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科技整合研究所

碩士論文 

 

指導教授：朱德芳 博士 

 

 

 

控制權溢價之研究— 

從凱雷收購東森媒體科技一案

出發 

 

 

 

 

 

研究生： 陳盈良  

中華民國九十九年七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

摘要 

 

近年來國內之併購事件隨世界之潮流日趨普遍，然於併購交易

中常伴隨著控制權之交易，而我國法規對於控制權和控制股東之定義

未明，因而常有不同之解釋空間而有諸多疑問，更遑論進一步討論控

制股東之責任或義務。因此，於西元 2006 年所發生之凱雷收購東森

媒體科技一案，論者雖多側重討論所謂「控制權溢價」是否應由全體

股東均享，或得由控制股東獨享之議題，然本案實則牽涉議題甚廣，

包括控制股東或經營階層的受託義務、公平價格之決定與少數股東之

保護等相關問題。 

本文認為，控制權之交易在追求效率極大化之同時，仍須於法

律追求公平正義下之框架中進行，凱雷收購東森媒體科技案探討的

「控制權溢價」存在與否，應僅為評估公平價格的其中一個考量因

素。此外，控制權溢價實為一模糊之概念，從經濟學或法律學之角度

觀察，其定義與計算方式或有不同，將會有不同的邏輯結果發生。因

此，本文將以「控制權溢價」之概念為主軸，貫穿各章節探討控制權

交易各層面之問題，並以歐盟與美國德拉瓦州之控制權交易的概念相

互比較之，兩者對控制權交易所持立場之不同，因而有不同之法規建

構。如歐盟採行之強制公開收購原則，雖直接防堵控制股東利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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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不當攫取私利，然卻增加了收購成本，從而有礙有效率之控制權交

易的進行；反觀美國德拉瓦州，雖允許控制權私利之存在，但亦強調

交易程序之公平性，並以各種事前與事後機制，衡平控制股東與少數

股東之權益。 

本文認為，美國德拉瓦州關於控制權溢價之相關法規範設計較

為可採，意即在控制權交易中，應肯認控制權私利的存在以及控制權

溢價應可由控制股東獨享之原則，但必須同時強調控制股東之資訊揭

露義務以及受託義務之履踐，以確保公平正義之結果。觀察美國法於

控制權交易透過法院於具體個案中之細緻處理，我國法規範以及司法

實務在相關議題上之論述則似有不足。本文期透過凱雷收購東森媒體

科技一案為例，以控制權溢價與控制股東以及小股東之權益衡平為核

心，分析美國法院判決及學說理論，並提出本文建議，以作為我國司

法實務之基礎。 

 

關鍵字：控制股東、控制權私利、控制權溢價、商業判斷法則、受託

義務、公平價格、繼續經營價值、少數折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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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年來，由於台灣已加入世界貿易組織且 2002 年解除外資投資額度限制，

以及企業併購法等相關法規之頒布與實施，使得國內的經濟情勢亦趨全球化，合

併，分割，收購等現象於國內可謂司空見慣。而國內最近發生的併購案如奇美與

群創之合併案，盛澤公司收購東森媒體科技案，私募基金收購日月光等，所涉及

的法律問題皆為當時矚目之焦點。企業併購雖為企業進行組織再造和拓展業務以

維持競爭方式的最佳方式之ㄧ，然於併購案中往往涉及諸多層面的法律問題，例

如內線交易、掏空公司資產，或董事做出對股東不利的決議等傷害投資人權益的

行為，進而降低投資人之投資意願，對於資本市場發展之健全性實有顯著影響。

美國自 1998 年後，一群金融經濟學家包括 LaPorta，Lopezde-Silanes，Schleifer 和 

Vishny 等人(以下簡稱 LLSV)，亦特別強調法律是保護外部投資人不受侵害，學

者同時指出，法律對於投資人的保護程度將影響公司之內在價值，進而影響一國

家資本市場之健全與發展1。本文即以此理念為核心，探討企業併購中控制權交

易與所衍生相關問題之法律規制。 

控制權相對於英美國家股權較為分散的情形下，由於國內企業大多是股權

集中，家族性的中小型企業，故除了合併，公開收購以及公開市場交易的買賣外，

要取得控制權的最佳方式，即是直接從控制股東收買具有控制權股份的控制權交

易，因為如此可以避免掉公開收購等繁瑣耗時的步驟，但礙於我國法令，國內之

控制股東並無法輕易處分其控制性股份2。根據 Morck 等學者的實證研究結果顯

                                                 
1 See R La Porta, F. Lopez-de-Silanes, and A. Shleifer, Law and Finance, 106(6)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13-1155 (1998). 
2 Hsin-Ti Chang 張心悌，Regulating Sales of Control Transactions in Taiwa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Analysis, 臺大法學論叢，第 31 卷第 4 期，4-5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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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由於英美國家的股權結構多為分散3，故侵佔公司並損害股東利益的行為多

係由管理者所造成，因此管理者的股權增加時，或可降低管理者與股東間之代理

成本，進而使公司價值提升。然而，股權集中雖可增加股東對於公司經營的控制

權，降低股東與管理人間之代理問題，但大股東與小股東在追求自身利益最大化

的過程中，卻也時常產生衝突，兩者之間的代理問題仍無法避免。因此，即有學

者認為，對於絕大多數股權較為集中的國家的大公司而言，最大的代理問題並非

在於股東和管理者之間的衝突，而是大股東與小股東之間的利益衝突4。而其中

大股東與小股東之間最大的利益衝突就在於控制權的利益(benefits of control)。 

控制權交易之動機，我國有學者認為不外乎來自於能夠實現綜效之利益

(synergy gains)及取代無效率的經營階層，以達個人最佳利益5
，而於控制權交易之

交涉過程中的重要考量因素即為控制權的利益。尤其在股權集中的公司中，控制

股東本身所擁有的特權，有較大之經濟上誘因去經營或監督公司，其控制權利益

往往會反映在控制權交易中的股份價值差異上。然大股東控制權的利益潛在與小

股東之間的利益衝突，亦常是控制權交易之爭議點所在。國內判決關於控制權交

易之爭議即為凱雷集團透過盛澤公司收購東森媒體科技股份一案，但我國法院意

在裁定公平價格而側重於所謂的控制權溢價是否由全體股東均享之問題，然此問

題之核心實於控制股東與少數股東之利益衡平之上。因此，本文將整理此判決所

衍生的問題包括在控制權移轉時，董事決議之董事受託義務問題、公平價格之決

定以及控制權溢價等，以控制權溢價為核心解釋控制權利益的存在以及控制股東

如何合法地使用控制權利益而不侵害少數股東之利益下，促進控制權之交易進

行，並以國外文獻為比較分析，說明歐盟與美國兩者對控制權交易不同概念下之

法規建構，以為我國之借鏡。 

 

                                                 
3 See R Morck., A. Shleifer and R. Vishny, Management Ownership and Market Valu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20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93-315 (1998). 
4 See A. Shleifer and R. Vishny, 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52 Journal of finance 737-783 
(1997). 
5 同前註 2，張心悌著，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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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文的研究範圍以東森媒體科技案為出發點，環繞本案所衍生之相關問題

包括異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下公平價格之決定、控制權溢價之歸屬以及控制股

東之義務與責任等。控制權交易所發生的控制權溢價之概念，是估價人在評估企

業價值或股東權益時常使用的調整參數之ㄧ，然其溢價的大小，往往即是相關訴

訟雙方爭執是否達到「公平價值(fair value)」的重要爭點，因此，本文所探討的

範圍，將以控制權溢價為核心，先介紹歐盟與美國對控制權交易的概念之迥異，

因而有不同的公平價值之概念與控制權交易之法規範。 

本文認為美國德拉瓦州之控制權交易的法規範較為可採，故以控制權溢價

操作上行之有年的美國訴訟案討論，觀看美國法院如何看待所謂的「公平價值」，

以及美國學者的看法，方可得知美國法律上如何操作控制權溢價，如何以此衡平

控制股東與少數股東之間的利益衝突並同時促進有效率之控制權交易。 

然而，我國實務上對控制權溢價之相關訴訟鮮少，致使相關研究也較為少

見，直至 2006 年間媒體大幅報導的美商私募股權基金凱雷集團(The Carlyle 

Group)併購東森媒體科技公司股權，由於少數股東不滿收購價格並且主張董事有

違受託義務之虞，並向臺北地方法院提起聲請收買股份價格之裁定，始引發一連

串的學術討論。因此，本文將以我國法院對有關控制權溢價的判決(即東森媒體

科技案)為中心與美國法院及學者文獻作分析比較。研究方法如下 ： 

 

一、 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review)與比較分析法： 

本論文之文獻分析法將以國內、外重要相關的研究期刊或報告，予以彙整

分析之。由於各態樣之併購方式與控制權之移轉於歐美國家行之有年，文獻將以

英美文獻為主。除此之外，由於控制權溢價所涉及的交易價格之公平性，控制權

溢價之歸屬與少數折價等的相關問題，在國內較少實務判決，而於美國不論是在

研究期刊或實務判決上，則是有諸多正反意見且理由亦不盡相同，因此，本文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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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國的判決作主要之比較並整理分析，以探討該國控制權溢價適用情形，相關

之論理依據、實務見解等，並佐以國內之相關實務見解相互比較之。 

 

二、 法律經濟分析法： 

法律經濟分析方法，在美國1960年代後始盛行，可以說是以寇斯(Coase 

Ronald)在1960年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為開端6，而在1970年代，Posner才真

正把法律經濟學應用在實務上7。顧名思義，法律經濟分析方法就是以經濟學的

方式和理論為基礎，將法律規範、法理論、法律爭議等法律問題和人行為之間作

一合理性分析，將公平正義的不確定抽象概念更加具體化，使社會資源極大化，

正如Posner所說的「公平正義的追求一定有成本代價8。」因此，不管是在國內外

的期刊論文，都喜好用法律經濟分析(economic legal analysis)來加以佐證論述其

論點的方法已蔚為風潮，因而使得經濟學的考察可以使法學研究者重新致力於將

法律做為社會工具來理解9。甚至Holmes更果斷的認為「法律的理性研究未來屬

於統計學和經濟學10。」但此方式亦非完美無缺，因此於本論文中亦只是做為相

對性的分析參考。 

 

三、 歸納分析法： 

在相關研究範圍內，經由文獻比較分析後，輔以法律經濟分析之文獻，觀

看國內對於此控制權溢價的問題意識及觀感，藉由所有資料之歸納總結，就國內

股權結構與公司治理之情形所面臨之問題，經由歸納分析，提出個人見解和看法。 

 

第三節  論文架構 

                                                 
6 See Ronald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3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44 (1961). 
7 See RICHARD A. POSNER ,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1st edition, Little Brown, Boston, 1973). 
8 Id., “The demand of justice is not independent of price ” 
9 參閱林立，波斯納與法律經濟分析：一個批判性的探究，頁 3，2004 年 1 版。 
10 參閱簡資修，經濟推理與法律，頁 1，200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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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先以東森媒體科技案為例，簡述我國法下對控制權交易相關法規範之

缺漏，進而由歐美之文獻比較分析與建議，論文架構共分六章節，簡述如下 : 

第一章「緒論」，介紹本文之研究動機和目的，及研究範圍。 

第二章「我國控制權交易之案例探討—以凱雷收購東森媒體科技一案為

例」，先以東森媒體科技案為例，說明相關爭點之所在，包括控制股東之定義、

責任與義務以及控制權溢價等，並分析我國法規以及法院實務運作情況。 

第三章「控制權溢價之分析」，將介紹控制權交易之基本概念，從控制權交

易動機、控制權和控制股東之定義，探討控制股東或經營階層所謂的「控制權利

益」與控制權交易中常發生之控制權溢價(或折價)之關係，以期對控制權溢價有

進一步之認知與解釋，並介紹歐盟與美國對於控制權溢價之歸屬問題上的不同見

解。 

第四章「控制權交易的公平價格」，分析美國法院關於異議股東股份收買請

求權下(appraisal proceeding)公平價格(fair value)之認定，尤其是在法律上與會計上

間之差別何在？為何在會計上或財務上看似套用公式即可認定之公平價格，於美

國法院上採用之標準卻是視情況而定。除此之外，將介紹和控制權溢價相關的，

會計上於併購中常用之折、溢價調整，於美國法院中是如何將此折、溢價概念應

用在實務判決上。 

第五章「美國法之控制權交易監理機制」，將解釋於控制權交易中常牽涉到

之董事受託義務之問題，探討美國法院如何應用所謂的董事受託義務在控制權交

易中並探討美國對控制權交易之監理機制，最後並和我國公司法之有關董事受託

義務之規定做分析比較之。 

第六章「結論」，本文之回顧與展望。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

第二章  我國控制權交易之案例探討—以凱雷

收購東森媒體科技案為例 

 

第一節  凱雷與東森媒體科技案 

此凱雷與東森媒體科技案的控制權交易型態是屬於現金逐出合併(cash-out 

merger)之態樣，所謂現金逐出合併，係指併購公司以現金做為合併對價，目標公

司之股東將以股權換取現金，從而無法參與合併後公司之經營。對此，我國並未

禁止，相關法規如企業併購法第 4 條亦規定，現金得作為合併中取得股份之對

價，蓋因現金逐出合併仍有其經濟效益。此外，本合併案亦採用「兩階段現金逐

出(two-step cash-out merger)」，我國相關法令並未明確定義，也未明文禁止。意

即收購者先於第一階段取得具有控制性之持股，再於第二階段以現金為合併對價

逐出少數股東，倘少數股東不滿意現金收購價格時，則可依我國公司法第 317 條

與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之非訟程序，請求法院裁定公平價格。 

本案雖僅是請求公平價格裁定之非訟事件，但實則除了牽涉到所有公平價

格鑑定的問題，亦牽涉到控制權溢價歸屬所影響到公平價格的部份，更涉及到所

謂的董事及控制股東之忠實義務，以下探討也將以此為主軸。 

 

第一項  案例事實 

盛澤股份有限公司為美商凱雷集團(The Carlyle Group)下的轉投資公司，其

美商凱雷集團持有百分之百的股份的子公司。東森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東森媒體公司」)於 95 年 3 月 7 日第 4 屆第 15 次臨時董事會決議通過申請撤

銷公開發行，嗣於同年月 20 日經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核准該

公司不繼續公開發行；而盛澤公司於 95 年 6 月至 8 月間以每股 32.5 元的價格，

大量收購非公開發行公司東森媒體公司之股份，進而持有該公司股份 9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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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澤公司因持有東森媒體公司股權已超過 90%，故依企業併購法第 19 條之

規定，於 95 年 8 月 2 日經雙方董事會決議進行簡易合併，東森媒體公司參酌獨

立專家安侯國際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安侯公司）所出具之合理性意

見，分析該公司每股價值區間約為 24.4 元至 26.8 元，遂決議以每股 26 元作為本

合併案之對價，合併基準日為 95 年 8 月 10 日，合併後盛澤公司為存續公司，東

森媒體公司為消滅公司。其後，盛澤公司於 95 年 8 月 11 日與其持股 100%之子

公司東禾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依同法第 18 條規定經董事會決議進行合併，合併基

準日為 95 年 8 月 12 日，合併後盛澤公司為消滅公司，東禾媒體公司為存續公司，

並使東禾媒體公司更名為「東森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聲請裁定公平價格之聲請人為東森媒體公司之未持有控制性股權的股東，

相對人為東森媒體公司。聲請人認為於 95 年 6 月至 8 月間大量收購前東森媒體

公司大股東之股份，卻以每股 26 元的價格支付少數股東，而且在 95 年 4 月間透

過前東森媒體公司向部分股東利用資訊不對等地位，先向不知情股東以每股 20

元收購該公司股份，因而向臺北地方法院提起裁定公平價格之訴。 

本案係針對少數股東收買請求權之公平價格加以評斷，於一、二審法院所

裁定之公平價格並不相同，所述之理由仍著重於控制權溢價歸屬何人而有不同之

價格判斷，但實則牽涉控制權交易中之各方面問題，而我國法規似無法滿足控制

權交易中所牽涉各層面之問題，將於以下章節探討。申請公平價格裁定之少數股

東眾多，裁定書不甚繁舉，故一審法院之裁定見解以臺北地院95年度司字第779

號裁定為代表，裁定之價格為包含控制權溢價的32.5元；爾後僅一少數股東未經

東森媒體科技公司抗告而維持原判，其餘一審法院之裁判，皆經東森媒體公司抗

告，而二審法院之裁定見解以臺北地院96年度抗字第167號裁定為代表，裁定之

價格為不包含控制權溢價的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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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yle group case

100%持有

6~8月間收購90.37%

8月2日簡易合併

盛澤為存續公司 100%持有

8月11日合併

更名 東禾為存續公司

Carlyle group 盛澤公司

東森媒體科技公司

東禾媒體科技公司

 

 

<圖一>  作者自行整理 

 

第二項  法院裁定 

第一款  臺北地院 95 年度司字第 779 號裁定 

法院裁定本合併案之公平價格為 32.5 元，理由如下：  

一、 32.5 元為經審慎精算評估後之價格： 

(一) 證券交易稅稅單所載交易金額 : 

合計卷附盛澤公司向前東森媒體公司主要股東購買股份證券交易稅稅單所

載交易金額，高達 24,067,234,906 元，如此龐大之交易金額，盛澤公司當非一時

興起，亦非草率決定，當係經審慎精算與評估，認為前東森媒體公司之股份於當

時每股有 32.5 元之價值。 

(二) 股市重大交易訊息在卷可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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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有其證券交易稅稅單在卷可按外，並有該公司公佈之股市重大交易訊息

在卷可憑，而據該重大交易訊息所載，東森媒體公司之大股東係依證券分析專家

蔣為峰出具之審查意見，而決定以每股 32.5 元之價格出賣所持有之前東森媒體

公司股份，足見東森網路公司亦係經審慎評估，而出售所持有前東森媒體公司之

股份。 

二、 公平價格不應包含控制權溢價，不為控制股東所獨享： 

(一) 控制股東定義不明，控制權溢價究竟歸於何人不明確： 

雖然安侯公司針對盛澤公司合併東森媒體公司之合併價格出具合理性意

見，認為合併當時前東森媒體公司每股之合理價格為 24.4 元至 26.8 元之間，其

與主要股東出售持股予盛澤公司每股 32.5 元有所差距，係因主要股東出售之價

格包含控制權溢價及商業保證云云。然查，觀諸相對人所提出之證券交易稅稅單

所示，出賣股份與盛澤公司者，並非全然屬於相對人所稱之主要股東，如蔡明興

出賣 3,501 股、王令麟出賣 3,904 股、施惠秋及夏智亮各出賣 17,952 股、夏陳素

月及夏慧如分別出賣 159,832 股與 65,824 股、吳芳怡出賣 23,936 股、泰盛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出賣 166,000 股，渠等如何得享有控制權溢價，另聲請人之ㄧ為友

吉公司持有 13,256,000 股，與相對人所檢附之證券交易稅單上之出賣人相較，實

非屬小股東，其為何不得享有控制權溢價，足證相對人所稱控制權溢價並非可

採。且以 32.5 元出售股份之股東，與異議股東，均為普通股，所持有之股份數，

多數亦未較聲請人多，並無合理之證據，足認渠等持有之股份應較聲請人等享有

更大之利益。 

(二) 前東森媒體公司規避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有違誠信及公平

原則： 

前東森媒體公司於 95 年 3 月間聲請撤銷公開發行，盛澤公司於 95 年 7 月

間大量購買該公司股票，如前所述，盛澤公司大量購買該公司股票，必經其審慎

評估，而買方與賣方必經一段時間之磋商，但本案前東森媒體公司撤銷公開發行

與盛澤公司大量購買該公司股票兩者時間之緊接觀之，部分聲請人主張該公司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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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股票之公開發行，在規避證券交易法之規定等語，應堪採信。法院認為，前東

森媒體公司與盛澤公司合併，以盛澤公司為存續公司，盛澤公司於九日內，復再

與東禾公司合併，以東禾公司為存續公司，東禾公司再更名為現之東森媒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其主要目的為何，固不可得而知，然附隨之目的，在於消滅前東

森媒體公司之小股東，以純化公司之股份持有者，則甚為明確。又如前所述，證

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之目的在於確保全體股東均有公平出售股票的

權利，並能分享控制股份之溢價利益，同時讓股東在公司經營權發生變動時，得

選擇退出公司，因此，本諸誠實信用原則，前東森媒體公司聲請撤銷公開發行以

規避上揭規定之適用，自應責令概括承受其權利義務之相對人，以同樣之價格向

異議股東購買渠等之股份，始符合公平原則，俾以保護弱勢小股東。本諸衡平原

則，亦應認為每股 32.5 元，為合併時之公平合理價格。 

三、 本案涉及董事受託義務之問題，於非訟事件中不處理： 

前東森媒體公司之少數股東認為前東森媒體公司之控制股東於 95 年 4 月間

透過前東森媒體公司向部分股東以每股 20 元收購該公司股份，卻於 95 年 7 月間，

轉手以 32.5 元之價格售出，獲得暴利云云；主張如渠等早已知將以高於 20 元之

價格交易該公司股票，要屬其是否涉及詐欺之問題，與本案係決定合併時公平合

理價格不同，決定公平合理價格，並無補償或懲罰之性質。 

 

第二款  臺北地院 96 年度抗字第 167 號裁定 

本件裁定合併案之公平價格為 30 元，認為公平價格不應包含控制權溢價，

而與前述臺北地院 95 年度司字第 779 號判決意見相左，理由如下： 

一、 30 元為公平合理價格 : 採用自由現金流量和隨機漫步模式，永續成長率

估計不低於物價上漲率百分之二及考量股票成交價格變動區間於 11.52％至

13.02 ％等因素。 

法院認為，如係上市股票，依非訟事件法第 89 條第 2 項規定，法院固得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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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當地證券交易所實際成交價格核定之，惟前東森媒體公司所持有之系爭股票均

係未上市、上櫃之股票，並無客觀、普遍性之公開交易市場價格，本院為審酌系

爭股票於前東森媒體公司董事會決議日（即 95 年 8 月 2 日）之公平價格，依職

權委請臺北市會計師公會指派之陳昭裏會計師鑑定結果略以：1. 依前東森媒體

公司提供之財務報表等資料，評估前東森媒體公司所採用專家出具之價值分析報

告進行鑑定，除基於可供使用方法之判斷差異而對價值有所調整外，認為前東森

媒體公司委請獨立專家安侯國際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之價值分析分析報

告，作為評估股權權益的公平價值，應屬適當。2. 前東森媒體公司所執價值分

析報告係採用自由現金流量作估計折現現金流量之依據，而自由現金流量係由基

礎期之現金流量與永續經營期之現金流量之總和估計而得，經考量前東森媒體公

司公司已存在之所得稅利益而調整增加基礎期自由現金流量 47 百萬元，認為採

用隨機漫步模式預估，亦即以 101 年之預估自由現金流量作為永續價值之依據較

為合理，調整原專家報告所採用 98 年至 101 年之自由現金流量平均值方式；另

關於永續成長率的估計，應不低於物價上漲率百分之二較為合理，調整原專家報

告所採用之百分之一。因而調整增加折現前自由現金流量 7340 百萬元，由原

57057 百萬元調整至 64397 百萬元，折現後自由現金流量由 32826 百萬元調整至

36609 百萬元，進一步調整計息負債、多餘資產及市場性折價後，股權價值為

25797 百萬元，每股價值由 25.61 元調整至 29.01 元，合理價格區間則由 24.4 至

26.8 元調整為 27.56 至 30.46 元。3. 再經鑑定人最後整體評估結果，前東森媒體

公司公司股東權益之公平價格在 27.56 元至 30.46 元之間，惟考量前東森媒體公

司公司業務特性，取得特許執照之不易及評估基準日前 3 個月舊東森公司每月平

均股票股票成交價格變動區間於 11.52％至 13.02 ％等因素，在上述每股合理價

格區間中，認為前東森媒體公司之每股公平價值趨近於 30.46 元，若以 30 元作

為每股價格之公平市價應屬合理。本件鑑定人所鑑定系爭股票基準日雖係依循原

獨立專家出具報告所載股票交易基準日（即 95 年 7 月 15 日），並非前述前東森

媒體公司董事會決議日，惟依鑑定人陳昭裏證稱：「95 年 8 月 2 日開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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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會做一些準備工作，鑑定標的股票價格基準日 95 年 7 月 15 日距離董事會

召開期間，尚屬正常，故不影響系爭股票價值」。 

二、 公平價格應包含控制權溢價，為控制股東所獨享： 

(一) 控制股東本有控制權私利，可獨享其價值，控制股東不能單純以持股認定： 

公司重組過程中，大小股東是否應該獲得同等對待，即關於控股溢價收益

是否正當，固有部分學者主張，當控股股東出買其股份時，每一位同類股份的其

他持有者應被賦予同樣的出賣其股份的權利，即所謂「機會均等理論」（The equal 

opportunity rule），因認控股股東所取得的控股溢價收益應屬不當。惟按：從公

司實際經營層面觀之，有控制權股東與一般不具控制權股東所持有之股份，對公

司的影響顯有不同，除法律明文規定外（例如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1 以下針對

公開發行公司所為規定），因大股東所持有的股份規模對公司經營的影響力甚

钜，要求公司的大股東和小股東以相同的價格出售其股份並不合理。鑑定人陳昭

裏亦認：「公司法就公司重大決策有規定不同表決門檻，若能掌握表決門檻，就

能掌握公司經營權，故為達到表決門檻，要付出一定溢價，高於原企業應有價值」

等語，是公司進行併購時，收購者從被收購對象之大股東處購買之股份，絕非單

純股票本身之價值，尚包括取得對被收購公司之控制力，進而使被收購公司得按

符合自己利益方式經營，降低其投資風險，以減少投資成本，從而被收購公司大

股東持有之股份因其持股規模享有高於零散股份的「控制溢價」，尚難謂有何不

當。至於盛澤公司收購對象中之蔡明興、王令麟、施惠秋、夏智亮、夏陳素月、

夏慧如、吳芳怡、泰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股東持股比例或許不高，惟享有控制

權之大股東未必以本人名義持股，尤其王令麟更經檢察官認定係前東森媒體公司

之大股東及實際負責人，即不能以單純持股數量認定是否為享有公司控制權之股

東。是前東森媒體公司指稱：盛澤公司向大股東購買之價格包含控制權溢價等，

即非無據。 

(二) 前東森媒體公司已非公開發行股票，不適用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1 第 3 項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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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1 第 2 項、第 43 條之 2 固就公開發行公司規定

應採取強制公開收購制度，使控制權溢價由全體股東共用，惟本件系爭股票於盛

澤公司收購時非屬公開發行公司股票，即難謂有上開證券交易法規定之適用。至

前東森媒體公司於 95 年 3 月 7 日第 4 屆第 15 次臨時董事會決議通過申請撤銷公

開發行，嗣於同年月 20 日經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核准該公司

不繼續公開發行，似有規避證券交易法第 2 章第 2 節公開收購需向主管機關申報

取得股份之目的、資金來源等相關規範之嫌，固值訾議，惟上開程序既係依循法

定程序，且經主管機關核准，自屬合法，法院即難責令收購公司仍應依上開證券

交易法規定，以相同價格向異議股東購買持股。況在公司重組過程中，基於前述

機會均等理論，使大小股東獲得同等對待，固得以加強對小股東利益的維護，但

過於嚴格的適用亦有阻礙正常交易之虞，參酌民法第 148 條第 1 項：「權利之行

使，不得違反公共利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倘收購者以溢價購買股權，

其目的在剝削少數股東出售股權機會，即應當讓少數股東分享溢價以阻止其交

易；倘收購者以溢價購買股權，僅係單純反應控制股與少數股在價值上不同，並

非故意剝削少數股東權益，則少數股東即無主張溢價分享以阻止該交易之理由。 

三、 本案涉及董事受託義務之問題，於非訟事件中不處理： 

公司負責人應受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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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行，如有違反法令

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連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

第 2 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盛澤公司收購舊東森公司百分之九十股權之過程，前

東森媒體公司原有經營者王令麟蓄意隱匿凱雷集團將以每股 32.5 元收購之訊

息，先後向張文龍等小股東發出收購股權要約，致張文龍等小股東陷於錯誤，為

每股 20 元賣出之決定，辦理股權轉讓屬實，則王令麟或其他舊東森公司負責人

違反受託執行義務，應否對前東森媒體公司少數股東負損害賠償責任問題，前東

森媒體公司原有經營階層如未受託執行業務，證明其現金逐出合併之交易條件係

以公平對待相對人等少數股東之方式為之，藉此謀取私利，致相對人受有損害，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

應由相對人另循訴訟途徑主張損害賠償，非本件裁定股票收買價格非訟事件所應

斟酌。 

本案涉及董事忠實義務之問題，於非訟
事件中不處理

本案涉及董事忠實義務之問題，於
非訟事件中不處理

控制權溢價為控制股東所獨享 :
(1)控制股東本有控制權私利，可獨享之，控制股
東不能單純以持股認定

(2)已非公開發行股票，不適用證券交易法第43條
之1第3項規定

控制權溢價不為控制股東所獨享 :
(1)控制股東定義不明，控制權溢價究竟歸
屬於何人

(2)規避證券交易法第43條之1第3項規定，
有違誠信及公平原則

30元為公平價格
(1)採用自由現金流量和隨機漫步模式，永續成長
率估計不低於物價上漲率百分之二

(2)考量股票成交價格(市價)變動區間於11.52％至
13.02 ％等因素

32.5元為公平價格
(1)證券交易稅稅單所載交易金額

(2) 股市重大交易訊息在卷可憑

臺北地院96年度抗字第167號等判決要
旨(二審法院)

臺北地院95年度司字第779號等判
決要旨(一審法院)

<圖二> 作者自行整理 

 

第二節  本案爭點與我國規範與實務見解之探討 

第一項  本案爭點 

本案之爭點一是對於控制股東的定義之見解不同，在一審法院以股份多寡

來認定，而二審法院則認為控制性股東未必以本人名義持股，不能單純以持股數

來判定是否為控制股東，而控制股東之定義未明，更遑論控制權溢價之歸屬。同

一問題法院卻有兩種截然不同之解釋，此乃由於我國法對控制股東之定義不明確

所致，因此，於以下將先介紹我國對控制股東定義之缺陷，於下章節再介紹美國

對控制股東如何做實質上與形式上的認定，以茲為我國法規之參考。 

本案之爭點二在於本案不審理之董事或控制股東受託義務的問題，蓋因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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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訟程序講求簡易、迅速，採職權探知主義、不公開主義，原則上不開言詞辯論、

兼採書面審理主義，採自由之證明，因此有程序簡便、迅速、經濟之優點。然異

議股東收買請求權之訴訟原存在控制股東與少數股東潛在之利益衝突，而非單純

鑑定公平價格之平和過程。倘於裁定公平價格而未將控制股東與少數股東的利益

衝突考量進去，未審理控制股東或董事之受託義務，而由少數股東再另行訴訟，

非但未能使公平價格之裁定達到所謂的公平，對少數股東之保護甚不周延且增加

少數股東多次繁瑣之訴訟成本，有違非訟程序原所訴求的訴訟經濟之原則，為我

國法規設計上所未考量之點。應重新考量股份收買請求權是否不應經由非訟程

序，而讓控制股股東與少數股東有言詞攻防，以解釋並維護自身的利益，或可參

考美國異議股東收買請求權，於衡量公平價格時，需考量所有影響公平價格之因

素，得直接審理控制股東或董事未盡受託義務之責。 

本案之爭點三即控制權溢價歸屬問題，實則也為公平價格評定之ㄧ環。此

爭點以市場交易自由，就促進有效率之併購而言，市場上如有更大之經濟誘因，

如所謂的「控制權溢價」，用以換取公司之控制性的持股以掌握經營權，法律實

著無須特別強制，介入買賣雙方之契約自由。因契約本是具體個別規範當事人間

之權利義務，基於私法自治原則，在不違反公序良俗及法律強制規定之下，人民

可以自由決定契約內容及對象，乃契約自由原則。例如，有A、B兩人同時願意

購買屋主C的一間房子，A預見C的房子未來都更之效益，願付比B高十倍的價格

購買C之房子，實難看出若C將房子賣給願出高價的A時，有任何的法規範需要加

以箝制。然反之，若有藉此控制權溢價之名義，不當侵害其他第三人如少數股東

之利益時，法律則有強制介入之必要性。因此，若有買方願以較少數股東為高價

的價格購買控制股東的控制性持股，且交易程序及價格均不悖離法規範或常態，

亦無侵害少數股東之虞，實難看出控制股東的控制性持股比少數股東之持股以較

為高價的價格出售時，有何違法？因此，本案中存在著控制股東之股份價值與少

數股東之價值的差異，有以「控制權溢價」而為解釋，而本案之二審法院亦表明

「基於機會均等理論，使大小股東獲得同等對待，固得以加強對小股東利益的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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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但過於嚴格的適用亦有阻礙正常交易之虞」，顯示法院亦強調控制股東與少

數股東間權益平衡之問題。 

然控制權溢價實為一複雜之概念，若簡單地以公司內部持股性多寡來解釋

價值差異的概念，將會邏輯推演出侵害少數股東利益之疑，因此以外部契約自由

原因解釋或較為可行。因此，控制權交易中，應尊重契約自由之原則，促進有效

率之併購，而非一味的禁止控制股東出售控制性持股，否則也應視為對控制股東

的不當權利侵害。法律於控制權交易中應規範的是，控制股東擁有的控制權利

益，在控制權交易時，如何在合法的程序下完成控制權交易且無侵害少數股東之

利益；以及控制權交易後，異議股東應有的救濟方式和權利。 

 

第二項  我國法下關於控制股東之定義 

第一款  公司法下關於「控制股東」之定義 

我國公司法對於控制股東之定義，並未如美國法從形式上的投票權和實質

上影響力加以認定，但對於控制與從屬公司之定義則有明文規定，從關係企業的

整體構造而言，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在法律上為各自獨立之公司法人，但就其控

制與從屬關係所形成企業團隊經營綜效(Synergy)，關係企業不啻為經濟上的一個

實體(Enterprise Entity)，其性質類似於控制公司在法律上的工具11，因此控制股

東由此解釋之似較為妥適。因此，西元1997年公司法增訂關係企業之章節，對於

公司間是否為控制與從屬之關係，以及其公司間的權利義務關係、企業間交叉持

股有所規範，但實際上股東權在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的企業支配關係一旦形成之

後，其公司法上所設計原有股東權的監控機制，亦因隸屬二個以上不同法人格的

公司個體而無法實現，恐有被架空之虞12。 

在公司法關係企業章中，先是對「關係企業」之定義與類型在第369條之1

                                                 
11 廖大穎，論關係企業的內部監控與股東權之保護—兼評完全控股的一人公司制度，經社法制

論叢，31 期，頁 35，2003 年 1 月。 
1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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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為：「本法所稱關係企業，指獨立存在而相互間具有下列關係之企業：一、

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公司。二、相互投資之公司。」此定義僅限於公司對他公司

持股（或出資）始有關係企業章之適用，對於非公司組織之營利事業或私法人、

政府或自然人等皆不在其適用範圍，因此可以藉此規避之如利用非法人團體實際

控制公司而不受關係企業章節所規範13。而所謂相互投資公司規定，依第369條

之9第1項：「公司與他公司相互投資各達對方有表決權之股份總數或資本總額三

分之一以上者，為相互投資公司。」然公司法第369條之9第2項則規定：「相互

投資公司各持有對方已發行有表決權之股份總數或資本總額超過半數者， 或互

可直接或間接控制對方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互為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

意為二公司相互持有對方公司股份（或出資額）達三分之一以上始屬相互投資公

司，而相互持有對方股份總數超過二分之一時，則進一步成為對方之控制與從屬

公司，不僅需適用第369條之10所定相互投資公司表決權行使數量限制以外，亦

受到本法其他有關控制與從屬公司之法律規範14。惟亦有學者認為15，台灣實務

操作上實際僅須持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表決權即可有效控制公司，因此，現行規範

並無法有效防止公司經營者利用相互投資機制，操縱股東會排除公司監控機制，

並以此永保經營權。有鑑於此，學者有建議對於相互投資公司表決權行使之限制

似應更為嚴格，建議可降低行使表決權之比例至四分之一（德國股份法規定四分

之一）或五分之一16。 

而在控制與從屬公司方面，形式上以持有具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之比例認

定是否為關係企業，依第369條之2第1項之規定：「公司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之

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公司已發行有表決權之股份總數或資本總額半數者為控制

公司，該他公司為從屬公司。」倘若「他公司」為股份有限公司，則認定基準為

                                                 
13 劉紹樑，論關係企業法，經社法制論叢，21期，頁8，1998年1月。 
14 洪貴參，關係企業法─理論與實務，元照出版，頁 217，1999 年 3 月。 
15 洪秀芬、陳貴端，交叉持股對公司治理之影響，財金論文叢刊，1 期，頁 77，2004 年 6 月。 
16 同前註，德國股份法第三二八條第一項規定，相互參與企業（Wechselseitig beteiligte 
Unternehmen，類似我國之相互投資公司），其表決權之行使以他企業已發行股份總數四分之一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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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總數」；倘「他公司」為有限公司或兩合公司，則以「資

本總額」為基準17。另亦採實質上之認定標準，依第369條之2第2項之規定：「除

前項外，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亦為控制公司，

該他公司為從屬公司。」惟有學者認為18，重點應該在於所謂「人事」、「財務」

或「業務經營」之定義為何，若將此所涵蓋事項範圍作寬鬆之認定，則難以想像

有何等事項係影響公司經營，而無法歸入此三者之涵蓋範圍者。此外，公司法尚

有針對我國多為家族企業且交叉持股情況嚴重之現象所設之實質認定標準，依公

司法第369條之3規定：「有左（下）列情形之一者，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

一、公司與他公司之執行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數以上相同者。二、公司與他公司

之已發行有表決權之股份總數或資本總額有半數以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

者。」其中所謂「相同之股東」，不以單一股東為必要，而得為複數股東之合計

持有；且不問其為法人股東或自然人股東19。對於此條之規定，似為第369條之2

第2項之延伸規定，但若要刻意規避亦可用人頭充當董事，有無其必要性，學者

亦有正反不同意見20。 

 

第二款  其他法規範關於「控制股東」之定義 

相較於我國公司法未對控制股東下定義，我國於其他法規中卻可見有關控

制性持股的相關解釋，尤其於已修正的「金融控股公司法」的中第4條明確規定

「控制性持股」之定義為「指持有一銀行、保險公司或證券商已發行有表決權股

份總數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之二十五，或直接、間接選任或指派一銀行、保險公

                                                 
17 林國全，控制從屬公司之形式認定基準，月旦法學雜誌，77期，頁17，2001年10月。 
18 林國全，公司法上之關係企業規範，收錄於「跨世紀法學新思維──法學叢刊創刊五十週年」，

法學叢刊社發行，頁387，2006年1月。 
19 同前註 14，洪貴參，頁 392。 
20 或有認為若是偶然的人事交錯則賦予過度嚴苛之責任；或有認為藉由變更董事，以規避成為

所推定之控制從屬關係。詳見洪秀芬，公司法「關係企業」規範之疑義與缺失，東海大學法學研

究，17期，頁280，2002年12月；同前註13，劉紹樑，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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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或證券商過半數之董事21。」可窺見本條以持股比例的形式標準作為認定基

礎。此外，同條亦對「大股東」定義為「指持有金融控股公司或其子公司已發行

有表決權股份總數或資本總額百分之五(修正前為百分之十)以上者；股東為自然

人時，其配偶及未成年子女之持股數應一併計入本人之持股計算。」此定義方式

和證券交易法法第22條之2第1項股份轉讓規定和同法第157條第1項短線交易歸

入權之規定有關「發行股票公司董事、監察人、經理人或持有公司股份超過百分

之十之股東……」雷同，係仿自美國法「受益所有人(beneficial owner)」之概念22，

惟大股東之概念與控制性持股不可等同而論，且我國證交法對大股東之定義並未

含有控制股東之定義23。 

另有學者認為24，倘以持股比例之形式標準論斷控制性持股，其比例應約介

於20%至三分之一之間，理由如下。第一、我國證交法第43條之1條規定，倘一

公司欲在50天內取得他公司20%之股份時，該公司應採取公開收購方式為之。第

二、公平交易法第6條第1項規定，所謂「事業之結合」，其中第2款「持有或取

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一以上者」

之規定。第三、前述公司法第369條之9之規定。第四、引用實証分析我國2000

年的上市公司資料發現，最大股東所擁有的投票權平均為26.53﹪。 

因此，我國公司法對控制股東的定義甚為不明確，僅有在金融控股公司法

裡有明文規定形式上持股比例之認定，但持股比例仍不應為控制股東之唯一考

量，因為仍有許多非以本人名義持股的控制股東，故應再加上實質上對於公司之

營運或管理是否具有控制性的影響力來輔以判定，如美國法下對控制股東之法規

範，方為完善。 

 

                                                 
21 中華民國 98 年 1 月 2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010881 號令修正公佈。 
22 劉連煜，新證券交易法實例研習，頁 343，2008 年 9 月增訂 6 版。 
23 同前註，頁 378。 
24 朱德芳，論公司法下董事會發行新股之權限與責任－以公司法第 156 條第 6 項股份交換制度

為核心，兼論股東優先認股權，逢甲財經法律學術研討會 2009 年－資本市場與企業法制學術研

討會（六），頁 23-24，2009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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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我國法下控制股東之責任與義務 

我國既未就控制股東為定義，自然對於控制股東之責任與義務並無規範，

但學者多認為控制股東即使未擔任公司董事或經理人，然對公司行使控制力時，

該控制股東就必須對少數股東負起類似董事之受託義務，控制股東有義務不得剝

削公司或犧牲少數股東之利益25。因此，當控制股東為自然人時，如類推適用我

國公司法第23條第1項之規定，由於其與民法上之委任契約之解釋上不同，而且

適用及規範對象也僅止於公司負責人與公司之上，對於控制股東本身之約束而言

難有實效，倘以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行為而為之請求，少數股東雖可突破公

司股東有限責任原則之保護傘26，但仍須依一般侵權要件舉證控制股東之不法，

似乎加重少數股東之舉證責任負擔而有所偏頗不公平。 

倘若控制股東為法人時，一般係認為控制公司應對從屬公司負有最高程度

之受託義務及公平義務27。可以適用公司法中關係企業章節中的第369條之4的

第1項規範「控制公司直接或間接使從屬公司為不合營業常規或其他不利益之經

營，而未於營業年度終了時為適當補償，致從屬公司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責

任。」第2項則規定控制公司負責人需與控制公司負連帶賠償責任，同條第3項

則規定：「控制公司未為第一項之賠償，…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總數或資本總額

百分之一以上之股東，得以自己名義行使前2項從屬公司之權利，請求對從屬公

司為給付。」其中所謂「不合營業常規或其他不利益之經營」語意不明，為不

確定之法律概念，蓋因關係企業為追求綜效，該交易雖對子公司不利益，但整

體可獲得之利益遠大於不利益，所以應以整體企業利益考量，仍有不合營業常

規或其他不利益之經營，方為此處所指非常規交易或其他不利益經營28。惟有

                                                 
25 劉連煜，關係人交易與控制股東之義務，月旦法學雜誌，116 期，頁 235-236，2005 年 1 月。 
26 股東有限責任原則之確立，可降低監督股東行為之監督成本，惟公司之經營者或控制股東於

執行業務而侵害他人之權益，並不與侵權法理有所衝突，除公司應負其侵權行為責任外，經營者

亦應負侵權行為之責任。See Timothy P. Glynn, Beyond "Unlimiting" Shareholder Liability: 
Vicarious Tort Liability for Corporate Officers, 57 VAND. L. REV. 329, 339-340 (2004). 
27 王泰銓、王志誠，公司法新論，頁 705，2006 年 10 月四版。 
28 方嘉麟，關係企業專章管制控制力濫用之法律問題（一），政大法學評論，63期，頁303-304，

2000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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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持相反意見29，認為公司關係企業之經營綜效為管理學之概念，公司法實

無介入之必要，否則依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之完整的獨立法人格基礎，所衍生

損益補賠之必然性結果，而產生第1項後段控制公司先補償，後賠償之原則。意

即若經適當的補償者，即屬合法化之企業行為，因而導致行為與損害賠償責任

的因果關係難以詮釋，尤其當控制公司之控制股東對從屬公司所為之不利益係

為自己圖利之意，適用本條補償機制即有減輕應負之民事或刑事責任之疑慮

30。因此，關於此第1項規定，立法技術上實有瑕疵，因其規範之控制公司責任

屬於補充性責任，乃本於揭穿公司面紗的法人格理論，係對債權人之責任歸屬，

但相對於對從屬公司少數股東之保護係屬支配股東之受託義務違反，非屬補充

性責任，不能混為一談31。 

至於控制股東對於少數股東之壓迫行為，如本案之現金逐出合併，侵害少

數股東利益，少數股東除異議股東收買請求權，可依國公司法第 317 條、第 187

條或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的非訟程序來請求法院裁定價格之外，似無其他可尋求

救濟之方式。但依我國公司法第 11 條之規定：「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

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之聲請，於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

見，並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前項聲請，在股份有限公司，應有繼續

六個月以上持有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東提出之。」得訴請法院

解散公司。而關於「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在最高法院 76 年度

台抗字第 274 號裁定認為「係指公司設立登記後，開始營業，在經營中有業務不

能展開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將導致難以彌補之虧損的情形而言」。然法院有

參經濟部之解釋認為「公司因股東意見不合無法繼續營業，而其餘股東又不同意

解散時，公司之股東得依公司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解散32。」而

有學者認為，少數股東對於控制股東所為之壓迫行為可以此解散裁判訴權尋求救

                                                 
29 同前註 11，廖大穎，頁 55-66。 
30 同前註 28，方嘉麟。 
31 同前註 14，洪貴參，頁 63。 
32 臺灣士林地方法院 92 年度司字第 12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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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33，然實務上礙於「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不確定法律概念，

對於實質受傷害之少數股東難謂有周全之保護。因此，少數股東對於控制股東之

壓迫行為，僅能如同本案此非訟事件之訴訟，僅限於對公平價格之裁定，對於所

謂的違反董事受託義務或股東之不公平對待的壓迫行為均不再所問，實為立法之

不周。 

因此，我國法規亦未對控制股東之責任與義務有所規範，蓋因控制股東僅

於行使控制力時，方有規範之必要性。但未有明文規定控制股東之責任與義務恐

成控制股東為自我私利而不當攫取公司資源，侵害第三人權益之捷徑；此外，亦

未規範對控制股東若行使控制力而侵害第三人利益時，第三人可茲為補償或救濟

的方式，此皆為我國法規設計上之缺漏，或可參照美國法規以董事受託義務架構

控制權交易之原則，避免控制股東行使控制力時不當侵害其他少數股東之利益，

並賦予少數股東於控制股東行使控制力時不當侵害其他少數股東之利益之事後

的各種救濟方式。 

 

第四項  我國法下之控制權溢價之歸屬 

我國法對於控制權溢價之歸屬之相關規範，有學者認為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

之 1 第 3 項規定「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取得公開發行公司已發行股份總

額達一定比例者，除符合一定條件外，應採公開收購方式為之。」34其公開強制

收購之立法目的在使公司經營權發生變動時，，全體股東均有公平出售股份的權

利，並能分享控制股份之溢價利益，使股東得選擇退出公司之股東應賣的權利。

此觀點即採歐盟控制權溢價歸屬之觀點，所採行之強制公開收購之原則係為股份

平等原則35。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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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王志誠，閉鎖性公司少數股東之保護，政大法學評論，89 期，頁 258，2006 年 2 月。 
34 賴英照，公開收購之法律規範，金融風險管理季刊，1 卷 2 期，頁 75-95，2005 年。 
35 歐盟強制公開收購之意旨在保護小股東，創造公平競爭之交易環境，故採股份平等之概念無

所謂之控制權溢價的存在，理由詳見本文第 3 章第 3 節第 3 項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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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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股份總額百分之二十相當於歐

盟收購指令中的控制權收購門檻。 

歐盟雖有明文規定控制權溢價歸屬之問題，但卻為經濟學家所詬病。相較

於美國證交法，則無強制公開收購之規定，僅有少數州(如Maine州)規定個人或

取得公開發行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數達百分之二十五者，須對其他股東以公平價

格發出要約等類似規定36。因此，在美國法架構下，對於控制權交易所衍生之少

數股東保護問題，均係以董事受託義務與證管會資訊揭露原則等制度加以建構，

而不另闢強制公開收購制度，但對公開收購仍有規範，即威廉斯法案，其主要內

容包括：1934年證交法§13(d)規定，任何人取得公開發行公司逾5%以上的股權證

券（equity security），應於10日內向證管會申報，並通知該公司及證交所；§13(e)

規定，公司買回本公司或關係企業(affiliated corporation）股權證券時，應遵守一

定的程序。§14(d)規定，任何人公開收購公開發行公司逾5%以上的股權證券時，

至遲應於寄發購買要約時，同時向證管會申報並通知目標公司及證交所。§14(e)

為反詐欺條款，禁止公開收購相關的檔有任何虛偽隱匿的情事37。而於日本，亦

如美國有公開收購制度，但卻允許要約人自訂條件，故原則上採取美國模式而非

如英國之強制公開原則以完全保護少數股東38。 

相較之下，我國證券交易法第43條之1第3項之立法理由有稱參考英國強制

公開收購之制度39，然實則我國強制公開收購制度與英國之強制公開收購制度並

不相同。茲分述如下：  

第一、規範目的與法律效果不同。各國於強制收購之構成要件雖不盡相同，

但其基本架構均為『任何人或與他人共同取得一公司一定比例之股份(通常為百

分之三十)，造成「控制權移轉」時，必須對其餘「所有股東」全面為公開收購

                                                 
36 Rolf Skog, The Takeover Directive – An Endless Saga, 13 EUROPEAN BUS. L. REV 301 (2002). 
37 同前註 34，賴英照，頁 76。 
38 參閱余雪明，證券交易法，台北：財團法人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頁83，2003年。 
39 證交法修正草案的說明指出「為避免大量收購有價證券致影響個股市場之價格，爰參酌英國

立法例，納入強制公開收購之規定。」參閱立法院公報，90卷59期，頁17；91卷10期，頁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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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要約。』然我國法之現行規定，僅係要求預定取得股份達一定比例以上採公開

收購，而非針對欲取得控制權情況下，要求公開收購。而且英國強制收購係以自

律規章規定，原則上不具刑責之效果，但我國法對於違反強制收購者則以證券交

易法第一百七十五條刑責加以約制40。 

第二、非完全股份平等原則架構。依英國法，公開收購人如其所持有股份

加計擬收購的數量，達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數30%以上者，應向持有其餘70%股

份的全體股東，依相同條件提出要約，並對於應賣的全部股份負收購義務；而我

國法則是如擬收購20%股份，雖應向公司全體股東發出收購要約，但收購數量仍

為20%，如應賣的股份超過20%時，則依比例收購。因此，我國的強制公開收購

僅係禁止向特定人協議認購，但公開收購的數量仍為原計畫收購的比率。英國法

則強制收購人應收購全部應賣的股份，成本相對較高41。 

第三、賦予股東收買請求權之對象不同。我國證交法雖不採英國式的強制

收購制度，但公司法對於公司為重大事項的決議時，又賦予股東請求公司收買股

份的權利，實質上亦為強制收購的規定，但收買股份的義務人為公司（即目標公

司），而非公開收購人，此點與英國不同42。 

因此，不難察覺法院或學界對控制權溢價歸屬問題皆有正反之見解。然我

國學者亦有認為證券交易法第43條之1第3項強制公開收購，與「控制權溢價獨享

原則」並無衝突，蓋因強制公開收購之股權係向全體股東而非特定股東所購買，

買方給付之相同溢價為理所當然，而本案採用撤銷公開發行之方式以規避公開收

購義務，是市場自行調節的普遍作法43。然此見解之理論基礎不知為何，因為強

制公開收購之意旨就是使控制權溢價均享，而究竟是不採強制公開收購原則要以

促進併購效率，或是將公開收購以致小股東受壓迫之現象採行管制，本為兩難之

                                                 
40 林黎華，我國強制收購制度規範內容與適用疑義之探討(下)，集保月刊，138 期，頁 19，2005
年 5 月。 
41 同前註 34，賴英照，頁 82。 
42 同前註。 
43 章友馨，齊頭式公平是真公平嗎？─從凱雷收購東森媒體案論股份收買請求權公平價格之裁

定，月旦財經法雜誌，13 期，頁 145，2008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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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第五項  小結 

由前述分析可知，控制權溢價之歸屬雖是本案裁定之主要爭點，但卻由此

看出我國關於控制權交易相關法規範之缺漏，簡述如下︰ 

第一、我國並未明確定義控制股東，亦未對於控制股東之責任與義務清楚

劃分。 

第二、控制權溢價的概念尚未建構，以至於解釋上與適用上皆有疑義，且

其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1 第 3 項與歐盟或英國以保護少數股東立場下所建立的

強制公開收購原則不完全相同，因此，對於「控制權溢價」的歸屬問題，究應採

行歐盟制度使控制權溢價由全體股東共用，抑或應採美國制度，考量促進有效率

之控制權交易，衡量控制股東之控制權利益與少數股東之利益，進而適度分配控

制權溢價，值得進一步探究。 

第三、關於現金逐出合併的控制權交易類型，我國並未明文禁止，但相關

法規範卻未建立，包括交易過程公平性之揭露與檢視(事前檢視)，以及交易後遭

受損害之少數股東請求公平對待之權利(事後檢視)。 

簡言之，由本案所衍生之相關討論，不應僅是侷限於給少數股東一個所謂

的「公平價格」或者僅以保護少數股東之立場來建構，控制權交易之法規範應建

立在所謂的帕雷托最適(Pareto Optimal)的結果之上。「帕雷托效率」是指，資源的

重新分配「使某些人的狀況得到改善時，沒有其他任何人的狀況變差」44，財富

有所增加之同時，並未導致任何人情況變差，意即法規範應係在充分保護少數股

東的同時，亦能促使有效率之併購發生。因此，本文將以控制權溢價為中心於以

下章節討論，說明並分析歸納歐盟與美國(特別是德拉瓦州)對控制權交易中所持

不同之觀點與理論，而有不同的控制權交易規範，而本文認為我國控制權交易規

                                                 
44  參閱前註 9，林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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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應採用較為接近帕雷托最適狀態的控制權交易之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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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控制權溢價之分析 

  

控制權溢價的概念源自於併購交易中的控制權移轉，經由評估反映其控制

權利益的交易價格。但若自會計觀點而言，僅是用來調整公平交易價格的參數之

ㄧ；但此概念應用於法律上，就會牽涉到其利益分配的公平性，進而衍伸至控制

權交易的公平性，因此，本章節將先對控制權和控制權溢價的定義與概念，及其

溢價歸屬問題進行分析。 

 

第一節  控制權交易之概念 

控制權交易(sale-of-control transaction or private sale of control)廣義而言，是

指對公司控制權利益轉移的協定45，其不像敵意併購，控制權交易是擁有控制權

股份的股東與潛在買者直接交易之結果，而且其交涉過程通常彼此會簽訂保密協

定，直到買者對公司義務有滿意的結論之後，才會進一步交涉其交易價格及簽訂

收 購 合 約 。 因 此 ， 控 制 權 交 易 似 可 視 為 一 種 平 和 的 非 敵 意 併 購 (friendly 

takeover)46，但實際上控制權交易的非敵意併購態樣，只常見於股權分散的公司

47。 

我國有學者將控制權交易(sale of control或change of control)依司法審查標

準的不同及股權結構上的轉變48，限縮定義控制權交易，「係指原目標公司股權

分散而無單一性控制股東，但於併購交易後，存續公司有單一控制性股東，原目

標消滅公司之股東，無法行使表決權稱之。」若是兩家公司若均為股權分散、無

單一性控制股東，兩家公司進行換股合併，則不為控制權變動(sale of control)，

                                                 
45 Lucian A. Bebchuk, Efficient and Inefficient Sales of Corporate Control, 109 Q. J. ECON. 957-958 
(1994). 
46 See William Schwert G., Hostility in Takeovers: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 55 J. FIN. 2599-2600 
(2000). 
47 Paul Hanouna, Atulia Sarin, & Alan C. Shapiro, Value of Corporate Control: 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USC Finance & Business ECON. Working Paper No. 01-4, 6-7 (2001). 
48 參閱林國彬，敵意併購防禦措施之司法審查‐兼論控制權變動時之股東利益最大化原則，收錄

於企業併購法制之新議題研討會論文，頁 25‐33，2010 年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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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符合加強司法審查(enhanced judicial scrutiny)之要件中。 

我國公司法制對於控制權交易之概念應建立於追求效率極大化之原則上，

鼓 勵 每 一 市 場 參 與 者 進 行 有 效 率 交 易 (to encourage the value-increasing 

transactions) ， 同 時 抑 制 無 效 率 之 交 易 (to discourage the value-decreasing 

transactions)49。而我國公司法第一條規定「本法所稱公司，謂以營利為目的」，

基於股東身為公司所有權人及剩餘財產請求權人(Residual Claimant)的身分，因而

股東追求自身利益而受有利益時，亦會追求公司價值極大化，間接影響公司其他

利害關係人而受有利益。簡言之，「以營利為目的」，是指公司應分配利益予股

東，追求股東利益最大化50，而追求股東價值最大化原則上會等於追求公司價值

最大化51，因為追求股東利益極大化時，代表其經營績效越佳，不論是消費者、

債權人甚或員工都獲得保障，所有利害關係人的利益都會因此提升52。但亦有學

者認為公司價值極大化並不等於股東利益極大化，因為公司與股東間亦有利益衝

突存在的可能性，如過度重視股東利益可能會將低員工士氣，進而損及公司利益

53。倘以經濟效率看控制權交易，若是有效率之交易，控制權交易應於追求股東

價值之極大化的同時，亦能促進公司價值極大化。 

以經濟學之效率性來解釋控制權交易之必要性，明瞭控制權交易可促進社

會資源極大化，但若於股權集中、存在控制性股東的公司，常見控制股東所追求

的可能是個人私利極大化而非公司效率極大化的情形下，控制權交易可能是無效

率之交易而無法促進社會資源極大化，而此亦應為我國法規範所禁止。因此，必

須先明瞭控制權交易之動機以及分析股權結構，方能判定是否為有效率亦或無效

率之控制權交易。 

                                                 
49 朱德芳，Modernizing the Dissenting Shareholder’s Appraisal Right in Taiwan，中原財經法學，

頁327、頁331-340，2003年6月。 
50 柯芳枝，公司法論（上冊），頁 6，2009 年 7 月增訂七版。 
51 朱德芳，論重整中公司之公司治理－以當事人之利害衝突與重整法制之目的為核心，兼論債

權人於公司治理中之功能與地位，東吳法律學報，17 卷 2 期，頁 220，2005 年 12 月。 
52 FRANK H. EASTERBROOK & DANIEL R. FISHEL,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ORPORATE LAW, 
35-38 (1991). 
53 王文宇，企業併購法總評，收錄於新公司法與企業法，元照出版，頁276-277，2003年1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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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控 制 權 之 交 易 動 機 ， 有 若 併 購 動 機 一 般 ， Elazar Berkovitch 和 M.P. 

Narayanan等人將其分為三大類54：綜效(synergy)、代理理論(agency)、傲慢假說

(hubris)，其中綜效為股東財富最大化(value maximization)理論，後兩者則非財富

最大化(non-value maximization)理論。茲分述如下： 

第一大類、綜效(synergy) 

綜效的概念是從經濟上的觀點，指兩家公司整合之後，合併後公司價值大

於併購前各公司之價值，是最常被引用來作為併購的動機之ㄧ。Fowler和Schmidt 

指出55，綜效來源有(1)營運綜效(operational synergy)：企業透過合併的方式以達

規 模 經 濟 (economics of scale) 而 使 得 企 業 效 率 提 高 。 (2) 市 場 綜 效 (market 

synergy)：提高市佔率以增加市場力量。(3)財務綜效(financial synergy)：包括了

多角化經營可降低風險以及舉債能力增加，取得資金的成本下降，受市場及技術

限制最小，是最容易產生的綜效。 

第二大類、代理理論(agency) 

代理理論起源於Manne56，爾後Jensen和Meckling進一步說明提出代理問題

的理論57，認為代理問題的產生是由於管理者只擁有公司小部份股權，管理者在

做決策時不會以股東財富極大化為原則而以私利為出發點，如增加自己的薪酬或

特權，而這些支出將由公司所有股東共同負擔，為監督與控制管理而有所謂的代

理成本(agency cost)，代理成本主要係產生在股權分散公司中經營與所有分離的

假設中。而此理論是併購動機中最重要的管理上的動機，就是管理者可能運用管

理者的權利但為自己的私利而進行併購。而有學者亦認為公司控制權交易可經由

取代無效率之經營階層而將公司資源做更有效率之分配，進而降低代理成本58。 

                                                 
54 Elazar Berkovitch, and Narayanan M.P., Motives for Takeover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28 
Journal of Financ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347-362 (1993)；also See Eugene F. Fama, 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A Review of Theory and Empirical Work, 25 J. FIN. 383,383 (1970). 
55. L.K Fowler and R.D. Schmidt, Tender Offers, Acquisition, and Subsequent Performance in 
Manufacturing Firm, 31(4)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962-974 (1988). 
56 See Henry J. Manne, Mergers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73 J.POL. ECON. 110 (1965). 
57 See Michael C. Jensen and William H. Mecki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3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05-360 (1976). 
58 Supra note 50, at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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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類、傲慢假說(Hubris Hypothesis) 

此理論由Roll所提出59，認為在併購時由於過於自信與過度的樂觀，而導致

買錯的評估。Gaughan指出60，Roll並非要將假說應用在所有併購中，而是揭露了

在買賣公司中交涉過程中的人性因素。 

有我國學者認為61，併購動機可分為三大因素：一是企業以公司價值(或整

體股東利益)最大化為目標實施的併購，其原因定義為市場因素；二是企業在地

方政府的幹預(推動和政策影響)下，或企業管理者因行政動機而實施的，追求行

政利益而非公司價值最大化的併購行為，其原因定義為行政因素；三是企業在特

定的公司治理結構和資本市場。進而有學者認為62，這些併購動機歸結出控制權

交易動機不外乎來自於能夠實現綜效之利益（synergy gains）及取代無效率的經

營階層，以達到個人最佳利益，將控制轉交給一個新的控制股東，若能使其創造

更大價值，則將可使公司價值上升，就能達到公司極大化；反之，則會損害經濟

社會。亦有學者將控制權交易動機分類為(1)效率理論(2)信號理論(3)代理問題理

論(4)自由現金流假說四項，但其理論不外乎皆從併購動機而來，而最終結果皆

是為了促進效率，增加公司價值之極大化63。而Jensen和Ruback也證實不論經由

合併或收購等方式，控制權交易通常會增加股東價值，且其價格通常反映在目標

公司上64。 

 

第二節  控制權之定義 

目前我國對於「控制權」仍無絕對且一致的定義。而美國於實務操作上，

                                                 
59 See Richard Roll, The Hubris Hypothesis of Corporate Takeovers, 59 Journal of Business 197-216 
(1986). 
60 PATRICK A. GAUGHAN, MERGERS, ACQUISITIONS, and CORPORATE RESTRUCTURINGS 545 (1996). 
61 林黎華，控制權溢價之初探，集保結算所月刊，第 167 期，頁 11-12，2007 年 10 月。 
62 同前註 2，張心悌。 
63 許波、餘麗萍，上市公司控制權轉移現象的理論辨析—基於上市公司 MBO 方式研究，中國經

濟評論，5 卷 10 期，頁 34，2005 年 10 月。 
64 See M.C. Jensen and R.S. Ruback,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11(5) Journal of Finance 5–50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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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權是與公司的政策與經營權利相關65，在早期所倡導的經營權與所有權分離

的公司理論裡，有以其實務上操作下定義的如Berle和Means定義66，「控制權為

執行選舉公司董事成員或多數董事成員的實際權利。」但於今，由不同的觀點來

看控制權就會有不同的定義和解釋。因此，在美國法下並不單以表決權來為控制

權之定義。 

從美國成文法裡對控制權或控制股東的定義，常可見對其的定義除了概括

大範圍的定義以外，另會增加投票權股份比例的相關列舉規定，如美國聯邦證券

交易法(15 U.S.C.§80b–2)中定義控制權為「對公司的政策或經營具有控制影響力

(a controlling influence)的權力」67，此外，在美國1940年投資公司法中(Investment 

Company Act of 1940 )亦有相同規定，並在此Section2(a)(9) 裡更增加了規範上的

推定：68 

第一、任何人利益上享有、直接受有或經由一個以上控制公司，而有表決

權超過公司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總數百分之二十五者，推定對該公司有控制力。 

第二、任何人無表決權股份超過百分之二十五者，推定對公司無控制力。 

第三、任何人都不應被推定為控制股東，且任何推定都可被實證推翻。 

其法條定義之重點在於對控制權的定義應該是依具體個案案例分析，不應

建立在一個指標上如表決權股份總數的基礎上69，亦即擁有表決權股份總數百分

之五十者不當然代表其對公司有控制權，而低於表決權股份超過百分之二十五也

                                                 
65 LEWIS D. SOLOMON ET AL., CORPORATIONS, LAW AND POLICY MATERIALS AND PROBLEMS 1138 
(1994). 
66 See A.A, Berle and G.C.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243-244, 
335-337 (1933). 
67 15 U.S.C § 80b–2 “Control” means the power to exercise a controlling influence over the 
management or policies of a company, unless such power is solely the result of an official position with 
such company. 
68 Any person who owns beneficially, either directly or through one or more controlled companies, 
more than 25 per centum of the voting securities of a company shall be presumed to control such 
company. 
Any person who does not so own more than 25 per centum of the voting securities of any company 
shall be presumed not to control such company. A natural person shall be presumed not to be a 
controlled person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is title.  
Any such presumption may be rebutted by evidence, but except as hereinafter provided, shall continue 
until a determination to the contrary made by the Commission by order either on its own motion or on 
application by an interested person.  
69 Business Prop. Assocs. v. S.E.C. 845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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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當然代表對其公司無控制權，何時行使控制力而具有所謂的控制影響力

( controlling influence )，亦是影響控制權有無的重要因素。其法條裡所使用的「控

制影響力」，而非使用毫無限制的「控制力(control)」，而且使用的是「a controlling 

influence」而非「the controlling influence」，可得知其法條對控制權觀念並非是對

完全或絕對的控制權作預測或作限制70，而且所謂的「a controlling influence」可

能是有效而完全不帶任何目的71。因此，在美國證交法第二十條所規定「控制人

及教唆、幫助他人犯本法之罪者」(Liability of Controlling Persons and Persons Who 

Aid and Abet Violations)之章節中，雖未定義控制股東，但更進一步列舉推定有

關控制影響力的實質認定方式如教唆或幫助他人致使公司產生不利之結果者，因

而廣義涵蓋任何藉由他人，直接或間接違反法令者皆應對公司負責72。 

此外，從美國法律協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 ALI)之「公司治理原則：分

析與建議」(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 

§1.10對於控制股東之規定73：「(a)控制股東，係指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1)擁

有或有權行使表決權，超過公司表決權股份總數百分之五十者或(2)利於股東地

位，對於公司之經營或係爭交易或行為，具控制性的影響力者。(b)任何人單獨

或與他人共同擁有或有權行使表決權，超過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數百分之二十五

者，推定其對該公司之經營決策，具控制性的影響力，除非另有他人單獨或與他

                                                 
70 The Chicago corp v. S.E.C. 463 467 (1948). 
71 Detroit Edison Co v. S.E.C. 119F2d 730,738-739(6TH Cir). 
72 Se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20(a)-(e). 
73 AMERICAN LAW INSTITUTE,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 (1994), §1.10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provides that : (a) A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means a person who, either alone or pursuant to an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with one or more other persons: (1) Owns and has the power to vote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outstanding voting equity securities of a corporation; or (2) Otherwise exercises a 
controlling influence over the management or policies of the corporation or the transaction or conduct 
in question by virtue of the person’s position as a shareholdershareholder.（b）A person who, either 
alone or pursuant to an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withone or more other persons, owns and has the 
power to vote more than 25 percent of outstanding voting equity securities of a corporation is presumed 
to exercise a controlling influence over the management or policies of the corporation, unless some 
other person, either alone or pursuant to an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with one or more other 
persons, owns and has the power to vote a greater percentage of the voting equity securities. A person 
who does not, either alone or pursuant to an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with one or more other 
persons, owns and has the power to vote more than 25 percent of outstanding voting equity securities 
of a corporation is not presumed to be in control of the corporation by virtue solely of ownership of or 
power to vote voting equity secu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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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共同持有或有權行使更高比例之表決權股份者。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持有

或有權行使表決權未達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數百分之二十五者，不得僅依其推假

定僅藉由擁有或有權行使表決權而得以控制該公司。」此法條除了對有表決權股

份總數百分之五十者為當然之控制股東以外，亦強調實質上按個案認定有無「控

制影響力」的控制權，為控制股東之定義。 

因此，本文認為，控制權定義較佳的立法方式，應是以概括規定之方式，

以所持表決權比例等形式判斷標準下推定是否具有控制權，而推定之事實，可由

法院於具體個案中實質判斷控制影響力的有無來決定控制權是否真實存在。 

 

第三節  控制權利益 

控制權利益可分為「共用控制權利益」(shared control benefit)和與共用控制

利益為相對概念的「私有控制權利益」(private control benefit，下稱「控制權私

利」)。「共用控制權利益」是指控制股東或上層管理者由於其經營與監督而有

實質上的決策權力所帶來的財富效益，屬於所有股東的利益。Berle和Means認為

74，控制股東的好處就是其利益通常與其他股東並列而為一整體，而身為一大股

東，自然會有動機想增加公司價值及更多的現金價值，進而分享給其他股東，這

些都可稱之為共用控制權利益。 

當然，身為控制股東所追求的利益往往不是只有公司價值，尚有利用公司

資源而追求自身的利益(personal gain)75，稱之為「控制權私利」，意即身為控制

股東可單獨享有公司利益，而不被少數股東所分享的利益76。Jensen與Meckling

兩位教授亦認為77，公司股份利益之分類，一種公司價值因各種形式的資產增

                                                 
74 Supra note 66, at 68. 
75 M. Barcaly and C. G.Holderness, The Law and Large-Block Trades, 35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265-294 (1992). 
76 J.C. IV Coates, Ownership, Takeovers and EU Law: How Contestable Should EU Corporations Be?, 
Harvard Law School John M. Olin Center for Law, Economics and Busines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Paper No.450, 12-14 (2003). 
77 See supra note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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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而按股份比例分配於股東之利益；另外一種利益是來自於經營階級的各種特

權(perquisites)的利益，即所謂之控制權私利。 

Gilson和Gordon教授認為78，控制股東可經由三種方式獲取自己的控制權私

利：第一、利用操控方式(operation)，例如控制股東可利用公司決策方式或自我

與公司交易(self-dealing with the corporation)的方式獲得控制權私利。第二、以控

制權交易(selling control)收取溢價的方式。第三、以壓迫合併方式(squeeze out)逐

出少數股東的方式。於實證上，Barclay和Holderness發現在有大股東存在的交易

案件通常會造成不正常的股價上揚79。 

Gilson和Gordon教授並認為獲取此控制權私利在德拉瓦州法院判決或是美

國法律協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 ALI)之「公司治理原則：分析與建議」§5.16

的規定裡都是合法的80，除非於控制權交易中未揭露相關交易予其他股東或在買

方可能違反交易公平性的情況下，而Perlman v. Feldmann一案81，強調此私利必

須與少數股東分享僅是曇花一現而已。此外，Hofstetter亦認為82，控制權私利與

共用控制權利益如同硬幣之兩面，問題就在於法律如何減少不當的控制權私利的

同時，亦不會犧牲共用控制權利益，因此，法律規範應反映公司治理的兩種功能：

促進功能(promotional)與預防功能(preventive)。促進功能目標在於公司經營者為

公司股東的創造長期價值，而消極功能之目的則在排除公司經營者損害公司股東

的利益。 

 

第一項  控制權私利之概念與分類 

                                                 
78 Ronald J. Gilson & Jeffrey N. Gordon, Controlling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152 U. PENN. L. REV. 
1-5 (2003). 
79 Clifford G. Holderness, A Survey of Blockholders and Corporate Control, 9(1) ECON. POLICY REV 

54 (2003). 
80 Section 5.16 (a) and (b) restrict a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right to sell control at a premium if:“(a)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does not make disclosure concerning the transaction to other shareholders 
with whom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deal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transaction; or (b) It is apparent 
from the circumstances that the purchaser is likely to violate the duty of fair dealing in such a way as to 
obtain a significant financial benefit for the purchaser or an associate 
81 Perlman v. Feldmann, 219 F.2d 173 (2nd Cir. 1954). 
82 Karl Hofstetter, 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 "Controlled Companies", 31 
N.C. J. INT’L L. & COM. REG. 620-621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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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控制權私利之定義，從不同之觀點與概念，亦會有不同之解釋。除前

述Barcaly和Holderness所描述的控制權私利之外，尚有Coffee教授認為控制權私

利是使控制股東以各種方式獨享利益之概括表述，這些方式包括(1)高於市價的

薪酬(2)與公司間不公平之自我交易(3)內部人交易(4)以低價發行股票給自己等，

均屬控制權私利之範圍83。而Johnson等教授則定義「隧道效應(tunneling)」，認

為是因為控制股東之控制權私利而轉移公司的資產和利益84，包括了兩種型態，

第一、經由自我交易轉移公司資源，例如以非公開或詐欺方式出賣公司資產、轉

移定價、貸款抵押及利用公司機會等；第二、未經由轉移資產而增加股權如發行

新股以稀釋股權、少數股東逐出合併、內部人交易和漸進式併購 (creeping 

acquisition)或任何歧視少數股東的交易行為等。 

然本文認為，控制權私利固然包括上述可為控制股東操作，而為非法之不

當得利或侵害其他股東權利。但不應盡然而完全地以偏概全，負面評價其控制權

私利，因為控制權私利的存在也可能促使經濟誘因而產生有效率之併購。因此，

必須先對控制權私利再予以更詳盡的分類。以下將介紹三位學者對控制權私利之

分類，說明控制權私利之態樣，控制股東對於獲取控制權私利的行為並不等於掏

空公司資產、侵害其他股東之行為。依此概念，於後章節說明控制股東的控制權

溢價來源解釋若為控制權私利，若交易程序公開且公平，亦不等於是掏空公司資

產或侵害其他股東之行為。 

 

第一款  控制權私利—金錢方面和非金錢方面 

Ehrhardt 和Nowak將控制權私利先分為金錢方面(pecuniary)和非金錢方面

                                                 
83 a shorthand expression for all of the ways in which those in control of a corporation can siphon off 
benefits to themselves that are not shared with the other shareholders, including through (i) 
above-market salaries, (ii) unfair self-dealing transactions with the corporation, (iii) insider trading, or 
(iv) the issuance of shares to themselves at dilutive prices. from John C. Coffee, Do Norms Matter?: A 
Cross-Country Examination of the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 Working Paper No. 183, 9-10(2001). 
84 Simon Johnson ,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Tunnelling, NBER 
Working Paper 7523, 2-3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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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pecuniary)兩大類85，另依控制權交易中，獨立於公司之外，就購買競爭者中

而言，可移轉性的高低作分類，共分類成四大類型。 

金錢方面就如同Johnson對隧道效應的狹隘定義，包含兩大類，包括移轉可

能性高的(1)自我交易行為(self-dealing)，此將公司資產轉移至有控制權之控制股

東的口袋裡，即為竊取其他股東的金錢；移轉可能性低的(2)稀釋行為(dilution)，

此行為雖不直接移轉公司資產，但也能藉由此行為間接減少少數股東財富。 

非金錢方面則包括移轉可能性高的(1)精神愉悅(amenities)，此乃公司已建立

起之聲譽且為控制者所獨享之控制權私利類型，雖與金錢無關，但卻也容易轉移

到下一個控制者身上，例如洋基隊或紐約時報即使不能帶來現金流量，但也有人

為購買洋基隊或紐約時報，從其中享受整體之愉悅感；移轉可能性低的(2)名聲

(reputation)，其包含因公司所帶給控制者良好之人際關係，社會聲望等，此乃專

屬創立者所獨有且需要時間去建立，並非買方將公司買下就可以獲得，故為控制

權私利類型中最難移轉的類型。 

雖然Holderness認為86，企業併購後的綜效(synergy gains)和非金錢方面的控

制權私利並不會降低少數股東的財富，所以並不會有所謂侵害少數股東權益的情

形發生，但Ehrhardt和Nowak認為，任何型態之控制權私利，無論是金錢或非金

錢態樣者，都會給予控制股東為增加公司價值之動機，也有可能會降低少數股東

之財富。因此，即使是精神愉悅(amenities)或名聲(reputation)等非金錢方面的控

制權私利之獲取，亦有可能使少數股東處於不利之地位。 

                                                 
85 Olaf Ehrhardt and Eric Nowak, Private Benefits and Minority Shareholder Expropri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IPOs of German Family-Owned Firms,  November CFS Working Paper No. 2001/10, 
5-6 (2001)；the same distinguishing at “ Clas Bergström, Peter Högfeldt, & Johan Molin, The 
Optimality of the Mandatory Bid Rul , 13 J. L. E. & ORG. 433, 447 (1997).” 
86 Supra note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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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名聲(reputation)

- 社會聲望(Social prestige)

- 家族傳統(Family tradition)

- 關係促進(Promotion of relatives)

- 良好人際關係(Personal relations)

II. 稀釋行為(dilution)

- 內部人交易(insider trading)

- 漸進式併購(creeping acquisitions)

- 壓迫股東行為(Freeze-out and squeeze-
out)

- 低價發行新股(Issuance of shares at 
dilutive prices)

III. 精神愉悅(amenities)

- 贏得世界級比賽(Winning the world 
series)

- 影響公眾判斷(Influencing public 
opinion)

- 獲得品牌(Owning a luxury brand)

- 委派員工職位(Physical appointments)

I. 自我交易行為(self-dealing)

- 過高的薪酬(Excessive (above-market) 
compensation)

- 移轉公司資源(Diversion of resources)

- 以主觀價格進行資產轉移(Asset transfers 
at arbitrary prices)

- 低息貸款和商業保證(Cheap loans and 
guarantees)

高

低

非金錢方面

Non-pecuniary

金錢方面(隧道挖掘)

Pecuniary (“Tunneling”)

轉移性

Transferability

 

<圖二>  取自Ehrhardt和Nowak之分類表格，作者自譯 

 

第二款  控制權私利-分散型和非分散型 

Simone將控制權私利分類為分散型控制權私利(dissipative private benefit of 

control)和非分散型控制權私利(non-dissipative private benefit control)87。分散型控

制權私利猶如金錢方面的控制權私利概念，意指因為在管理階層所享有的特權

(perquisites)或獨有的權利如過高之酬薪、不公平之移轉定價(unfair transfer pricing)

和各種型式的自我交易等，從而可能產生價值減損(value-expropriating)，蓋認為

此種私利是藉由損害少數股東而增加控制股東之財富，控制股東之獲利即為少數

股東之損失。相反地，非分散型控制權私利卻可能使價值增加(value-creating)，

控制股東因此所增加之財富並非來自少數股東，其包括了聲望性的資產

(reputational capital)或控制者能探索的商業機會。控制權交易中會交易的部份是

                                                 
87 Simone M. Sepe, Private Sale Of Corporate Control: Why The European Mandatory Bid Rules Is 
Inefficient, 9-11 (2007), Electronic copy available at: http://ssrn.com/abstract=1086321，最後瀏覽日: 

2010 年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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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型控制權私利，因為非分散型控制權私利的獨特性使得收購者不願意支付，

所以控制權溢價的部份指的是分散型控制權私利的價值。 

Simone實則簡單地將控制權私利分成兩大類，一為有效率併購中，造成財

富增加的控制權私利(即非分散型控制權私利)，此控制權私利之獲取非由損害少

數股東利益而來，是符合帕雷托效率的獲取方式；另一則為無效率併購中，造成

財富剝奪的控制權私利(即分散型控制權私利)，此控制權私利之獲取方式是一對

一(one-to-one)的原則，藉由損害少數股東利益而來。惟本文認為，此分類雖清楚

明瞭，但於實際應用卻很難分辨控制股東的哪些行為是屬何態樣，因為控制股東

或去控制權私利的方式可能同時包含分散型控制權私利(和非分散型控制權私利

兩種態樣。 

 

第三款  控制權私利-內在型和外在型 

Hofstettert則將控制權私利分類為內在控制權私利(internal benefit of control)

和外在控制權私利(external benefit of control)88。Hofstettert認為要分辨何者屬於公

司何者屬於股東是相當困難的，但至少在觀念上，有無形和有形的共同資產是屬

於公司的，但控制股東有時會在理論上或實務上不按合適規定而為決策或管哩，

使自己獲得這些資產，因此「內在控制權私利」，可定義為「控制股東以身為內

部人之優勢，可從「公司以內」所獲得的所有利益，包括了公司資產，資訊或機

會或比在常規交易中能獲得更好的價格或狀態。而「外在控制權私利」，顧名思

義可定義為股東亦會追求「公司以外」的利益，但亦只有在身為公司內部組織成

員才有權做決策以追求利益，此項外在控制權私利包括公司經理人或董事，在公

司以外所追求的所有利益，其中也包括經理人在外與人的併購協商過程，當然也

包含了所謂的控制權溢價之協商，其約束猶如我國公司法第209條董事競業禁止

與公司法第206、223條董事利益迴避的問題，但我國並未對控制股東之利益迴避

                                                 
88 Supra note 82, at 617-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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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關規範；最後，Hofstettert認為內在控制權私利和外在控制權私利實難以分

辨，而且認為這些私利還包括上述非財產上的私利，且此等控制權私利均不為少

數股東所分享。 

綜上所述，控制股東之控制權私利不為其他股東所分享，惟攫取此控制權

私利時須以不侵害其他股東利益為前提，即須以帕雷托效率之方式獲取其控制權

私利。然控制股東之單一行為，就如Hofstettert所陳述的，有些控制權私利之態

樣難以分辨，因而也無法直接表述是否符合帕雷托效率，所以Sepe M. Simone之

分類雖然清楚明辨卻難以應用，仍須以個案判別其控制股東之行為，故Ehrhardt 

和Nowak以行為態樣、客觀分析而分類控制權私利之方式，較為可採。 

 

第四款  控制權私利量測方式 

Barcaly和Holdernes是第一批以發現有控制權私利存在的學者89，其定義為控

制股東利用自己優勢地位，挪用公司資源或其他股東不得享有的公司利益。其認

為市場交易股權轉讓的價格一部分是用來作為未來可獲得現金流量收益的對

價，另一部分則是用來支付未來可獲得之控制權私利，因此認為當控制權轉移

時，收購者願付之每股平均價格與市場股價的差額，可為控制權私利的量測方法

之ㄧ，並把此稱之為控制權溢價(control premium)。但實際上控制權私利難以直

接量測，尤其是前述所稱非金錢方面的控制權私利，控制權精神上的價值(psychic 

value)本質上難以量化，而且倘控制權私利如此容易量化，則其利益不將再是私

有於控制股東，也不會因而被少數股東提起訴訟90。此外，僅以控制權溢價為控

制權私利之量測，亦不客觀，除解釋上會有邏輯性的問題(將於以下章節探討)，

且Barcaly和Holdernes的量測方式必須建立在資訊公開的狀態下，如果是在不完

全競爭市場裡，其控制權的交易不一定代表直接轉移投票的控制權，只提供一個

                                                 
89 M. Barcaly & C. G. Holderness, Private Benefits from Control of Pubic Corporations, 25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71-395 (1989). 
90 Alexander Dyck & Luigi Zingales,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59(2) 
Journal of Finance 537-600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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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控制權之不確定機會，用控制權溢價之量測方式將錯估控制權私利91。 

另一種量測控制權私利的方式，是以表決權溢價為量測標準，因為如果控制

權有價值，那麼支配控制權的表決權亦是有價值，而且之所以會有控制權利益是

來自於不同的表決權價值，亦可藉由表決權的策略結合以贏得控制權的方式，所

以主張控制權私利應以表決權進行評估92。惟本文認為，實際上這兩者方式都有

所缺陷，因為其無法量測有關非金錢方面的控制權私利，而根本問題在於其控制

權私利本質上就難以定性與定量。 

 

第二項  控制權溢價之概念 

第一款  控制權溢價之來源與實證分析 

綜上所述，控制股東所擁有的控制權利益，其中有一部分是不為其他股東

所分享的「控制權私利」。控制權交易中，控制股東所伴隨控制權的股份比一般

股東來得更有價值，所稱之「控制權溢價」，有認為其來源即為控制權私利93。

持相同概念及見解的還包括Hofstettert教授94，認為控制股東本來就負擔了一定的

成本和責任風險，於控制權出售過程中，有所謂的交易成本如時間之花費、出售

過程中之責任風險等，因此認為控制權溢價為控制股東潛在有效率的報酬方式，

而所謂「潛在」是因為此溢價是具有彈性而無法具體化的，最終是否實現亦不得

而知。此外，還有Easterbrook和Fishel教授從法律經濟分析之角度，提倡價值極

大化的觀點，認為控制權交易中若控制股東忠實地將控制權移轉而無侵害其他股

東之虞，則應視為控制股東所擁有而獨享其控制權溢價，不必和少數股東分享

95。否則少數股東亦會有搭便車(Free-Riding)之問題，意即小股東不願負擔交易

                                                 
91 Nicodano, Giovanna & Sembenelli, Alessandro, Private benefits, block transaction premium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13(2)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27-244 (2004). 
92 Luigi Zingales, The value of the voting right: A study of the Milan stock exchange experience, 7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125-148 (1994). 
93 Supra note 78, at 51, 54  
94 Supra note 82, at 639-640. 
95 Frank H. Easterbrook & Daniel R. Fishel., Corporate Control Transactions, 91 Yale L. J.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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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之成本花費而坐享其成，享有其控制權利益，如此而為將有礙控制權交易

中公司效率極大化之原則。甚至有些經濟學家認為給付更高額的控制權溢價，也

竟只是因為擁有控制權而有精神上的價值享受(phychic value)96。 

控制權溢價之來源解釋另有從其反面字義來看，即所謂的「少數折價

(minority discount)」，認為少數股東因無控制權，股份價值的平均價值自然會比

擁有控制權的股東來得低97。但少數折價不應只從字義上的表面解釋，Booth指

出，在法律上控制權溢價的反面意義不是少數折價，兩者之間並無關連，也非相

對的概念98。其認為控制權溢價並不理所當然的認為控制股東因為擁有相對於少

數股東較多的股份，而因此可以從中獲得直接利益。因為這樣的解釋會從邏輯上

推衍出控制權溢價的來源是因為少數折價而來，如果不將此溢價平均分享給少數

股東，則被認為是違反股份按比例分配原則(pro rata value doctrine)，控制股東因

而得了橫財(windfall)而為不當得利99。在Agranoff一案中100，法院亦引述Cavalier 

Oil上述之相同觀念，因而如此最終可導出少數股東可在異議股東請求權中請求

分享控制權溢價。本文認為，如此解釋過於限縮與狹隘，並不全然正確，因為異

議股東請求權之目的在於決定有併購或基礎性變更時的交易中，所支付「所有股

東」的價格是否公平，是再次地檢視交易過程的價格是否公平101，而不在於使「少

數股東」可以分享溢價或是讓少數或特定股東有機會於事後審查其價格(double 

check ,not second guess)102。 

控制權溢價之來源解釋應該不只是由於少數折價的關係，因此，亦有從買

方角度來解釋溢價來源，例如在Agranoff案例中，最後又下了結論認為控制權溢

                                                                                                                                            
(1982). 
96 Milton Harris & Arthur Raviv, Corporate Governance: Voting Rights and Majority Rules, 20 J. FIN. 
ECON. 203 (1988)；the same in Philippe Aghion & Patrick Bolton, An Incomplete Contract Approach to 
Financial Contracting, 59 REV ECON. STUD. 473 (1992). 
97 Robber C. Higgins 著，楊秀麗譯，財務管理，頁 323-330，2000 年。 
98 Richard A. Booth, Minority Discount and Control Premiums In Appraisal Proceedings, Business. 
Lawyer 5 (2001). 
99 Cavalier Oil Corp.v. Harnett, 564A. 2d at 1144 (1989). 
100 Agranoff v. Miller, 791 A.2d 880, 892 (Del. Ch. 2001). 
101 Danial R. Fischel, The Appraisal Remedy in Corperate Law, AM. B. FOUND. RES. J. 875 (1983). 
102 Supra note 98, at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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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有很多可能來源，有些是允許的，有些是不允許的，但公司需負溢價額外獲利

的舉證責任103，其中最有可能的來源，部分是屬於全體股東公司假設繼續經營的

價值(going-concern value)。而Coates教授亦指出104，在效率資本市場下，意即市

價會反映出所有可得而知的資訊105，股票會因為是否具有控制權與否而有差異，

意即允許控制權溢價的存在，而這些因為控制權交易所引起的溢價成分主要有三

大類︰第一是綜效價值(synergy value)：意指兩公司交易後獲得之價值以整體而

言比兩獨立之公司更有價值，來源有很多種，其中可能之ㄧ是因為降低代理成本

106。；第二是控制權價值(pure control value)：來自於控制股東所應有的控制權利

益，此控制權價值意即前述Sepe M. Simone所稱非分散型之控制權私利；第三是

剝奪自少數股東的利益(expropriation value)：來自於多數股東經由違反董事受託

義務，例如以詐欺等手段侵害少數股東利益；Coffee教授另主張控制權溢價需類

型化107，需分辨其來源，若控制權溢價之來源為綜效，此綜效如屬於公司商業機

會之範圍，例如公司內部商業機密或新的商發展機會時，溢價即應被分享；但若

此綜效來自於收購者的機會或財產時，則不須被分享。總言之，少數折價(minority 

discount)不應解釋為因擁有少數股份，所以當控制權移轉時比控制股東有較少的

價值，而應解釋為因擁有股份較少無控制力，所以沒有權力影響公司治理因而暴

露在被掠奪的可能性之中而有所謂的折價108。 

因此，在進行收購時，買方通常會付高於少數股權平均成本之溢價，此溢

價通常伴隨著對公司的控制力，在許多研究控制權交易的實證研究中說明控制權

溢價的存在，並強調其與股權結構、公司治理與之間的關聯性。如Dyck和Zingales 

以實證分析證明控制權溢價存在於控制權交易中並闡明在較低度發展國家與股

                                                 
103 See John C. Coates IV , “Fair Value” As an Avoidable Rule of Corporate Law: Minority Discounts 
in Conflict Transactions, 147 U. PA. L.REV. 1251, 1274 -1278, 1350-1352 (1999). 
104 Id., at 1262-1274. 
105 Eugene F. Fama, 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A Review of Theory and Empirical Work, 25 J. FIN.  
383, 383 (1970). 
106 Supra not 95, at .698,706. 
107 John C. Coffee Jr., Transfers of Control and the Quest for Efficiency: Can Delaware Law 
Encourage Efficient Transactions while Chilling Inefficient Ones?, 21 DEL. J. CORP. L. 411-412 (1996). 
108 Supra note 98,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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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集中國家裡，控制權溢價相對較高，例如在巴西可以高達65%而日本最低卻只

有-4%109；此見解早由Bebchuk提出110，認為一個國家的控制權溢價越高，所有

權結構的選擇將更加偏向集中模式，並且認為如果將其控制權溢價控制在較低的

情況下，其所有權結構會使公司效率較高；但卻又說明控制權溢價不能到完全沒

有的狀態，否則將影響大股東的持股意願，其研究或暗示著股權集中的公司，控

制權溢價高，公司效率與表現也較低。 

Gilson教授於控制權溢價之跨國實證分析中發現，瑞典很多公司採行「少數

控制股東結構（controlling-minority structure）111」，雖然控制權與股權背離，但

卻沒有因此而發生嚴重的代理成本和問題，其僅可取得百分之ㄧ的控制權私利，

投資者對於不同的股權結構並沒有明顯的偏好；但在義大利(37%)和墨西哥

(34%)，同樣股權結構卻可獲得三成多的控制權私利，其不同之處，原因在於公

司治理的法制完善與否(good law & bad law)。Gilson教授認為，公司治理較為完

善的國家，其控制權私利通常比較少，因此經營效率也較高，而不在於是否為股

權集中的公司，或是有無股權與控制權的背離現象與否。 

因此，本文認為控制權溢價應以外部市場經濟之角度解釋，而不應簡單地

以內部所持股份多寡角度來解釋。控制權私利固然為控制權溢價來源之ㄧ，惟獲

取之方式需合法且不能藉此而侵害少數股東之權益，而其他控制權溢價之來源仍

需考慮，例如綜效價值等，方能於異議股東請求中評判公平真實之價格。 

 

第二款  我國控制權溢價來源的可能解釋 

我國有學者從併購動機理論觀察，認為收購方支付控制權溢價的可能來源

有二：第一、藉由改善經營階層，收購方相信其可將公司經營得更好而提高公司

價值，例如收購方對於公司可能有秘密計畫，或此公司與另由收購方控制之公司

                                                 
109 Supra note 90, at 537. 
110 Lucian A. Bebchuk, A Rent-protection Theory of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Control,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7203 , 3-4 (1999). 
111 Ronald J. Gilson,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Complicating The 
Comparative Taxonomy, 119 HARV. L. REV. 1641, 1652-1653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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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可能產生綜效；或藉由取得控制地位，收購方可更換公司之策略方向，而直接

影響公司未來前景。第二、收購方認為在獲得控制地位之後，可奪取公司之機會

而供個人使用，使少數股東處於更不利的地位如掠奪公司等。例如：收購方可藉

由將公司資產以低於實際市價的價格賣給自己而增加個人私利，或以降低股息的

分配方式用以支付自己高於一般行情的高薪112；或認為在敵意公開收購中，目標

公司經營者因無法與收購者達成合作關係，故收購者只能直接訴諸目標公司股

東，以公開收購溢價來「賄賂」目標公司股東，進而達到取代現有無效率經營者

之目的113。 

在台灣法院判決中，有台灣最高法院 98 年度台非字第 41 號對控制權溢價

定義為「係指一種價值比較現象，即握有控制性持股之大股東所擁有持股的每股

價值，實際上會超出一般股東持股之每股價值，計算上是以控制集團所擁有持股

價值與非控制集團或交易市場之股票價值加以比較，增加部分即是控制權之溢

價。」此即從控制權溢價之反面意義解釋，上述已說明此乃狹隘之解釋，因為有

許多交叉持股的控制股東不見得擁有較多的股份但仍享有公司的控制權私利，而

且少數股東不應解釋為有較少的股份所以股份價值就每股股份而言，相對性地較

多數股東每股股份價值要來得低，否則將有違股份平等原則，應從溢價之來源與

型態解釋之，則不會有違反股份平等原則之相關問題。但最高法院其後又補充說

明「股東所擁有控制性持股，其實際意義，不僅代表著股權比例之多數，更重要

者係此種優勢背後衍生利益狀態，而此利益，通常遠大於所持有股份原有權

益。」，意味著所謂溢價來源是控制權本身的私利。 

國內另外一則控制權溢價之解釋，則以控制權私利為出發點而解釋，出現

在東森媒體科技案的判決中114，認為『按公司「控制權」者，謂公司股東基於控

股地位而對公司人事、業務及決策享有支配和控制之權利，享有控制權股東可以

憑藉此種權利，使公司按照符合自己利益方式經營，降低其投資風險，享有以自

                                                 
112 同前註 2，張心悌，頁 5-6。 
113 張心悌，從經濟分析觀點探討強制公開收購制度，輔仁法學，28期，頁59-60，2004年12月。 
114 臺北地院 95 年度司字第 779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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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意思支配和利用公司財產的權利。由於「控制權」的存在，一般企業併購時，

享有公司控制權之股東所出讓者，並非單純的財產利益，尚包括得依自身利益處

理公司事務的權利。故享有控制權股東通常要求在正常股價的基礎上，對由其掌

握的股份進行加價，而收購者為取得經營控制權所付給被收購公司超過市場價值

之溢價，即稱為「控制股溢價」。』此判決亦說明控制權私利為控制權溢價來源，

惟未提及控制權溢價之其他來源，以及控制權私利固然可為控制股東所擁有並獲

取之，但卻不能侵害其他之股東利益，為有所不足之處。 

 

第三項  控制權溢價之歸屬問題 

控制權交易中所交涉的控制權溢價，其歸屬之問題究竟是由控制股東獨享

還是全體股東均享，一直以來都是國內外爭論的焦點，但因隨著對控制權溢價來

源的解釋不同或是對公司法理論的見解不同，都將影響著其歸屬問題的看法，本

章節將先介紹美國與歐盟對其控制權溢價歸屬的理論和見解。 

 

第一款  美國控制權溢價之歸屬 

美國公司法學界關於控制權溢價歸屬問題，主要有三種看法： 

第一、公司資產理論(The corporate asset theory) 

此理論由Berle和Means所提出115，認為控制權是公司資產的一部份，控制權

的賦予是為了股東(或公司)有更大的利益，因此由收購者所支付的溢價應直接轉

移給公司。並認為公司的行為雖無需全數股東同意，但集合足夠的股權而增加的

價值，應屬於公司資產，所以，在此控制權溢價的利益屬於公司的架構下，控制

權須為公司之利益而行使，如是為了謀求私益將構成受託義務的違反。 

第二、股份平等原則(The equal-sharing rule) 

                                                 
115 Supra note 66, at 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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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理論由William所提出116，其認為任何一個股東出售其股票時，其他股東

亦有實質平等的條件或機會或依相同比例去出售其股份。此原則同時約束了控制

股東和收購者，兩者在此原則上都無法以溢價的方式單獨出售或獲得公司的控制

權，這樣的原則可以避免控制股東為了私利而將控制權出售給掠奪者。其也說明

公開收購(tender offer)的法律機制及相關條款即採用了此一原則。但值得注意的

是，在此架構下，公司控制權並非歸屬於公司也非控制股東，而是歸屬於各個股

份，因此各個股東可以按股份比例地獲得其溢價。依此股份平等原則，所謂的「控

制權溢價(control premium)」似乎以「收購溢價(acquisition premium)」來表示更

為貼切117。 

第三、解除管制理論 (The deregulatory approach) 

此理論主要由經濟學家所提倡，尤其是Easterbrook和Fischel等人118，此等學

者認為控制權溢價是專屬於控制股東的，因為控制股東本來就負有較多的經營風

險與成本，如依分享原則，則對內而言，股東將有搭便車的行為；對外而言，收

購方則是降低收購意願。因此，是否進行控制權交易，以及雙方以何種價格進行

此一交易，屬於契約自由，法規範與法院無須介入，蓋投資人自有其理性判斷，

且市場也有自我調節的機制。雖然另有經濟學家在此架構下有許多不同的理論或

見解，但總歸均可得到一個支持此理論的論點，就是「倘強加股份平等原則於控

制股東身上，則會增加買主購買成本而降低控制權交易的意願，因此會影響控制

權交易中的價值最大化而無法使控制權交易有效率進行。」而Gilson和Gordon則

從實務面觀察119，認為不論德拉瓦州的法律或美國法律協會之「公司治理原則：

分析與建議」，都認為控制權交易的溢價應歸屬於控制股東。 

                                                 
116 See Andrews D. William, The Stockholders' Right to Equal Opportunity in the Sale of Shares, 78 
HARV. L. REV. 505, 516 (1965). 
117 Kevin Kreitzman, The Value of Control: Control Premiums, Minority Interest Discounts, and the 
Fair Market Value Standard (April 15, 2008).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1167882 ，

最後瀏覽日: 2010 年 3 月 25 日。 
118 Supra note 52, at 698. 
119 Supra note 78,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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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學者採折衷看法120，認為應採取事前觀點看控制權交易本身是否值得

鼓勵，當有情況顯示控制股東濫用控制權的可能性增加時，法院即應採取股份平

等分享原則；反之，則應適用契約自由論，尊重當事人之意思。但實際上，此亦

牽涉到裁判公平的問題以及何謂濫用控制權的風險增加等問題。而實際上美國法

院的判決並未受到這些理論有太大的影響，Hamiltont亦認為如果欠缺對公司或非

控制股東清楚可見的傷害時，實無必要對所謂的控制權交易做調控121。 

 

第二款  歐盟控制權溢價之歸屬 

相較於美國，大多數歐洲學者或法院，大多數歐洲學者或法院認為控制權

交易是需要加以管制而非任由市場調控，因此，對於所有的併購皆採取股份平等

原則架構下的強制收購原則(mandatory bid rule)。在此原則下，所有的利益都是

按比例分配，並特別強調一股一權及為確保少數股東之利益避免投機性之收購，

收購方應以公平價格收購其股份122。歐盟經過12年的漫長協商後，於2001年6月6

日達成企業收購指令(Takeover Directive)的協議，該指令為歐盟境內首件管制企

業收購之法規，影響著歐盟境內上市公司收購其他企業之活動。該項協議在歐盟

高峰會議(European Council)與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的協調會中達成共

識，協商過程中強制公司董事會向大小股東及員工提出有關收購案董事會建議，

而併購方公司須提供大小股東相等的交易條件123，而此指令於2004年4月在法國

召開之歐盟理事會中正式通過。 

企業收購指令(Takeover Directive)的協議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問題就在於收

                                                 
120 Einer Elhauge, The Triggering Function of Sale of Control Doctrine, 59 U CHI. L. REV. 
1465,1474-1475 (1992). 
121 Robert W. Hamilton, Private Sale of Control Transactions: Where We Stand Today, 36 CASE W. 
RES. L. REV., 261-262 (1985). 
122 André Nilsen, The EU Takeover Directive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uropean Industry, 1 OCGG 
economy analysis 1-9 (2004). 
123李顯峰，歐盟產經政策及發展，主要國家產經政策動態季刊，第 2 期，2001 年 6 月，

http://www.moea.gov.tw/~ecobook/ms/9006/2-1.htm，最後瀏覽日:2010 年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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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控制權之門檻(control threshold)和收購價格124。以「收購控制權門檻」而言，

如果是在股權分散的國家裡如英國等，其控制股東所持有股份若平均不超過10%

的話，那麼控制權門檻設定在30%，就會降低強制收購原則的限制作用；相反的

如這30%的門檻應用在股權較為集中之國家，控制股東所持有股份平均而言都超

過50~60%，例如義大利等，則則其強制收購幾乎適用在每一個公司之併購案中。

因此，歐盟的企業收購指令並未提出一具體標準，而僅於該指令第五條第三項規

定：「得享有目標公司控制權之持股比例及其計算方法，應由公司註冊地之會員

國法律規定125。」，有學者認為但這樣的定義似對於收購的控制權門檻未有限制

而模糊不清126；然亦有學者認為這種方式，不僅包容各會員國間本質上的差異，

同時也賦予各會員國某程度的自由裁量權，從而造就各國保障少數股東利益之實

質公平127。以「收購價格」而言，該指令第5條特別強調「公平性(to be equitable)」

和「確保少數股東的保護」128，且對公平價格決定機制，規定在第五條第四項129，

                                                 
124 Supra note 36. 
125 Article 5(3):” The percentage of voting rights which confers control for the purposes of paragraph 1 
and the method of its calculation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rules of the Member State in which the 
company has its registered office. “ from Peter Brower, Company Law Implementation of The 
European Directive on Takeover Bids - A Consultative Document, 76-77 (2005) 
126 Mike Burkart & Fausto Panunzi, Mandatory Bids, Squeeze-Out, Sell-Out and the Dynamics of the 
Tender Offer Process, Europea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stitute(EGCI) 12 (2003). 
127李智仁，強制公開收購法制之發展與問題檢視－以我國法為中心，軍法專刊，51卷12期，頁26，

2005年12月。 
128 Article 5(1) “Where a natural or legal person, as a result of his/her own acquisition or the 
acquisition by persons acting in concert with him/her, holds securities of a company a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1(1) which, added to any existing holdings of those securities of his/hers and the holdings of 
those securities of persons acting in concert with him/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give him/her a specified 
percentage of voting rights in that company, giving him/her control of that company,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such a person is required to make a bid as a means of protecting the minority 
shareholders of that company. Such a bid shall be addressed at the earliest opportunity to all the holders 
of those securities for all their holdings at the equitable price as defined in paragraph 4.” 
129 The highest price paid for the same securities by the offeror, or by persons acting in concert with 
him/her, over a period, to be determined by Member States, of not less than six months and not more 
than 12 before the bid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shall be regarded as the equitable price. If, after the 
bid has been made public and before the offer closes for acceptance, the offeror or any person acting in 
concert with him/her purchases securities at aprice higher than the offer price, the offeror shall increase 
his/her offer so that it is not less than the highest price paid for the securities so acquired. 
Provided that the general principles laid down in Article 3(1) are respected, Member States may 
authorise their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to adjust the price referred to in the first subparagraph in 
circumstance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criteria that are clearly determined. To that end, they may draw 
up a list of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highest price may be adjusted either upwards or downwards, for 
example where the highest price was set by agreement between the purchaser and a seller, where the 
market prices of the securities in question have been manipulated, where market prices in general or 
certain market prices in particular have been affected by exceptional occurrences, or in order to enable 
a firm in difficulty to be rescued. They may also determine the criteria to be applied in such cas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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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規定所謂收購的公平價格為公開收購要約前六至十二個月內，買主為取得被

收購公司股份所支付之最高對價；另規定會員國可自組監督機構，視情況調整其

公平價格並訂定各種價格上升或下降調整的情形。除此之外，第5條第5項亦規定

130，買主若非使用現金為併購對價，而係使用其他不具流通性之證券時，買主亦

應提供現金對價以供應賣股東選擇。企業收購指令對公平價格有明確的標準，乃

是因為研究小組認為，若指令未對此問題提供明確之判斷標準，則一旦發生爭

議，勢必由法院裁決，而收購利益在法院作出判決前，恐已消失且給予法院太多

解釋空間。所以，如此訂定可提高收購者對於收購成本的預見性，並讓收購案容

易進行，進而使歐盟資本市場的運作更有效率131。 

歐盟此收購指令之目標本在於促成收購之公平競爭(level playing field)並保

護少數股東之權益，避免各國法律扭曲控制權的交易市場，而此指令多少有英國

城市收購指令(City Code on Takeover and Mergers)的影響132。但是單就一個指令

而言，在某會員國可能是促進有效率之收購，但在另一會員國則可能是阻礙，例

如在股權分散、資本市場成熟的英國，此一指令或較不易產生負面影響；反之，

若在股權集中的國家，例如德國或者是一個本來即存有控制股東的公司中，此一

指令反而使交易產生不必要的成本，破壞平衡控制權的市場機制，實務上則造成

反併購的防禦措施，而失去所謂公平競爭的效果133。因此，採用一致性的收購指

令，限制了契約的自由度，公司反而無法逃脫其框架而尋求更有效的規定，以促

進股東財富134。 

                                                                                                                                            
example the average market value over a particular period, the break-up value of the company or other 
objective valuation criteria generally used in financial analysis.  
Any decision by a supervisory authority to adjust the equitable price shall be substantiated and made 
public. 
130 By way of consideration the offeror may offer securities, cash or a combination of both. 
However, where the consideration offered by the offeror does not consist of liquid securities admitted 
to trading on a regulated market, it shall include a cash alternative. 
131 黃慧嫻，歐盟第十三號公司法指令草案「收購要約指令草案」簡介，科技法律透析，14卷12
期，頁20-24，2002年12月。 
132 Supra note 127, at 6-7. 
133 Berglöf Erik and Mike Burkart, European Takeover Regulation, 18 (1) Economic Policy 171-213 
(2003)；the same at Julian R. Franks & Colin Mayer, Ownership: Evolution and Regulation 
ECGI-Finance Working Paper No. 09/2003 (2005). 
134 Gérard Hertig & Joseph A. McCahery, An Agenda for Reform: Company & Takeover Law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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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權交易中，能夠增加公司價值的方為有效率的交易，而法規範與法

院僅在市場無法有效地進行資源配置時，才需要介入。依此觀點，任何法規範之

目的，包括歐盟強制公開收購原則，都應有促進有效率之控制交易，同時避免無

效率的控制權交易之功能135。倘僅加強少數股東的保護，事實上反而會導致股票

價值之降低，蓋強制收購原則為避免投機性的收購者而增加少數股東的價值，因

而增加投資者須以更高價收買少數股東的股份，最終卻導致降低公司的價值之結

果。而Mike Burkart和Fausto Panunzi更進一步指出，法規範對於併購交易的介入

本身就會有根本性的兩難(fundamental delimma)136，保護少數股東權益和促進併

購交易市場的效率是兩個衝突的目標。 

或有學者認為瑞士的強制公開收購原則較為彈性合適137，其法規為可選擇

退出(opt-out)的法律設計方式，制定之控制權收購門檻為33.33%，其收購價格至

少等同於市價且不得低於最近十二個月來收購交易最高價格的百分之七十五，並

且公司可經多數股東同意，以章程排除此一強制公開原則之適用；此外，倘有少

數股東或公司之利益被忽視時而違反法律基本原則時，法院可介入審判。因此，

瑞士法要求有控制股東的公司當控制股東欲出售其控制權時而擷取控制權溢價

時，應為充分之資訊揭露，使小股東知悉相關情況。 

惟本文認為，保護少數股東權益和促進併購交易市場的效率並非完全衝突

之目標，法規範應可以在帕雷托效率之原則下，應可建立起一個同時促進有效率

之併購交易市場並同時維護少數股東權益的法律，而本文認為美國德拉瓦法院之

規範較為可採之因，乃其法規設計與判例皆是以此目摽為依歸。 

 

                                                                                                                                            
Europe，see at 
http://www.solvay.edu/EN/Programmes/Visiting%20professors/docs/Hertig_McCahery_Agenda.pdf  
，最後瀏覽日: 2010年3月30日。 
135 Luca Enriques, The Mandatory Bid Rule in the EC Takeover Directive, in REFORMING COMPANY 
AND TAKEOVER LAW In EUROPE, 767-791 (Guido Ferrarini et al.,2004). 
136 Supra note 126. 
137 Supra note 82, at 645-p.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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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控制權溢價之契約模式 

有學者認為，為何不使控制權溢價契約化而不至於衍生相關問題138？例如

為何不在發行股票給少數股東的同時，將控制權溢價明訂於一清楚之公司契約

裡？以及控制股東在公開上市前為何不先發給自己特別股以滿足日後交易轉移

時之溢價，而願意像壓賭注般地在一個不確定的控制權溢價之上？其解釋以下理

由： 

第一、未來的控制權私利是否存在以及數額多少，是不確定性，必須於具

體控制權交易中進行磋商，故無法事先向少數股東列出控制權溢價的「固定清單

(fixed invoice)」。 

第二、發行特別股造成兩種等級的股份，將減低股份在市場上的流通性， 

控制股東可能反而無法於流通市場出售其股份。 

第三、如果本身就是單層股權結構，控制股東亦會考量要將持股轉換成特

別股時，所必須付出一些特別的成本而不願轉換成特別股。 

況且，實質上的共用控制權利益還是存在的，如事先預期的將這些控制權

私利偏向控制股東亦會招致額外付出的成本。因此，最好的控制權溢價的歸屬方

式，還是應由市場交易決定。 

 

                                                 
138 Supra note 82, at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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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異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之公平價值 

 

在控制權交易中，併購價格之決定對於買方和賣方兩方面而言都是最重要

的一件事，因此，於我國國公司法第316條之2第3項，規定異議股東對公司股份

之公平價格進行協議，若自股東會（董事會）決議日起六十日內未達成協議者，

股東應於此期間經過後三十日內，聲請法院為價格之裁，此期間不得合意延長。

非訟事件法第89條第1項第2項中有規定139，法院為公平價格之裁定前，應先訊問

公司負責人及為聲請之股東，且若為公開發行股票，可斟酌當時之市價；必要時，

得選任檢查人就公司財產實況命為鑑定；而於企業併購法中第12條第1項亦有規

定按所謂的「當時公平價格」。而於美國對於「公平價值(fair value)」，和我國相

同的部份也是僅在DGCL(Delaware General Coperation Law) 262(h)提到必須考慮

所有有關的因素140，實務上操作，也是由法院決定而未規定在法條中。然而，何

謂公平價值？公平價值之考慮與評價因素為何？在會計上為一估價之例行公

事，為何在法律上會有諸多問題之產生？而本論文所探討之控制權溢價對公平價

值之影響又為何呢？實著值得深究。 

 

第一節  公平價值之概念 

第一項  公平價值之概念 

在美國，估價業者認為公平價值(fair value)是一個法律名詞，是法律上之價

                                                 
139 非訟事件法第89條第1項：「公司法所定股東聲請法院為收買股份價格之裁定事件，法院為裁

定前，應訊問公司負責人及為聲請之股東；必要時，得選任檢查人就公司財務實況，命為鑑定。」 
非訟事件法第89條第2項：「前項股份，如為上市股票，法院得斟酌聲請時當地證券交易所實際

成交價格核定之。」 
140 DGCL section 262(h) “The court shall appraise the shares, ,determining their value exclusive of any 
element of value arising from the accomplishment or expectation of the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together with a fair rate of interest, if any, to be paid upon the amount determined to be the fair value. 
In determining such fair value, the Court shall take into account all relevant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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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標準，適用於法律之特別情況下如異議股東的股權評價141，實際上公平價值在

美國某些州法中如紐澤西州(New Jersey)州法重複使用此fair value字詞，但卻未見

有其之定義及如何使用的方式142，以及德拉瓦州公司法中(Delaware General 

Coperation Law, DGCL)262(h)也同樣未對公平價值有明確定義，就如同許多法院

於進行估價時，使用公平價格之一詞卻對公平價值(fair value)未有實質上的定義

143。 

公平價值(fair value)的概念可源自德拉瓦州最高法院於Tri-Continental Corp. 

v. Battye一案，本案係關於閉鎖基金公司(close-end funds)的交易，閉鎖基金和一

般公司相同的是股東或投資者無法直接請求公司贖回其股份，如果他們想要終止

投資，就必須在交易市場裡出售股份，因此認為「在估價訴訟法裡的價值(value)

基礎概念是股東在被收購時給予權利給付，也就是在其繼續經營(going concern)

的按比例利益144。」爾後有法院簡略地以「繼續經營價值(going concern value)」

來定義此概念145；或有法院稱公平價格為「被收購時股份之真實或內在價值(true 

or intrinsic value)」146；而Coates教授亦提出德拉瓦州公司法第262條(h)的字面意

義解釋就是要按照反對股東的股份比例來決定公平價格，而非先決定公司整體價

值再平均分配147。但簡言之，公平價值實為一模糊之概念。 

由於美國判例法欠缺一個對公平價值的明確定義，故由法院於具體個案中

決定股份之公平價值，法院裡自我決定對公平價值的意義，在科羅拉多法院於

Pueblo Bancorporation v. Lindoe, Inc.一案中明確指出148，公平市價是有市場折價

的(marketability discount)，因為欠缺流動性和在公司是屬於少數利益之故。因

                                                 
141 蘇瓜藤，無形資產之評價(上)，會計研究月刊，252 期，頁 59，2006 年 11 月。 
142 See N.J. STAT. ANN. § 14A:12-7(8) (West 1992). 
143 John D. Emory, Jr., Comment, The Role of Discounts in Determining ‘Fair Value’ Under 
Wisconsin’s Dissenters’ Rights Statutes: The Case for Discounts, WIS. L. REV., 1155, 1164 (1995) 
144 Tri-Continental Corp. v. Battye, 74A2d71(Del 1950),” The basic concept of value under the 
appraisal statute is that the stockholders are entitled to be paid for that which has been taken from them, 
viz. his proportionate interest in a going concern.“ 
145 Gholl v. eMachines, Inc.,, 2004 WL 2847865, 4 (Del. 2004)；Lane v. Cancer Treatment Centers of 
America, Inc., 2004 WL 1752847, 15 (Del.2004). 
146 Chicago Corp. v. Munds, 172 A. 452, 455-456 (Del. 1934). 
147 Supra note 103, at1251, 1266-1267. 
148 Pueblo Bancorporation v. Lindoe, Inc., 63 P.3d 353, 360 (Colo.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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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美國法院在許多情況下，會有混淆公平價值與公平市價(fair market value)之

情況，而併入公平市價分析上會使用的折價149，同時於公平市價分析上會以折價

調整價格。公平市價(fair market value)的定義應為「在買方和賣方兩者沒有任何

脅迫下，願意轉換其資產，且兩方對於相關事實有合理的認知」150，同樣的解釋

和見解亦闡述在United States v. Cartwright一案或Pueblo Bancorporation v. Lindoe, 

Inc.一案中。151  

因此，早期在Tri-Continental Corp. v. Battye一案裡，德拉瓦州最高法院認為

公平價格相對於公司淨資產價值(net asset value)應有折價，意即應有所謂的固有

少數折價(implicit minority discount，IMD)，但此解釋卻是令人困惑不明的，而法

院也並未簡單地直接下結論「所有公司的交易都存在著折價」152。直到1983年的

Weinberger v. UOP一案，更加明確地解釋DGCL，對公平價值有更開放的解釋，

認為估價的方式需廣為商界所採用且法院可接受，且不論是法條或法院對任何估

價方式或估價方法的選擇都無定型或限制153。也或許因為無所限制的估價方式，

對於公司市價存在著是固有少數折價的現象，卻是現在德拉瓦法院廣為接受，對

於公平價值決定中，操作性的假設而無任何理論基礎且不受約束，也備受美國學

者所質疑與批評154。 

                                                 
149 In the appraisal context, the Supreme Court of Colorado observed the following: Another 
interpretation of fair value is to value the dissenters’ specific allotment of shares, just as one would 
value the ownership of a commodity. Under this view . . . the "fair value" of [an] ownership interest is 
only the amount a willing buyer would pay to acquire the shares. In effect, this interpretation reads fair 
value as synonymous with fair market value. An investor who wants to buy a minority allotment of 
shares in a closely-held corporation would discount the price he was otherwise willing to pay for the 
shares because the shares are a minority interest in the company and are a relatively illiquid investment. 
Likewise, under this interpretation, the trial court should usually apply minority and marketability 
discounts. 
150"[t]he amount at which the property would change hands between a willing buyer and a willing seller 
when the former is not under compulsion to buy and the latter is not under any compulsion to sell, both 
parties having reasonable knowledge of the relevant facts" See ROBERT F. REILLY & ROBERT P. 
SCHWEIHS, THE HANDBOOK OF ADVANCED BUSINESS VALUATION 301-303 (The McGrew-Hill 
Company , 2000). 
151 Supra note 148. 
152 Lawrence A. Hameresh & Michael L. Wachter, The Short and Puzzling Life of The “Implicit 
Minority Discount” In Delaware Appraisal Law, 156 U. PA. L. REV. 49 (2007). 
153 Supra note 103, at. 1251, 1260, 1273. 
154 William J. Carney &, Mark Heimendinger, Appraising the Nonexistent: the Delaware Court’s 
Struggle with Control Premiums, 152 U. PA L. REV. 845, 845-80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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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會計上之公平價值 

第一款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之公平價值 

在國際評價標準 (international valuation standards committee，以下簡稱

IVSC，2007)裡，清楚地分析公平價值(fair value)和市價(market value)的不同，其

認為市價為公平價值評估中的一部分，而兩者不同在於市價沒有像公平價值有一

些特殊價值(special value)的考量，公平價格通常發生在有盡善良管理人義務的公

司交易中，有特別綜效發生而兩方認為是公平的155。而於美國鑑價業者常採用的

公平市價(Fair Market Value)源自於美國內地稅局的IRS Ruling 59-60之規定156，其

定義公平市價為「買賣雙方在沒有任何脅迫之下，合理並暸解相關事實而願意交

易的價格。」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所採用的字詞為「公平價值(fair value)」，

主要原因是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認為「公平市價」的定義有許多是在租稅法

規下的法律解釋，與財務報告之目的並不相關，但兩者在衡量目標基本上是相同

的。而我國學者亦對於我國常用之「評價」、「鑑價」及「估價」等對判斷事物

價值的常用名詞，使用上並無明顯差別；但依據其個別定義，認為「評價」乃是

對一個企業或專業業務的全部或部份權益（interest）判定價值，其中必須考量與

被評價標的之間有關定性與定量的各有形及無形因素；「估價」則是估價人員基

                                                 
155 Fair Value is frequently used when undertaking due diligence in corporate transactions, where 
particular synergie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may mean that the price that is fair between them is higher 
than the price that might be obtainable in the wider market. In other words Special Value may be 
generated. Market Value requires this element of Special Value to be disregarded, but it forms part of 
the assessment of Fair Value 
156 Section 20.2031-1(b) of the Estate Tax Regulations (section 81.10 of the Estate Tax Regulations 
105) and section 25.2512-1 of the Gift Tax Regulations (section 86.19 of Gift Tax Regulations 108) 
define fair market value, in effect, as the price at which the property would change hands between a 
willing buyer and a willing seller when the former is not under any compulsion to buy and the latter is 
not under any compulsion to sell, both parties having reasonable knowledge of relevant facts. Court 
decisions frequently state in addition that the hypothetical buyer and seller are assumed to be able, as 
well as willing, to trade and to be well informed about the property and concerning the market for such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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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所具備的「特別市場」知識、教育與職業訓練，決定出標的物的價值157。 

因 為 會 計 資 訊 應 具 備 兩 項 主 要 品 質 ： 攸 關 性 (relevance) 及 可 靠 性

(reliability)158。但此兩者其實是互相違背的，因為具有攸關性的資訊往往過於主

觀無法驗證，因此而缺乏可靠性。因此，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在制定各項準

則時，常常須要面對「攸關性」及「可靠性」的衡量，但是由於會計師所面對之

法律風險壓力，造成了資訊的「可靠性」似乎凌越了「攸關性」，以增加財務報

表之可信度，然亦有許多學者認為會計界所堅持的「可靠性」其實也不可靠，而

現行財務報表中也有許多估計涉及預測資訊，會計界何以為了「可靠性」而犧牲

了「攸關性」？於是，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於近年發布的許多準則及各項解

釋中，逐漸大量採用「公平價值」159，財務報表資訊已由「歷史成本會計」進入

了「公平價值會計」，而被喻為「會計革命」時代。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對「公平價值」之定義為「在市場參與者的正常

交易中，願接受出售資產與負債轉移之價格」160，此強調公平價值是一個「退出

價值」(Exit Value)而非「進入價值」(Entry Value)，意即對一個資產或負債而言

在初期確認時，它的公平價值是它的賣出價格(the price received to sell)，而非購

買之價格(the price paid to acquire)。因此，美國FASB 157號會計準則會根據市場

交易資訊而來而非根據企業本身特定資訊而得，亦會建構在那些市場參與者在評

價時會使用的如風險之假設或各種評價方法中固有的風險假設，所以，會計人員

依評價時所面臨的環境及所可取得之資訊(input)充份與否，進一步將公平價值區

分為三大層級161： 

第一層級：活絡市場(active market) 中相同資產或負債的報價162。 

                                                 
157 蘇瓜藤，無形資產之評價(下)，會計研究月刊，2006 年 12 月，頁 70-80，253 期。 
158 在會計衡量方法上，若能包含較多的現時資訊、未來預期與估計資訊，則為較具攸關性的方

法；若能包含越多市場參與者的預期與估計，則為較具可靠性衡量方法。 
159 L. Todd Johnson, Relevance and Reliability, The FASB Report February 28, 1-4 (2005). 
160 “Fair value is the price that would be received to sell an asset or paid to transfer a liability in an 
orderly transaction between market participants at the measurement date.” 
161 Fair Value Measurements Part 2: SFAS 157 Fair Value Measurements, Discussion Paper, IASCF, 
18-21 (2006). 
162 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五號定義活絡市場應符合三要件：「在市場交易之商品具有同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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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級：包括活絡市場或非活絡市場相類似資產或負債的報價，且除了

報價外，可運用其他「可觀察」之相關市場資訊加以計算，所產生的價格。 

第三層級：對某特定資產或負債「不可觀察」的資訊，企業則需以當時情

況下最佳的資訊，針對市場參與者的假設，作出最適當的假設。雖係由企業本身

產生的數據所計算出的價格，但企業仍應盡可能獲取市場參與者的假設。 

此三大層級並非對評價方法本身作分級，而是對所獲得資訊做分級，使公

司於資訊揭露時，投資人可清楚區分其報表之可靠性。 

但亦有學者認為公平價值會計的評價方式在市場流動性不足或不活躍時

163，嚴重貶低金融資產之經濟價值，導至金融機構遭受融資追繳(margin call)和

資本適足率嚴重不足164，僅管 FAS 157 28(b)條款列舉非活絡市場的一些特徵，

但要滿足這些條件至是否真為非活絡市場，其認定仍需要相當的分析和判斷。而

在一非活絡市場，決定一交易價格是否為被迫交易(forced transactions)或拋售交

易(distresses transactions)價格也需相當多的價值判斷，所以在此時期也不能將所

有交易價值視為公平價值；除此之外，對於不可觀察之評價因數，第三層級之評

價(level 3 inputs)亦尚未有正式之揭露要求。因此，此學者認為公平價值會計應再

改良，加強對前述第三層級資訊之揭露，且對公平價值會計計算所需之完整判斷

(sound judgment)需做進一步的規範和指引，以及考慮在負債的衡量中加入信用風

險做一決定，並對流動性的影響加入公平價值衡量。 

 

第二款  我國財務會計準則之公平價值 

相較於我國，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六號，對公平價值之定義為：「雙

方對交易事項已充分瞭解並有成交意願，在正常交易下據以達成資產交換或負債

                                                                                                                                            
性；隨時可於市場中尋得且有意願之買賣雙方；價格資訊可為大眾所取得。」 
163 陳溢茂，金融危機中的公平價值評價問題，收錄於台灣證券交易所與證券櫃買賣中心「公平

價值會計如何落實」論壇，2009 年 3 月 4 日。 
164 Margin call 稱為融資追繳、補倉、或者是保證金追繳，主要是用在融資融券等信用交易。資

本適足率（RBC）指銀行、信託投資公司、外國銀行在台分行及信用合作社係指自有資本占風險

性資產之比率（外國銀行在台分行採總行比率）；農、漁會信用部係指淨值占放款總額之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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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償之金額。」此一定義似乎較接近「公平市價」，而非法律上所使用之詞；另

於評價準則公報第 4 號，更進一步將公平價值分別依其財務報告目的及法律事務

分別定義為165： 

一、就財務報告目的而言，係指雙方對交易事項已充分瞭解並有成交意願，在正

常交易下據以達成資產交換或負債清償之金額。 

二、就法律事務而言，公平價值應根據相關法令或判例予以定義。 

由此可見，我國會計界所認知之公平價格是接近於公平市價，而在美國，

公平市價的成立必須符合，第一、必須為有意願且有履約能力之假設交易對方；

第二、雙方在公開市場不受限制或脅迫地進行交易；第三、雙方對於交易相關事

實皆有合理程度的瞭解166，且公平市價之前提假設是完全競爭市場(a perfect and 

competitive market)，對同質之標的進行自由交易行為，過程中無交易成本，交易

資訊可充分瞭解辨認並取得容易，才可能產生完全競爭下達到市場均衡之公平交

易價格。但實際上有些評價如無形資產之市場根本無法達到，因而可能有糾紛存

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簡稱 IFRS），

是指由國際會計準則理事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IASB）

制定的《財務報表編制與列報框架》及其它準則、解釋公告167。而我國為與國際

接軌，也預計於 2013 年全面採用國際會計準則(IFRS)做為企業編製財務會計報

告書時所應遵循的規範，IFRS 規定會計金額須以公平價值(fair value)為入帳基

礎，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Board，以下簡稱

IASB)，已於 2009 年 5 月 28 日發布「公平價值衡量草案」(Fair Value Measurement 

Exposure Draft)，亦提議以退出價格(Exit price)作為公平價值之定義，定義為「市

                                                 
165 See http://www.ardf.org.tw/html/opinion/av004.pdf，最後瀏覽日: 2010 年 4 月 4 日。 
166 同前註 141，蘇瓜藤，頁 60-61。 
167 See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B%BD%E9%99%85%E8%B4%A2%E5%8A%A1%E6%8A%A
5%E5%91%8A%E5%87%86%E5%88%99，最後瀏覽日: 2010 年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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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參與者於衡量日之正常交易中，經資產出售或移轉負債所支付之金額」168，然

IVSC 認為，該草案係基於美國會計準則第 SFAS 157 號「公平價值衡量」的基礎

所建立，其對於公平價值之定義理應相同，然 IASB 並未對為何改變此定義之理

由說明清楚。其並說明在許多評價專家中選擇用市場可獲得價格來評估公平價值

是不幸的，因為公平價值和市場價格是有不同意義的。 

除此之外，IASB認為資產之公平價值需考量市場參予者的能力，假設該資

產將售予其他市場參與者或自我使用至最高且最有效的方式(highest and best 

use，HABU)，並提及此原則不適用於金融資產(financial asset)及負債(liability)的

評價。ISVC則認為此價值前提觀念是混淆不清的，因為資產可能有潛力有更好

的價值替代方案(valuable alternative use)，此潛力會反映在市場參予者的收購上，

因而反應所謂的HABU，但是此潛力可能受限於可操作性(Physically possible)、

合法性(Legally permissible)及財務合理性(Financial feasible )，因此，HABU不會

在平價當日就把所有可能情況反映出來，市場參予者因此會對替代方案的價值有

所折價包括其實現之成本與風險與替代方案的延遲實現169。 

 

第二節  公平價值之評價方式 

第一項  法律上公平價值之評價方式 

實際上在1983年Weinberger案出現前，多數美國法院採用的是德拉瓦州塊狀

法(Delaware block method)170，，意即以市場價值(market value)，資產價值(asset 

value)，盈餘價值(earning value)三種評價方式171，經由法院給於不同之權重

(weighing process)，以達到公平之效果。但是此項作法卻被美國學者批評法院於

                                                 
168 ‘the price that would be received to sell an asset or paid to transfer a liability in an orderly 
transaction between market participants at the measurement date’ from IVSC Response to IASB Fair 
Value Measurement Exposure Draft 2, http://www.ivsc.org，最後瀏覽日:2010年4月10日。 
169 Id., at 5-6. 
170 Joel Seligman, ALI’s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ject :Remedies : Reappraising the appraisal 
remedy, 52 GEO. WASH. L. REV. 842-843 (1984). 
171 意即每股盈餘(earning per share，EPS)乘上一定成數後，即是盈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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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加權過程只是敷衍帶過，充滿武斷性的推論且不客觀，其經由法院的加權方

式也不能彌補三種評價方式本有的缺陷172；同時，此方式不能表現出評價本身應

該考量也具有未來展望的部份173，但實際上是因為在1960年代以前，財務理論中

常用的估價理論「資本資產訂價模式(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簡稱為CAPM)」

尚未發展完全，也無其他估計方式可茲參考174。爾後，在1983年的Weinberger案

決定放棄這種武斷臆測的評價方式，改採任何商界肯認之評價方式，而其中即包

括金融界常用的「現金流量折現法(discounted cash flow method，DCF)」。此方

式係由公司繼續經營之觀點，將公司未來之價值，透過一定的折現率，折現成為

現值，用此方式被評價之公司不需具有流動性，而折現率也有許多各種的理論，

其中最有名的即是資本資產訂價模式，但實際上此項評價標準主觀臆測的缺點，

例如自由流量現金的預測需按景氣波動且財務資訊多掌握在控制股東之中，而公

司未來成長率等都需主觀地加以調整175。因此，此方式如用在併購案尤其是逐出

合併(squeeze out)的併購，其財務報表或評價部分若皆由控制股東所掌控，主觀

評價的部份將更有所限制而不公正176。除此之外，亦有學者認為如利用DCF的評

價方式，已將公司繼續經營價值計入而排除所謂綜效的發生，如果再加諸控制權

溢價於DCF的評價方式將是不適當且不合邏輯的177，但本文認為實則不然，原因

如前所述，控制權溢價來源眾多，不單是綜效的發生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DGCL262(h)規定公平價值應不包含因併購的實現或期待所

產生之任何的價格因素178，在法院中的放寬或限縮解釋會影響公平價格之決定，

                                                 
172 Supra note 170, at 854-855. 
173 Joseph M. Coleman, The appraisal remedy in Cooperate Freeze-out: Questions of Valuation and 
Exclusivity., 38 SW. L. J. 782 (1984). 
174 John Lintner, The Valuation of Risky Assets and the Selection of Risky Investments in Stock 
Portfolios and Capital Budgeting, 47 REV. Of ECON. AND STAT. 13 (1965). 
175 Barry M. Wertheimer, The Shareholders’ Appraisal Remedy and How Courts Determine Fair Value., 
47 DUKE L. J. 629 (1998). 
176 F. Hodge O’neal, Expulsion or Oppression of Business Associates : "Squeeze-Outs" in Small 
Enterpris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4 (1961). 
177 S. PRATT, THE LAWYER’S BUSINESS VALUATION HANDBOOK , 359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2000)；Taylor v. Am. Specialty Retailing Group, Inc. 2003 WL 21753752 at 2 (Del. 2003). 
178 “….shall appraise the shares, determining their fair value exclusive of any element of value arising 
from the accomplishment or expectation of the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together with a fair rate of 
interest, if any, to be paid upon the amount determined to be the fair value. In determining such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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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Weinberger 案中採放寬解釋，其說明「在併購實現或期待所生之價值只要

不確定的因素須排除，關於未來的價值包括公司的本質是已知或關於併購日可得

而之而非完全猜測者，則應計入之179。」Hamermesh 和 Wachter 認為德拉瓦州之

法院一直以來雖多以繼續經營價值(going concern value)可以按比例分配為評價

公平價格之主要概念180，但實際上於估價中常用之其他公平價值評價之原則性的

參考標準，亦為法院所參考，將於以下章節介紹。 

 

第一款  公平價值與市場價格(market value) 

以市場價格作為公平價值評價的參考依據，實際上並不適用在某些情況，

例如在閉鎖型的公司，由於缺乏開交易的市價或可茲為參考的非公開交易價值，

如果僅使用市價評估公平價值，將有違公平性且使控制股東有潛在獲得意外之財

(windfall)的機會181。 

除此之外，市場價格會反映出公司治理的情形，而公司之董事與管理者有

權決策，自然會影響市場價格，如果在交易中的評價標準是市價，在現金逐出交

易中則可能變相鼓勵公司之董事與管理者使公司管理變得較差以支付少數股東

較少的收購價格。故有學者認為182，若是逐出交易的合併態樣而採用合併前之市

價為公平價格之標準，則被合併之公司管理階層會有逆選擇之可能發生而使其市

價下跌。僅管如此，在市場出脫例外(market-out exception)之規定下183，現金退

                                                                                                                                            
value, the Court shall take into account all relevant factors.” 
179 “Only the speculative elements of value that may arise from the ‘accomplishment or expectation’ of 
the merger are excluded. We take this to be a very narrow exception to the appraisal process, designed 
to eliminate use of pro forma data and projections of a speculative variety relating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ut elements of future value, including the nature of the enterprise, which are known or 
susceptible of proof as of the date of the merger and not the product of speculation, may be considered. 
“ from 457 A.2d 713. 
180 Lawrence A. Hamermesh & Michael L. Wachter, The Fair Value of Cornfields in Delaware 
Appraisal Law, 31 J. CORP. L 13-20 (2005). 
181 Id., at 14. 
182 Supra note 107, at 408. 
183 市場出脫例外規定是假設參與合併公司之股票市場流動性甚佳，反對合併的股東若不滿合併

條件，自然可以在市場拋售持股換取現金，法律沒有必要賦予反對股東請求收買股份之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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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cash exit)之交易，仍以股票市場之交易價格替代法院評價之公平價值184。 

市場價格受操控之影響程度亦和法律規範對於投資者的保護程度息息相

關。1998年代，一群金融經濟學家LaPorta等學者，結合法與金融之概念，提出

法律對於投資者的保護程度會影響到公司內在價值，而與上市公司股價呈正比，

進而影響國家資本市場之健全與發展185。LaPorta等學者對全球49個國家進行法律

層面之公司治理的研究調查，探討公司股東與債權人的法律保障、法律規則之起

源與法律執行品質。研究結果顯示習慣法(Common-Law)國家對投資者有最強的

法 律 保 障 ， 法 系 成 文 法 (French-Civil-Law) 國 家 最 差 ， 德 系 成 文 法

(German-Civil-Law)與北歐系成文法(Scandinavian-Civil-Law)國家居中，而新興國

家中，除新加坡與香港屬於習慣法系並配合較高品質的法律執行效率外，其餘法

律保障較低的成文法系國家，如台灣、南韓與菲律賓；或是法律執行品質不佳的

泰國與馬來西亞。顯見在公司治理的特性上，亞洲新興市場平均而言，對於投資

人的法律保護較差，影響資本市場的發展，經常出現大型上市公司之所有權集中

與投資者保障呈現負相關的現象。但學者Cools對LLSV的研究提出質疑186，因為

LLSV只用了七項指標來評判對股東的法律保護187，此七項指標偏重股東的保護

而未提及其通公司法理上所涵蓋的重要部分似乎有欠周延，而且其指標的評價只

有全有或全無(0或1)來標示其分數高低，無法反映處於邊緣地帶的一些案例，而

此文章過於強調習慣法和成文法系對公司法權力歸屬之基礎性差異，其他因素如

董事之結構亦應考量，因為是單層或雙層制度的董事結構(在成文法系和習慣法

系會有所不同)，亦影響在公司裡不同之權利歸屬188。因此，在一個法規完善和

具良好公司治理的公司哩，其市價較不易受人為操控，較能接近真實的公平價值。 

                                                 
184 Supra note 180, at 14-18. 
185 See supra note 1. 
186 Cools S., The Real Difference in Corporate Law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ntinental 
Europe:Distribution of Powers, Harvard Law School John M. Olin Center for Law, Economics and 
Busines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Paper No.450, 1-10 (2004). 
187 One Share – One Vote.；Proxy by mail allowed.； Shares not blocked before Meeting.； Cumulative 
Voting/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Oppressed Minority.；Pre-emptive Right to New Issues； The 
Percentage of Share Capital to Call an Extraordinary Shareholder Meeting. 
188 Braendle, U.C., Noll, J., The Power of Monitoring, 3 German Law Journal 1349-1371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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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公平價值與第三人交易價格(third party sale value) 

第三人交易價格接近傳統經濟學上的價值定義，在傳統經濟學上的價值概

念，決定於資產下一個最佳利用(next best use)，或稱其為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機會成本的概念非繼續經營價值(going-concern value)之量測，而是下一個

資產最佳利用之量測，且即使機會成本之某種資訊不被公司所採用，亦會發生在

其他地方189。而繼續經營價值測量的較好方式則是以資產之現行使用價值

(current use value)來量測。在此機會成本的概念裡，其假設價值增加的交易

(value-enhancing transaction)部分都已發生，所以下一個最佳利用(next best use)的

價值會低於現行使用(current use)價值。更廣義地說，如在一完全資訊公開且公平

有效率的、涉及第三人交易之中，其併購價格減去綜效價值可視為一良好之公平

價值的估價方式190。但問題在於並非所有交易皆是資訊公開且有效率的且綜效價

值亦是難以評估而極具爭議性。 

因此，第三人交易價值亦有許多受限於假設性的命題之上。例如有些公司

其經營已達最佳狀態，那麼於第三交易價值的假設裡，假設下一個最利用的經營

者並不存在時，如使用第三人交易價值去評估此公司之價值，將不如以繼續經營

價值的方式去評估，將使少數股東獲得較少的利益。 

再者，於逐出合併中，由於控制股東得選擇合併之時間，而可能使估價時

使少數股東處於不利的地位。因此，有學者建議使用第三人交易價值為公平價格

之衡量，只是第三人交易價值假設上的「下一個最佳利用(next best use)者」是建

立於「無法更好(up to no good)」之上，如此而為將使第三人交易價值比繼續經

營價值還高，而使得少數股東有過度補償之現象，法院若依此方式評定公平價

值，亦會削落有效率、價值增加的交易意願。因此，第三人交易價值之假設前提，

可以是以「公司之最大利益」為前提或是以「 少數股東最佳利益」為前提而有

                                                 
189 Supra note 153, at 31. 
190  Supra note 180, at 16,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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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不同，使得第三人交易價值可能高於或低於繼續經營價值。 

 

第三款  公平價值與繼續經營價值(going concern value) 

繼續經營價值如上所述是建立於資產之現行使用價值(current use value)，其

寄算方式藉由現代財務理論依公司或資產價值計算出來，及上述之 DCF 方法。

DCF 將公司未來價值以自由現金流量透過一定折現率折現，其包含兩個部份，

一 個 是 公 司 本 身 現 行 含 有 之 資 產 的 自 由 現 金 流 量 ； 另 一 個 則 是 再 投 資

(reinvestment)的自由現金流量的回饋，在財務學上可稱之為公司成長機會(growth 

opportunities)之現值，而此價值會繼續在未來發生191。 

在異議股東訴訟中最常犯的錯誤是將繼續經營價值的兩個部份混為一談，

因為公司的成長機會是持續發生的，但法院努力地想解決此問題，將此部分價值

計入分析中，因而將透過一定折現率計算在公司的最終價值(terminal value)之

上，而實際上此公司成長機會之現值與公司之最終價值並無重疊性。且就財務觀

點而言，無法注意也無法區分明示或暗示，甚或隱藏在公司計畫背後的商業機

會，而此價值實則應計入控制股東在合併前尚未揭露的再投資機會。因此，法院

如依此原則評斷公平價值，僅透過某種折現率計算繼續經營價值，亦會有所偏差。 

 

第二項  會計上公平價值之評價方式 

法律上對公平價值之概念或定義，以及評價方式所採用的方式，隨財務理

論之演進而有所不同，所採行之評價摽準，並不單一以某種假設性的前提為準

則，而是依個案而選擇不同的評價參考標準，例如閉鎖型的公司即不適合以市場

價格為公平價值之評價標準；或是未涉及第三人交易的簡易合併或逐出合併，亦

不適合以第三人交易價值為公平價值之評價標準；而繼續經營價值亦有其執行上

的缺漏，然而，以鑑價為業的會計人士，究竟是如何將此複雜的公平價值之鑑價

                                                 
191 Id. , 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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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標準化呢？將於以下章節探討。 

 

第一款  價值標準與價值前提 

我國學者將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及美國全國企業鑑價分析師協

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Valuation Analysts，NACVA）的評價方式分

類192，認為 FASB 把價值標準區分為公平價值(Fair Value)及投資價值(Investment 

Value)。而 NACVA 把價值標準區分為公平市價(fair market value)、公平價值(Fair 

Value)和策略/投資價值(strategic/investment value)。而公平市價與公平價值已於前

面章節述明，而所謂投資價值，在 NACVA 的解釋是基於某一投資人個別之投資

要求與預期，針對該投資人而言之價值(在加拿大對此定義的用詞為「value to 

owner」)193；而 FASB 所指投資價值亦與 NACVA 的 investment value 相同，我國

學者進一步解釋投資價值與公平價值間的差異，可歸因不同因素，其中之ㄧ為綜

效(Synergies)194，其所指綜效係指合併二項或多項資產或營運單位所產生的利

益。綜效可分為二類，第一為對所有市場參與者皆會產生的綜效，為「市場共通

綜效」(market place synergies)，第二為對某一特定買方所產生的利益，即為「屬

於特定買方的綜效」(buyer-specific synergies)。例如有一家生產高知名度的產品

的公司成為被併購的標的，而有一買方所生產的產品較不具知名度，恰好與該標

的公司的產品互補，如果合併後的聯合行銷會對買方產生相當大的助益，這時買

方會較其他買方出更高的價格，而產生一個溢價。但這一個溢價並不必然反映綜

效的價值，也不代表買貴了，而只是反應買方為了購買該綜效，較其他投標者付

出更高的價格，這個由不相關的買方及賣方成交價，亦代表公平價值。於此，不

然發現會計的公平價值評價概念裡，亦肯認溢價之來源為買方所認為的綜效，惟

                                                 
192 呂東英、陳銘賢，美國全國企業鑑價分析師協會第12屆年會會議紀要，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

委員會，頁9-10，2005年10月。 
193 “ the value to a particular investor based on individual investment requirements and expectations. 
{NOTE: in Canada, the term used is "Value to the Owner"}. See 
http://www.nacva.com/association/A_bv_terms.asp，最後瀏覽日: 2010 年 4 月 15 日。 
194 Supra note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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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解釋方式，是以屬於市場共通綜效和特定買方綜效作為區分，和法律上評價概

念是以合併前屬於原公司之綜效或屬於合併後始發生之綜效作為區分，而有所不

同。 

價值前提是指價值標準決定好後，要先區分價值的前提，意指考慮到最有

可能發生的交易環境中可應用到的評價假設195。，FASB 認為公平價值衡量時的

價值前提之假設取決於市場參與者的「最佳用途」(high and best use, HABU)。如

果市場參與者通常將該項資產用來與其他資產共同運作，可以產生最高價值的

話，那麼該項資產就是以「使用價值」（the value in-use）為價值前提196；如果市

場參與者主要將該項資產單獨利用（該項資產的最佳用途是用作交易），則該項

資產則是採用「交換價值」(the value in-exchange )為價值前提197。意即評價要先

確定其資產是用來使用或交換，但兩者前提即使不同，評價後結果亦可能相同198。 

 

第二款  評價方式 

會計評價的方式主要有三種，茲述如下199： 

第一、市場法(Market approach)：利用交易市場上相同或相類似的資產或負

債做比較參考所提供的價格和相關訊息，但所選擇的比較市場對象，由於需考量

多重因素以選擇適合的對象，故涉及價值評斷。此方法多適用在公開市場之交

易，是假設存在著一個完全公平競爭的市場，雖較簡單且資訊獲得容易，但如果

是不具流通性的少數股權交易或無形資產等，其仍須作價值調整。 

第二、收益法(Income approach)：此評價方式是經將未來資產總額(如現金

流量、所得等)轉換成現值(折價)。係評估標的物的可預期未來現金流量，並經風

                                                 
195 an assumption regarding the most likely set of transactional circumstances that may be applicable to 
the subject valuation; e.g. going concern, liquidation. See 
http://www.nacva.com/association/A_bv_terms.asp，最後瀏覽日:2010 年 4 月 15 日。 
196 “in-use” valuation premise is applied if the asset would provide maximum value to market 
participants principally through its use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s a group. 
197 “in exchange” valuation premise is applied if the asset would provide maximum value to market 
participant principally on a stand-alone basis. 
198 Supra note 161, at 26-27. 
19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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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調整後之折現率來折算成現值，以算出標的物之價值，然由於企業未來可持續

之現金流量不易預估，且不易決定資本化率或折現率，故此方式多用來評估無形

資產。 

第三、成本法(Cost approach)：此方式是根據重置成本之觀念來鑑價，衡量

資產的投入面價值。重置成本係指現在重新自外部取得標的資產之成本，重製成

本則指重新自內部產生標的資產之成本，二者皆屬於現時成本(Current Cost)，即

現時投入價值(Current Entry Value)。重置（製）成本須要就物理性過時陳舊

(Physical Obsolescence)、功能性或科技性過時陳舊(Functional or Technological 

Obsolescence)以及經濟上過時陳舊(Economic Obsolescence)三項因素加以調整。

此方式多用在有形資產、負債及可辨認之無形資產，亦無法完全反映企業整體之

現金產生能力。 

 

第三節  折價與溢價之評估與關連性 

第一項  少數折價(minority discount)之概念 

就財務上之觀點，一般認為擁有控制權的股份價值比沒有控制權的股份價

值有更大的價值，是因為控制者有能力領導公司的政策200，意即前述之控制權私

利，但實則仍有許多因素，Pratt 列出五個可能影響其控制權溢價大小的因素201： 

一、非操控資產的本質和強度 (the nature and magnitude of nonoperating 

assets) 

二、裁量支出的本質和強度  (the nature and magnitude of discretionary 

expenses) 

三、可察覺已存在管理的品質 (the perceived quality of existing management) 

四、尚未開發利用的商業機會之本質和強度 (the nature and magnitude of 

                                                 
200 詳見上述第三章第三節之「控制權利益」。 
201 S.P. PRATT, R.F. REILLY and R.P. SCHWEIHS, VALUING A BUSINESS: THE ANALYSIS AND APPRAISAL 

OF CLOSELY HELD COMPANIES 349 (New York: McGraw-Hil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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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opportunities that are not currently being exploited) 

五、收購者之間的整合能力 (the ability to integrate the acquiree into the 

acquiror’s business or distribution channels) 

而 Damodaran 分析公司現有經營團隊的現值(present value)和假設性理想團

隊的理想價值(optimal value)202，討論控制權的價值就是因為經營管理的改變所

帶來的價值。Mercer 進一步指出控制權溢價和少數折價是相同的203，這些調整

只是反映出控制權價值和可自由交易性(freely tradable)的少數股權價值，意謂著

Pratt 和 Mercer 這些財務專家都允許少數折價的存在，認為法院中允許的折價只

是在革除少數股東所沒有的控制權私利。 

雖然實証上有許多控制權溢價的存在，惟使用上仍需注意，因為在許多的

併購案例當中，除反映本身公司內部綜效(internal synergies)之控制權溢價外，也

可能包含併購方期待之外部綜效溢價(external synergies)，而二者之溢價，實務上

無法明確分割，必須取得更多的資訊並合理評價之204，除此之外，也並非所有併

購案皆須有控制權溢價。美世估價公司(Mercer Capital)認為價值表分為三類之評

價標準，第一為可評估之市場少數利益價值標準(marketable minority level of 

value)；第二為財務控制之價值標準(financial control level of value)；第三為策略

性之價值標準(strategic control level of value)，其價值表顯示出少數折價(minority 

discount)和市場折價(marketability discount)之不同，並說明控制權溢價是在最上

層之策略性價值，是超出市場價格範圍之外的，且傳統之估價方式認為有少數折

價的存在，因而必須給策略性價值的控制權溢價或許是過快的結論，必須仍評估

其現金流之本質(the nature of cash flow)，如其現金流已被調整而已反應出包括未

                                                 
202 Aswath Damodaran, The Value of Control: Implications for Control Premia, Minority Discounts 
and Voting Share Differentials, Working Paper Series,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3 (2005). 
203 Z. Christopher Mercer, VALUING FINANCIAL INSTRUCTIONS 199 (1992)，但在法律上之概念如

Richard A. Booth 有認為控制權溢價的反面意義不是少數折價，兩者之間並無相連，也非相對的

概念。 
204 Application of Control Premiums Under the Fair Value Standard , mercer capital, February 20 , 
2007，http://www.mercercapital.com/index.cfm?action=page.item&id=350#，最後瀏覽日: 2010 年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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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內部綜效，則控制權溢價在此不適用，其圖示如下： 

Minority discount(少數折價)

Marketability discount(市場折價)

Enterprise 
level(公司層級)

Shareholder 
level(股東層級)

Strategic control premium(策略性
控制權溢價)

synergistic value (策略性價值)

Financial Control value (財務控制性價值)

Marketable minority (市場
少數利益價值)

Nonmarketable minority

價值表(levels of value)

 

<圖四> 採自美世資產公司(註204)，作者自譯 

 

因此，就財務上而言，「溢價」是允許的但須分辦來源，有從公司因控制

權而發生之內部綜效而來的控制權溢價，此與市場價格無關，自然也與市場折價

無關，而估價方式須考量現金流量本身的調整是否已含有溢價的部份，而影響是

否給予此溢價；另外一種是來自於收購者的期待綜效溢價。而在此估價圖中，更

值得注意的是，少數折價(minority discount)與市場折價(marketability discount)兩

者並不相同，在Murphy v. United States Dredging Corp一案205，清楚明辨兩者之

定義，所謂「市場折價」是指「為補償股票評價中因股票欠缺流通性的部份」；

而「少數折價」是指「為補償股票評價中因股票欠缺控制權的部份」。 

 

                                                 
205 Murphy v. United States Dredging Corp., WL 2401230 (N.Y.,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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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財務上事業併購之少數股權評價與商譽處理 

會計上之商譽(goodwill)意指企業獲取超額利潤(excess earning)的能力。商譽

的產生包括多種因素如因產品品質優良、服務良好、企業管理有效率、勞資關係

良好等；為一常見而不可辨認之無形資產，不能單獨買賣，只有公司在整體出售

或買賣時方有計算之必要。取得商譽的方式有二：一為向外購入之商譽(purchased 

goodwill)，另一則為自行發展而成，或稱非購入商譽(internally developed goodwill 

or nonpurchased goodwill)。商譽之價值估計，在非購入商譽方面，因無法直接確

定公司自身發展過程中，所需成本和商譽的經濟價值相關，故不予入賬；反之，

購入商譽發生在向其他公司、個人購入或公司合併時，所取得之商譽，為公司支

出總額與取得淨資產總額公平市價（資產減去負債後的餘額）之差額，其應列為

資產或成本入賬206。 

ISAB 已於 2008 年發布新修訂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3 號「事業併購」(下

稱 IFRS 3R)，縮短與與美國公認會計原則(US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US GAAP)合併之企業財報的重大差異，但在某些部分仍存在著差異

性，如 IASB 將控制力定義為「對其他個體的財務與營運政策有加以主導及監控

之能力，進而取得營運活動所產生的利益」，而 FASB 將控制力定義係依控制財

務上的股權(controlling financial interest)，一般解讀為絕對多數投票權(absolute 

majority of the voting interest)。兩者對公平價值定義不同，且對非控制股權

(non-controlling interest)之評價亦不相同，IFRS 3R 得以公平價值衡量或依該股權

比例分攤，可享有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衡量，而 SFAS 第 141 號準則規定，僅

得以公平價值衡量207。由於採用公平價值法時，認列的商譽包含具控制力股權與

不具控制力股權的商譽，故其金額會較採比例分攤法所認列的商譽金額為大，因

其比例分攤法所認列的商譽僅包含具控制力股權的商譽。因此，若購買價格超出

                                                 
206 陳孟賢，香港會計與管理，頁 49-56，1999 年。 
207 勤業眾信事務所翻譯，Business combinations and changes in ownership interest : A guide to the 
revised IFRS3 and IAS27, IFRS 新訊系列報導一，頁 6，2008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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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的幅度越大，則採用此兩種方式，所產生的差異也將越大

208。而對非控制股權(non-controlling interest)之評價，IFRS 3R 可讓企業依每一企

業合併案件的情況，選擇不同的方式衡量如公平價值衡量法或依被收購公司之可

辨認淨資產價值按比例計算。 

修訂後的IFRS 3R更強調公平價值的運用，係以購買法(purchase method)為

企業合併之會計處理，潛在地使企業合併會計處理涉及較多的主觀判斷，並且需

要求助更多的評價專家意見，並將「控制力的改變」視為重大經濟事件(significant 

economic event)，其意義是企業對被投資公司取得或喪失控制力時，應重新衡量

投資之公平價值；倘若股權投資變動未導致控制力的取得或喪失，則視為股東間

之交易，應將具控制力股東與不具控制力股東(non-controlling shareholders)之間

的交易影響數值，直接認列於股東權益209。 

其中有關少數股權(或稱非控制股權)之評價，收購公司應於下列項目金額之

合計數超過收購日可辨認所取得資產及所承擔負債之公平價值時，將該超過之金

額認列為商譽。 

一、依收購日所移轉對價之公平價值。 

二、被收購公司非控制股權(non-controlling interest)之金額（即非控制股權

之公平價值或依該股權比例可享有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 

三、如屬分批取得之事業併購，應包含原股權投資(尚未取得控制力前)於收

購日之公平價值。 

其與我國規定最大之不同在於，我國之少數股權係以帳面價值評價，且商

譽僅屬多數之控制股東所擁有，因我國會計準則未規定企業合併時之會計處理方

法，實務上則採用權益結合法(即帳面價值)者較多210，此與美國SFAS第141號準

則於2001年取消權益結合法，規定企業合併之會計處理方法僅有購買法一種迥然

                                                 
208 周建宏，企業併購議題-產學面對面，資誠通訊，225 期，頁 37，2009 年 6 月。 
209 同前註，頁 1。 
210 權益結合法(pooling of interest method): 參與合併之公司所有資產及負債依其在原公司之帳面

價值合併，股東權益總數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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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而IFRS 3則是可選擇商譽之金額是否包含非控制股權所產生者。除此之

外，除商譽之計算與我國不同，美國SFAS第141號準則無論非控制股權是否包含

商譽，皆以公平價值衡量入帳之金額，此與我國以帳面價值入帳之處理不同211。 

 

第三項  美國法院之少數折價應用 

為反應經濟上的現實，因缺乏控制權或其他有價值之貢獻(如市場流動性

等)，而使得公平市價有所減少或折價，因此，如果法院有誤認為公平價值等於

公平市價，則折價就可能被視為理所當然212。誠然，美國各州法院也對此議題亦

有不同之見解，學者之見解也存在著歧異，茲介紹如下： 

一、拒絕應用折價於公平價值上： 

在德拉瓦州法院原則上是禁止少數折價之應用，在Cavalier Oil Corp. v. 

Harnett一案中，解釋在德拉瓦州公司法第262條下，為何不能使用少數折價在評

估公平價值中，其認為「如果不能使少數股東擁有按比例的股份價值，強加於因

缺乏控制權的處罰而將不公平地使多數股東獲得意外之財」213；而威斯康辛州

(Wisconsin)在HMO-W, Inc. v. SSM Health Care Sys一案214，最高法院也持相同見

解，認為少數折價將會不公平地處罰異議股東於其執行合法權利時；在密蘇里州

(Missouri)的Swope v. Siegel Robert, Inc.一案215，也拒絕使用折價在公平價值上，

強調所謂公平價值之定義是建立在有意願之買賣雙方，而異議股東，本質上就是

非意願之賣方且無談判能力(bargaining power)。而在緬因州(Maine) 更直指利用

                                                 
211 張惠貞，新修訂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事業併購」對我國併購交易之影響併論IFRS 3（2008）

與SFAS 141（R）之差異，安侯建業通訊，頁17，2009年2月。 
212 Supra note 150. 
213“To fail to accord to a minority shareholder the full proportionate value of his share imposes a 
penalty for lack of control, and unfairly enriches the majority shareholders who may reap a windfall 
from the appraisal process by cashing out a dissenting shareholder.” From Cavalier Oil Corp. v. Harnett 
564 A.2d 1145 (Del. 1989). 
214 HMO-W, Inc. v. SSM Health Care Sys., 611 N.W.2d 250, 261 (Wis. 2000). 
215 Swope v. Siegel-Robert, Inc., 243 F.3d 486, 492 (8th Cir. 2001) “Dissenting shareholders, by 
nature, do not replicate the willing and ready buyers of the open market. Rather, they are unwilling 
sellers with no bargaining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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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價的應用將變相鼓勵多數股東的逐出式交易(squeeze-out)216。 

二、允許市場折價應用於公平價值上： 

在紐約州或伊利諾州，其異議股東之訴訟，允許市場折價的應用，其理由

在於「市場折價在閉鎖公司裡應該是許多決定公平價格的因素之ㄧ」217，然對於

少數折價之應用是否也可以應用在決定公平價格之上則有爭議性而不適用218；但

於近期紐約州Murphy v. United States Dredging Corp.一案219，雖清楚明辨少數折

價和市場折價之不同，但卻表示於許多案例中，如我們的案例，市場折價的應用

實際上是少數折價的掩飾，因而允許了少數折價。甚至有的案例如Davenport v. 

Martin一案220，認為少數折價是適當市場折價的成分之ㄧ，允許應用在公平價值

的計算上。 

Moll認為買賣過程中的被迫式交易本質(forced-sale nature)和購買者的身分

(identity of purchaser)是影響折價適用的主要因素221。在交易本質中，Moll認為如

果是在雙方合意的交易(a willing sale)中，評價的標準主要在外部購買者的觀點如

第三人交易價值，因而少數折價與市場折價為評價的相關調查與重要參考；反

之，如是被迫型的交易，所需考量的應是被補償的觀點如考量少數股東所被犧牲

或放棄的價值。因此，有學者甚至認為在估價訴訟裡為中和控制股東之投機性質

以避免壓迫少數股東之情事，應使用平等機會原則(equal opportunity rule)222。惟

本文認為，壓迫式交易(squeeze-out)之併購類型亦不盡然皆為雙方非合意之交易

類型，且於此壓迫式交易的考量點應是交易過程的公平、公正與公開，少數股東

雖無談判能力(bargaining power)，但若於壓迫行為的交易中，有類似具有談判能

力的獨立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具有少數股東的多數同意等要件來檢視交易

是否符合程序，適度調合控制股東與少數股東之舉證責任，而非完全以補償少數

                                                 
216 In re McLoon Oil Co., 565 A.2d 997 (Me. 1989). 
217 Scott v. Spier, No. 601230 WL 5187003 (2006). 
218 Blake v. Blake Agency Inc., 107 AD2d 139, 149 (2d Dept. 1985). 
219 Murphy v. United States Dredging Corp., No. 2640 ,WL 2401230 at 14 (N.Y. 2008). 
220 Davenport v. Martin, No. I1994-11527, 2002 WL 34077229 (N.Y. 2002). 
221 Douglas K. Moll , Shareholder Oppression and “Fair Value”: of Discounts, Dates, and Dastardly 
Deeds in the Close Corporation, 54 DUKE L.J. 26-32 (2004). 
222 Supra note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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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為考量點223。 

再者，要確認購買者的身分是因為少數折價之前提是因缺乏對公司內部的控

制權私利，購買者只願付較少的價值購買，但若購買者本身就是公司內部多數股

東(或控制股東)或是公司本身，按照定義就不能一樣推理說「對購買者而言因為

有較少的控制權而有較少的價值性」，充其量只能說是鞏固或增加控制股東的控

制權而已，因此，在此情形不應有少數折價，同樣邏輯亦可推理至市場折價上224。 

Hansen v. 75 Ranch Co.一案亦明白指出225，當股東出售股份予多數股東不同

於出售予第三人，因第三人並無權利去控制或管理公司，兩者利益不同，因此，

出售股份予內部人(insider)而使用少數折價，將構成受讓人的意外之財。而於壓

迫式的買賣交易(oppression buyout)，例如逐出合併，經常購買者就是多數股東(或

控制股東)或是公司本身。 

美國美國法律協會之「公司治理原則：分析與建議」§7.22也有類似定義226，

認為公平價格應是公司股份按比例之價值，沒有任何因為少數狀態而折價或缺乏

特殊狀況或市場折價。簡言之，少數折價和市場折價都不應在異議股東或受壓迫

股東的狀況下適用，但在法院判斷之下，可適用少數折價和市場折價於兩方勢力

相當的股東，其中一方請求法院作商業上的清算，例如Erp v. Fisher一案227，或

是公司未完成的商業計算之估價過高的特殊情況228。 

然控制權溢價之適用並不意味少數折價之適用，檢視德拉瓦州Abraham v. 

Emerson Radio Corp.(2006)一案229，允許控制權溢價之使用並稱「單純對控制權

溢價的羨慕並非是德拉瓦法院審理少數股東權利之範圍」，是一宗合理且常態之

                                                 
223 Guhan Subramanian, Fixing Freezeout, 115 YALE L. J. 2 (2005). 
224 Paul J. Much, Louis A. Paone, Fair value of dissenters' shares debated, The National Law Journal 
17,22 (1993). 
225 Hansen v. 75 Ranch Co., 957 P.2d 32, 41 (1998). 
226 “The fair value of shares under [section] 7.21 should be the value of the proportionate interest in the 
corporation, without any discount for minority status or, absent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lack of 
marketability” 
227 Erp v. Erp, 976 So.2d 1234 (Fla. 2008). 
228 Advanced Commc’n Design, Inc. v. Follett, 615 N.W.2d 285, 293 (Minn. 2000). 
229 Abraham v. Emerson Radio Corp., 901 A.2d 751, 761-62 (Del. Ch. 2006) ” Pure control premium 
envy is not a cognizable claim for a minority stockholder under Delawar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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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交易，出售公司所獲得之綜效得由買賣雙方所分享，因此允許溢價於公司

價值上，所反映之溢價可能是控制權私利，但如果將此概念直接跳躍至「溢價是

反映某種的少數折價」的邏輯則是錯誤的。因此，有美國許多學者不贊同法院已

廣泛使用卻毫無根據的固有少數折價的見解230。 

所以，美國的法院必須可信賴地分辨在交易中，真實的財富創造和只是從

少數股東獲利至控制股東之間的不同，檢視交易程序之公開與公平與否，進而有

所謂之公平價值。反觀於我國，異議股東收買的訴訟之中，僅著重在公平價值為

何，卻不過問交易程序是否公平，實失之缺憾。 

 

                                                 
230 Supra note 152, at 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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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控制權交易之監理機制 

 

如前所述，歐盟與英國對於控制權溢價歸屬之觀點與美國不同，所採行的

法規亦不相同，英國雖著重所謂的公平競爭(level playing field)而解決了少數股東

利益可能被剝削的問題，但卻仍有買方效率與成本的問題存在，進而阻礙有效率

之控制權交易的發生；相較之下，美國德拉瓦州採取較開放之態度，並不嚴格禁

止控制權溢價(控制權私利)的獲取，然此方式亦產生另一問題，即無法避免控制

股東自我交易之問題存在，或以其他不正當之方式行為奪取控制權私利，因此，

在允許控制權私利由控制股東獨享的同時，吾人必須強調控制權交易程序上之公

開與公平性(事前監控)，以及交易後有無侵害少數股東，少數股東有各種的權利

自我救濟的方式(事後監控)。因此於本章中，先介紹美國之控制權交易下，如何

先以董事受託義務與商業判斷法則為架構，規定控制股東或董事的責任與義務；

再進而介紹美國如何在允許控制權私利的獲取下，控制權交易的監理機制如何檢

視交易程序之公平公正與公開，以及異議股東之救濟管道。 

 

第一節  美國法上之董事受託義務與商業判斷法則 

為追求公司之經營效率，公司將經營權委託專業之經理人或董事以處理公

司事務，因此，課予受託義務，以追求公司利益最大化，故於美國公司法裡規定

董事對公司與公司股東負有受託人義務(fiduciary duty)，信託(fiduciary)一字本源

起於拉丁字fides，與信心(faith)、信任(confidence)同義，本用於說明案例法

(common law)上受託人之義務231。此受託人義務移植至公司法，在美國實務發展

下，發展出董事或公司高階經理人對股東或公司整體負有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與注意義務(duty of care)。注意義務乃於特定行為中具體判斷一個人如何

                                                 
231 JEFFREY D. BAUMAN et. al., CORPORATIONS LAW AND POLICY 607 (Thomson West Publishing 6th 
ed.,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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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心盡力，忠實義務通常在處理公司經營者與公司發生利益衝突之情形232。由於

商業訊息千變萬化，董事所做決策雖有為公司或股東利益為最大考量，但由於機

會與時間或資訊取得等因素的限制性，使得董事之決策在某各時間點也不盡完

美，因此為避免董事遭訴的機會過大，使得董事對商業決策裹足不前，美國法院

逐漸發展出尊重董事所為決策的商業判斷原則(Business judge rule)。根據美國法

律協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以下簡稱為ALI）之公司治理原則的規定，其

定義商業判斷原則為與董事無利害關係之事項，在基於該情況下合理的信賴範圍

內之資訊，而為了公司利益且具有相當信賴性之情形，董事無須負責233。 

因此，在美國公司法下的董事必然負有董事受託義務，近期的delaware州判

決如Wayne County Employees’Retirement System v. Corti一案中234，引用Aronson 

v. Lewis之判決235，認為傳統董事被課以忠實義務與注意義務，評估董事受託義

務聲明的起始點是和假設建立好的商業判斷法則一起的；商業判斷法則是假設在

做決定時，公司董事是基於充分資訊，善意(good faith)和誠信(honest belief)，以

公司利益為最佳考量。 

公司董事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之範圍繁多，其中董事注意義務包括董事為

商業決定及監督公司業務執行，其中於作決定之情形，會涉及商業判斷法則；於

監督公司業務執行之董事不作為之情形，原則上不涉及商業判斷法則236；董事忠

實義務之範圍包括：董事與公司之自我交易（self-dealing）、競業禁止(noncompete 

with the corporation)、掠奪公司機會（corporate opportunity）、公司董事與經理人

報酬之決定（executive compensation）、出售公司之控制權（sale of control）等。 

 

第一項  董事注意義務(duty of care) 

                                                 
232 王文宇，公司法論，頁 28，2008 年 9 月四版。 
233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4.01(c). 
234 Wayne County Employees’Retirement System v. Corti, 954 A.2d 319, 330 (Del. Ch. 2008). 
235 Aronson v. Lewis, 473 A.2d 805, 812 (Del. 1984). 
236 Melvin Aaron Eisenberg, The Duty of Care of Corporate Directors and Officers, 51 U. PITT. L. REV. 
945, 948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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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注意義務的意義與內涵大致上規定在模範公司法(Model Business Corp. 

Act )8.30條(a)項規定237，公司董事於履行董事之義務時，其行為必須基於良好善

意(good faith)，且態度必須合理信賴其行為符合公司最佳利益。該條(b)項規定

238，董事在瞭解相關訊息與事實狀況、資訊充分下所作之決定（informed decision）

或監督公司業務執行時，履行義務所應盡之注意，以一般人在具相同之職位、相

似情況下之人之標準合理地認為適當為之。因此，在董事做決定之注意義務類型

中，原則上將受到商業判斷法則之保護，基於商業性的決策行為，董事可以有免

責規定。依美國法院實務，其成立之積極要件有五項239： 

1. 商業性決定 (a business decision) 

2. 無利害關係並具獨立性 (disinterestedness and independence) 

3. 盡到注意義務 (dure care) 

4. 善意 (good faith) 

5. 為濫用裁量權 (no abuse of discretion) 

消極要件包括董事行為如有詐欺、不合法與越權(fraud，illegal，and ultra vires 

conduct)及浪費(waste)等情形，亦非法所允許，前者顯然違反法律，後者違反董

事受託義務，兩者屬不法與違約行為，不受法律保護。在美國大部分的案例中，

認為董事違反注意義務原則上是採重大過失為標準且由原告(股東)負有違反義

務的舉證責任，如Smith v. Van Gorkom240、Aronson v. Lewis案等241，但對於重大

過失之認定，其定義與要件則須依各法院認定，因而亦存在著爭議性。尤其是

                                                 
237§ 8.30 (a) : Each 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hen discharging the duties of a director, shall 
act (1) in good faith, and (2) in a manner the director reasonably believes to be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 
238§ 8.30 (b) : The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a committee of the board, when becoming 
inform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decision-making function or devoting attention to their oversight 
function, shall discharge their duties with the care that a person in a like position would reasonably 
believe appropriate under similar circumstances. 
239 DENNIS J. BLOCK, NANCY E. BARTON and STEPHENA. RADIN, THE BUSINESS JUDGEMENT 

RULE:FIDUCIARY DUTIES of CORPORATE DIRECTORS, 39,91,93(5th edition, Aspen Publishers Inc , 2002) 
參見李維心，從實務觀點談商業判斷法則之引進，中原財經法學，頁 138，2009 年 6 月；戴志傑，

公司法上之「經營判斷法則」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106 期，頁 164-165，2004 年 2 月。 
240 Smith v. Van Gorkom, 488 A.2d 858, 874-875 (Del. 1985). 
241 Aronson v. Lewis, 473 A. 2d 805, 812 (Del. 198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9

Smith v. Van Gorkom一案闡明「商業判斷法則不保障一個沒有智慧或欠缺考慮魯

莽的決策」，有些學者即認為此案的董事注意義務的重大過失認定摽準側重於過

程而非結果242，但此案法院強調董事並無充分的書面資料足以證明其合理收購價

格且僅有兩小時討論時間而認為董事有重大過失來看，其法院所要求董事須盡義

務的檢查程序包括要收集資訊並需時間予以考慮其合理性，方在商業判斷原則的

保護下。有學者亦認為此乃屬於併購案件之商業判斷法則的審查，因為企業併購

有潛在的利益衝突，法院對併購案件所採標準較為嚴格，並非如一般案件的商業

判斷法則般尊重董事決策，法院如此推翻之，較不會有違過去德拉瓦法院對重大

過失所採行之標準243。 

注意義務之監督業務之類型，包括監督員工之業務執行，避免員工從事違

法行為等，然此問題的存在於公司董事有權信賴下屬之誠實與正直，企業主管如

董事皆須事必躬親，有違企業分工之原則244。但如果就此就對董事免責，似乎忽

略了董事不作為的監督注意義務245。因此，模範公司法裡也明文規定董事應合理

且善意信賴公司之記錄及下屬所提供之資料、意見與報告246，所著重的並非針對

個別人員主觀的業務執是否違法或傷害公司利益的問題，因為如此一來，公司將

無法正常運作。在美國實務發展下，例如In Re Caremark International Inc. 一案

247，其法院即認為「董事之義務包括本於誠信去確認公司資訊及回報系統的職

責。」，可見其重點在於董事有義務建立起一個公司管理的監控系統，以確保公

司之行為均符合法令規定，而公司將會因此而產生一筆支出248。因此，注意義務

的監督義務中，管理階層除了建立並確認對公司管理的監控系統，更須對此監控

系統做持續性的監控，並對突發狀況做適當處理，而非消極的不作為。 

                                                 
242 Charles Hansen, The Duty of Care,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and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ject, 48 BUS. LAW. 1355, 1356 (1993). 
243 Jonathan R. Macey and Geoffrey P. Miller, Trans Union Reconsidered, 98 YALE L J. 
127-135(1998). 
244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3 年重上更（一）字第 7 號判決。 
245 同前註，該案後經上訴，最高法院於95年臺上字第1443 號判決駁回。 
246 M.B.C.A. § 8.30(c)(d)(e). 
247 In Re Caremark International Inc., 698A 2d 959,970 (1996). 
248 STEPHEN M. BAINBRIDGE, CORPORATION LAW AND ECONOMICS 294 (Foundation Press, New York, 
U.S.A.,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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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董事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 

董事對公司應盡受託義務下的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主要是當公司與董

事有利害關係時，董事應將公司之利益置於個人之前249。其實，就利益利衝突交

易本身而言，其並不必然導致公司與股東之損害250，然此時，董事們卻有較高之

可能性與動機，為自己的私利而做出對公司不利之行為或決策，故法規範有適度

介入之必要：只要利益衝突交易能獲得其他非利益衝突的董事或股東同意，或是

董事能證明該交易對公司完全公平時，此一交易使為有效，其相關規定可參閱在

MBCA第八章第F分節，其所要求的程序上公平與實質上的公平之意義有如

Weinberger v. UOP, Inc.一案，所提之「完全公平(entire fairness)」法則，法院認

為「實質公平」包括了「公平交易」（fair dealing）與「公平價格」（fair price）。

公平程序是指交易的開始、協商與揭露，對子公司少數股東都是公平的；公平價

格是指檢驗攸關合併案的所有經濟上與財務上的考慮，包括所有要素影響公司股

價的內在價值等因素。在此「完全公平」的檢驗中，公平交易與公平價格是不該

分離考量的，公平交易與公平價格必須整體地考量251。 

在美國實務上，違反董事忠實義務的型態常見的有：(一)董事與公司間的交

易(即自我交易，self-dealing)(二)董事未經公司同意為與公司業務競爭之行為(即

競業禁止，noncompete with corporation)(三)董事侵吞利用公司機會。 

所謂的公司機會在美國法律協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 ALI)之「公司治理

                                                 
249 LEWIS D. SOLOMON & ALAN R. PALMITER, CORPORATION EXAMPLES AND EXPLANATIONS 265 
(Little Brown & Company, New York 3rd edition,.1999). 
250 Corporate Director’s Guidebook-1994 Edition, 49 Business Lawyer 1243-1289 (1994). 
251 Weinberger v. UOP, Inc.,457 A.2d, at 711. “The concept of fairness has two basic aspects: fair 
dealing and fair price. The former embraces questions of when the transaction was timed, how it was 
initiated, structured, negotiated, disclosed to the directors, and how the approvals of the directors and 
the stockholders were obtained. Thelatter aspect of fairness relates to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nsiderations of the proposed merger, including all relevant factors: assets, market value, earnings, 
future prospects, and any other elements that affect the intrinsic or inherent value of a company's 
stock... However, the test for fairness is not a bifurcated one as between fair dealing and price. All 
aspects of the issue must be examined as a whole since the question is one of entire fairness. However, 
in a non-fraudulent transaction we recognize that price may be the preponderant consideration 
outweighing other features of the merger.”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1

原則：分析與建議」是指252： 

1. 從事商業活動時，董事或高級職員知悉任何機會， 

(1)有關於董事或高級職員履行職務時，或在客觀情事下可合理地促使董事或高

級職員確信，提供此要約之人，期待將這個機會提供給公司，或(2)經由公司資

訊或財產，若所導致的機會是一種董事或高級職員應合理地預期、確信，其將有

利於公司； 

2. 從事商業活動時一個高級職員獲悉且瞭解，非常地接近公司正從事的業務或

預期從事的業務。 

 

第二節  控制權交易下之受託義務 

控制權交易的發生，可能是在股東層面的，亦可能發生在公司層面的；前

者是基於股份自由轉讓原則，股東出售其具控制性持股，後者則如董事與其他公

司進行如合併等交易。因此，本文認為，如於公司層面的控制權交易之發生，不

論是董事或控制股東，皆負有受託義務。 

 

第一項  控制股東與受託義務 

美國公司法實務認為控制股東在某些情況下，亦應承擔受託義務，如

Donahue v. Rodd Electrotype Co.一案253，加重控制股東之責任，該案法院認為「控

制股東應遵守嚴格的善意(good faith)標準，與合夥人之責任一致。」德拉瓦州早

期判決Allid Chemical & Dye Corp v. Steel &Tube Co.一案.254，亦認為「若對公司

具有控制權之股東，可用表決權要求公司接受其主張或提案，其地位即相當於董

事，在此情形下，該股東必須對公司及其他股東負受託義務。」近期判決如Kahn 

                                                 
252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5.05 (b) (1994). 
253 Donahue v. Rodd Electrotype Co, 328 N.E.2d 505 (Mass. 1975). 
254 Allid Chemical & Dye Corp v. Steel &Tube Co, 120 A. 486 (Del. Ch.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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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Lynch Commc’ns Sys., Inc.案255和Sinclair Oil Corp. v. Levien案256，也都認為控

制股東就如同公司的董事或管理者，對少數股東負有受託義務，以杜絕其利用控

制股東的地位侵害少數股東利益。 

總言之，美國司法實務之所以認定控制股東應負受託義務，乃是因為具有

控制力的股東，於其行使其控制力時，將會影響公司之決策，其地位有如公司董

事，亦構成受託人義務之要件而負有受託義務257，而單純持有較多之股權，並不

會因此使該股東對其他股東負有受託人義務，只有在該股東行使其控制力時，方

有忠實義務及注意義務之適用258，本文認為此學說於上述依實質認定「控制影響

力」來分辦控制權之有無，有異曲同工之妙。近期美國Delaware州對控制股東負

有受託義務的時機點見解，亦可從Superior Vision Services, Inc. v. ReliaStar Life 

Ins. Co.一案窺之，認為「沒有對公司董事具有直接的控制力，沒有直接支配公

司決策的能力，就不能對其他相對少數的股東負有受託義務259。」 

而學者Deborah DeMott也認為，「股東的控制通常是潛在的且不直接的」，

把股東的控制概念定位在兩端，即僅有控制權和無控制權的兩種股東，是不正確

的。股東的影響力應該是像光譜(spectrum)一樣，任何一個股東都可以說是以某

種型態和模式來控制著公司，所以美國實務上雖有認為控制股東對股東有受託義

務，然於實際運用上會因個案不同而有所差異260。 

但值得一提的是，就Deborah DeMott之論述反面而論，對此加諸於控制股東

的受託義務不應解釋為因控制股東有控制力或是有潛在傷害少數股東的可能

性，因為這樣的行為也可能發生在相同重要或潛在傷害性的其他股東身上，所

以，控制股東在行使控制權利益時或投票權時，對少數股東負有受託義務，但這

並不表示其他股東可以剝奪身為一個控制股東，本身應享有股東權的權利。基於

                                                 
255 Kahn v. Lynch Commc’ns Sys., Inc., 638 A.2d 1110, 115 (Del. 1994). 
256 Sinclair Oil Corp. v. Levien, 280 A.2d 717, 720 (Del. 1971). 
257 Supra note 95, at 698-737. 
258 Comments, Fiduciary Duties of Majority or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44 IOWA L. REV. 734 
(1959). 
259 Superior Vision Services, Inc. v. ReliaStar Life Insurance Company, C.A. No. 1668-N (Del. 2006). 
260 Deborah A. DeMott, The Mechanisms of Control, 13 CONN. J. INT’L L. 233, 236,253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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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平等原則，控制股東仍可為了自身利益而參與股東會，並進行投票，或出售

其持股而不為小股東做任何的犧牲261。因此，亦有學者反對控制股東不須對其他

股東負有受託義務，因為任何股東皆為公司所有人，其結構與能力皆與公司之董

事或管理者不同，不能賦予和公司之董事或管理者相同的受託義務責任262。甚而

有學者認為，控制股東的受託義務僅在實務上依案例情形可見而未有成文法之規

定，因為它缺乏任何的法源或邏輯的基礎263。惟本文認為，控制股東應適時適度

地承擔受託義務，將可促進有效率資本市場的形成，此即為控制股東受託義務的

邏輯基礎。 

 

第二項  控制權出售之公平測試與受託義務 

當涉及控制權出售時，董事或具有操控控制權交易能力的控制股東，所應

負之受託義務為何？例如於東森媒體科技案中，控制股東以資訊優勢、未揭露公

司未來合併之重大事宜，以低價買進少數股東之股份，爾後以高價賣出其控制

權，是否違反受託義務與揭露義務？其標準何在？於美國，著名之Weinberger v. 

UOP, Inc.一案中，提及的完全公平法則264，包括了程序上的公平即「公平交易(fair 

dealing)」和實質上的公平即「公平價格(fair price)」。所謂公平價值，在Lyondell 

Chem. Co. v. Ryan一案265，列舉了Revlon, Inc. v. MacAndrews v. Forbes Holdings, 

Inc一案的標準，說明「控制權的出售不因此暗示有增加的董事受託義務，但董

事負有受託義務於決定特別決策時，例如在Revlon案中，董事必須使公司的出售

價值最大化。」而所謂公平交易，則意味著董事在執行控制權交易時應在董事受

託義務的框架中執行。 

                                                 
261 Supra note 239, at 349-350. 
262 Paula J. Dalley, The Misguided Doctrine of Stockholder Fiduciary Duties, 33 HOFSTRA L. REV., 
175 (2004). 
263 Prentice, Restraints on the Exercise of Majority Shareholder Power, 92 LAW Q. REV. 502, 506 
(1976). 
264 Supra note 251. 
265 Lyondell Chem. Co. v. Ryan, A.2d 235,239 (De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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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完全公平法則之檢視是否適用於每宗的控制權交易？如非涉及第三人交

易之簡易合併是否也須如此檢視？將於以下章節「美國法下控制權交易之監理機

制」為探討，本項章節僅先介紹控制權交易的原則框架，受託義務與揭露義務。 

 

第一款  受託義務 

控制權交易，多由公司董事所為之決策，因此董事被賦予受託義務，而控

制股東若於控制權交易中有實際操控之情形，則依上述法理類推適用而亦有受託

義務(以下文中先以董事為表示)。董事於控制權交易中，應有的注意義務，在

DeBaun v. First Western Bank and Trust Co.案中，認為「明知或可得而知有掠奪公

司資產的可能性而傷害到公司股東時，董事有義務不出售公司之資產或控制權，

應合理去調查購買者之信譽等狀況與購買動機」266，也就是採客觀標準，當一般

第三人有升高懷疑之可能性時，即產生合理懷疑而負有調查義務267。在更早期如

Insuranshares Corp. v. Norther Fiscal Corp一案，亦採相同見解268，甚至認為在買

方獲得控制權後而有竊取公司之資產情形時，賣方就對公司負有責任。 

除了禁止將控制權出售給掠奪者(looter)的董事注意義務之外，法院亦要求

控制權交易中，董事之忠實義務，禁止其控制權出售所得溢價是因為董事之自我

利益，即出售公司職位(sale of office)，如Snyder v. Epstein一案269，即是因為出售

公司職位而被認為違反董事受託義務，因美國法院在控制權交易中，是以公司利

益為優先；同理亦可推衍至控制股東上，如Perlman v.Feldmann一案，認為控制

股東所擁有之控制權利益，需全體股東均享之因，就在於控制股東有出售其職位

之情形，其從公司利益中奪取(siphoned off)個人利益270。而我國學者亦有支持此

                                                 
266 DeBaun v. First Western Bank and Trust Co., 46Cal. App 3d 686,696 (1975). 
267 Supra note 107, at 378-379. 
268 Insuranshares Corp. v. Norther Fiscal Corp, 35 F.Supp. 22 (E.D. Pa. 1940). 
269 Snyder v. Epstein, 290 F. Supp. 652 (E.D. Wis. 1968). 
270 219 F.2d 173 (2d Cir.), cert. Denied, 349 U.S. 952 (1955). Einer Elhauge , The Triggering Function 
of Sale of Control Doctrin, 59 U CHI. L. REV. 1465,1474,1475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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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271，並認為並非所有控制權交易的狀況下，控制股東均需將控制權利益與其

他股東分享才符合所謂的受託義務，而是當控制股東決定不分享控制權利益時，

則要視情形而定。 

 

第二款  揭露義務 

除此之外，在控制權出售中另要求揭露義務，揭露義務在聯邦法下，規定

在證券交易法的反詐欺條款Rule 10b-5內272，在德拉瓦州公司法第144條亦有相關

規定，認為董事有揭露重大事實之義務。相關的法院判決，Stroud v. Grace案為

一著名之揭露義務案件273，將董事受託義務廣泛運用在董事在其控制權下尋求股

東行為時，重要訊息的揭露，甚至在之後的判決強調未揭露此「事實本質性(virtual 

per se)」的傷害，意即闡明揭露義務本身是董事受託義務之ㄧ環，所以即使原告

股東未在起訴書中提及因董事或控制股東未揭露事實所造成的實際損失，亦可獲

得補償274。 

近期德拉瓦州的判決，也是在受託義務之要求外，強調揭露義務的重要性，

如在Wayne County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 v. Corti一案，特強調董事揭露

義務是受託義務的特別應用，要求在董事的控制權下，完全且公平地揭露所有重

大消息，且強調原告需證明其消息須符合「重大性(materiality)」的標準，而董事

的忽視造成什麼樣的損害，並解釋重大性的標準是原告必須顯示「在一個理性股

                                                 
271 羅怡德，美國公司法中董事所負之「忠實義務」之研究，輔仁法學，九期，頁 235，1997 年

7 月。 
272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the use of any means or 
instrumentality of interstate commerce, or of the mails or of any facility of any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  
a. To employ any device, scheme, or artifice to defraud, 
b. To make any untrue statement of a material fact or to omit to state a material fact necessary in order 
to make the statements made, in the light of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y were made, not 
misleading, or  
c. To engage in any act, practice, or course of business which operates or would operate as a fraud or 
deceit upon any pers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any security.” 
273 Stroud v. Grace, 606 A.2d 75 (Del. 1992). 
274 Lawrence A. Hamermesh, Calling Off the Lynch Mob: The Corporate Director's Fiduciary 
Disclosure Duty, 49 VAND. L. REV. 1090-1091, 1165-1166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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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的深思熟慮下，其董事所忽略事實(或消息)有重要性的實質可能性(substantial 

likelihood)。」因為一旦揭露，這些忽略的事實將會完全替代股東原有所有可獲

得的綜合資訊(total mix of information)275，進而影響投資者的投資決定。因此，不

適當的揭露也將構成董事或控制股東受託義務之違反，賦予董事或控制股東揭露

義務，亦是對董事或控制股東於經營公司業務、行使控制權利益的監督方法276。 

 

第三項  控制權出售之溢價與受託義務 

控制股東因於公司擁有公司多數股權，因而享有控制權私利，於控制權移

轉時，可能因而轉換成控制權溢價。基於股份轉讓自由原則，控制股東亦當然可

自由出售其股份，因此，出售股份給予第三人時，亦可包含所謂的控制權溢價。

然此溢價是否須和其他股東均享？均享與否是否與受託義務直接相關？由於我

國未選擇採行歐盟之強制公開收購原則、股份平等原則之法規範，或是美國控制

權交易之法規範，因而對此問題並無定論。 

相較於美國，大多數法院認為，控制股東對於控制權的買賣，從中獲得控

制權溢價是被允許而並非不公平277，反倒是如按股份比例分享控制權溢價，少數

股東會被認為獲得意外之財(windfall)而不當得利，反而會因此鼓勵異議股東去享

用此從未曾擁有的溢價而削減在經濟上交易的意願。因此，在美國法院多數認為

控制權溢價並不代表就一定會有掠奪公司的行為，只要控制股東無違反董事受託

義務，無可避免地須出售控制權時，並證以追求全數股東利益最大化，計算出公

司 之 合 理 最 佳 之 價 格 即 可 ， 並 不 要 求 此 溢 價 一 定 要 和 被 動 股 東 (passive 

shareholder)所分享，就如同美國法律協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 ALI)之「公司

                                                 
275 Wayne County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 v. Corti, 954 A.2d 319, 330 (Del. Ch. 2008).” to 
establish the materiality of omitted facts under Delaware law, a plaintiff must show a substantial 
likelihood that the omitted facts would have assumed actual significance in the deliberations of a 
reasonable stockholder because, if disclosed, those facts would have significantly altered the total mix 
of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the stockholders “，the same in 426 U.S. 438, 446 (1976). 
276 Margaret M. Blair And Lynn A. Stout,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Director Accountability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Corporate Board, 79, Wash. U. L. Q., 403, 437 (2001). 
277 Supra note 121, at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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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理原則：分析與建議」§5.16(a)和(b) 之規定相同278，雖允許私取控制權溢價但

卻有例外規定之限制如未揭露相關交易(without disclosure )和可能有設計違反公

平交易(fair dealing)的可能時；反觀歐盟或英國的法律，則假設如果涉及控制權

的買賣的公司，即有可能涉及掠奪公司資產掏空的行為，為保護少數股東而有強

制收購原則之規範，達到一定的收購門檻就必須以同樣價格收購其餘股份，因而

無所謂控制股東可獨享其控制權溢價。 

美國德拉瓦州早期的判決如Perlman v. Feldmann一案279，Cavalier Oil一案，

Agranoff一案等280，都支持控制股東不應獨享其控制權溢價，但理由不盡相同，

例如在Perlman v. Feldmann認為控制權出售所得之溢價部分，應歸由公司全體股

東享有，給予少數股東之收購價應考量合併後之綜效（synergistic effects），即

公司未來繼續經營之價值，故控制權溢價亦應分予少數股東，應給予其他股東公

平機會，而有股份平等原則之解釋281。惟本文認為，前述章節已述明若屬併購前

原公司商業機會之綜效，本來就應屬於全體股東，而非控制權溢價應均享之主

因，因控制權溢價有很多來源，綜效價值只是其中之ㄧ；本案控制權溢價應均享

之主因，乃在於控制股東有不當之行為如出售公司職位，因控制股東非法利用控

制權私利所得溢價，應非專屬於控制股東。 

Cavalier Oil案與Agranoff案，控制股東不應獨享其控制權溢價之理由在於若

控制權溢價是由少數折價而來，則不應允許由控制者獨享，因依據美國法律協會

(American Law Institute, ALI)提出在異議股東的公平價格評價中282，應該是「不

能有少數折價因為少數股份或在特別情況下如缺乏市場流通性等」(without any 

discount for minority status or，absent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lack of 

                                                 
278 Section 5.16 (a) and (b) restrict a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right to sell control at a premium if:“(a)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does not make disclosure concerning the transaction to other shareholders 
with whom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deal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transaction; or (b) It is apparent 
from the circumstances that the purchaser is likely to violate the duty of fair dealing … in such a way 
as to obtain a significant financial benefit for the purchaser or an associate.” 
279 219 F.2d 173, 178 (2d Cir. 1955). 
280 791 A.2d 880, 892 (Del. Ch. 2001). 
281 Supra note 45, at 957,974-981 
282 ALI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section 7.22 Comment(d) at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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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ability)。 

除此之外，控制權溢價需均享的情形，如在Zetlin v. Hanson Holding Inc.公

開收購一案中283，認為公開收購因不經由董事決議，所以公司所有的控制權溢價

應由全體股東均享。另外，在Cede& Co. v. Technicolor, Inc一案說明，控制權溢

價如果是百分之百持股的母子公司，長期持有子公司股份，調整公司結構而去除

少數股東，評價中不能含有控制權溢價，因為沒有任何控制權可以買賣；以及在

現金逐出合併中，因為第一階段早已知道掌握控制權已轉移到何人手上，在第二

階段現金逐出當中不應再次請求控制權的溢價，股東不應期待第二次的交易會得

到更高的價格284。其類似案例如一般簡易合併(short-form merger)的Glassman v. 

Unocal Exploration Corp.一案285，因已持有90%以上股權而不需要目標公司其他

股東的投票權，於第二階段收購也無實際控制權的買賣，故應無控制權溢價的存

在。 

綜上所述，控制權溢價均享均是有侵害少數股東權益或其他理由存在，事實

上德拉瓦州的判決是傾向未要求控制股東需負和少數股東分享控制權溢價之義

務，認為控制股東以高於非控制股東之價格賣出持股，就其本身並沒有錯誤，認

為單純地對控制權溢價的羨慕不得為少數股東之聲明286，僅於例外特殊情形，如

有違董事受託義務如出售給掠奪者、出售公司職位、或取走公司獲利機會等則不

被允許。此外，這僅是在美國德拉瓦州的普遍看法，實際上於其他州如愛爾華州

(Iowa)之最高法院則認為即使不違反董事義務，少數股東亦可享有控制權溢價

287。 

本文認為，控制權溢價是否由全體股東均享的問題，原則上應視其溢價來源

為何以及交易程序是否合法，其溢價之歸屬何人不會和交易之公平性有絕對相

關，也和受託義務無直接相關，其見解如Clagett v. Hutchison一案，亦認為「溢

                                                 
283 Zetlin v. Hanson Holding Inc., 397 N.E.2d 387, 389 (N.Y. 1979). 
284 Cede& Co. v. Technicolor, Inc., 684 A.2d 289 (Del,1996). 
285 Glassman v. Unocal Exploration Corp., 777 A.2d 242 (Del. 2001). 
286 901 A.2d 751 (Del. Ch. 2006). 
287 Northwest Investment Corp. v. Wallace, No. 05-0340, WL 201241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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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之存在與認定與是否有掠奪公司資產之違反受託義務情事並無絕對相關288。」

僅在某些狀況下因利益衝突而涉及董事受託義務時，其溢價也可能因此而不成

立，而必須重新檢視董事或控制股東之行為是否在受託義務的範圍之內行使權

力。 

 

第四項  美國法下控制權交易之監理機制 

第一款  控制權交易之事前監理機制 

綜上所述，在美國公司法下對控制權交易的監理機制，散佈在聯邦法(包括

證券交易法等)以及各州公司法，其他如美國法律協會之「公司治理原則：分析

與建議」等次要法源亦可作為法院審理案件之重要參考依據。前述美國聯邦法主

要規範控制權交易中的資訊揭露，並不處理併購條件的實質公平性認定；而各州

則透過公司法與法院判決建構董事與控制股東的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 

聯邦法亦對對擁有控制權的控制股東以形式上的投票權股份做推定假設和

實質上的影響力作認定，如果控制股東本身就是董事，於控制權交易中自然受到

董事受託義務的約束如德拉瓦州公司法第144條和證券交易法的反詐欺條款或申

報義務；如果控制股東並非董事，但於控制權交易有影響力時，其行為亦受到受

託義務之拘束。一般而言，完成一常態交易之併購案，須經兩個階段完成，一是

董事會的同意，二是股東會的同意。如果此兩階段都已同意，司法審查的標準將

會轉向有無控制權的移轉(sale of control)，因為控制權的移轉可能造成少數股東利

益的受損289。而檢視董事或控制股東之控制權交易行為，有無違反受託義務之司

法審查摽準，會有商業判斷法則(business judgement rule)、加強司法審查(enhanced 

Juridial scruity)和完全公平法則(entire fairness test)三種標準290。其中商業判斷法則

                                                 
288 Clagett v. Hutchison, 583F2d 1259,1261(1978). 
289 Supra note 223, at 49. 
290 林國彬，董事忠誠義務與司法審查標準之研究-以美國德拉瓦州公司法為主要範圍，政大法學

評論第 100 期，頁 135 以下，2007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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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告舉證、而加強司法審查和完全公平法則之舉證責任則加重於被告身上。 

值得注意的是，1983年的Weinberger v. UOP Inc.一案291，係針對雙方具有交

易性質的現金逐出合併，拋棄商業判斷法則而使用完全公平檢視，將舉證責任加

重於控制股東一方，以俾保護少數股東之權益，蓋因此案控制股東為交易之對

造，且目標公司董事受控制股東所控制，為一典型之利益衝突交易，故以完全公

平法則檢視。而所謂「完全公平」可以說是美國德拉瓦法院裡最嚴苛的標準292，

包括所謂的公平價格和公平交易兩要件。 

然於最近Glassman v. Unocal Exploration Corp. 一案293，是一宗母子公司簡

易合併之案例，卻非採完全公平的檢視而採商業判斷法則之檢視，理由在於並非

所有交易都需要完全公平之檢視，尤其是在簡易合併(short form)的案例上294。本

案法院認為，簡易合併和非簡易合併(long form，或稱制式合併)，兩者本質上不

同，因為一個交易是需要子公司董事的參予和同意，另一則否295。而檢視德拉瓦

州估價訴訟之主要三目的在於(1)加速市場得到公司之控制權(2)提供流動性(3)檢

視控制股東之投機性296。雖然檢視控制股東之投機性，意即賦予受託義務於董事

之交易行為；但另一方面，同時也為加速市場得到公司控制權，而有所謂簡易合

併，簡化了一般併購交易應處理之程序，如董事間之併購協商，因此，董事間沒

有所謂的交易行為，也就沒有所謂公平交易(fair dealing)的檢視，所以，如果將

完全公平法則適用在母子公司的簡易合併上或許不甚恰當297；同樣的情形，亦適

用在公開收購上如In re Siliconix Inc. Shareholders Litigation一案298。 

惟本文認為，此並非認為簡易合併或公開收購之併購類型，就不須以完全

                                                 
291 Supra note 264. 
292 Bradley R. Aronstam et al. , Delaware’s Going-Private Dilemma: Fostering Protections for 
Minority Shareholders in the Wake of Siliconix and Unocal Exploration, 58 BUS. LAW. 523 (2003). 
293 Supra note 285. 
294 按德拉瓦州公司法第253條規定，若母公司持有子公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股權，兩公司的合併

案可以祇由母公司的董事會同意，不需要另召開股東會，稱之為簡易合併。 
295 Supra note 285；In re Unocal Exploration Corp. S’holders Litig., 793 A.2d 329, 338 (Del. Ch. 
2000). 
296 Randall S. Thomas, Revising the Delaware Appraisal Statute, 3 DEL. L. REV. 1, 16 (2000). 
297 Supra note 293. 
298 2001 WL 716787 (Del. Ch.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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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則來檢視，亦須明辨簡易合併之本質是否有經過交易之併購協商，而其中

是否具有利益衝突之本質，因為有諸多逐出合併之態樣，例如經由第三公司進行

現金合併的三角現金合併(a triangular cashout merger)，或是於第一階段取得控制

權後，但不立即進行第二階段合併，而是等公司營運現金足夠後，再進行現金逐

出合併者，稱為延遲現金逐出合併(a delayed cashout merger)等299，亦有可能是具

有利益衝突之交易但卻為簡易合併之態樣，因此，即使是簡易合併或公開收購，

仍不得犧牲少數股東權益，須確保少數股東本應獲得之股份價值。 

Subramanian Guhan學者亦認為於公開收購的逐出合併類型(tender offer 

squeeze-out)300，不應依公開收購之態樣，而僅以商業判斷原作為司法審查。而

應加強審視此類型之併購型態，其獨立委員會 (special commitee)談判能力

(bargaining power)的強弱，意即須檢視獨立委員會與作決策者間的利害關係或是

檢視對作決策者之實質影響力，並檢視是否有少數股東之多數同意的狀況

(Majority-of-the-Minority Conditions)來作為判斷標準，如有缺少獨立委員會或少

數股東的多數同意之狀況其一之要件，則應以完全公平法則予以檢視，以俾保護

少數股東於逐出交易中可能被犧牲之利益。 

 

第二款  控制權交易之事後救濟方式 

美國對於少數股東因無談判力、遭受到壓迫行為時而利益受損時，亦有事

後的救濟方式，例如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第14.30條第a項第2款「股東得聲

請法院解散」之解散裁判訴權規定301，其中之一的項目是董事或公司之控制者，

                                                 
299 Edward F. Greene, Corporate Freeze-Out Mergers: A Proposed Analysis, 28 STAN. L.REV. 487, 
491-495 (1976). 
300 Supra note 223, at 55-67. 
301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section 14.30 (a) (2) : 
The [name or describe court or courts] may dissolve a corporation:  
in a proceeding by a shareholder of a corporation  if it is established that: 
(i) the directors are deadlocked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rporate affairs, the shareholders are unable 
to break the deadlock, and irreparable injury to the corporation is threatened or being suffered, or the 
business and affairs of the corporation can no longer be conducted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shareholders 
generally, because of the deadlock; 
(ii) the directors or those in control of the corporation have acted, are acting, or will act in a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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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為、正為或將為不法、壓迫或詐欺之行為；以及「模範商業公司法」第14.34

條第a項之股份收買請求權規定302；此外，美國德拉瓦州法院亦同意少數股東直

接向控制股東提出損害賠償請求之直接訴權，而直接訴權與代位訴權不同的是，

在確保股東之個人權利，而非在於填補公司所受之損害，所以必須提出所謂的「特

別侵害(special injury)」，而與其他股東或公司所受侵害作一區分303。因此，如僅

是單純股份價值減少，並未構成特別股東所謂的特別侵害，不應提起直接訴訟

304；反之，若是部分股東錯誤的行為導致違反受託義務，而對其他股東受侵害時

則可提起直接訴訟305。但實際應用上，有許多董事受託義務之違反，多是以代位

訴訟為先，爾後又換成如直接訴訟般，請求損害賠償，如Jorgensen v. Water Works, 

Inc一案306，認定閉鎖公司內違反董事受託義務，可視為對股東之侵害而非針對

公司之侵害，因而可提直接訴權；而Tooley v. Donaldson, Lufkin,& Jenrette, Inc一

案307，反對以特別侵害作為區分直接或代位訴訟之標準，以免產生邏輯推理上之

錯誤，其主張亦同Jorgensen v. Water Works, Inc，認為只要有起因於非公司侵害之

原因，就可以進行實質審查之訴訟。因此，美國法上除了事前加諸於董事或控制

股東上的受託義務以檢視其行為之外，尚有此三種救濟方式，以俾保護受壓迫侵

害之股東，可為我國之借鏡。 

 

第三節  我國控制權交易之監理機制 

                                                                                                                                            
that is illegal, oppressive, or fraudulent; 
(iii) the shareholders are deadlocked in voting power and have failed, for a period that includes at least 
two consecutive annual meeting dates, to elect successors to directors whose terms have expired; or 
(iv) the corporate assets are being misapplied or wasted; 
302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section 14.34 (a) In a proceeding under section 14.30(2) to 
dissolve a corporation that has no shares listed on a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 or regularly traded in a 
market maintained by one or more members of a national or affiliated securities association, the 
corporation may elect or, if it fails to elect, one or more shareholders may elect to purchase all shares 
owned by the petitioning shareholder at the fair value of the shares. An election pursuant to this section 
shall be irrevocable unless the court determines that it is equitable to set aside or modify the election. 
303 Cowin v. Bresler, 741 F.2d 410, 415 (D.C. Cir. 1984). 
304 Arent v. Distribution Sciences, Inc., 975 F.2d 1370, 1373 (8th Cir. 1992). 
305 Williams v. Mordkofsky, 901 F.2d 158, 164 (D.C. Cir. 1990). 
306 Jorgensen v. Water Works, Inc, 582 N.W.2d 98 (Wis. App. 1998). 
307 Tooley v. Donaldson, Lufkin,& Jenrette, Inc, 845 A.2d 1031, 1035 (Del. 200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3

第一項  我國控制權交易監理之法規範 

我國公司法上，對於董事受託義務的相關規定，除了第23條第1項對董事忠

實義務的概括規定之外，另有公司法第223條：「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

賣、借貸或其他法律行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為自我交易之相關規範，

其規範目的在避免董事爲自己或他人利益而犧牲公司利益之道德危險發生308。以

及利益衝突迴避的公司法第178條：「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利害關係致

有害於公司利益之虞時，不得加入表決，並不得代理他股東行使其表決權。」以

及競業禁止的公司法第209條第1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

圍之行為，應對股東會說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然我國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引進英美法之受託義務，就立法目的而言，引

進此概念實有其必要性，但對一個沒有英美法背景的我國適用上實有困難，而且

引進董事受託義務之注意義務時，卻未一併明確引進商業判斷原則，於此狀況下

若依我國民法所訂過失責任為要件，要求董事按善良管理人注意義務管理公司事

務並做出抉擇，如疏於注意即依民法第 544 條及第 535 條，認定具有過失而應負

受任人損害賠償責任，恐將強調董事須負高度之注意義務，或將導致董事訴爭不

斷，因為董事不可能對公司各事物都完全瞭解，這與美國可基於商業判斷原則，

董事從事商業行為而為決策而推定免責之狀況有所不同，所以我國學者亦有人認

為公司負責人處理公司事務，所負之注意義務，雖然相當於民法上善良管理人注

意義務，但絕非等同於民法之定義309。因此，公司法上之「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

務」之程度和民法上的「善良管理人注意義務」程度不能相比，負責人注意程度

也不應其報酬而有所不同310，實有必要釐清我國公司法上之「善良管理人之注意

義務」與民法上「善良管理人注意義務」之標準該如何在實際上加以運用。然對

董事之善管注意義務具體內容要加以明文化，亦屬困難。且我國股東提起代表訴

                                                 
308 同前註232，王文宇，頁80。 
309 王文宇，論董事與公司間交易之規範，政大法學評論，62 期，頁 417，1999 年 12 月。 
310 同前註 50，柯芳枝，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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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之困難，以致於甚少訴訟進入法院，因此這並非單一方面的討論研究即可解決

的311。 

簡言之，因為英美法概念由長期判例累積而成，其精神和態樣會隨之變化，

判例會不斷的發展該概念312，而我國雖繼受日本商法法制，日本雖亦未明文於公

司法內制訂商業判斷原則，但卻以判例建立日本商業判斷原則之規則緩和董事注

意義務，並於公司法內制訂董事建構內部控制系統之義務與減輕董事責任之規

定，藉以調和董事之責任313，反觀我國並未將英美法國家的受託義務概念整體地

完全地引進，因而引起適用上的問題和困難。 

除此之外，企業併購法第5條第1項說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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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以善良管理人注意，處理併購事宜。」亦

是對董事受託義務之明文規定，且強調股東利益最大化之原則。兩者觀之，公司

法上雖增列受託義務，但在概念上，仍認為受託義務之法理乃為解決公司負責人

與公司之間所生之利益衝突而形成314。仍未跳脫董事受公司委任，只對公司負責

的形式主義之邏輯，而實務上也認為該負責的對像是公司而非股東315，即使股東

可能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行，如有違

反法令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連帶賠償之責。」的文義解釋上，

以其「對他人」之定義，向公司或公司負責人請求賠償，然而公司負責人參閱我

國公司法第8條之規定也並未明文規定包含控制股東，可窺見其漏洞；再者，基

於前述「股東為公司之所有權人」之概念，若僅少數股東請求，無異是少數股東

對全體股東請求賠償，並非合理之邏輯。爾後通過的企業併購法，則將受託義務

的履行，更明確的定義在全體股東的最大利益，算是有所突破316。 

                                                 
311 黃百立，日本董事忠實義務之研究，中原財經法學，19 期，頁 80，2007 年 12 月。 
312 曾宛如，董事忠實義務之內涵與適用疑義-評析新修正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台灣本土法

學雜誌，38期，頁63-65，2002年；曾宛如，董事忠實義務之內涵及適用疑義，公司管理與資本

市場法制專論（一），頁21-32，2007年；黃銘傑，公司治理與董監民事責任之現狀及課題－以

外部董事及忠實、注意義務為中心，律師雜誌，305期，頁29，2005年。 
313 同前註 311，黃百立。 
314 同前註 50，柯芳枝，頁 51。 
315 高等法院 94 年度抗字第 2125 號民事裁定。 
316 劉紹樑，我國併構法制的蛻變與前瞻，經社法制論叢，32 期，頁 16，2003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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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本案控制權交易法規範之適用疑義 

 

綜上所述，控制股東在本案無論是在民事或刑事上咎責，皆有疑義。尤其

是於刑事上，最高法院93年度台上字第1603號判決更明白表示「基於刑法中『罪

刑法定原則』為最高指導原則，對公司有實質影響力的控制股東，當然不具備刑

法第342條背信罪之犯罪主體要件。」因此，控制股東對公司或股東均不負刑事

上之責任。然深究我國之股權結構，多為股權集中的公司，因此常存在著控制股

東的問題，往往控制股東即為公司負責人。所以，既使刑法上無法究責，應至少

擴張解釋公司法第23條公司負責人之定義，以英美法受託義務之概念解釋而將控

制股東納入公司負責人之範疇，負損害賠償責任。而股東或可依民法第184-1條

侵權責任對控制股東咎責，惟需股東自行舉證，而於因果關係和損害賠償額間的

認定及舉證雖有其困難度，但利益可歸於股東自己。 

此外，本案涉及撤銷公開發行之行為，有無違反董事受託義務，亦有爭議。

蓋公司法第156條第4項規定：「公司得依董事會之決議，向證券管理機關申請辦

理公開發行程序。但公營事業之公開發行，應由該公營事業之主管機關專案核定

之。」公司是否辦理公開發行，已由以往強制公司符合一定的資本額須辦理公開

發行，改為任意規定。而關於撤銷公開發行，法律並未明文規定公開發行公司欲

撤銷公開發行之意思決定機關為何。則依其法理及實務上見解，申請辦理公開發

行與撤銷公開發行的機關應相同，也都是都依其董事會決議317。但是，公開發行

公司須謹守財務業務透明，以茲能讓大眾投資權益人了解與評估，公司是否公開

發行有時成為股東是否欲投資此公司的誘因。所以，若一個公司可以無需徵詢股

東的意義，亦即不用經過股東會的決議，逕以董事會之決議，撤銷公司發行公開

發行的意思決定，對於當初因該公司為公開發行而決定投資之股東們保護似嫌不

                                                 
317  林國全，撤銷公開發行，月旦法學教室，38 期，頁 26-27，2005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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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而本案也因為撤銷公開發行，而無法依企業併購法第6條之規定318，將換股

比例或配發股東之現金或其他財產之合理性表示意見提交股東會審議，以達資訊

充分揭露之原則。因此，本案撤銷公開發行之動作與後續行為雖極度爭議，但於

我國法下似無特別規範。 

因此，本案雖為公平價格評定之非訟事件，然存在著控制股東與少數股東

間的利益衝突，非訟程序的簡易審理而不進行言詞攻防，不論價格為何，對於敗

訴的一方，控制股東或少數股東皆有欠公允。少數股東或可以侵權行為對控制股

東咎責，但舉證之困難與訴訟之成本，也使少數股東望之卻步，實有改善我國對

於控制權交易監理之法規範的必要。 

                                                 
318 企業併購法第 6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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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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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控制權交易中，美國之法規與實務見解，非採歐盟之強制收購原則，意在

追求促進有效率之控制權交易的同時，亦不侵害其他股東之權益，以建立起一個

屬於帕雷托最適(Pareto Optimal)為結果的法規範。是故，於法規上強調董事受託

義務之原則、資訊公開與揭露之必要性，以求控制權交易程序上之公平；而對控

制權之形式上與實質上的認定，更是將受託義務之原則，不但應用在經營管理者

上，更是擴及任何有實質影響力之控制股東於執行其控制力時；除此之外，於法

院實務判決中，亦會衡量控制權交易個案之態樣，交易程序公平與否，加重或減

輕董事或控制股東之舉證責任；最後並賦予少數股東在遭受不公平對待時，得經

由解散裁判訴請權、股份收買請求權、直接訴訟或代位訴訟，以俾使控制權交易

中不公平的情形，降到最低並保護少數股東，但這並不代表少數股東可藉由此方

式事後再次地猜測其公平價格或請求更高的交易價格而過度補償。 

本文以東森媒體科技案出發，反映出我國對控制權交易之法規設計，並未

明確表示採行美國或歐盟之法規範的設計，因而甚多闕漏，茲述如下： 

第一、東森媒體科技案之異議股東收買訴訟，雖不審理違反董事受託義務

之部分，但即使併入審理，於我國法規下，仍無法有效咎責，原因在於： 

(一)公司法第23條雖有謂引進英美法之董事受託義務原則，但其規範設計和

規範對象，對於控制權交易的各種態樣，適用上有所困難，尤其是當有控制股東

存在的公司。 

(二)我國公司法之關係專章雖設有控制公司之定義，但規範對象仍是侷限在

公司組織，並不及於非公司組織之自然人或其他組織，同樣在只有控制股東進行

操控的控制權交易形成漏洞。 

因此，我國應建構控制股東之責任歸屬與監控機制，採行方式或許可參照

美國法對控制股東或事實上董事進行實質上認定之法律規範，或者是在控制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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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權交易上調和商業判斷法則，並類推適用我國公司法第23條第之規定以求

對控制股東有所規範。 

第二、東森媒體科技案提及證券交易法第43條之1第3項規定，雖稱參考英

國之強制收購原則，但實則並非英國強制收購之內涵。雖不能如英國強制公開原

則，以股份平等原則完全解釋之，但我國證券交易法第43條之1第3項亦強調揭露

原則之重要性。而證券交易法第43條之1第3項既非英國之強制收購原則，控制權

溢價之歸屬，就不必然為全體股東均享，或可採行美國法院之見解，視交易個案

而定。如此而為，方可在不違其交易之公平性下，亦促進控制權交易之效率。 

第三、我國對於股東之救濟方式，除公司法第11條解散裁判請求訴權之外，

尚有公司法第317條、第187條或企業併購法第12條請求公平價格裁定的異議股東

收買請求權。但這些法令皆未對控制股東或經營者有所規範，而且我國之公平價

格裁定為非訟事件，並無法解決控制股東與少數股東之間潛在的利益衝突，對少

數股東所受侵害之保護並不周延，尤其是在有壓迫行為如逐出合併之情形發生

時。因此，更應重視少數股東事後救濟之管道，是否參考美國在某些情況下採用

直接訴權之方式以求交易之公平性，亦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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