惟會議主席董事長陳○在以未取

得金鼎證券經營權，無法實地查核為由，並未處理戴監察人提議。

2005年底，開發金控及其子公司持有金鼎證券之持股比率已達

32.11%。此期間金鼎證券極力希望引進新光金控充當「白馬騎士」

(White Knight)，來「拯救」金鼎證，並與美國雷格斯集團（Legacy 

Partners Group）策略聯盟，以對抗開發金控之步步進逼。 

三、開發金控採用公開收購進一步收購股權 

2006年2月17日開發金控召開臨時董事會決議對金鼎證券公開

                                                 
6
 開發金持有金鼎證股份 0.92%，開發工銀持股 4.88%，開發國際持股 4.32%。 

7
 根據證券交易法第 43 之 1 第 4 項授權，主管機關發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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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日內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股份者，應採公開收購方式為之（第一項）……。」 
8
 98 年度蒞追字第 18 號以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3 項(強制公開收購規定)追加起訴辜

○瑩等 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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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tender offer；證交法第43條之1第2項~第43條之5參照)，公開收

購期間為2006年2月19日至3月1日，每股收購價：14元。針對開發金

控公開收購金鼎證券，金鼎證券2月19日召開臨時董事會，做成「建

議金鼎證券股東不參加公開收購」之決議9。 

2006年2月22日金鼎證券與第一證券及遠東證券合併過戶截止日

後，開發金控策反並收購遠東證券大股東冠軍建材之股權，遠東證

董事長林○義及胞兄林○德在合併基準日(2月27日)前將手中持有

之7成遠東證券股票全數賣給開發金控。金鼎證券2月27日宣布遠東

證券違反合併契約，終止與遠東證券合併，並函知金管會。金管會

認定金鼎證僅以書函函知金管會並非申請撤銷合併案，故三合一合

併案仍有效。 

2006年3月2日金鼎證券針對遠東證券具爭議之股東，動支1.6億

資金聲請假處分，禁止遠東證券大股東股東權行使。因該筆資金運

用與證券本業無關，未經金鼎證券董事會通過，亦未取得主管機關

同意，資金運用違反相關法令，金管會處分命金鼎證券董事長陳○

珠停止執行業務一年。 

此時，開發金控公布公開收購取得6,300萬股金鼎證券股份，其

中3,400萬股來自開發國際(即前述開發金控子公司開發工銀轉投資

之公司)，佔總收購股數一半以上（約53%）；另外1500萬股來自外

資，散戶投資人則應賣不到1,500萬股。應注意者，開發國際自2005

年2月至4月即以短期投資名義陸續買進金鼎證券，總計持有3500萬

股，平均成本僅9.8元；開發國際以14元賣給開發金控，轉手賺進約

一億四千萬元，獲利率高達43％。此一行為被台北地檢署認定開發

金總經理辜○瑩涉內線交易及背信罪等罪，於2009年4月27日遭到起

訴10。 

2006年3月13日開發金控應獨立監察人陳○枝與獨立董事朱○

                                                 
9 按這項決議係依據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被收購有

價證券之公開發行公司於接獲公開收購……後七日內，應就下列事項公告……二、就本次收購

對其公司股東之建議，並應載明任何持反對意見之董事姓名及其所持理由。」所做之回應。 
10

 台北地檢署偵查終結於 2009 年 4 月 27 日以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157 條之 1 第 1 項(內線交

易)及金控法第 57 條背信罪起訴辜○瑩等 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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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求召開臨時董事會，會議中質疑2月17日董事會，經營團隊未提

供完整的資訊供董事會判斷。財政部在調查後發現公股代表同時亦

為開發金控董事長陳木在作為雖符合規定，但在資訊揭露、公司治

理上的確有不盡周延之處，董事長陳○在乃自動請辭，因此財政部

決定更換陳○在的公股法人代表資格。在經一番波折後，由前誠泰

商業銀行董事長林○一(現已去世)接任，並經開發金控臨時董事會

通過其出任董事長。 

四、徵求委託書大戰 

金鼎證券於2006年5月2日召開股東會，開會前金鼎證券及開發

金控分別展開徵求委託書戰爭(proxy war)以壯大自己實力，開會當

日股東出席高達99.7%，可謂創下上市櫃公司股東會出席率最高紀

錄。金鼎證券公司派因掌握股東名冊、寄發委託書時機等優勢以及

公司上下全體總動員之情況下，公開徵求股數佔股權數13.22%；開

發金控公開徵求股數佔股權數3.19%。金鼎證券以約52%得票率取得

五董一監席次，開發金控則以43%得票率取得四董一監，金鼎證券

公司派防衛開發金控敵意併購第一回合可說成功。至於雷格斯集團

入股金鼎證券60億元之公司章程修正議案，在本次股東會經開發金

控與金鼎證券公司派協商後，則撤案。 

五、開發金控及工銀名下的董監選票遭全數封存導致董監

事改選鬧雙胞 

金鼎證券自2006年6月起進入金鼎證券原公司派及開發金控共

治時代，開發金控持續買入金鼎證券股份。因金融控股公司法規定，

開發金控已屬控制性持股(持有表決權股超過25%；金控法第4條參

照)本應編製合併財務報表(金控法第47條參照)，但開發金控因缺乏

對金鼎證券實質控制力，金管會於2006年11月27日同意開發金免將

金鼎證納入金控合併報表編製範圍。 

2009年1月9日行政院提出「二次金改檢討報告」，此時金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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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員工也發起連署向立法院陳情，反對並質疑開發金控入主金鼎證

券之合法性，一時之間產生社會對開發金控敵意併購反感，金鼎證

券為二次金改受害機構之印象。引來跨黨派立委大批開發金控。一

般認為，在政治力介入下，開發金控辜家持股問題似成了金鼎證券

案問題之來源，形勢更複雜。 

物換星移，2009年6月30日金鼎證券股東會董監事改選再次來

到。本次會議總出席率：96.95%(按金鼎證券公司派徵求委託書佔

15.23%，開發金控佔9.03%，故金鼎證券公司派可控制之表決權數比

例為39.46%，開發金控可控制比例則為57.49%)，態勢極為緊繃。會

議一開始，在程序問題上，便發生本次金鼎證券股東會由原董事長

請假並臨時指派剛剛改派之法人董事（公司法第27條第3項）代理主

席以主持會議是否合法的爭議。但此一爭議後來並未真正妨礙會議

的持續進行。起先主導議事的金鼎證券公司派主席同意讓開發金控

投票，未予阻撓，但在投完票，立法委員邱○及小股東緊接著發言，

以開發金控三年前違法購入金鼎證券股票違反內線交易遭檢方起

訴，法院仍在審理中及二次金改缺失報告認定該投資有疑問為由，

以其投資效力尚未確定依公司法第178條，將開發金控及開發工銀名

下選票全數封存(佔42.9%)。金鼎證券公司派主導的董監名單選出

後，主席隨即宣佈散會。不願承認選舉結果的開發金控，立刻聚集

逾57%的出席股權，同時宣佈前述散會無效，繼續開會，並於重行

計票後宣布不同於金鼎證券公司派主導之版本的董監事人選(公司

法第182條之1及金鼎證券股東會議事規則第6條第1項及第2項參

照)。兩方人馬在上述2010年6月的股東會結束後，隨即出現股東會

結果哪一組是合法的棘手問題，這一爭議也十分困惱主管公司登記

之經濟部。經濟部隨後決定不接受任何一方之董監變更登記。 

六、臨時管理人的選出—解決難題之曙光乍現 

此際，金管會和投保中心也積極研商，持有1千股金鼎證券股票

的投保中心評估由其提出聲請合法性不足，擬由金管會駐會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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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義，向法院提出聲請派任臨時管理人。2010年3月台北地檢署派

駐金管會駐會檢察官黃○元依公司法第208條之1，向台北地院聲請

選任金鼎證券臨時管理人。2010年6月4日台北地院判決11金鼎證券

股東會改選董監案開發金控勝訴，亦即開發金控版本的董事會合

法。2010年6月14日台北法院裁定12由前投保中心董事長朱○銓、李

○興律師及吳○正會計師等 3人擔任金鼎證臨時管理人，金鼎證由

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之職權。此外，先前開發金控向法

院聲請停止金鼎證券董事長行使職權的假處分，法院一併裁准，金

鼎集團總裁張○沼之子、時任金鼎證董事長張○銘先生將不能行使

職權。 

七、終於落幕 

幾經折衝，2010年7月25日群益證券及開發金控在證交所召開記

者會，宣布公開收購金鼎證券股權，收購目標:67%-100%股權。另

外，2010年8月27日開發金控辜○瑩所涉內線交易、違反公開強制收

購及背信罪部份一審判決無罪，偽造私文書部分處有期徒刑1年13。

2010年9月21日金鼎證券經全體出席臨時管理人討論後，對群益證券

公開收購金鼎證券無反對意見14。群益證券自同年9月23日至10月6

日公開收購金鼎證券股票，占金鼎證股份高達89%，遠超過金鼎證

券公司派、開發金控及群益證券三方簽署併購協議規定的67%門

檻。經由公開收購，群益證券買下金鼎證券89%股權，合併乃成為

定局。金鼎證券於11月22日舉行臨時股東會改選董監事，通過與群

益證合併案，群益證券則也通過合併案。群益證券以絕對優勢入主

金鼎證，並以群益證券為存續公司，金鼎證券為消滅公司，2011年5

月21日為合併基準日，纏鬥五年多的金鼎證券經營權之爭終於落

幕，留下很多敵意併購法律問題待解。 

                                                 
1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1086 號民事判決。 
12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司字第 9 號民事裁定。 
1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8 年度金重訴字第 12 號刑事判決。 
14

 參閱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516C%u958B%u6536%u8C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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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之觀點
15
 

一、概說 

美國在 1980 年代的併購時期中，產生了許多新的法律爭議。其

中在 Unocal Corp. v. Mesa Petroleum
16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提出兩

個重要的問題。首先，董事會是否有權力及義務去反對一個合理察

覺該敵意併購有害於公司存在的威脅？其次，是否董事會的防禦措

施受經營判斷法則的保護？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肯定的回應此兩個問

題。然而，「由於對董事主要是追求其自身利益而非追求公司及公司

之股東們的利益的質疑是無所不在，最高法院認為此時董事們有一

個「加強之義務」（enhanced duty；有譯為：強化義務），即需要在

開始時先受司法審查，以作為受經營判斷法則效力保護之適用前提
17」。 

在 Unocal 一案中，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在採用防禦措施而受

經營判斷法則保護推定前，最初的舉證會落在董事們身上。首先，

董事們必須證明他們是基於合理理由相信該敵意併購對公司政策和

效率將造成危險。而董事們可以「藉由基於其已盡之善意且合理的

調查來滿足其舉證責任18」。其次，董事們必須證明該防禦措施是「與

敵意併購威脅間有合理關係」。而且，如果由多數外部獨立董事組成

之董事會支持該敵意併購方案，則此一舉證責任將必須大大地提高
19。 

在 Revlon, Inc. v. McAndrews
20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當目

標公司的經營階層認定公司拆解(break up)是不可避免的或於出售

公司時，如同在 Unocal 案中一樣，經營判斷法則適用於董事行為之

前，「加強的司法審查」也應該在一開始即被運用。其實，這兩個部
                                                 
15 See Randy J. Holland, Delaware Directors’ Defenses to Hostile Takeovers, working paper, 1-30 

(2009/11/30); Edward P. Welch & Andrew J. Turezyn, Folk on the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Fundamentals, 159-171 (2006 ed); Franklin A. Gevurtz, Corporation Law , 310-313 (2000 ed). 
16

 Unocal Corporation v. Mesa Petroleum Co., 493 A.2d 946 (Del. 1985). 
17

 Id. at 954. 
18

 Id. at 955 (quoting Cheff v. Mathes, 199 A.2d 548, 555 (Del. 1964)). 
19

 Id. 
20

 Revlon, Inc. v. McAndrews & Forbes Holdings, Inc., 506 A.2d 173 (Del.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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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問題是不同的。當一個公司被出售時，防禦措施的問題顯然是

了無意義的21。因為董事們的角色從公司事業之防衛者，轉變成須

為股東賣得最好價格的拍賣者22。 

按此處「加強司法審查」標準的特色是：由法院決定關於董事

決議過程的完足性，包括董事決策所依據之資訊，以及依當時存在

的情況判定董事行為的合理性。關於敵意併購的防禦措施或進行出

售公司的行為時，「董事們有最初的舉證責任證明其係資訊充足決策

下所為之合理的行為23。」如果董事們成功地盡到其最初的舉證責

任，則此時舉證將轉由原告負最終舉證責任，即藉由證明董事們違

反受託（受任人）義務，以推翻董事受經營判斷法則保護的推定。 

德拉瓦州最高法院的判決見解，在 Unocal 和 Revlon 案建立一

個明顯的適用區分線。對敵意併購的防禦措施只被允許在 Unocal

案下的情形；亦即，當公司非出售或公司的拆解非不可避免的情形；

在另一方面，當公司要出售或公司的拆解是不可避免的情形，則防

禦措施未被允許。此一區分線非常重要的。在 Time-Warner
24一案，

系爭公司落在 Unocal 案下，屬於防禦行為是被允許的情形。相反

的，在 Paramount v. QVC
25一案，系爭公司已同意公司控制權之更

易；換言之，其意指公司將被出售，則此時防禦措施是不被允許的。

以下將詳細討論此等著名案例，以供比較法制參考。 

二、德拉瓦州重要案例回顧 

本文以下的研究重點是落在 Unocal 案下，防禦措施是被允許的

這一邊。首先，將先對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在 Unocal 案的事實及意見

作討論。其次，本文將簡單地檢視 Unocal 原則，如何在許多後續重

要的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判決中開展。 

                                                 
21

 Id. at 182. 
22

 Id. 
23

 Paramount Communications, Inc. v. QVC Network, Inc., 637 A.2d 34, 45 (Del. 1994). 
24

 Paramount Communications,, Inc. v. Time, Inc., 571 A.2d 1140 (Del. 1990). 
25

 Paramount Communications, Inc. v. QVC Network, Inc., 637 A.2d 34 (Del.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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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Unocal 案 

在 1985 年之 Unocal Corporation v. Mesa Petroleum Co.
26判決事

實中，被告公司董事會面對敵意併購者(Mesa 公司)之二階段方式公

開收購。Mesa 於第一階段中以每股 54 美元取得 Unocal 公司約百分

之三十七之股權，而 Unocal 董事會合理的相信該收購價格遠低於公

司股份應有之價值，Unocal 董事會乃採取「自我公開收購；

self-tender」，亦即由公司自己扮演「競爭收購者 ；competing bidder」

之角色，但其自我公開收購則排除敵意併購者參與之權利。換言之，

目標公司之自我公開收購將不收購該敵意併購者之持股，其爭議即

在於此種防禦措施是否合法？Mesa 對於 Unocal 之「Mesa 除外條款」

向法院申請初步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一審法院准許該禁

制令。案經上訴至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其主要爭點即為：Unocal 董

事會若有合理理由相信該敵意併購將傷害公司利益時，董事會是否

有權力及義務反對該敵意併購之威脅，若答案是肯定的，則董事會

所採行之防禦措施是否受到經營判斷法則之保護？ 

在本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於一開始即就一家德拉瓦州公司的

董事會有無權限去採用防禦措施之基本爭點展開論述。按一般法定

授予董事會的權限是規定在德拉瓦州公司法的第 141 條(a)項，其規

定的文字為： 

(a) 除本章或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依本章設立之每一公司的

營業及業務，應由董事會經營或在其指揮下進行之。 

因此，法院在 Unocal 案認為：「董事會有權力採行防禦措施以

回應敵意併購，是源自於合理地察覺到傷害的可能性存在（並且無

論傷害來源為何），為保護公司財產（包括股東在內）須負之重大義

務和責任。27」在 Unocal 案中，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公司治理

的廣義內容，包含針對重大之公司（控制權）變動的爭議，董事會

並非僅是被動的機關28。」 

                                                 
26

 Unocal Corporation v. Mesa Petroleum Co., 493 A.2d 946 (Del. 1985). 
27

 Id. 
2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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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認前述原則後，Unocal 案中法院的意見轉至董事當其面對

敵意併購時行為之評估審查標準。在較早的 Pogostin v. Rice
29一案

中，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已經認為：「經營判斷法則（包括作為評價董

事行為的標準）可適用於併購的情形。30」按經營判斷法則，是一

種推定公司董事作經營決策時，係依其充足資訊行事，並且善意及

誠實的相信其行為是為了公司的最佳利益下所作成31。」而經營判

斷法則的特徵是；董事的決定如果可以被歸因於理性的商業目的，

則法院將不以其判斷取代董事會的決定32。 

在 Unocal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承認：「當董事會面對一個尚

未決定的併購要約時，其有責任去決定是否該要約符合對公司及股

東的最佳利益。關於此方面董事會的責任，與其他董事會所承擔的

責任是沒有不同的。且其對併購的決定也應與其他領域之經營決定

一樣受到尊重。然而，即便如此，過去判決還是存在對於董事會功

能的適當行使有某種限制存在。這是由於董事主要是追求其自身利

益而非追求公司及公司之股東們的利益的質疑是無所不在，從而，

最高法院認為這時董事們有一個『加強之義務』（enhanced duty），

即需要在開始時先受司法審查，以作為受經營判斷法則效力保護之

適用條件33」。 

面對此種固有的利益衝突，法院在 Unocal 案的意見認為：「董

事們必須證明其有合理理由相信：因為其他擁有公司股權之人對公

司的政策和效率存在著危險34」。在 Unocal 案中，德拉瓦州最高法院

指出：董事們可以「藉由證明善意且合理的調查來滿足其前述之舉

證責任…
35。」最高法院又指出：「如果由多數外部獨立董事組成之

董事會依上述的標準決議支持該敵意併購方案，則此一舉證責任勢

                                                 
29

 Pogostin v. Rice, 480 A.2d 619 (Del. 1984). 
30

 Id. at 627. 
31

 Aronson v. Lewis, 473 A.2d 805, 812 (Del. 1984) (citations omitted). 
32

 Sinclair Oil Corp. v. Levien, 280 A.2d 717, 720 (Del. 1971). 有關經營判斷法則之詳細中文介

紹，可參閱劉連煜，董事責任與經營判斷法則之運用，收錄公司法理論與判決研究（五），2009

年 4 月初版，頁 1-41。 
33

 Unocal Corporation. v. Mesa Petroleum Co., 493 A.2d 946 (Del. 1985). 
34

 Id. 
35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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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必須大大地提高36。」 

因此，法院在 Unocal 一案認為：任何司法審判分析董事會行使

公司權限阻撓敵意併購要約，應開始於「公司董事有為公司股東的

最佳利益而為行為之受託（受任人）義務的基本原則下進行37。」

在 Unocal 案判決出現之前，一些法律學者和經濟學家認為：董事會

對敵意併購威脅的回應應該是被動的38。但在 Unocal 案之後，被動

回應並非是德拉瓦州公司法的見解。在 Unocal 案之後，董事會受託

（受任人）義務下的注意義務擴大至保護公司和其所有人(股東)免

於受到傷害，無論該威脅是來自第三人或其他股東。但這些權限並

非絕對的。一個董事會並非擁有毫無拘束的裁量權限而以任何嚴苛

的方法擊敗任何對公司的威脅39。 

Unocal 案主要的限制，著重在對於敵意併購的防禦措施是基於

「董事們的行為不得僅僅或主要是出自永保自己席位的目的40」。此

外，Unocal 案進一步認為：「不要以法律的藉口，進行不公平的行

為。41」在 Unocal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想要確保：董事進行防禦

措施阻撓或阻止併購是基於善意，擔心公司及其股東的福祉會受到

侵害，以及在所有的情況下，董事是無任何詐欺或其他不當行為的

情事。 

再者，Unocal 案也提出了適用上衡平的要件。「如果一個防禦

措施是在經營判斷法則的保護範圍內，其必須與威脅間有合理關

係。此需要董事分析併購要約的性質和其對公司事業的影響。關此

考量點的例子，可能包括：要約價格的不足夠、要約的性質及時點、

不法行為的問題、以及除對股東外，還有對「利害關係人」的影響(例

如對債權人、客戶、受僱人，甚至於對一般的社區的影響)、未完成

交易的風險、以及對在交易所中掛牌交易的證券品質之影響。42」

                                                 
36

 Id. 
37

 Id. 
38

 Id. 
39

 Id. 
40

 Id. 
41

 Schnell v. Chris-Craft Industries, Inc., 285 A.2d 437, 439 (Del. 1971). 
42

 Unocal Corp. v. Mesa Petroleum Co., 493 A.2d 946 (Del.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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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我們從 Unocal 案中學到的法則是：「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將不

會以其判斷來取代董事會的決策，除非法院有證據上的優勢去證明

董事面對敵意併購的決策主要是基於永保自己董事權位的動機，或

一些其他違反受託（受任人）義務的行為，譬如是詐欺、越權、欠

缺誠信或資訊不足等43。」 

(二)、Moran 案 

Unocal 案判決後的幾個月，在 Moran v. Household Int’l, Inc.
44一

案中，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又重新檢視當時用於公司併購的一個新的

防禦武器─優先股認股權計畫（the Preferred Share Purchase Rights 

Plans），此計畫有時稱作：「股東權利計畫  (Shareholder Rights 

Plans)」；權利計畫(Rights Plans)或「毒藥丸( poison pill)」。在 1985

年，該防禦措施的有效性吸引了全國性的關注。在 Moran 一案，

證管會及投資公司協會以法院之友（ amicus curiae）身分所

作之說明，充分支持上訴人的系爭案件之見解。  

在 Moran 本案，德拉瓦州衡平法院裁定「股東權利計畫」是

Household 公司董事一個合法經營判斷的行使。在上訴時，德拉瓦

州最高法院對此亦肯定之。本文以下將說明 Moran 案的事實和德拉

瓦州最高法院的判決要旨。 

在 Moran 案中，股東權利計畫的爭議，係 Household 提供普通

股股東在某些啟動的條件下，每一普通股得認購一股的優先股。於

此，有兩個可以啟動股東權利計畫的情形。第一種是（任何第三人）

對 Household 發動以取得 30%以上之公開收購（所謂之 30% 啟動

【trigger】），第二種是任何個體或團體取得 Household 公司 20%以

上之已發行股份。 

必須指出的是，「Household 並非在與公司掠奪者（敵意併購者）

交戰時才採行此一股東權利計畫，但卻是作為一種預防機制以避開

                                                 
43

 Id. 
44

 Moran v. Household Int’l, Inc., 500 A.2d 1346 (Del.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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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生的可能45。」其實這實際反映 Household 董事會憂心近來在

金融服務業中併購活動確有頻繁的增加，所造成的「預防」結果。 

在 Moran 案中，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判決的主要爭點是在於：是

否經營判斷法則適用於採用「股東權利計畫」的標準應該被檢視。

最高法院承認此一爭點的許多疑義，在其最後作成的 Unocal 判決中

已經有所決定46。簡言之，在 Unocal 案中，答案是肯定的，即可適

用經營判斷法則。 

然而，Moran 案的事實是不同的，因為防禦措施是被採取用

來阻擋未來可能的敵意併購，而非用以對特定威脅所反應的一種

措施。在 Moran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檢視一個事前規畫的

防禦措施，其甚至是更合適適用經營判斷法則來判斷47。」 

Moran 案法院認為在德拉瓦州公司法第 157 條規定董事會有權

採取股東權利計畫。Moran 案判決也一再強調依同法第 141 條(a)項

賦予董事會固有權限以管理公司的營業和事務（business and affairs）
48。儘管如此，Moran 案法院的意見特別指出，董事會有權採取股

東權利計畫並非係絕對的。 

此外，Moran 案的判決意見中特別指出：「當 Household 董事會

面對（敵意併購者之）公開收購及要求收回股東權利計畫時，他們

將不能任意地拒絕要約。他們將被要求檢視是否在相同的受託（受

任人）義務標準下，任何其他的董事會也將會決定採取一種防禦措

施；一如在相同的標準下，他們會在一開始就決議採用股東權利計

畫一樣49。」 

法院既然已認為，對於採取股東權利計畫是在董事會的權限範

圍內，Moran 案的法院自然必須審查決定是否董事已經達到其在經

營判斷法則下的舉證責任。董事會會議記錄反映部分董事所擔心的

事情，係關於在金融服務業持續增加的併購案件。最高法院認為董

                                                 
45

 Id. 
46

 Unocal Corp. v. Mesa Petroleum Co., 493 A.2d 946 (Del. 1985). 
47

 Moran v. Household Int’l, Inc., 500 A.2d 1346 (Del. 1985). 
48

 Unocal v. Mesa, 493 A.2d at 953. 
49

 Moran v. Household Int’l, Inc., 500 A.2d 1346 (Del.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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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合理地相信 Household 公司易受敵意併購策略之傷害而採取

一個合理的防禦措施以保護其自身50。」因此，Moran 判決的結論

是：董事會為了目前之該目的，其決定應當被經營判斷法則所保護。 

然而，事情並未結束。Moran 案法院的結論意見中認為，「對

於一個實際的敵意併購要約之最終回應，必須在當時針對董事行為

來判斷，且在此我們沒有說解除董事對公司及股東基本的重要義務
51。」因此，如果有一個現存的敵意併購攻擊存在，董事使用股東

權利計畫將必須被評價是否合法。 

(三)、Revlon 案 

在 Moran 案中法院所作出的觀點，預告了在幾個月後出現的

Revlon 判決中法院所作的決定。 

1985 年之 Revlon, Inc.v. MacAndrews & Forbes Holdings, Inc.
52

一案係起源於 Pantry 公司對目標公司 Revlon 公司展開敵意併購，並

表示在收購後，將解散 Revlon 公司並將公司資產出售。Revlon 公司

董事會以 Pantry 公司之收購價格不合理且收購對公司造成威脅為

由，拒絕其公開收購要約(tender offer)，並且採行買回公司股份以及

發行毒藥丸之防禦措施。之後，由於 Pantry 公司不斷提高收購價格，

防禦措施無法有效嚇阻，故 Revlon 公司另尋求 Forstmann Little 公

司作為「白馬騎士」。然 Forstmann Little 公司所提收購案由於是採

融資收購方式為之，收購後亦將會解散 Revlon 公司並出售其資產，

但 Revlon 公司董事會仍一致同意此由白馬騎士所提出之收購條

件，同時為確保 Forstmann Little 公司與 Pantry 公司間激烈競爭的收

購能夠成功，又與 Forstmann Little 公司簽訂相關 lock-up 契約(包括

鎖定資產選擇權、2500 萬美元高額終止費等)以及黃金降落傘等契

約，因而 Pantry 公司遂主張 Revlon 公司董事違反其受託義務53。 

簡言之，在 Revlon 案，為回應敵意併購提案，Revlon 公司董事

                                                 
50

 Id. 
51

 Id. 
52

 Revlon, Inc. v. McAndrews & Forbes Holdings, Inc., 506 A.2d 173 (Del. 1986). 
53

 Id.at 173,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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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除採取股東權利計畫外，董事會也採取許多其他的防禦措施。在

Revlon 判決中，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直到董事會授權管理階層

出售公司而與第三人商討收購或合併以前的防禦，包括多重多樣的

防禦措施，是被允許的。相反的，在董事會授權管理階層出售公司

而與第三人有商討收購或合併行為的時候，則沒有防禦手段會被允

許。董事的角色從公司的防衛者變為拍賣者。此時，董事的義務是

為股東爭取最好的價格54。本件法院認為， Forstmann Little 公司已

取得有利條件進行競爭收購，Revlon 公司復再與 Forstmann Little 公

司簽訂交易保護措施(即前述鎖定資產選擇權契約等)之行為，使原

本得繼續競價之競爭收購停止，該簽訂保護契約行為不符合上述拍

賣者義務，故屬於違反董事之受託義務55。 

值得注意者，該法院並明白指出：當董事會允許經營階層進行

與第三人磋商合併或收購有關事項時，即可認定該公司即將被出售
56。本文認為，法院此一明確見解，對於 Revlon 法則的運用，至為

重要。 

總之，吾人可說 Moran 和 Unocal 案法院的意見在 Revlon 案被

適用。在 Revlon 案中的董事可以適當地採取股東權利計畫作為一種

防禦措施。然而，一旦公司將被出售，其將不能留下該防禦或其他

適當的防禦措施。 

(四)、Time-Warner 案 

在 1989 年的 Time-Warner 判決57進一步解釋 Unocal 和 Revlon

                                                 
54

 Id. at 182. (原文為:―The Revlon board's authorization permitting management to negotiate a 

merger or buyout with a third party was a recognition that the company was for sale. The duty 

of the board had thus changed from the preservation of Revlon as a corporate entity to the 

maximization of the company's value at a sale for the stockholders' benefit. This significantly altered 

the board's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Unocal standards. It no longer faced threats to corporate policy 

and effectiveness, or to the stockholders' interests, from a grossly inadequate bid. The whole question 

of defensive measures became moot. The directors' role changed from defenders of the corporate 

bastion to auctioneers charged with getting the best price for the stockholders at a sale of the 

company.‖) 
55

 Id. at 183-184. 
56

 See Edward P. Welch & Andrew J. Turezyn, Folk on the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Fundamentals, Aspen Publishers, 159 (2006 ed). 
57

 Paramount Comm, Inc. v. Time, Inc., 571 A.2d 1140 (Del.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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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區別以及如何適當使用防禦措施。本案，在最初的併購契約中

提到 Time 公司和 Warner 公司可能開始合併。關此，第一個被德拉

瓦州最高法院提出來的問題是：是否 Time 公司與 Warner 公司所簽

訂之最初的合併契約已屬將出售公司？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

Time 和 Warner 的最初的合併契約並沒有援引適用 Revlon 法則的義

務，因為這裡沒有控制權的更換以及 Time 公司的拆解並非不可避

免的。 

然而，當 Paramount 發動敵意併購時，在 Time 和 Warner 間的

合併契約被修正以供 Time 得以購買 Warner。在 Time-Warner 一案，

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本件修正的協議是一種對 Paramount 敵意

併購威脅的回應防禦，且 Time-Warner 修正的協議被放置於 Unocal

案所建立標準下作分析。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在 Time-Warner 案認

為，在 Unocal 標準下，防禦措施於轉換合併契約成為購買契約是合

乎比例原則的，所以可被允許。 

(五)、Unitrin 案 

西元 1995 年，在 Unocal 案判決作成後的第十年，於 Unitrin v. 

American General（“AG‖）58一案中，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審理此一

件涉及防禦措施作為阻撓敵意併購的案子。Unitrin 案的事實是很明

確的。本案併購公司 AG 公開宣稱與 Unitrin 以每股$50 總計達$26

億美元的合併計畫。某些Ｕnitrin 公司的股東以原告身份，向衡平法

院起訴禁止 Unitrin 公司於「股份買回計畫」（防禦措施）中買回其

自己公司的一千萬元股票。 

在 Unitrin 本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衡平法院在適用

Unocal 一案所要求之比例原則加以檢視時，著重在是否股份買回計

畫是一個「非必要」的防禦措施，係有所錯誤的59」反之，依最高

法院見解，衡平法院應該作「加強司法審查」。其審查議題有二：首

先，是否 Unitrin 董事會所實施股份買回計畫過於嚴苛，即造成預先

                                                 
58

 Unitrin v. American General, 651 A.2d 1361 (Del. 1995). 
5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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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preclusive）或產生強制（coercive）的效果；其次，如果此行

為非屬過於嚴苛的情形，則其是否在合理的範圍內防禦併購公司Ａ

Ｇ的收購要約60。」 

本案原告股東們最初主張：Unitrin 的董事會以實施股份買回計

畫的方式出售公司。這意味著董事在 Revlon 標準下有義務，而非依

Unocal 的標準行事61。然而，衡平法院裁定股東沒有確立「合理的」

可能性，即股份買回計畫構成控制權的移轉（從 Unitrin 公眾股東到

具股東身份的董事）62。此一裁定並未被上訴，因此德拉瓦州最高

法院決定以 Unocal 標準適用於 Unitrin 案。 

在 Unitrin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分析指出：評估「挑戰目標公

司的董事會面對敵意併購時的防禦措施，最高法院認為衡平法院應

該評價董事會的所有反應，包括每個防禦措施的正當理由，以及該

防禦所達到的結果。當目標公司的所有防禦措施是密切相關時，則

Unocal 原則要求這些防禦行為被集體地審查，如同對所感知威脅的

單一反應一般63。」從而，本案除了採取權利計畫（Rights Plan）的

防禦外，Unitrin董事會也採取股份買回計畫，但均必須禁得起Unocal

案的比例原則檢視。 

德拉瓦州最高法院當時檢視過去適用 Unocal 原則的案件，並發

現：「一個直接關連性存在於：是否合乎比例原則的發現與司法審查

是否防禦措施屬嚴苛的（因其具有強制的或預先排除效果的本質）

之間64。」例如在 Time-Warner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Time

董事會的防禦措施是合理且符合比例原則的，因為該董事會並非欲

以其管理階層所支持之方案勉強股東接受；換言之，其非強制的；

且無預先排除 Paramount 對合併後之 Time-Warner 公司進行併購要

約，故也非預先排除性質65。 

在 Unitrin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提到其也適用「Unocal 案的比

                                                 
60

 Id. 
61

 See Revlon, Inc. v. MacAndrews & Forbes Holdings, Inc., 506 A.2d at 182. 
62

 See Paramount Communications, Inc. v. QVC Network, Inc., 637 A.2d 34 (Del. 1994). 
63

 Unitrin v. American General, 651 A.2d 1361 (Del. 1995). 
64

 Id. 
65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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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原則審查標準(proportionality test)於 Moran v. Household Int’l, Inc.

案董事會採納的股東權利計畫66。」在 Moran 一案，「法院在承認股

東權利計畫的採納，是在董事會的法定權限內之後。」德拉瓦州最

高法院判決：「股東權利計畫的實施對於敵意併購的理論上威脅是符

合比例原則的防禦措施。在理由上，部分是因為其並未「剝奪」股

東接受公開收購的權利，且也無重大的限制委託書徵求之競爭67。」

換言之，其不具預先排除的性質。 

在 Unitrin 一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簡述其如何適用 Unocal 比

例原則審查標準的發展。其認為：「至少董事會對威脅回應所採取防

禦措施的兩個嚴苛性質，已成為司法審查的焦點68。」在 Unitrin 案，

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從發布 Unocal 意見起，它一貫地認為防禦

措施具預先排除（preclusive）或強制性質（coercive）者，視為嚴

苛的（draconian）。因而，這些被視為嚴苛的防禦措施，在德拉瓦

州法律下是不被允許的。 

在 Unitrin 案，法院意見也提到：「如果防禦措施並非嚴苛的，

因為無強制或預先排除的性質，Unocal 比例原則審查標準要求司法

審查的重點會轉換為：是否「在合理的範圍內 (the range of 

reasonableness)」69。適當的及合乎比例的防禦措施係被允許作為阻

撓可察覺的敵意併購威脅。當公司不是被出售時，則董事會是公司

的防衛者及公司股東的保護者。防禦措施必須無強制或預先排除性

質這個事實，並未因此禁止董事會對敵意併購者出現在公司門前（指

已發生併購事實）以前，不可對敵意併購作防禦之反應70。 

在 Unitrin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解釋：「採「合理的範圍」標

準之理由是:當董事會防禦可察覺的併購威脅時，董事會有彈性的需

求以履行其對公司及股東的受託（受任人）義務71。」。此必然結果

是司法限制的要求。因此，於 Unitrin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的意見

                                                 
66

 Moran v. Household Int’l, Inc., 500 A.2d 1346 (Del. 1985). 
67

 Id. at 1357. 
68

 Unitrin v. American General, 651 A.2d 1361 (Del. 1995). 
69

 Paramount Communications, Inc. v. QVC Network, Inc., 637 A.2d 34, 45-46 (Del. 1994). 
70

 Unitrin v. American General, 651 A.2d 1361 (Del. 1995). 
71

 Id. 



20 

 

認為：「如果董事會的防禦回應並非嚴苛的（預先排除或強制），且

在合理的範圍內」，法院不應以其判斷取代董事會的決策72。換言

之，董事會的防禦措施是被經營判斷法則所保護的。 

(六)、Quickturn 案 

另一件檢視對抗敵意併購的案子，是從衡平法院上訴至最高法

院的重要判決。本件爭執起因於一個進行中的敵意併購要約者

Mentor 公司欲收購目標公司 Quickturn 公司而來73。 

Quickturn 董事會採取兩個防禦措施，以回應 Mentor 公司的敵

意併購要約。首先，董事會修改公司內部細則(by-law)，該辦法原允

許持股 10%以上的股東得召開特別股股東會；其次，董事會修正

Quickturn 公司的股東權利計畫（簡稱「權利計畫」）排除其「永久

型(dead hand)」特徵，並以「延緩贖回計畫(Deferred Redemption 

Provision)」取代，其結果將會限制新上任之董事會在特定條件下

（新任董事會之多數董事係由敵意併購者之支持下當選），於 6

個月內對於毒藥丸失去贖回權限，如果回贖的目的或效果會促

使其與「利害關係人（Interested Person）」交易（按此利害關係

人係指：提出董事人選、正式提名董事或曾給予董事會上新的

董事選舉在財務上支持者）。在此定義下，Mentor 公司會是位利

害關係人。延緩贖回計畫的影響是延遲新任董事會的能力，亦

即由 Mentor 公司提名選任之董事會在其被選任的六個月內，不

可在與任何利害關係人交易下，贖回權利計畫或所謂之「毒藥

丸」。 

本件衡平法院認為，Quickturn 董事會採取前述修改公司內部細

則(by-law)並未違反存在於 Unocal 案及其後出現的案例中有關受託

（受任人）義務的原則。惟衡平法院就此修改內部細則的裁定並非

在其後上訴德拉瓦州最高法院之爭點內。 

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分析 Quickturn 一案的權利計畫中的所謂

                                                 
72

 Id. 
73

 Quickturn Design Systems, Inc. v. Shapiro, 721 A.2d 1281 (De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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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緩贖回計畫」時，係適用其既有先例有關董事會有權限採

取股東權利計畫或毒藥丸的見解。在前述 Moran 案中，最高法

院認為：「依第 141 條(a)項賦予董事會固有權限以管理公司的營業

和事務（business and affairs），此點已提供董事會額外的權限以制定

股東權利計畫74。」因此，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贊同在 Moran 案中採

取的股東權利計畫係董事會合法行使其經營判斷的看法75。然而，

如前所述，在 Moran 案最高法院又認為：「對併購要約的最終回應

必須以董事行為當時來判斷，且在此我們沒有說解除他們對公司及

股東基本的受託（受任人）義務76。」 

在 Quickturn 案，我們可發現德拉瓦州最高法院一再重複下面

見解：「一項德拉瓦州公司法最基本的原則是董事會須為管理公司的

營業和事務負最終的責任。第 141 條(a) 項要求任何限制董事會的

權限須規定於公司章程內77。」但 Quickturn 公司章程並未有規定任

何限制董事會的權限的條款。 

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在 Quickturn 案中，所特別注意的問題點是：

「延緩贖回計畫會禁止新任董事會在六個月內完全地履行其對公司

及其股東的重要管理義務78。」最高法院認識到：「延緩贖回計畫雖

只限制董事會的一方面權限而已，但其仍然限制了董事會對股東的

重要領域裡的權限──協商一個可能的公司出售機會79。」因此，在

Quickturn 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延緩贖回計畫在德拉瓦州公司

法第 141 條(a) 項下是不合法的，該條授予任何新選任的董事會有

完全的權限管理一個德拉瓦州公司的營業和事務80。」 

德拉瓦州最高法院為了解釋在 Quickturn 案中的判決理由，其

再次評述德拉瓦州公司董事的受託（受任人）義務是不可免除的。

                                                 
74

 Moran v. Household International, Inc., 500 A.2d 1346, 1353 (Del. 1985), citing Unocal Corp. v. 

Mesa Petroleum co., 493 A.2d 946, 953 (Del. 1985). 
75

 Id. 
76

 Moran v. Household International, Inc., 500 A.2d at 1357. 
77

 Del. Code Ann. tit. 9, § 141(a).  See Mills Acquisition Co. v. Macmillan, Inc., 559 A.2d 1261, 

1280 (Del. 1989). 
78

 Quickturn Design Systems, Inc. v. Shapiro, 721 A.2d 1281 (Del. 1998). 
79

 Id. 
80

 Del. Code Ann. tit. 8, § 141(a).  See, e.g., Paramount Communications, Inc. v. QVC Network, 

Inc., 637 A.2d 34, 41-42 (Del.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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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也引用其以前在 QVC 案的判決謂：「於契約的內容，或其

條款中，意圖要求董事會的行為或不行為導致如同限制其受託（受

任人）義務的行使係非法且不可強制執行的81。」由此類推，本案

中之延緩贖回計畫「似以實質的方式限制新任董事在管理事務上的

決策自由82。」因此，「此一計畫違反每一新任董事在案由提交到董

事會時，應行使其最佳判斷於案由上的義務83。」 

(七)、Liquid Audio 案 

另外一件關於對敵意併購的防禦是有名的 MM v. Liquid 

Audio
84案。Liquid Audio 是一家公開上市的公司。超過一年的時間，

MM 極欲取得 Liquid Audio 公司的控制權。在這段努力期間，MM

宣布其打算在下次的 Liquid Audio 年度選舉會議上提名屬於它自己

的候選人並佔 Liquid Audio 公司董事會的兩個席次。 

隨著時間的推移，MM 所支持的提名人將在公司年度股東會上

被選出而取代現任的兩位 Liquid Audio 董事會成員，已十分明顯。

但此一規畫給現任的董事帶來極大的壓力及關注。面對預期失去的

兩名「友善的」董事，Liquid Audio 宣布董事會已修正公司內部細

則增加董事會規模，成員由五人變為七人。董事會也宣布 Lames D. 

Somes 及 Judith N. Frank 已經被任命填補新增的董事職位85。 

緊接在 MM 的兩位被提名人於 Liquid Audio 董事選舉後就任，

MM 便提出對於內部細則修正案的訴訟，挑戰董事會任命兩名新額

外的 Somes 和 Frank 董事。在修正的控告狀中，MM 主張 Liquid 

Audio 董事會的擴張時機及董事會任命的兩名新任董事違反先前德

拉瓦州在 Blasius
86及 Unocal 案中的原則。據 MM 的主張，該董事會

的行動阻撓了 MM 企圖得到至少一年可在董事會的「實質存在

                                                 
81

 See Paramount Communications, Inc. v. QVC Network, Inc., 637 A.2d at 51. See, e.g., Mills 

Acquisition Co. v. Macmillan, Inc., 559 A.2d at 1281). 
82

 Quickturn Design Systems, Inc. v. Shapiro, 721 A.2d 1281 (Del. 1998). 
83

 Id. 
84

 MM Companies, Inc. v. Liquid Audio, Inc., 813 A.2d 1118 (Del. 2003). 
85

 按有些國家公司法可由董事會任命新的董事，此點與我國法不同。 
86

 Blasius Indust., Inc. v. Atlas Corp., 564 A.2d 651 (Del. Ch.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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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tial presence)」，且因而保證了 Liquid Audio 的現有管理階層

擁有對董事會控制權或「實質存在(substantial presence)」至少多了

二年87。 

按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在 Liquid Audio 案的見解，先開始於一基

本觀念的檢視。「最重要的公司治理原則是在公司內部股東和董事會

之間的權利分配功能。股東的權利是有權對特定事務行使表決權，

特別在選舉董事一事上。公司管理權限是賦予在股東會適當地選出

之董事會成員身上。因此，雖這些『德拉瓦州公司法的重要原理提

供了控制權與所有權分離』的看法，但董事管理的權限的合法性仍

來自股東權利上（雖然法院也說股東權利已被描繪成具「理想性的

基礎」【ideological underpinning】的特性）88。」 

在 Liquid Audio 案，最高法院認為「於股東選舉董事的權利和

董事會董事管理公司的權限之間，在權利分配中保持適當的平衡，

是取決於董事選舉時股東未受阻礙的有效投票權利89。」德拉瓦州

最高法院一再反覆的指出：「如果股東無法滿意他們選出之管理階層

的表現或行為時，公司民主（corporate democracy）的效用是：董事

重新選舉時，股東可汰換現任的董事90。」因此，幾年前，德拉瓦

州最高法院認為：本州法院將不允許藉由操作這部公司機器或在德

拉瓦州法律藉口下陰謀破壞「公司民主」。據此，在董事繼任者之選

舉上，股東行使投票權，如已被有效地挫敗和否認時，謹慎的司法

審查將會介入。 

數十年來，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和其衡平法院作出的判決，「仍是

一絲不苟的謹慎檢視任何董事會行為有無故意介入或阻礙由股東有

效運作的公司民主，特別是董事的選舉一事91。」 

                                                 
87

 MM Companies, Inc. v. Liquid Audio, Inc., 813 A.2d 1118 (De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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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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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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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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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Stroud 案 

在 Blasius
92案，知名之法官 Chancellor Allen 闡釋謂：「尤其是

在 Blasius 一案中董事選舉爭奪席次的特別背景下，當董事會行為的

主要目的是介入或阻撓股東投票權的有效行使時，司法審查如亦步

亦趨地順從傳統的經營判斷法則標準是很不適當的（因為所牽涉之

議題是受託人與受益人股東間權限劃分之問題，非商業判斷，故無

經營判斷法則之適用）。」在 Blasius 一案，原告證實董事會行為的

主要目的是介入或阻撓股東投票權的有效行使，惟衡平法院

Chancellor 對此並未採取一個自動無效的原則。反之，Chancellor 認

為這樣的情況要求加強司法審查。據此，董事會須「負擔沉重的舉

證責任證明其有不得已之正當理由(compelling justification)為此類

行為93。」在之後的 Stroud v. Grace
94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

Blasius 案的「不得已之正當理由」必須是被運用在 Unocal 案的加

強司法審查範圍的情形。 

在 Liquid Audio 案，衡平法院依據 Unocal 的加強司法審查標

準，適當地決定檢視董事會對於擴張成員（從五人到七人）的防禦

行為。衡平法院認為該防禦行為並未具預先排除的或強制的性質。

因為從 Unitrin 案可知，如果一個防禦措施並非嚴苛的，因為其非強

制也非有預先排除的性質，則在 Unocal 案下比例原則的檢視，要求

加強司法審查的焦點會轉向至「合理的範圍」內。 

如前所述，在 Unocal 案的要件中，任何防禦措施與威脅間應符

合比例原則且是合理的。然而，在 Liquid Audio 案的情況下，衡平

法院並未「認知到保護股東選舉權有特別重要95。」因為衡平法院

已經認為：Liquid Audio 董事會防禦措施的主要目的是介入或阻止

股東的選舉權有效的行使於董事選舉競爭中，故董事會負有舉證其

                                                 
92

 Blasius Indust., Inc. v. Atlas Corp., 564 A.2d 651 (Del. Ch. 1988).按本案目標公司 Atlas 董事會

面對 Blasius 之敵意併購，決定將其董事席次由原先七人增為九人，並逕任命兩人擔任此新職。  
93

 Id. 
94

 Stroud v. Grace, 606 A.2d 75, 92 n.2 (Del. 1992). 本案之相關議題討論，See Edward Welch & 

Andrew Turezyn, FOLK on the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Fundamentals, 133 (2006 Ed). 
95

 MM Companies, Inc. v. Liquid Audio, Inc., 813 A.2d 1118 (De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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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有不得已之正當理由。惟該董事會無法滿足該舉證責任。故在

Liquid Audio 一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最後認為系爭董事會席次的

擴張（從五人到七人）是不合法的。 

(九)、小結 

關於董事會如何針對敵意併購行使防禦措施的問題上，吾人可

回想本文先前已討論之德拉瓦州法院最著名的 Revlon 和 Unocal 案

件所建立的一個明顯區隔線。 

在 Revlon 案這一面，沒有防禦措施會被允許。一個公司在 

Revlon 案這一邊會有三種情況：第一，當公司被出售；弟二，當其

同意控制權的移轉；第三，當公司被拆解是不可避免的。在這些情

況下，董事會的義務是為股東取得最好的價格。 

如在 Unocal 案這另一面，當公司尋求抵抗敵意併購以及保持公

司獨立。在此背景下，董事的義務是保護公司和其股東。而在 Unocal

案，法院認為，董事會必須確認威脅存在，然後在合理的範圍內作

符合比例原則的回應。 

在 Unitrin 案，判決解釋了預先排除和強制的防禦是不被允許

的，因為他們是嚴苛的且在合理的範圍之外。 

在 MM v. Liquid Audio 案，法院認為如果防禦的主要目的是介

入或阻止股東選舉權的有效運作，董事會必須提出一個為了防禦的

不得已正當理由。但運用上須注意，只有在董事會的舉證符合較高

的「不得已正當理由」標準下才可。 

此外，當一個董事會採取不只一個防禦措施時，如果這些措施

對於董事會已確認的威脅是合乎比例原則的，則德拉瓦州最高法院

在判決時將整體地一併檢視這些防禦措施是否合理。 

肆、台灣法制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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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發金控敵意併購金鼎證券案綜合評析 

從前述開發金控敵意併購金鼎證券之案例中觀察，無論合縱連

橫策略之運用(如金鼎證券使用四合一或三合一合併案以稀釋開發

金控股權)或引進白馬騎士或策略聯盟對象或進行徵求委託書戰

爭，在現行法下，只要手段合法，原則上似均應被允許作為防禦措

施。然而，綜觀本案，除如同其他經營權爭奪案例，本案繼續凸顯

股東會主席對議事進行握有強勢主控權者，是經營權爭奪之一時勝

敗的關鍵因素外，更有問題的是，如以前述美國法之判例原則審思，

在股東會時將競爭之一方選票全數封存不計票的劇烈防禦方法是否

合理？手段是否合乎比例原則？是否不用受到禁止權利濫用之限

制？甚至是否相關人有構成刑法背信罪之虞(即違反忠實義務；刑法

第 342 條)
96？以及是否有誠信遵守經營權爭奪遊戲規則的基本法治

觀念(特別是一方已取得地方法院假處分命令准許投票之情形下)？

甚至有人懷疑採用此一手段是否有先經過董事會之決議？此等疑

義，似均值得關心公司法制者嚴重關切。關此，本文以為，如果從

前述美國法所建立之判例原則而論，此一手段阻止股東選舉權之有

效運作，其防禦措施之適法性，恐有問題。 

此外，在公司治理與防禦措施之關係的問題上，假設金鼎證券

當時設有獨立董事席位（或其所設監察人能發揮監督功能），則其情

況是否會有不同？這是一個值得研究觀察的有趣議題。關此，美國

哈佛大學法學院 Lucian A. Bebchuk 教授等人以實際數據研究指出，

                                                 
96

 按刑法背信罪犯罪判斷之重點為：(1)具備特別主觀構成要件「意圖」；(2)具備主觀構成要件

故意；(3)客觀構成要件行為（「違背任務之行為」）該當；(4)客觀構成要件結果（「致生損害於

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該當。由於刑法背信罪之本質在於違背信賴（託）關係，故在犯罪

判斷上尤須注意「違背任務之行為」之認定。實務上認背信罪「違背任務之行為」包含「信賴

（託）義務之違背」之情形（參閱最高法院 80 年度台上字第 4789 號、82 年度台上字第 282

號判決）。在判斷行為人是否該當「違背任務之行為」構成要件時，自須明瞭行為人有何種「信

賴（託）義務」？何種行為構成「信賴（託）義務」之違背？依我國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

企業併購法第 5 條、第 6 條之規定，在公司併購之情形，收購公司、目標公司負責人（董事）

均負有忠實義務及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若收購公司、目標公司負責人（董事）違反受

任人（受託）義務，自該當「違背任務之行為」之構成要件。參閱林東茂，刑法綜覽，頁 2-191

至 2-192，2009 年。（林教授特別指出：公司負責人賤售公司資產給關係企業或高價向自己的

關係企業購物，是為他人處理事務，但違背忠誠義務，故成立背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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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獨立董事在防止經營者濫用防禦措施上，並未能發揮功能97。 

二、董事會中立原則 

如前所述，面對敵意併購時，歐洲有些國家（如英、德）之立

法例似較傾向採取「董事會中立原則」，其立法政策，無非是對董事

主要是追求其自身利益而非追求公司及公司之股東們利益的利益衝

突仍有所質疑，或是由股東是公司之所有者的角度切入所致，或是

基於股東平等原則而來98，故主張由股東會（德國則由監事會99）決

定是否採行防禦措施。然而，反對此制者，則以為此制實益並不大，

因為我國公開發行公司一般均有控制大股東(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存在，目標公司經營者由於往往也是大股東，因此欲取得股東會同

意（持股再加上透過徵求委託書）以進行防禦措施並不困難。另外，

採取「董事會中立原則」原則，有時正給予目標公司經營者藉由股

東會決議正當化其行為的藉口，反而在其防禦措施不合比例原則、

不合理之情形下難以追究董事會違反受任人(受託)義務之責任。此

外，技術上而言，召開股東會曠日廢時，似乎難以應付奇招百出、

迫在眉睫之敵意併購方式。其實，理論上而言，敵意「公開收購」

才有較多時間（期間一般是 10~50 天）可讓目標公司股東會反應。 

三、董事會優先原則 

按我國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100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被收購有價證券之公開發行公司於接獲公開收購……後七

日內，應就下列事項公告……二、就本次收購對其公司股東之建議，

並應載明任何持反對意見之董事姓名及其所持理由。」由此規定，

似可見我國法並未採取像有些國家一樣以法律要求董事會對敵意併

                                                 
97

 See Lucian A. Bebchuk, John C. Coates IV & Guhan Subramanian, the Powerful Antitakeover 

Force of Staggered Boards: Further Findings and a Reply to Symposium Participants, 55 Stan. L. 

Rev., 885, 891-900 (2002). 
98

 參閱陳彥良，同註 1。 
99

 按德國由監事會決定是否採行防禦措施，是體現員工及股東共同決定之精神，因大型企業之

監事會是由員工及股東共同組成。故此制帶有濃厚社會主義色彩之精神。 
100

 2009 年 12 月 29 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交字第 0980069191 號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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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應持中立主義（當然，目標公司事實上是可公告對特定收購者採

中立立場，讓股東自行決定是否接受收購要約）。因此，在現行法

下，我國似較傾向美國法（如德拉瓦州公司法）採取較開放的態度，

亦即採行「董事會優先原則」，將防禦措施之決定交由董事會依其專

業經營知識判斷之101。 

此外，公司法第 202 條規定：「 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本法或章

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由此

可知，股東會雖為公司之最高意思機關，惟為避免股東會職權太大，

致過度干預公司經營管理之專業決策，並為符合企業所有與經營分

離之原則，我國公司法明定股東會得為決議之事項以公司法或章程

規定者為限，以此作為股東會與董事會兩機關權限分配之原則。換

言之，我國公司法第 202 條也賦予董事會固有權限以管理公司的營

業和事務。這項規定似乎也提供「董事會優先原則」另一個堅實的

基礎。 

當然，這裡可能牽涉到一個基本問題：本條所稱「公司業務之

執行」究竟何所指？有無包括併購及反併購之決策及執行在內？持

廣義見解者可能認為，從現代公司併購已是企業業務茁壯的不二法

門來看，併購應可說是現代公司業務的重要一環。相同的，反併購

決策似亦應如是看待，才稱妥適。當然，在現行法下，也有可能有

不同於前述看法之狹義見解存在，認為此處所謂公司業務應指公司

所營事業而已，不包括併購等之非經常性公司業務活動。關此問題，

依本文前述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之說明，在 Unocal 案，德拉瓦州最

高法院顯然採取廣義見解以解釋類似我國公司法第 202 條規範內容

之德拉瓦州公司法的第 141 條(a)項條文內涵。 

針對上述解釋上疑義，本文亦從廣義見解。否則於面對敵意併

購時，如目標公司現有經營者無論如何只能綑綁雙手，眼睜睜看著

他人可能強取豪奪經營權或公司資產，甚至傷害公司利益，恐也不

符董事會應為保護公司財產（包括股東在內）所須負之重大義務和
                                                 
101

 學者有謂：我國法制並未對反併購措施立法規範，但無礙於目標公司董事會中立義務存在

之可能。參閱陳彥良，同註 1（87 期），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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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只是董事會防禦措施，應符合比例原則、合理及誠信等遊戲

原則之制約而已。相信如能如此，再經由市場機制及股東選舉權之

有效運作，最後也應能合理決定出經營權誰屬，不致產生類似開發

金控敵意併購金鼎證券案的兩敗俱傷結果102。 

四、現行法制下防禦措施之選擇可能 

(一)毒藥丸 

當然，可能有人會認為開發金控敵意併購金鼎證券案件最後之

所以失控(指將對手選舉權全數封存)，這是因為我國雖然傾向採取

董事會優先原則，但是遇有敵意併購時，除發動委託書徵求戰爭外
103，目標公司董事會能採用的合法防禦措施卻不多。例如，類似其

他國家常用之「毒藥丸」防禦措施(如前述 Moran 案所使用之防禦計

畫)，即難以使用。按所謂之「毒藥丸」，係在國外常被用來作為一

種對抗敵意併購之防衛措施。其發展至今種類已多，日益繁雜。其

大致的概念是指：對於公司之現有(普通股)股東發給一種新的特別

股或權利或認股權憑證，且該股份或權利或憑證附有一定之啟動條

件，若在一定條件成就後，有認股權利之股東(敵意併購者無此權利)

得以取得新股，藉以稀釋敵意併購者之持股，使其併購成功之難度

升高或產生持股價值降低之不利益104。因為我國公司法有股東新股

認購權(公司法第 267 條第 3 項參照)以及所謂之股東平等原則，故

恐無法以「毒藥丸」排除敵意併購者之認股權利。除非係經由私募

方式為之，但私募必須經股東會特別決議行之(證交法第 43 條之

6)，非目標公司董事會即可單獨決議為之。前述金鼎證券公司派為

                                                 
102

 學者方嘉麟教授主張就經營權歸屬，股東會應有權就此等事項決議，其略謂：「倘特定股東

已可獲得多數股權支持，讓自己支持的議案於股東會通過，則應儘速讓該股東取得經營

權……。」參閱方嘉麟，論股東會與董事會權限之劃分—對經營權爭奪之影響，財經法新課題

與新趨勢(政治大學法學叢書 66)，頁 44，2011 年 5 月。 
103

 有關「委託書徵求」，我國主要之規範係證券交易法第 25 條之 1 及其授權制定之「公開發

行公司使用委託書管理規則」，其詳細介紹，參閱賴英照，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頁 232-265，

2011 年 2 月再版 2 刷；劉連煜、林國全、洪秀芬、曾宛如，股東會委託書之管理，2007 年 5

月。 
104

 有關討論，參閱林國彬，敵意併購防衛措施之研究—以財務性防禦措施中之毒藥丸為主要

範圍，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71 期，頁 90-92，200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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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開發金控敵意併購企圖引進雷格斯集團入股金鼎證券無法成

功，便是難獲股東會決議通過之例子。 

(二)股份交換 

截至目前為止，我國較為可行之稀釋敵意併購者持股之防禦措

施是依據公司法第 156 條第 8 項之「股份交換」規定，即：「公司設

立後得發行新股作為受讓他公司股份之對價，需經董事會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決議行之，不受第二百六十七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限制。」惟亦有學者方嘉麟教授認為，股東會亦

得以股東會決議令董事會於一定期間內不得為股份交換之決策行

為。按方教授之所以如此主張，實因其認為凡與經營權有關事項，

均應從寬認定股東會有權決議105。 

(三)董事可否分期改選？ 

至於公司董事可否分期改選（有譯為「董事交錯任期制度」；

staggered boards）以對抗敵意併購者順利取得過半數董事席次？設

若公司已於章程中明訂採行董事分期改選制度（以下簡稱董事分期

改選），並依該制度召開股東會選舉部分董事，則公司就該次選出之

董事向主管機關申請辦理變更登記，主管機關可否拒絕辦理？ 

關此，主張肯定見解者，認為可分期改選之理由如下：一、公

司將全體董事分類為數組，於不同年度改選，每年僅改選部分董事，

此一制度在美國已行之有年，考其優點乃在於每年僅改選部分董

事，使其他有經驗之董事得以留任，並將公司治理之傳承予新任之

董事，有助於公司治理之穩定性。二、我國目前雖尚無董事分期改

選之個案，惟依我國公司法第一九五條第一項規定：「董事任期不得

逾三年，但得連選連任。」法律僅就董事任期設有三年之上限，並

未限制各董事需同時改選，故基於公司治理，於章程中明訂採行董

事分期改選，錯開董事任期並分期改選者，應屬可行106。 

                                                 
105

 參閱方嘉麟，同註 102，頁 45。 
106

 惟因有累積投票制之問題，每次改選席次應有兩席董事以上才可，如僅改選一席董事將與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5%85%AC%E5%8F%B8%E6%B3%95.htm#a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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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採否定見解之理由如下：現行實務上，股東會選舉董事時，

均係選舉全體董事，尚無董事分期改選之情形。在現行公司法架構

下，是否有空間可允許公司於章程訂定董事可分期改選，不無疑義。

依公司法第 203 條規定：「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但每屆第一次董

事會，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之。每屆第一次董事

會…」，法條既稱「每屆」董事會，如採董事分期改選制度，每年僅

改選部分董事，則所謂每屆董事會，係何所指？不無疑義；又依公

司法第 201 條規定：「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時，董事會應召開股東臨

時會補選之。」如採董事分期改選制度，將與上開規定，產生扞格

之處。是以，在現行公司法架構下，尚不允許公司章程採董事分期

改選制度。故董事分期改選制度，似涉及修法，屬立法政策問題，

目前經濟部採否定說107。本文則認為現行法下仍有透過解釋允許公

司章程採行董事分期改選制度之空間。當然如須訴諸立法，亦值得

明文引進，以利公司遇敵意併購時，可供作為經營權爭奪之防禦措

施之一。 

(四)立法政策的討論 

我國現行法制既然傾向採取「董事會優先原則」，立法政策上似

宜檢討公司經營者究竟可以採取何種防禦措施，例如應否開放上述

公司董事可分期改選等等。否則如「讓目標公司董事會為自己利益，

任意採行抵制措施而傷害股東權益」，實非保護投資人應有的方法
108。本文認為，為保護投資人利益及讓經營者有所警惕，目標公司

如係上市櫃公司，且其董事會之防禦措施如有不合理、不合比例原

則之情形，除可追究相關負責人違反董事受任人 (受託)義務之責任

外，應可考慮在情節嚴重下停止股票交易（參閱台灣證交所營業細

則第 50 條之 1）。 

                                                                                                                                         

累積投票制相牴觸而不合法。相關討論，參閱劉連煜，累積投票制與應選董事人數之縮減，

收錄公司法理論與判決研究(一)，頁 23-34，1995 年 1 月。 
107

 2011 年 3 月 16 日，經商字第 10002405040 號函。 
108

 參閱賴英照，同註 103，頁 296-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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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之文字為：「公司負責人應忠

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

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應注意者，2012 年公司法第 23 條第 3 項

增訂公司負責人違反忠實義務之歸入權規定：「 公司負責人對於違

反第一項之規定，為自己或他人為該行為時，股東會得以決議，將

該行為之所得視為公司之所得。但自所得產生後逾一年者，不在此

限。」）另外，企業併購法（下稱企併法）第 5 條則規定：「公司依

本法為併購決議時，董事會應為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行之，並應以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併購事宜(第一項)。公司董事會違反法令、

章程或股東會決議處理併購事宜，致公司受有損害時，參與決議之

董事，對公司應負賠償之責。但經表示異議之董事，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可證者，免其責任 (第二項)。」由上述公司法與企併法規定加

以比較觀察，下列問題值得思考：1、當公司面對敵意公開收購時，

被收購公司若欲採取反併購防禦措施，應由董事會或股東會決定？

2、反併購防禦措施有無企併法第 5 條之適用可能？亦即，反併購防

禦措施是否僅須顧及被收購公司全體股東最大利益才可？3、如反併

購防禦措施僅考量被收購公司全體股東最大利益，未考量其他利害

關係人（如該公司員工、債權人）之利益是否妥適？4、董事若違反

企併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股東對董事有無損害賠償請求權（即企

併法第 5 條第 1 項是否為受害股東之請求權規範基礎）？此等問題，

迄今較少學者論及，本文擬拋磚引玉就併購直接相關之議題，詳論

如下： 

首先，企併法第 5 條是否會使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的義務產生

變化？由於企併法第 5 條係規定董事會應「為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

行之」，與公司法第 23 條的為「公司」盡忠實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

務文字上有所不同。前者的忠實、注意義務之對象係對股東，後者

則係對公司，而且所謂為全體股東的最大利益及為公司利益是否互

相完全一致？不無疑義。 

當然，吾人或許可說原則上公司與股東的利益應該是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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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惟我國企併法和公司法的立法文字上的差異，會生公司負責人

的受任人（受託）義務究竟是對誰負責的爭議問題。例如，除公司

與全體股東外，是否包含其他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參照美國

法，現在已經有超過三十幾個州立法允許公司的經營者在從事決策

的工作時，「可以」考量除了股東以外的利害關係團體的利益問題（康

乃迪克州之規定原係強制性質，但於 2010 年也改為任意性質）109。 

從法律規定文字而言，我國企併法第 5 條似過於狹隘，如果董

事只須對全體股東負責，會不會造成企業社會責任論理架構上的困

難？是否與當代公司社會責任的思潮相符？由於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董事負責對象是「公司」，某種程度上似可為公司的社會

責任建立堅實之基礎架構（但其缺點則是股東並無直接請求權，股

東僅能代位請求；參閱公司法第 214、215 條）；反之，在企併法，

併購及反併購決策僅考慮股東最佳利益，似乎就會失之偏頗。雖然

現在公司法的學說主流還是以股東優先主義(shareholder primacy)為

主，但全然只為股東利益的貫徹是否妥當？不無疑問。例如有關債

權人、勞工等利益問題，在董事決策時須否考量進去？值得再思考。

因此，正確的立法方式應係朝向企業社會責任思考模式才是正確的

方向。至少不能全以股東的利益為考量，法規範如顯然排除其他利

害關係人之利益，似非良策。 

在實務上，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6 年度重上字第 145 號，則

是肯定企併法第 5 條的對象應包括股東外之其他利害關係人。該則

判決謂：「公司法關於公司負責人之忠實義務及注意義務，於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以為具體

規範，此規定於董事自亦有其適用。準此，董事除應具備相當能力

                                                 
109

 美國這些州立法的情形及討論，參閱 Choper, Coffee & Gilson, Cases and Materials on 

Corporation, Aspen Law & Business, pp. 41-48, Fifth Ed. 2000；劉連煜，現代公司法，2010 年 9

月增訂 6 版，頁 38；劉連煜，企業併購時董事之受任人（受託）義務──農民銀行與合庫合

併案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六一號判決及其歷審判決評析，月旦法學雜誌，第 195

期，頁 236，201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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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履行注意義務外，仍應具有忠實執行職務之操守，此為公司賦予

董事執行業務權力相對之基本要求。注意義務係指公司董事在處理

公司事務時，所應注意之事項和程度之客觀要求；至於忠實義務係

指公司董事於執行業務時，應盡力為公司謀取最大利益並禁止有損

害公司利益行為之主觀要求。而企業併購法有關董事於企業併購時

應盡之義務則於第 5 條第 1 項：『公司依本法為併購決議時，董事會

應為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行之，並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併

購事宜。』，依此文義，董事會關於企業併購之決議時，除應盡『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其忠實義務應以『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

為考量。惟查：（1）依企業併購法第 5 條第 1 項之立法理由『股份

有限公司之董事係由股東會選出，董事執行業務自應以全體股東之

最大利益為之，故第一項明定董事於進行併購決議時，應為全體股

東最大利益行之，不得為董事本人之利益或公司之大股東或指派其

擔任董事之法人股東等其他人之利益作為決議併購行為之考量，且

董事受公司有償委任，執行公司業務，參照民法第 535 條及公司法

第 23 條之規定，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公司併購事宜。』以觀，

堪認該條所規定『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與公司法第 23 條相同。

至所謂『應為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行之』，則重在強調不得僅考量部

分董事或股東之利益，而應考量股東整體之利益以為併購之決策。

（2）而公司之經營運作，涉及各種不同利害關係人之利益衝突，例

如：大股東與小股東、股東與債權人、股東與員工、股東與經營者

等，而負責經營決策者，其任務即在合理調和此等利害衝突，使符

合公司整體利益之最大化，此即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忠實義務之規

範意旨所在。在企業併購之情形，上述各項利害對立、衝突亦復存

在，例如：涉及股東利益之換股比例、併購後公司員工是否留任之

生計問題、公司向來建立之傳統延續等，考量並調和此等對立、衝

突，始能使併購程序順利進行，以實現發揮企業經營效率、提升公

司整體價值之併購目的。準此以觀，實難認董事會於企業併購之決

策時，得無視於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而僅慮及股東之利益，應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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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所負忠實義務之對象實係針對公司整體而言，董事於處理併購

事項時，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固為其考量之重要依據，仍須顧及並

調和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衝突，以追求公司整體利益之最大化。

易言之，毋寧謂公司整體利益之最大化即為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

董事會關於企業併購之決議時，應盡之忠實義務乃以追求「公司之

最大利益」考量依據。」 

關此，臺灣高等法院此一推理及結論誠值贊同。惟法院透過迂

迴解釋的方式得到董事會亦須對其他利害關係人負責的結果，此解

釋結果是否逸脫企併法第 5 條第 1 項條文文義之可能範圍？是否同

樣會受到其他法院之支持？特別是最高法院永遠不變的認同，仍有

待觀察110。本文認為企併法第 5 條法律文字仍可重新加以斟酌，畢

竟高院此一解釋並無堅強之法律依據，可能隨時會被挑戰。 

其次，企併法第 5 條第 1 項是否不同於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而

賦予股東一個直接的訴權？亦即，在董事會為併購決議時未盡到忠

實及注意義務時，得否作為股東的請求權基礎？雖然理論上言，應

得作為股東的請求權基礎，惟由於法未明文，立法理由亦未寫明，

實務操作上似難認股東有直接訴權。至於第 5 條第 2 項規定的主體

係「公司」111，因此該項也不能作為股東的請求權基礎。所以即使

有第一項的「為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行之」，卻因為法無明文似難認

股東因併購決議受有損害時，得以本條向公司董事請求損害賠償。

當初起草者或可能謂：基於當初立法急迫而未於本文明示此旨。本

文雖亦肯定本條項應作為股東的請求權基礎，惟認為似仍須修法明

定之，以有利股東權利之主張，較為妥適（但其他利害關係人對董

事應無直接請求權，僅其利益得被董事決策時考量）。 

最後，企併法第 5 條第 1 項的「公司」係指併購公司或被併購

                                                 
110

 本件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261 號完全認同同案臺灣高等法院 96 年度重上字第 145 號

民事判決的見解。 
111 企併法第 5條第 2項規定：「公司董事會違反法令、章程或股東會決議處理併購事宜，致

公司受有損害時，參與決議之董事，對公司應負賠償之責。但經表示異議之董事，有紀錄或書

面聲明可證者，免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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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即目標公司)？是否僅限於敵意併購時始得主張？或合意併購

時亦得主張？本文認為，不論敵意併購或合意併購皆有適用，且本

條項的「公司」，應該指併購公司及目標公司，皆包括在內。惟在面

對敵意併購時，目標公司的防禦措施是否係為了股東的最大利益即

可？抑是應平衡考量相關當事人利益？此外，目標公司董事可否以

「經營判斷法則」抗辯其採取敵意併購之防禦措施是合法的？對於

前者，如上所述，本文認為現行企併法文字下，解釋上恐仍有爭議，

有待有權解釋機關進一步釐清。關於後者，因具體案例情形不同，「經

營判斷法則」抗辯能否成立，答案也不能一概而論。當然，應注意

者，不是只有敵意併購存在上述問題，在友善併購（或稱合意併購）

下，只要發生利益衝突時，亦會有是否違反受任人（受託）義務的

問題發生。針對上述疑難，或許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相關司法判決

的見解，其有關法理及精神適足以提供我們司法具體運用時或者公

司法制再次修法時之參考。 

壹、 結語 

從開發金控敵意併購金鼎證券案件，我們可以有下面幾點結論

及省思： 

對於敵意併購，各國立法政策上是否應採取董事會中立主義或

董事會優先原則，涉及每一國家股東資訊不對稱、公司股權結構及

公司治理等複雜問題，可能一時之間仍仁智互見，無法有共識。例

如，不相信公司董事會之「公司治理」功能者，恐怕對採取董事會

優先原則會存有疑慮，因為他們必定會認為董事僅對自己之董事席

位及利益關切，哪裡可能真正關心公司及股東之利益而進行防衛措

施。 

此外，在我國現行法較傾向採取董事會優先原則下，目標公司

董事會對敵意併購所採取之防禦措施是否違反受任人義務，則不是

假議題而是真實必須立刻面對的問題。前述美國司法實務的寶貴經

驗，或許其核心判決精神（特別是 Unocal 及 Revlon 案所建立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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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一定程度也值得我國司法實務在追究公司負責人民事或刑事責

任時參考。當然，我國司法相關審查的能力，也須進一步提升才能

克竟其功。另外，雖學者普遍認為敵意併購具有制裁無效率經營者

之公司治理上功能，惟對於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及保險業)是否適

合做為敵意併購之對象，因涉及金融穩定等問題，實值得進一步加

以探討。 

總的來說，敵意併購在亞洲國家特別是華人的世界，由於目標

公司真正負責人之愛好面子，不容他人以不適當手段強取其公司經

營權的觀念根深蒂固，一定程度也使這個問題更形複雜，研究法社

會學的學者或許有興趣針對這個有趣而重要的問題從事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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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duciary Duty of Directors of A Target Company Arising 

from Directors’ Defenses to Hostile Takeovers: The case of the 

Hostile Takeover of Taiwan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rp. by 

China Development Financial Holdings Co. 

Len-Yu Liu
 

                       

。Hostile takeovers are very complicated issues: it is not easy to achieve 

a consensus amongst the legislative policies of different legal regimes 

on whether to adopt the so-called ―director neutralization‖ or ―director 

primacy‖ model due to such complex problems as information 

asymmetry of shareholders, shareholding construc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etc.  In Taiwan, it seems that the current legal regime 

tends to adopt the ―director primacy‖ model, and therefore whether the 

defensive measures adopted by a target company have violated 

fiduciary duty is not an imaginary but a real issue, one which should be 

dealt with seriously and immediately.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in-depth these issues with a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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