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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我國公司法於 2018 年修正，現行法已大幅開放一般非公開發行股

份有限公司發行複數表決權股架構雙層股權結構，惟現行公開發行公司仍不

被允許以此方式架構。本文除提出我國法下以限制性表決權股也架構雙層股

權結構外，更參考香港及新加坡開放上市公司採行雙層股權結構之立法，認

為我國也應開放公開發行公司以複數表決權股架構雙層股權結構。本文探討

各國立法模式，進一步提出資本多元化的美國值得作為借鏡，以多元資本結

構之立法為目標。除此之外，本文亦對於雙層股權結構進行利弊分析，並引

進相關案例，提出有效提出配套措施控制雙層股權結構之代理成本，才能讓

全部類型公司享有效益，讓我國資本結構更為多元。就配套措施而言，本文

參考各國立法例，提出十三項配套措施，並將公司類型進行三大分類，以不

同公司適用不同法律效力強弱之立法，以符合公司法修正後大小公司分流之

觀點。 

 

 

 

 

 

 

關鍵詞： 雙層股權結構、複數表決權股、多數表決權股、限制性表決權

股、無表決權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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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aiwan passed new Corporate Law in 2018, all private share companies can 

issue multiple voting shares to construct dual class share structure. However, while 

the new law gives more spaces to private companies, public companies are still not 

allowed to do this. As the new legislation of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passed in 

2018, allowing companies to go public in each country,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Taiwan can also permit public companies to issue multiple voting shares. This 

thesis provides legislation related to dual class share structure from many countries 

and promotes the capital structure in the US market, where companies can use dual 

class share structure for many years. This thesis also offers several cases and cost 

and benefit analysis for dual class share structure, concluding utilizing safeguards 

to lower agency cost is the best way to benefit all companies. Finally, there are 

total thirteen safeguards in the thesis referred from many countries, and each kind 

of company is regulated by different effects of legislation,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point of view of differentiating big and small companies in the modification of 

Corporate Law in 2018.   

 

 

 

     

 

 

Key words： dual class share structure, multiple voting share, limited voting 

shares, non-voting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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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014 年中國居領導地位的電子商務公司阿里巴巴向申請香港交易所上

市，但香港交易所以阿里巴巴採行合夥人制度違反一股一表決權原則，拒絕

讓該公司上市。阿里巴巴堅持保留合夥人制度，紐約證交所回覆其雙層股權

結構並不會成為在美國上市的障礙，阿里巴巴便轉往紐約證交所上市。美國

納斯達克、紐約證交所皆允許雙層股權結構之公司上市，然而近年來機構投

資人協會（Council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數次向兩個證交所表達回歸一股

一表決權的訴求，甚至對於阿里巴巴在紐約證交所上市之事表達看法。該機

構認為：對於長期投資人而言，上市所創造之價值目標，例如提升上市公司

負責任的程度，以及促使股東可更有效的監督董事等，將因阿里巴巴採用雙

層股權結構受到減損1。 

其實雙層股權結構並非近來之創新之物，早於 1890 年代美國即有公司

開始採用雙層股權結構，之後於 2004 年以美國企業 Google 作為採用雙層股

權結構之代表，開啟了新創企業、科技新創企業採用「同股不同權」架構之

上市浪潮。我國早已承認雙層股權結構之公司存在，無論公開發行公司或非

公開發行公司皆可發行無表決權或限制表決權之特別股，並於 2015 年修法

針對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開放複數表決權特別股。 

2018 年公司法再次修正，將複數表決特別股擴大適用於所有非公開發行

公司，然而就公開發行公司而言，目前仍維持僅可發行無表決權或限制性表

 
1 See, e.g., Letter from CII to NYSE on One Share, One Vote, （Mar. 27, 2014), available at 

https：

//www.cii.org/files/issues_and_advocacy/correspondence/2014/03_27_14_CII_letter_to_NYSE_one_share_

one_vote.pdf  （last visited： 7/7/2021） 

https://www.cii.org/files/issues_and_advocacy/correspondence/2014/03_27_14_CII_letter_to_NYSE_one_share_one_vote.pdf
https://www.cii.org/files/issues_and_advocacy/correspondence/2014/03_27_14_CII_letter_to_NYSE_one_share_one_vote.pdf
https://www.cii.org/files/issues_and_advocacy/correspondence/2014/03_27_14_CII_letter_to_NYSE_one_share_one_vote.pdf
https://www.cii.org/files/issues_and_advocacy/correspondence/2014/03_27_14_CII_letter_to_NYSE_one_share_one_vot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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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權特別股，不可發行複數表決權特別股。究竟採用雙層股權結構對於公司

而言是利或是弊? 公開發行公司是否適合發行複數表決權股? 本文擬立於現

行公司法上公司大小分流之觀點，對公開發行公司與非公開發行公司採用雙

層股權結構所面臨的問題進行探討，提出相對應的配套措施，並進一步對我

國立法上提出建議。 

 

第二節 研究方法及範圍 

本文之研究方法將以文獻回顧的方式，蒐集國內外既有議題的相關文

獻，以及國際組織對於雙層股權結構之分析，相關文獻包括國內外學者的相

關書籍、學術期刊、專書篇章、各國證交所諮詢文件，以及國際組織的研究

報告等。同時採取比較法分析，參考美國、加拿大、歐盟、日本、英國，以

及香港與新加坡等國家公司法、上市規則等立法例，就雙層股權結構問題之

預防機制、配套措施與股東之救濟管道為歸納與統整。 

建構雙層股權結構可利用多種形式，包含我國既有發行限制性表決權或

無表決權股的方式。本文主要探討範圍包含股份平等原則、雙重股權結構不

同的建置方法、各國立法政策分析、相關之利弊分析，並配合我國修法的趨

勢，將著重在發行複數表決權股或者超級表決權股等制度，探究其相關配套

措施，建議立法上對於此種特殊股權結構應如何因應。 

 

第三節 論文架構 

本文主要分為六章進行分析：  

第二章分為四節討論一股一表決權的理論基礎以及其受到的挑戰； 

第三章分為六節，第一節介紹雙層股權結構概念，說明我國利用特別股

亦能建構雙層股權結構；第二節介紹較為常見建構雙層股權結構之機制；第

三節以雙層股權結構制度最為發達的國家之一—美國為例，介紹雙層股權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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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之發展；第四節區分是否可行複數表決權股、無表決權股與限制表決股等

三種立法模式，分別介紹不同國家之立法方式，說明不同國家對於雙層股權

結構之立法態度，以及公開發行公司是否可架構雙層股權結構；第五節呈現

我國主管機關與學界對於雙層股權結構之討論；第六節以小結呈現本文之觀

點； 

第四章共三節，第一節進行雙層股權結構之利弊分析，並進一步探討公

開發行公司與非公開發行公採用雙層股權結構可能產生的問題；第二節則以

Google、Facebook、Snap 以及阿里巴巴等知名企業之案例，呈現企業界對於

雙層股權結構之態度，以及各公司採用雙層股權結構產生的相關爭議；第三

節以小結總結利弊分析與案例之分析，並帶出本文之觀點； 

第五章提出對於雙層股權結構之配套措施，本文於本章先不以公司類型

區分配套措施之適用主體，而以配套措施的功能區分為控制代理成本之措

施、投資人事前保障措施，以及股東事後救濟制度，分別進行比較法分析並

引介學術界的意見。其中，同時身為亞洲國家的香港與新加坡於近年分別修

法，允許雙層股權結構公司上市，相對於歐美國家，更重視事前預防措施，

故本文認為此對於是否進一步放寬公開發行公司，自由運用雙層股權結構，

尤為重要，因此本文會較著重在上述國家近期的修法。 

第六章綜合第五章之觀察，將我國公司區分為上市上櫃公司、未上市未

上櫃之公開發行公司，以及未公開發行公司，將上述配套措施針對不同類型

的公司，進行規範強度的規劃，以配合公司大小分流之觀點，最後對我國法

提出立法上之建議。 

第七章綜合第二章到第六章之敘述帶出本文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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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股一表決權的理論基礎以及其受到的挑戰 

第一節 股東剩餘請求權 

第一項 股東剩餘請求權之概念 

一個公司組織之組成涉及許多參與者，從從事生產的勞工到高階經理

人，投資股份的股東以及與公司有借貸關係的債權人等等，學者 Easterbrook

和 Fischel 即認為公司組織由公司與多數利害關係人之間的明示或默示契約

所組成2。表決權制度之所以存在公司組織，原因在於當契約無法約定所有細

節，例如組織工作如何分配、產品如何生產和銷售，契約無法一一詳盡規

定，因此賦予公司利害關係人表決權可以對契約未規定之事項為決定，或者

是授權特定人進行決策。表決權或可賦予股東、債權人、經理人，甚至是公

司員工等利害關係人，但普遍而言表決權僅賦予股東，其原因在於股東擁有

剩餘請求權3。 

 所謂公司利益之剩餘請求權，係指公司於支付借款、利息、買賣價金等

契約所生之價款後，剩餘在公司的權利而言4。以公司決定是否進行一個新的

商業計畫為例，除了股東以外之利害關係人，他們從這個計畫中僅取得固定

的利益，因此較為欠缺審慎為表決之誘因；相較之下，股東從這個計畫中領

取大部分的邊際利益並承受大部分的邊際成本，因此股東最具有審慎行使表

決權之誘因，即便他們不自行為商業決策，他們也會審慎監督公司之經營階

層，確保經營階層為決策可以符合所有股東之最大利益。而當股東力求邊際

利潤極大化時，其實整體上也使公司所有利害關係之群體受惠，如果將表決

 
2 See FRANK H. EASTERBROOK & DANIEL FISCHEL,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ORPORATE LAW, 12

（1996). 
3 Id. at 66-67. 
4 蔡英欣，股東表決權分配之規範模式，台大法學論叢第 38 卷第 2 期，2009 年 6 月，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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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賦予其他利害關係人，最終的決定可能僅受惠於特定利害關係群體，而非

將公司整體財富最大化5。 

此外，Easterbrook 和 Fischel 也強調，股東之間的利益若非相同則為趨

近，如果賦予利益不一致的群體表決權，將產生不必要的代理成本。股東之

同質性促使公司專注於達成統一目標，達到最佳之績效，只要每個股份都具

有獲得主導公司政策之相等機會，縱使每個股東掌控的股份數不相同而有控

制力之差距，這並不會影響股東增加公司整體邊際利潤之一致目標6。而每一

單位的剩餘請求利益應有相同之表決權，倘若股東擁有不成比例之表決權，

其將不會獲得與其控制權相稱的剩餘利益或損失，故不會作出最佳的決策，

而產生管理上不必要之代理成本7。 

第二項 股東剩餘請求權受到的挑戰 

第一款 公司契約理論 

公司契約理論為契約連鎖理論（Nexus of Contracts）衍生而出的觀點，

強調公司具有契約之本質，公司乃予受僱人、供應商、顧客、債權人與其他

利害關係人間契約網之中心。而契約連鎖理論以契約的觀點將企業視為以生

產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目的等各式輸入活動之結合體，例如員工提供勞務、股

東及債權人提供資本等，企業將這些輸入活動彼此之間之複雜契約關係，以

法律概念呈現。易言之，企業乃結合了與社會大眾之契約，並對當事人間權

利義務關係進行規制，其存在之意義，即是為了降低市場交易機制下可能產

生之諸多成本8。 

公司契約理論之核心價值在於契約自由，容許契約當事人去締約，自行

安排出用以抑制代理成本之法律與市場管制手段之最理想組合。最理想之公

司契約會隨著產業之差異而有所不同，唯有實際進行生產活動與市場交易之

 
5 See EASTERBROOK & FISCHEL, supra note 2 , at 69. 
6 Id. at 70. 
7 Id. at 73. 
8 王文宇，公司法論，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四版，2008 年 9 月，頁 21-2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872

6 

 

參與者，始能知悉何為對其來說最理想之公司治理架構9。惟此處所言之契

約，不應單從法律觀點進行詮釋，而由形式上之契約（explicit contracts）擴

展至潛在性契約（implicit contracts）。形式上契約須有當事人間之協議，然

公司業務日理萬機與其組織性質，實無法容許每項權利義務都有協商機會，

蓋若每項權利義務一一磋商，公司與相對人將耗費許多交易成本與資訊成

本。而潛在性契約則以經濟之角度觀之，在界定上更為廣泛，公司組織將預

先設定之權利義務安排，藉由資訊公開使外界投資人知悉，儘管公司與投資

人之間實際上無契約存在，但投資人於購得股票成為股東之際，已默示地、

自願地接受公司所預設之權利義務安排，而可劃歸於潛在性契約10。 

支持剩餘請求權說者認為，股東身為剩餘利益之請求權人，最具有誘因

提升公司之整體利益，故賦予其表決權，且表決權應和其剩餘權應成正比，

才能避免不必要之代理成本。然在公司契約之觀點下，公司法制之核心乃契

約自由，特定股東與公司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可經由彼此磋商而變動法律原有

之安排，縱然雙層股權結構之表決權與經濟利益不成比例，股東亦願意利用

表決權之差異，作為股份價值的談判籌碼的一部份，因為較少之控制力意味

著可買到較為便宜之股票11。而過度規格化之法律設計，將戕害契約自由之

空間，使交易當事人無法依己意達成目的，形成許多「僵化成本」12。 

第二款 股東異質論 

股東同質性對於一股一表決權而言是十分重要之理論基礎，Easterbrook

和 Fischel 強調因為公司股東具有同質性，因此彼此間擁有相同或類似之利

益。在同質化的假設之下，股東同質的偏好可分為三個方面： 第一方面為

利益同質，股東之間不存在利益衝突；第二方面為目的同質，股東投資公司

 
9 同前註，頁 25。 
10 同前註，頁 24-25。 
11 See Grant M. Hayden & Matthew T. Bodie, One Share, One Vote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Shareholder 

Homogeneity, 30 Cardozo L. REV 445, 482（2008), available at：  

https：//scholarlycommons.law.hofstra.edu/faculty_sc holarship/40  （last visited： 7/7/2021） 
12 同註 8，頁 24。  

https://scholarlycommons.law.hofstra.edu/faculty_scholarshi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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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為成就個人利益最大化，達成公司利益最大化之同時即可達成個人利益最

大化；第三方面為能力同質，每個股東參與公司治理的能力相同，擁有相同

的締約能力、獲取資訊能力與判斷能力等13。而股東同質性的效益在於，每

個股東為了全體股東的利益都有相同的動機監控代理成本；其次，具有相同

利益的股東對於公司有一致的目標，這可避免公司成為不同利益之間角逐的

戰場。股東同質論者相信股東間之利益一致性是公司發展穩定與繁榮的關鍵

14。然而在現實當中，股東之間呈現了利益不一致的情形，個別股東不必然

追求公司剩餘價值最大化，而可能會基於個別因素之考量追求其他利益，導

致有利益衝突發生，以下分別討論之： 

一、 控制股東與非控制股東之利益衝突 

公司可能根據股權集中程度有控制股東或控制集團存在，而控制股東與

非控制股東之利益衝突在於，控制股東於有權將所有的控制利益分派於自身

同時，可使全體股東一同承擔控制成本。舉例而言，持股比例 52%的控制股

東可選派自己擔任經營階層，而享有 100%的薪資利益，因為支付薪資者為

公司，故該位股東僅需負擔 52%之控制成本；除此之外，若控制股東購買公

司的資產，亦有較強的動機將資產價格低估以獲取利益15。在多數決原則盛

行於大部分公司之情形下，大小股東利益衝突實難以避免，故公司法制上發

展了許多緩和機制，例如累積投票制製造小股東掌握董事會席次的機會，甚

至是董事之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或注意義務（Duty of care），要求董

事應追求公司整體之利益。 

然而即便如此，控制股東仍然以其控制權掌控公司的經營取向，其多以

具有合法基礎的方式行使控制權，因此要達到控制股東與非控制股東間之利

 
13 馮果，股東異質化視角下的雙層股權結構，政法論壇，第 34 卷第 4 期，2016 年 7 月，頁 128。 
14 Hayden & Bodie, supra note 11, at 499. 
15 Id. at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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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平衡具有困難性，尤其在於人事雇用、股利分派或者其他盈餘分派的事項

上更為明顯16。 

二、 股東的避險的行為 

隨著金融市場發展出不同的衍生性金融商品，股東行使表決權時即有可

能發生空投票（empty voting）的情形，亦即，特定股東依據與其他股東不相

同的財務上利害關係行使表決權。股東於購買股票同時可能購買與該股票空

頭部位連結的金融商品，隨著股票價格下跌，金融商品的價值便會上升。如

果空頭部位對股東產生較為強烈的獲利誘因，股東可能為使股價下跌而以悖

於公司整體利益之方式行使表決權17。 

另一種常見的避險方式是進行借券，在股票空頭時期向金融機構借券出

售獲利，而此種方式亦可能成為購買表決權的手段。股東會前夕，投資人可

能在最後過戶日（record day）向金融機構借券，如此一來投資人可在股東會

行使表決權，另一方面卻不用承受經濟上的風險。這些投資人借券的目的可

能不只是為了放空公司股票，也可能為自身的利益行使表決權，即使其自身

的利益與公司整體的利益相違背。而隨著金融市場交易的複雜性增加，對於

此種行為的防免有其困難性18。 

 三、具員工與退休基金身分之股東 

對於身為員工的股東而言，與公司的雇用關係可能成為影響其行使表決

權的重要因素。當表決的議案涉及公司要接受多高程度的風險、員工如何被

獎勵、以及盈餘如何分派等議題時，員工的利益即可能與其他股東的不一

致。尤其當公司面臨併購時，通常伴隨著裁員與替換員工，員工對於是否同

意併購的立場與其他股東即不相同19。此外，公司為激勵員工會給予員工股

 
16 Id. at 480. 
17 Id. at 485. 
18 Id. at 485. 
19 Id. at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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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選擇權，此可能導致股東為了提高股票價值，而相較於其他股東，更支持

獲得短期效益的經營策略。 

而退休基金（pension funds）亦經常積極參與公司的經營，例如對於公

司董事的提名或者關注經營階層酬勞等問題，但退休基金經常是由工會

（unions）所主導，他們要求基金經理人以基金投資人的最大利益進行投

資，因此退休基金經常被批判其係為勞工的利益而行動，並非為公司的整體

利益20。 

四、定義財富最大化的問題 

一股一表決權原則假設所有股東對於公司財富最大化具有一致之利益，

因為每個股東都享有部分的剩餘利益，所有的股東都有將公司剩餘價值最大

化的目標。然而這個假設最大的問題在於，認定公司財富最大化的時點為何

時? 對於這個問題可能不同股東的解答皆不甚相同。有些股東自公司公開發

行時即購買股份，最後股票由其子嗣繼承；有些股東僅持有股票幾天；持有

選擇權的投資人則希望執行選擇權時股價在最高點；甚至有些股東持有股份

的目的在於併購。對於每位股東，財富最大化的定義皆不相同。 

舉例而言，若目標公司股價為 35 元，併購公司向目標公司股東以每股

45 原為對價進行收購，目標公司董事會認為若選擇提出反併購措施，但不完

全回擊，則目標公司股價約可上漲至 50 元；若完全回擊並保留現在經營階

層，則兩年後經營狀況良好股價可上漲至 100 元，反之，股價將下跌至 20

元。董事會應採取何種策略才能將公司之財富最大化? 對於短期主義的投資

人，45 元是最好的價格，董事會應不採取反併購措施；對於追求中期效益的

投資人而言，50 元才是最好的價格，董事會應採取輕度的反併購措施；但

是，對於長期投資人，董事會應當追求股價上漲至 100 元的機會21。對於不

 
20 Id. at 487. 
21 Id. at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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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投資策略之股東，其所追求之財富最大化皆不相同，也說明了事實上股東

間利益不一致且無法有明確的統一目標。 

 五、表決權拘束契約與表決權信託的問題 

我國關於表決權拘束契約與表決權信託之規定，首先可見於企業併購法

第 10 條，該條第一項規定「公司進行併購時，股東得以書面契約約定其共

同行使股東表決權之方式及相關事宜。」第二項規定「公司進行併購時，股

東得將其所持有股票移轉予信託公司或兼營信託業務之金融機構，成立股東

表決權信託，並由受託人依書面信託契約之約定行使其股東表決權。」即明

文規定於企業併購時，公司股東可簽訂表決權拘束與表決權信託契約。除此

之外，我國公司法第 175 條之 1 與第 356 條之 9 亦明文規定非公開發行股份

有限公司與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可使用這類股份協議。 

正因為股東間彼此利益不相同，故進行對價交換，利用表決權契約發展

出協調利益之方案，一方可能願意接受對價關係使表決權依他方之意願行

使，或者利用信託使受託人代為行使表決權。對於現代大部分股權分散之公

司而言，要求少數股東為全體股東利益而行使表決權，事實上是不切實際

的。表決權協議正說明了股東間不具利益一致性，因此公司法制才尊重私人

秩序之安排，允許股東依私法契約彼此協調，此正與股東為同質群體而無分

化之概念相矛盾22。 

而透過表決權拘束契約，一股一表決權原則事實上也以契約的方式進行

變更，亦即，一股一表決權原則所代表股東出資與支配權間之比例關係，以

契約的方式進行事後變更，將發生某特定股東無論其出資多寡，得以取的大

多數的表決權，與發行複數表決權股東得以較少出資獲得多數表決權相同。

因此若法制上承認表決權拘束契約，對於複數表決權股的限制應降至最低程

度23。 

 
22 Id. at 483-484. 
23 蔡英欣，同註 4，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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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參與公司治理的能力差異 

股東同質理論認為股東於締約上、獲取資訊與商業判斷等能力皆相等，

然而機構投資人的存在，即明顯呈現了股東參與公司治理的能力與意願之差

異。機構投資人之組成，大多是指銀行、保險業、共同基金、公司部門之退

休基金及其信託業者等金融機構。機構投資人擁有龐大的資源，在資訊的蒐

集與分析上較一般投資人更具有優勢，除了較能知悉公司未來營運的情形，

也能降低公司內部與外部的資訊不對稱；在經濟規模及專業素養上，機構投

資人於取得較高品質之資訊上，承受較小之邊際成本；在參與公司治理之意

願上，一般小股東因缺乏專業性且持股比例不高，對於公司治理之意願不

高，一旦公司表現不佳，多半已出售持股的方式表示不滿，而機構投資人較

一般股東具有專業特質，且其持股佔公司相當比例，不易受到公司董事或專

業經理人之影響，故一旦公司發生經營者濫權之情形，較能發揮監控之機制

24。 

因此股東參與公司治理之意願受到其持股比例之影響，參與治理之能力

亦依據專業程度高低與獲取資訊之能力之差異而有所不同，個別股東未必願

意投入成本監督公司經營，故更難以期待所有股東皆為公司財富最大化之目

的，審慎行使其表決權。 

 

第二節 股份平等原則 

第一項 股份平等原則之概念 

按我國公司法第 179 條第 1 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每一股擁有一

表決權，學者謂此為表決權平等原則，亦為股份平等原則之展現25。股份有

限公司係資合公司，其係以區分為均等單位之股份所構成之資本結合體，不

 
24 林懿洋，從薪酬監督外部治理看機構投資人之盡責管理，會計師季刊，第 268 期，2016 年 9

月，頁 68-69。 
25 王文宇，同註 8，頁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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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股東依其出資比例而享受利益，甚且股東對公司之支配力大小亦以所擁有

之股份比例決定26。 

股份平等之正面效益在於，其呼應投資人各自所承擔之風險，賦予投資

人相對應的意思權限，以確保投資人對於其財產權仍有一定比例的控制權

限，蓋因資本投入公司有一定之風險，若股東無法依照其比例回收，而依照

人頭分配獲利，理性之人將不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將無法發揮吸收社會游

資之功能27。申言之，參與公司經營之一股一表決權，實質上乃是為了確保

風險資本得以合理回收，而衍生自資本投入之權利，故資金投入後應依比例

享受盈餘分派時，對於經營參與之發言權，應當依其出資比例予以分配28。 

第二項 「股東」平等 v.s.「股份」平等 

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於 2004 年發布了六項公司治理原則之要素，其中一項

即是平等對待股東，其主旨為「公司治理框架應當確保所有股東（包括少數

股東與外國股東）受到平等對待。當其權利受到侵害時，所有股東應能夠獲

得有效賠償。」並於 A 項說明同級同類的所有股東應受到同等之待遇，所有

投資者在購買股份之前，都應該能夠獲得同級同類股份應享有權利有關的訊

息，任何對於投票權的改變，都應該獲得受不利影響類別股份的同意29。此

應為股東平等原則之展現。而我國學說於解釋股東平等原則時，雖援用時而

仍援用「股東」平等原則一語，而謂其為「股份有限公司就各股東基於股東

地位對公司享有之地位與負擔之義務概予平等對待而言」，惟又率皆認為

 
26 同前註，頁 290。 
27 黃銘傑，「股東」平等原則 vs.「股份」平等原則－初探股東平等原則復權之必要性及可行性，月

旦民商法雜誌，第 31 期，2011 年 3 月，頁 10。 
28 同前註，頁 10。 

29 六項公司治理原則要素包括： （1)確保有效公司治理框架基礎 （2)股東權利與關鍵所有權功能

（3) 平等對待股東 （4)利益相關者在公司治理的作用 （5)訊息揭露與透明度 （6)董事會責任，

available at： https：//www.oecd.org/daf/ca/corporategovernanceprinciples/49200756.pdf （last 

visited： 7/7/2021） 

https://www.oecd.org/daf/ca/corporategovernanceprinciples/4920075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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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股份有限公司之本質而言，係指公司對股東所持有之每一股份概予平等

待遇·······故嚴格言之，應屬股份平等原則」而主張於股份有限公司之組織

型態上，正確用語應為「股份平等原則」30。 

而對於股份有限公司而言，股份平等原則除有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依

章程或股東會決議加以排除；相較之下，有限公司依公司法第 102 條第 1 項

但書規定「得以章程訂定按出資多寡比例分配表決權。」則「股東」平等原

則似非基於衡平理念而設，否則自不應容許有限公司以章程規定牴觸之。論

者謂兩者差異之理由在於，相對於有限公司規範人合性質濃厚，公司法上股

份有限公司之規範，實際上是針對大規模企業組織型態量身定作，希冀招募

大眾，吸引社會游資而聚沙成塔，促進臺灣經濟發展31。 

學說上又認「股東平等原則係基於衡平之理念而建立，藉以保護一般股

東，使其免於受股東會多數決濫用之害······凡公司章程、股東會或董事會之

決議，均不得違反此一原則，否則無效32。」若順此思維，「股東」平等原則

應僅適用於股份有限公司，而不適用於其他類型之公司，而應正名為「股

份」平等原則。然而，對於此種主張，論者認為過於注重形式上之股份平

等，而忽略其一刀兩刃之特性。就其正面效益而言，如前所述，在於使經濟

利益依比例平等分派；就負面影響而言，33。 

申言之，當大股東控制公司大部份的資產運用走向時，得在合理經濟思

維下，做出濫用權限之行為： 第一，大股東可能會做出對公司不利，但對

公司不利之經營策略；第二，為擴大、充實支配權之內涵，大股東可能不分

派或限制盈餘分派之額度，不當擴充企業規模；第三，縱令經營權移轉有利

於提升公司價值，大股東仍會抵抗此種經營權之移轉。儘管濫權行為至為明

 
30 黃銘傑，同註 27，頁 8。 
31 同前註，頁 9。 
32 柯芳枝，公司法論（上)，三民，增訂五版，2002 年 11 月，頁 234；轉引自黃銘傑，同前註，頁

9。 
33 黃銘傑，同註 27，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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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大股東仍得以資本多數決作為護身符，以公司自治為由，要求司法尊重

股東民主34。 

「股東」平等原則相較於「股份」平等原則，於主動改善公司治理、增

進公司利益，甚至在追求股東實質平等之事項上，有更為優越的規範理念，

兩者屬不相同的存在，甚至是前者涵蓋後者。所謂股東原則實係禁止股東間

恣意不公平對待，日本學者有認為股東平等原則之適用對象，可涵蓋五種公

司與股東間之法律關係： （一）以所投入資金之回收或盈餘分派為目的之

自益權；（二）為確保該當自益權之經營參與權（表決權）；（三）股東代表

訴訟、違法制止請求權與會計表冊閱覽等經營監督權；（四）股東名簿閱覽

請求權等附隨性權利；（五）應對團體成員公平且妥當對待之公司義務35。若

因過度追求形式平等而危害股東實質平等時，即有必要回歸檢視股東平等原

則，申言之，若因資本多數決的結果實質上剝奪少數股東之自益權（例如限

制盈餘分派、限定持股一定比例才可享有認股權憑證等），而大股東享有不

符比例之利益時，即可認定落入恣意差別對待之範疇，違反股東平等原則而

無效36。 

亦有論者自日本的學說分析股東平等原則與一股一表決權原則之關聯。

日本學說上，對於股東平等原則之解釋似與股份平等原則相近，謂股東平等

原則，係指股東基於其股東地位所享有之法律關係，是依照其所有的股份

數，受到平等對待。在此原則下，股東地位係採均一分割單位，各股份所表

彰之權利內容相同37。向來學說所主張之股東平等原則，完全是出於正義、

衡平等理念性主張，認為團體成員均應受平等待遇，故代表股東權之一之表

決權，也應依持有股份，受到平等待遇。然近來有學說見解認為，此種主張

是否妥適，有重新檢討之必要。其認為股東平等原則（或應謂股份平等原

 
34 同前註，頁 10。 
35 同前註，頁 12。 
36 同前註，頁 13。 
37 蔡英欣，同註 4，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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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事實上是為了處理股東與公司間之法律關係乃至於股份轉讓之事宜，

而將股東之地位劃分為均一之分割單位，亦即該原則完全是出自於法技術要

求所生38。具體而言，倘若不以股份作為股東地位均一之分割單位，則無法

合理處理股東與公司間之法律關係，進而導致於一般投資人怯於出資股份有

限公司，並使股份有限公司之制度難以被利用，因此有承認此原則之必要。

在此意義下，股份平等原則僅意味股東權利如為同質同種，應依持股比例決

定股份內容數量，而不適於作為一股一表決權原則之理論基礎39。 

 

第三節 一股一表決權原則作為任意法規之基礎 

按強制規定之存在，多基於公共利益及社會價值之考量，而公司法之強

制規定多事強調經濟效益及交易便捷，任意規定則是為成全市場上之契約自

由，若檢視兩者之關聯性，可發現其中蘊含成本概念之考量。申言之，強制

規定之存在多是為了「促進經濟效益」、「減少市場交易參與者之資訊搜尋成

本」以及「確保交易當事人之權益」。例如，公司負責人之注意義務與忠實

義務即不得任由契約當事人以特約排除之。但是過度規格化之規範設計亦會

戕害契約自由，使契約當事人無法達成其交易目的，此種過度規格化的負面

影響即為「僵化成本」40。 

而任意規定之存在即是為使僵化成本降至最低，然資本市場上存在形形

色色交易，為貫徹契約自由，對於潛在之交易對象必須取得交易條件、資力

等重要交易相關訊息，則勢必付出許多資訊搜尋成本，因此將容易產生資訊

不對稱之情形，如因此導致交易當事人資訊地位或談判地位不對等，則公司

法須制定強制規定保障弱勢團體（小股東或債權人）的利益41。 

 
38 同前註，頁 106-107。 
39 同前註，頁 106-107。 
40 王文宇，進出公司法—幾點跨領域的觀察，月旦民商法雜誌（創刊號)，2003 年 9 月，頁 12。 
41 王文宇，同前註，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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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此包括股東依其所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經濟

利益受到保障，股份平等原則實為使股東得以合理比例分配資本，增進大眾

集資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股東依據其所得之資訊，本得自行決定是否投

資一股一權結構或一股多權結構之企業，市場上充分的資訊更容許締約的自

由性，過度強調形式化的一股一表決權反而可能產生僵化成本。因此有論者

即從此觀點探究一股一表決權為任意法規之可能性，認為倘若股東於交易前

即能獲得充分資訊，且適當評價此資訊時，股東與公司間即能自行決定最適

契約之內容，於此情形公司法規作為任意法規並無不可。易言之，若事前對

股東提供充分資訊，後以股東會決議變更章程，也可將一股一表決權作為任

意法規42。此種觀點於閉鎖性公司最具合理性，因股東往往能取得必要資訊

為判斷，並與其他股東直接交涉，因此承認表決權分配為章程自治事項，係

為追求全體股東最大利益。至於公開發行公司，雖然因股東分散各地而取得

資訊較為困難，而可能與經營者間產生資訊不對稱的問題，但若證券市場上

的價格能適切反映未採一股一表決權結構之章程內容，此種章程未必會損及

股東利益43。 

其實 OECD 於 2015 年更新了公司治理原則44，並充實平等對待股東的內

涵。其於 E 項指出，所有同類同級的股東應受到平等對待。若公司資本結構

能使特定股東獲得一定影響力或不成比例之控制權皆應予以揭露。對於任何

類別股的所有股東應當享有相等的權利，所有投資人於購買股份前，應當能

夠獲得所有類別股的資訊，任何對於特定類別股攸關經濟利益或表決權的不

利變更，皆應獲得該類別股東之同意。此外，公司之資本結構以及控制權之

安排，例如金字塔型結構（pyramid structures）、交叉持股（cross 

shareholdings）以及限制性或複數表決權股之安排，甚至是股東協議等控制

 
42 蔡英欣，同註 4，頁 108。 
43 蔡英欣，同前註，頁 109。 
44 OECD, G20/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ANANCE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oecd.org/daf/ca/Corporate-Governance-Principles-ENG.pdf. （last visited： 7/7/2021） 

https://www.oecd.org/daf/ca/Corporate-Governance-Principles-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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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安排皆應揭露。由此可知，只要在交易前將公司的資本結構與所有類別股

之權利義務向投資人清楚地揭露，OECD 亦肯認非一股一表決權制度之資本

結構之安排，更可知作為強制性法規股東平等原則之實質內涵，並非形式上

之「股份平等原則」。 

 

第四節 小結 

本章就一股一表決權原則之理論進行反思，首先，股東剩餘請求權說者

認為股東為公司剩餘利益之請求權人，而其表決權應與其剩餘利益有相對應

之比例關係，否則將產生不必要之代理成本，在各股東利益、目的以及能力

具有同質性下，一股一表決權為最適之公司治理結構。然而，在公司契約觀

點下，公司法制應以契約自由為核心，最適切之公司治理結構應由市場參與

者自行決定。此外，由本章第一節之分析亦可知，股東實質上並不具同質

性，故賦予每個股東相同的表決權不必然會是最佳之公司治理模式。 

而作為衡平法理之股東平等原則，其追求者乃股東與公司的法律關係之

間的實質平等，而非形式上之股份平等。另股份平等僅為法技術上之要求所

生，而並不適於作為一股一表決權之理論基礎。參照 OECD 之公司治理原則

可知，在資訊充分揭露之下，一股多權的資本結構是可被認可的存在，此亦

符合實質上之股東平等原則，易言之，一股多權之資本結構若能充分反映於

資本市場中，而使投資人於購買股份前充分了解公司不採一股一權的重要交

易資訊並審慎評估後，弭平資訊非對稱性，則一股多權不必然會侵害股東權

益而違反股東平等原則。從而，藉由充足之資訊揭露，將一股一表決權原則

作為任意規定亦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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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雙層股權結構之建構與發展 

第一節 雙層股權結構之概念 

 雙層股權結構 （dual-class share structure, DCS），一般而言係指公司發

行兩種以上之普通股，例如 A 類型與 B 類型股份，其中一類別股份擁有較

高表決權，由公司創辦人或經營階層持有，較低表決權或無表決權股份則由

一般投資人持有45。然於廣泛定義下，雙層股權結構可包含任何使表決權利

不相等之任何股權結構，無論公司形式上擁有多少類別之股份，例如公司可

以僅發行一股一表決權之普通股，但可另發行附有一表決權之特殊受益憑證

（beneficiary certificate）予特定之公司內部人，以架構雙層股權結構，美國

Spotify 公司即是如此46。 

 因此雙層股權結構可以非常多元的形式呈現，包括採用複數表決權股、

無表決權股、限制表決權股、選舉特定董事席次股份，以及混合型等，其中

採用複數表決權股之公司，亦可能包含隨著時間增加表決權的忠實股份

（loyalty share）47或是持有期間表決權股（time-phased voting share）48。下 

 

表格 149呈現美國市值 2 億元上市公司採用雙層股權結構之型態： 

 

 

 
45 See Vijay Govindarajan et al., Should Dual-Class Shares Be Banned?,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December 03, 2018), available at： 

https：//hbr.org/2018/12/should-dual-class-shares-be-banned （last visited： April 13, 2019). 
46 See The Council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 Dual-Class Stock, available at：  

https：//www.cii.org/dualclass_stock （last visited： April 14, 2019). 
47 朱德芳，雙層股權結構之分析—以上市櫃公司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第 274 期，2018 年 3

月，頁 166。 
48 此與忠實股份為同一類型股份，以持有期間增加表決權數，僅為名稱翻譯不同。張竫榆，少數股

東控制—以雙層股權結構為中心，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106 年 7 月，頁 7。 
49 See The Council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 Dual-Class Companies List （Feb.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cii.org/files/Feb%202019%20Dual%20Class%20Companies%20List.pdf （last visited： 

April 14, 2019). 

https://hbr.org/2018/12/should-dual-class-shares-be-banned
https://www.cii.org/dualclass_stock
https://www.cii.org/files/Feb%202019%20Dual%20Class%20Companies%20Lis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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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雙層股權結構之型態 

雙層股權結構類型   採用公司 

複數表決權股 1. 一般複數表決權股 

➢ Albany International （AIN ） ：  

A 股 1 表決權；B 股 10 表決權 

➢ ACM Research （ACMR ）： 

 A 股 1 表決權；B 股 20 表決權 

2. 忠實股份 

➢ Aflac （AFL）：  

持有 4 年以下每股 1 表決權；持有超過

4 年每股 10 表決權 

限制表決權股 Berkshire Hathaway （BRK.B）： 

 A 股 1 表決權；B 股 1/10000 表決權 

無表決權股 Bel Fuse （BELFB）： 

A 股 1 表決權；B 股無表決權 

可選特定席次董事之

特殊股份 

Graham Holdings Company （GHC） 

A 股選舉 30%董事席次；B 股選舉 70%董事席

次 

混合型 ➢ Alphabet （GOOGL） 

A 股 1 表決權；B 股 10 表決權；C 股無

表決權 

➢ AMC Networks （AMCX） 

A 股 1 表決權可選舉 25%董事席次；B

股 10 表決權可選舉 75%董事席次 

➢ Moog （MO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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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層股權結構類型   採用公司 

A 股 1/10 表決權可選舉 25%董事席次；

B 股 1 表決權可選舉 75%董事席次 

其他 阿里巴巴合夥人制度： 

創始人馬雲與經營團隊組成之合夥人擁有過半

數董事席次提名權；股東軟體銀行於持股比例

超過 15%下可提名一席董事；其餘席次由提名

委員會提名與治理委員會提名50。 

 另雙層股權結構亦可稱為同股不同權制度，亦即股東享有之表決權比例

與其公司佔有之股份權益或經濟利益不成比例 （Weighted Voting Right 

Structure, WVR Structure）51，制度所著重者，為持有相同股份比例的股東之

間，彼此間享有不同之表決權，因此如同前述 Spotify 公司的例子，公司可

透過發行普通股以外之其他附有表決權或特殊權利證券，以架構雙層股權結

構，而此包含特別股在內。申言之，即便在部分國家特別股與普通股為不同

類型之權利證券，然而若公司透過發行附有多數表決權之特別股，也可架構

雙層股權結構。 

 至於公司如僅發行一股一表決權的普通股以及無表決權或限制表決權之

特別股，則此似又會因其權利本質之不同而本得為不同表決權之分配。例如

美國或香港的股權制度將特別股或優先股（preference share）視為股權與債

權間之特殊證券，除有盈餘分派之優先權外，於公司進行剩餘財產分配時也

優先於普通股52，故即使特別股股東之表決權劣於普通股股東，此時因為表

決權與股份權益或經濟利益並未不合比例，而並非雙層股權結構。然而，若

 
50 詳細部分將於後章節介紹。 
51See HKEx, Concept Paper： Weighted Voting Rights （Aug. 2014), 5 , available at： 

https：//www.hkex.com.hk/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1-to-2015/August-2014-Weighted-Voting-

Rights?sc_lang=en （last visited： April 14, 2019) 
52 Id. at 3；朱德芳，同前註 48，頁 167。 

https://www.hkex.com.hk/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1-to-2015/August-2014-Weighted-Voting-Rights?sc_lang=en
https://www.hkex.com.hk/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1-to-2015/August-2014-Weighted-Voting-Rights?sc_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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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我國特別股之制度，其對於特別股之定義與分類與美國實質上具有差異，

申言之，依據我國公司法第 157 條與第 356 條之 7 規定，只要附有限制表決

權、無表決權或複數表決權之股份，皆可稱為特別股，並非皆具有盈餘分派

或剩餘財產分配之優先權53，因此對於設立於我國之公司而言，如其利用使

創始人或經營階層持有一股一權普通股，使一般投資人持有限制表決權或無

表決特別股，實質上也可達到架設雙層股權結構之效果54。 

 

第二節 建構雙層股權結構之機制 

根據學者 Gordon 分析，最常被使用於建構雙層股權結構的機制大致上

可分為四種方式：交易要約（Exchange Offers）、特別分派（Special 

Distributions）、表決權變更（Voting-right Alterations）及發行新股（New 

Public Offerings）55。前三種方式被稱為雙重資本結構重組（Dual-class 

Recapitalization）而被視為有剝奪表決權（Disenfranchising）的疑慮，故多須

進行章程的變更並經有表決權的股東同意。另雖然也有公司以公開發行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或透過分派股利的方式為之，但此二種方式一般不

會被視為剝奪表決權56。以下檢視不同機制之內容與相關爭議： 

第一項 交易要約（Exchange Offers） 

若要進行交換要約的資本重組，首先須取得有表決權股東的授權發行高

表決權股或低表決權股權，之後公司對股東發出一次性的交換要約，通常是

以一比一的比例由股東將手中的普通股換成低表決權股，股東可以自由選擇

 
53 朱德芳，同前註，頁 167。 
54 同前註，頁 162。 
55 See Jeffrey N. Gordon, Ties that Bond： Dual Class Common Stock and the Problem of Shareholder Choice,76 

CAL. L. Rev. 3, 40-42 （1988). See also Douglas C. Ashton, Revisiting Dual-Class Stock, 68 ST. JOHN’S L. REV. 

863,876（1994), available at： 

 https：//scholarship.law.stjohns.edu/lawreview/vol68/iss4/2 （last visited： 7/7/2021） 
56 Ashton, supra note 55. at 876. 

https://scholarship.law.stjohns.edu/lawreview/vol68/iss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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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交換股份，或者是選擇保留原來的股份成為超級表決權股57。這個交換

機制也可將一般普通股換成高表決股，在大部分的情況，擁有超級表決權股

者會被分派較少的股利，而受領表決權股者被分派的股利會被增加58。高表

決權股（或稱超級表決權股, Super-voting shares）除非以家族企業的成員或

信託之受託人為對象，否則不可任意移轉，未被允許的移轉將使超級表決權

股轉變為一般表決權股59。此種轉讓限制能有效防止敵意併購發生，而唯一

對於經營階層造成威脅的股東委託書戰爭（proxy battle），也可能因為經營階

層將轉讓限制廣泛的定義，而大幅降低對經營階層挑戰的可能性，例如交換

要約規定反對經營階層的股東形成股東集團將使超級表決權轉為一般普通股

60。此外，公司常以股東持有的股份類別為基礎分派股份股利或進行股份分

割，因此無論有多少股份被分派，超級表決權的持有者都可以持續持有控制

權61。 

而在一般的情形下，關於公司的經營事項，例如公司合併、出售重要資

產、修改章程、董事選舉，持有高表決權股的股東會和持有低表決權股的股

東一同表決，但是交換要約也可設計成特定事項僅讓高表決權的 A 股股東或

低表決權的 B 股股東表決，此種條款的制定多是為股利分派權利的增加或降

低股利分派所增加的幅度。例如美國的 E.W. Scripps 公司設計的雙層股權結

構為，A 股股東僅可對德拉瓦州法規定的事項，以及董事選舉（最高可選出

三席或三分之一席取其較高者）進行投票，其他事項由擁有較高表決權數的

B 股股東進行表決62。 

另一個例子為美國 Fedders 公司發行之 B 股特定情形下從一股一表決權

轉變為 10 個表決權，即於董事選舉時若有一人或協力表決的團體持有已發

 
57 Id. at 878. 
58 Id.  
59 Id. . 
60 Gordon, supra note 55, at 41. 
61 Id. 
62 Ashton, supra note 55, at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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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普通股超過 15%以上，或是有董事會成員以外之人進行董事提名時，則表

決權會從一股一權變為一股 10 權，於其他事項 B 股皆為一股一權。Fedders

公司的交換要約條款中也規定除了關於公司併購、透過股利分派新的 B 股，

以及修改章程的事項外，原則上所有事項 A 股股東會和 B 股股東一起表

決。此外，B 股並沒有對外的流通市場，而 A 股則在紐約證交所（NYSE）

上市。Fedders 雙層股權結構之最終目標為透過資本重組，使 Fedders 家族透

過有 21.1%普通股即可取得對公司併購及其他特定交易的否決權利63。 

公司可以設計出許多誘因讓股東接受交換要約，例如一股超級表決權股

可以換成一股以上的限制表決權股。交換要約在 1984 年後逐漸盛行，但是

因為其一般被視為具有剝奪股東表決權的效果，以往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發佈的 Rule 19c-4 還有效時64，

禁止公司採用此種類型的資本重組65。 

第二項 特別分派（Special Distributions） 

特別分派的資本重組需要股東同意修改章程，而和交換要約較不同之處

為特別分派的超級表決權股和低表決權股領取同樣多的股利，且一旦股東授

權同意公司採用雙層股權結構，則公司會以一比一的比例分派給所有普通股

股東超級表決權股66。如此的分派方式並不會立即改變公司的表決權結構，

結構的改變主要是透過對於超級表決權股所設下的轉讓限制，一旦股東將超

級表決權股轉讓予家族企業成員或信託受託人以外之人，超級表決權股將變

成一般的普通股，故隨著股東處分其股份，經營階層的表決權比例漸升高，

控制權逐漸由分散轉為集中67。最重要的是，股份移轉的限制是對於敵意併

 
63 Id. at 879. 
64 SEC 制訂該規則被批評為過度干涉各州的自治權，由將近 200 家知名公眾公司所組成的商業圓桌

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向哥倫比亞區上訴法院提起訴訟，訴請該條款無效，1990 年法院宣告撤

銷該條款。Id. at 900. 
65 Id. at 880. 
66 Gordon, supra note 55, at 42. 
6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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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的防護措施，雖然因為超級表決權被分派給所有股東，所以受特別分派的

股東發起委託書戰爭的可能性較交換要約機制下的股東高，但經營階層和家

族企業成員多會形成大量持股的集團，因此經營階層被挑戰的機會也被一定

程度的限制，在加上特別分派也可附上於前所述的轉讓限制，使股東不易形

成股東集團68。 

第三項 表決權變更（Voting Rights Alterations） 

第三個機制嚴格來說並非資本重組，因其僅透過修訂章程，變更已發行

股份的表決權數。此機制之下，股份分為「長期股份」（long-term shares）與

「短期股份」（short-term shares），長期股份為修章前已經持有，或者修章後

持有一段時間者（一般為 48 個月），其餘股份則為短期股份。公司透過修章

將長期股份變更為超級表決權股（通常為一股 10 表決權），而無論是長期股

份或短期股份，其受分派股利的權利皆相同，且所有股份皆可自由轉讓，但

長期股份除非轉讓予家族企業成員或信託受任人，否則將轉變為短期股份而

使其超級表決權失效。在此機制之下，不單純僅是處分超級表決權股，股東

一旦調整其投資組合即很有可能降低其表決權數，故經營階層提升控制權的

程度比僅僅分派超級表決權股更高。且如同直接的轉讓限制，此機制使敵意

併購幾乎不可能發生，即使股東想發起委託書戰爭，長期股份的股東也會因

會擔心形成股東集團使產生表決權改變，而放棄挑戰經營階層69。 

雖然每位股東於此機制之下持股一段時間即有機會取得超級表決權，但

若股東想取得控制權，則必須大量持有低表決權股，或者是持股後等待一段

特定的期間取得超級表決權，因此可確保經營階層一定期間的控制權。實際

上引進表決權變更的方式有許多形式，常和公司公開發行搭配，例如，美國

Roper Industries Inc. 在公開發行時即出售一股一表決權的股份，此種股份在

持有前四年維持一股一表決權，持有第 5 年以後可轉變為一股 5 表決權。發

 
68 Id. 
69 Id. at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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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此種新股份前即持有 Roper 股份的股東可立即被轉為一股 5 表決權，因此

此種方式給予公司內部人（insiders）於公開發行後至少 4 年期間的控制權。

以往美國 SEC 制定的 Rule 19c-4 曾表示禁止以股東持股期間為基礎所建構的

雙層股權結構70。 

第四項 發行新股（New Public Offerings） 

公開發行公司可選擇不進行資本重組來建構雙層股權結構，而直接向大

眾發行新的限制表決權股進行籌資，只要股份的特徵被適當的揭露，且適當

處理相關的優先認購權即可。這就如同公司發行新的債券或特別股，潛在投

資人對於公司所發行的新股可以自行評價，公司原股東也可藉由認購新股保

護自身的權益，而經營階層除了應避免以不恰當的價格自行認購股份外，其

應無理由以不恰當的價格發行新股損害公司利益71。相同地，一間公司可以

同時發行有表決權股與無表決權股，而不必發行超級表決權股即可建構雙層

股權結構，而這種雙層股權的建構方式是以往 SEC Rule 19c-4 所允許的72。 

第五項 初次公開發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採行雙層股權架構的公司可能經由初次公開發行，或者是在槓桿收購等

私有化交易後再次公開發行，公司的限制表決權股份轉由大眾股東持有，雙

層股權結構利於企業家族成員或經營階層儘管於公開發行後，控制權不被稀

釋，但是其代價為相較於一般附有表決權的股份，限制表決權或無表決權股

的每股價值為較低，對於初次公開發行的公司而言，其籌資成本會相對增

加。但另一方面，雙層股權結構是消除其他公司潛在併購企圖或者是潛在控

制權溢價的有效併購防禦措施73。 

 
70 Ashton, supra note 55, at 882. 
71 See Joel Seligman, Equal Protection in Shareholder Voting Rights： The One Common Share, One Vote 

Controversy,54 GEO. WASH. L. REV. 687, 741 （1986). 
72 Ashton, supra note 55, at 883. 
73 Id. at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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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SEC 的 Rule 19c-4 尚有效時，主要對於建構雙層股權結構的過程進

行規範，而非雙層股權結構的建構結果，SEC 所重視者是資本重置對於現有

股東的權益造成影響，其認為公開發行並非剝奪股東表決權的行為，因此並

未禁止公開發行所造成的結果74。 

 

第三節 雙層股權結構之發展—以美國為例 

第一項 初期發展階段（1898—1926） 

 雙層股權結構最初產生於 1898 年，International Silver Company 發行

2000 萬的無表決權股，包括 900 萬特別股和 1100 萬普通股。嗣後該公司賦

予普通股表決權，但為 2 股成立一個表決權。於 1920 年代，許多公司開始

利用雙層股權結構，僅賦予一層級的股份表決權利，到了 1926 年，共有 183

家以上的公司發行無表決權的 A 股和有表決權的 B 股75。隨著雙層股權結構

不斷興盛，另一方面卻引起了學界的批判，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 Williams 

Ripley 即提出：「聯邦貿易委員等機構將延伸其權力和活動，原因是基於企

業正在被中介機構—大部分是銀行家，所絕對控制。」銀行家絕對控制的觀

點不斷渲染，許多政府機構如洲際商業委員會都支持 Ripley 教授的觀點，此

導致了 NYSE 於 1926 年首次拒絕發行無表決權股的公司上市76。 

第二項 NYSE 禁止時期（1926—1985） 

 到了 1940 年 NYSE 正式發布聲明反對上市公司發行無表決的普通股，

此政策約施行了 40 年。於此期間 NYSE 仍允許一些採取雙層股權結構的公

司上市，例如 Ford Motor Company 發行了高表決權的 B 股與低表決權的 A

 
74 Id. at 883. 
75 See Jason W. Howell, The survival of the U.S. dual class share structure, 44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440, 444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9119914000790?via%3Dihub （last visited： 

7/7/2021） 
76 蔣小敏，美國雙層股權結構：發展與爭論，證券市場報導，2015 年 9 月，頁 71。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9119914000790?via%3Di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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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B 股由 Ford 家族以 5.1%之持股比例掌握，佔表決權比例 40%，其餘

60%表決權由 A 股股東持有。於 1985 年僅有 10 家採用雙層股權結構之公司

在 NYSE 上市77。 

 其他交易所如美國證券交易所（American Stock Exchange, AMEX）直至

1972 年才禁止發行無表決股。於 1976 年 Wang Laboratories 向 NYSE 上市但

未獲准而轉向 AMEX 上市，AMEX 便針對雙層股權結構發布了政策，其主

要重點如下：1.限制表決權的股東須至少能選舉 25%以上席次之董事；2.高

表決權股的享有的表決權比例差距不能大於 10 比 1；3.不可另發行新股稀釋

限制表決權股東之股權；4.高表決權股如果持股低於一定比例將恢復為一般

表決權股；5.強烈建議限制表決權股東享有股利分配的優先權。此些政策被

稱為「王氏條款」（Wang Formula）。因為 AMEX 對於雙層股權制度採寬鬆

政策，於該交易所之雙層股權結構之公司自 1976 年 7 家於 1985 年已成長為

80 家，當時交易所約有 785 家，故約為 7%78。 

第三項 敵意併購與 SEC 19C-4 規則（1985—1994） 

 到了 1980 年代，雙層股權結構成為了十分吸引人的敵意併購防禦機

制，許多公司透過不同資本重組的方式架構雙層股權，例如向股東發出交換

要約換發高表決權股，但高表決權股將被分派較少的股利，且僅能移轉與企

業家族成員否則將轉為一般的普通股。鑒於高表決權的低股利與低流通性，

大部分股東多會選擇不交換股份，因此資本重組成為了企業家族最佳的敵意

併購防禦工具。伴隨市場上併購的威脅逐漸升高，越來越多公司開始進行雙

層股權的資本重組79。 

 為了和 AMEX 以及 NASADQ80競爭，NYSE 的委員會提出了針對雙層股

權的政策方案，如果公司能符合一定條件就能使不同表決權的股份上市。在

 
77 Howell, supra note 75, at 444. 
78 Id, at 444-445. 
79 Id. at 446. 
80 該交易所沒有對雙層股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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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的要求下，三個證券交易所試圖研商一致的雙層股權結構政策，但最後

協商並未成功，NYSE 最後自行發布上市公司如要進行資本重組必須經過多

數公眾股東以及獨立董事的同意。因為三個交易所都准許採用雙層股權結

構，因此有越來越多公司採用此種資本結構，國會於是要求 SEC 對於雙層

股權結構進行規範並採取相對應的配套措施，逐漸地，各界將規範的焦點從

禁止雙層股權結構，轉移至防止資本重組剝奪現有股東的表決權。學者

Gilson 即提出一個觀點： 所採取的解決方案應要保有雙層股權結構的利

益，同時防止控制股東利用雙層股權結構交易（資本重組）壓迫公眾股東

81。 

 上述的觀點後來催生了 SEC 的 19C-4 規則，1988 年 SEC 正式通過此規

則。根據 19C-4 規則，所有的交易所都應該禁止上市公司發行高表決權股，

但允許公司發行低於每股低於一表決權的限制性表決權股，並允許採取同股

不同權架構公司的股份持續在市場上交易。另一方面，19C-4 規則卻引發了

SEC 是否有權規範如 NYSE 與 NASDAQ 等自律性組織，1990 年 12 月美國

哥倫比亞區巡迴上訴法院作出 SEC 逾越職權的判決，並撤銷 19C-4 規則82。 

 儘管 19C-4 規則受到法院撤銷，三大交易所仍然承繼該規則之精神對雙

層股權制定了相對應的政策。例如 NASDAQ 允許限制性表決股上市，但禁

止以資本重組的方式減少現有股東的表決權；又如 AMEX 規定上市公司發

行限制性表決權股需經過三分之二以上的股東，以及多數的非內部人（non-

insiders）同意83。 

第四項 統一政策（1994 至今） 

 1993 年 SEC 向各交易所建議對於雙層股權結構採取一致的政策，

AMEX 和 NASDAQ 最先採納此項建議，NYSE 則於 1994 年跟進。各交易所

 
81 Howell, supra note 75, 446. 
82 Id. at 446. 
83 Id. at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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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原則允許採用雙層股權結構的公司上市，且對於剛上市的公司所發行

的股份沒有設表決權的限制。然而各交易所禁止已公開發行的公司為任何減

少現有股東表決權的資本重組，包括持有期間表決權計畫（time phased 

voting plan）84、表決權上限計畫（voting capped plan）85、發行超級表決權

之新股，以及透過交換要約發行劣於現有普通股之表決權的股份86。 

 以往美國採用雙層股權結構的公司多為家族企業，或者是想保持新聞獨

立性的媒體公司，但是近年來大量的科技企業採用此結構，數量甚至超越非

科技企業。自 1980 年至 2017 年 3,046 件科技公司上市申請，其中有 200 家

（約 6.4%）採用雙層股權結構上市，而非科技公司 5,314 件申請上市案件，

即有 498 家（約 9.4%）採用此結構，而這些數值於近年來持續升高。在美

國已上市的科技公司中，採用雙層股權結構者於 2016 年佔比約 23.8%，於

2017 年更達 43.3%；相較之下，非科技公司中採用雙層股權結構者於這兩年

的佔比分別為 9.4%與 21.8%87。此也顯示上市公司，特別為科技企業，對於

雙層股權結構之需求有持續上升的趨勢。 

 

第四節 各國立法政策分析 

對於各國公司法是否允許雙層股權結構，大致上可分為幾種立法模式： 

第一類立法模式為一股一表決權為預設規定，但可依章程發行複數表決權

股、無表決股或限制表決權股；第二類立法模式為不得發行複數表決權股，

但可發行無表決權股或限制表決權股；第三類立法模式為可發行複數表決權

 
84 長期持有股份的股東可比短期持有股份的股東獲得較多的表決權。 
85 無論持股比例之多寡對於表決權設定上限。 
86 Howell, supra note 75, at 447. 
87 惟這些數值之計算不包括美國海外存託憑證（ADRs)、組合發行（unit offers)、封閉式基金

（closed-end funds)、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s)、自然資源之有限合夥（natural resource limited 

partnership)、小額代銷（small best effort offers)、銀行與借貸公司（banks and S&L)，以及其他非於

NYSE、NASDAQ 與 AMEX 上市的股份。See CFA Institute, Dual-Class Share：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34 （August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cfainstitute.org/-/media/documents/survey/apac-dual-class-shares-survey-report.ashx （last 

visited： 7/7/2021） 

https://www.cfainstitute.org/-/media/documents/survey/apac-dual-class-shares-survey-report.as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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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但不可發行無表決權或限制性表決權股88。以下將以上述立法模式，分

別就各國關於可否採行雙層股權結構，以及採行雙層股權結構之公司可否公

開發行或上市討論之： 

第一項 第一類立法模式 

一、 美國 

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將一股一表決權原則作為預設規則，但公司可自行

決定是否遵守89。如前所述，美國的證券交易所准許已採行雙層股權結構之

公司上市，一旦上市，公司不得採行減少或限制現有股東利益的資本重組。

無表決權股也可以上市，但必須履行與普通股相同的上市標準，無表決權股

股東的權利必須大部分（除表決權外）與普通股股東相同，並且取得與普通

股股東相等之資訊，例如委託書表決的資料90。 

二、 英國 

英國公司法將一股一表決權設為預設規則，但公司可決定不予採用91。

英國交易所的上市板塊可分為標準板（Standard Listing）與主板（Premium 

Listing），相對於標準板，主板擁有較嚴格的上市標準與公司治理要求92，因

此於主板上市的公司不得採行雙層股權結構，上市規則中主板上市原則第 3

及 4 點即分別規定： 對於任何股東議案，於主板上市之同一類別股需具有

相等的表決權利；儘管於主板上市之公司有不同類別的股份，每一類別股份

之表決權須與該類別股於股東權益中享有之利益大致符合相對應之比例93。

換言之，如果公司欲在主板上市，即不得發行複數表決權股、限制表決權或

 
88 朱德芳，同註 47，頁 163。 
89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212（a). 
90 NYSE Listed Company Manual, Rule 313（B). 
91 Section 284 of the UK Companies Act 2006. 
92 London Stock Exchange, Listing Regime, available at： 

https：//www.londonstockexchange.com/companies-and-advisors/main-market/companies/primary-and-

secondary-listing/listing-categories.htm （last visited March 16, 2019). 
93 UK Listing Rule 7.2.1A, Premium Listing Principle 3&4. 

https://www.londonstockexchange.com/companies-and-advisors/main-market/companies/primary-and-secondary-listing/listing-categories.htm
https://www.londonstockexchange.com/companies-and-advisors/main-market/companies/primary-and-secondary-listing/listing-categori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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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表決權之普通股，然而上市規則並未對於標準板為任何限制，因此如公司

欲採行雙層股權結構，也可於標準板上市。 

英國於 1960 至 1970 年代機構投資人於市場的持股比例大幅增加，與此

同時雙層股權結構也處於初發展的階段，但機構投資人經常不贊成同股不同

結構或無表決權股，如今機構投資人持有英國資本市場大部分之股份，故採

用雙層股權結構的公司於英國並不多94。例如，在英國雖可發行無表決權股

和限制表決權（採用的公司多為家族企業），但於 1990 年代後多數公司都不

再使用此種股份；其他特殊股份，例如選舉董事股份、否決權股等，在英國

也可發行，但是因多數機構投資人反對此種股份發行，故此種股份發行的機

率較低95。 

三、 香港 

香港公司法允許公司發行不同表決權之股份以架構雙層股權結構96，但

香港交易所的上市規則卻禁止採用雙層股權結構之公司上市97，然而 2014 年

交易所和阿里巴巴無法達成上市協議後，香港於同年 8 月發出了諮詢文件，

內容為探討投資人保護原則、現行法制架構，以及香港身為世界上市重鎮與

其他允許採用雙層股權結構公司上市之國家進行競爭力的比較。2015 年該諮

詢文件得出的總結為多數受訪者支持採用雙層股權結構之公司上市，但必須

採取相對應之配套措施。然而香港證券與期貨監察委員會（Securities and 

Future Commission, 下稱證監會）卻不完全認同交易所的總結，儘管交易所

提出了許多配套措施，該委員會仍質疑配套措施是否足以保障投資人之權

益，其認為交易所沒有處理以下之問題：1.此些配套措施之落實應如何被監

督；2.如公司違反這些措施，主管單位或投資人應採取何種救濟措施 ；3.交

 
94 See Flora Xiao Huang, Dual Class Shares Around the Top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School of Law Research Paper No. 16-29, 12 （June 9, 2016), available at：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793605&download=yes （last visited： 

7/7/2021） 
95  HKEx, supra note 51, at appendix III 12. 
96 Companies Ordinance （Cap 622), section 588（4). 
97 HKEx Main Board Rule 8.11.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793605&download=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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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審查雙層股權結構公司之標準過於主觀，可能導致政策執行上的不確定

性與不一致98。最後證監會也憂慮准許雙層股權結構會損及香港作為世界金

融中心的聲譽99。 

然而上述的評論僅針對主板上市，有論者認為委員會未對第二上市提出

反面評論，此將有利採用雙層股權結構之公司於香港進行第二上市100。為了

容納更多元公司於香港上市，香港交易所於 2015 年 6 月再次發布是否設立

創新板的諮詢文件，根據該文件，創新板允許財務與可追蹤之歷史紀錄

（track record）符合主板與創業板標準，但採取不同公司治理架構之公司上

市，故上市的公司可採用雙層股權結構。此外新板又可區分為 New Board 

Pro 及 New Board Premium，前者僅專業投資人可參與交易，後者散戶投資

人亦可參與交易101。2017 年 12 月交易提出關於該項諮詢文件的總結報告，

多數回應人士對於設立新板表達關注，認為設立新板會增加香港上市框架不

必要的複雜因素，且創新板不一定可吸引到優質的上市公司102。此外，回應

人士指出設置獨立板塊不能作為避免雙層股權結構公司被納入香港主要基準

指數的充分理據，香港交易所不能控制其他指數供應商將納入指數成份股的

決定，多數國際基金仍會參考香港恆生指數以外的指數，另多數全球指數供

應商已決定先後除去或限制不同投票權結構之公司納入成份股，故另設創新

板的理由已顯不重要103。 

 
98 See SFC, SFC statement on the SEHK’s draft proposal on weighted voting rights （June 25,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EN/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15PR69 

（last visited： March 17, 2019) 
99 Id. 
100 See Josh Noble, Hong Kong regulator rejects proposals for voting change, FINANCIAL TIMES （June 

25,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om/content/12a62b6e-1b1f-11e5-8201-cbdb03d71480 （last visited： March 17, 2019). 
101 See HXEx, Concept Paper： New Board, 7 （June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hkex.com.hk/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to-Present/June-2017-Concept-Paper-on-

New-Board?sc_lang=en （last visited： March 17, 2019). 
102 See HKEx, Consultation Conclusion： New Board Concept Paper, 10 （Dec.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hkex.com.hk/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to-Present/June-2017-Concept-Paper-on-

New-Board?sc_lang=en （last visited： March 17, 2019).  
103 Id. at 10-11. 

https://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EN/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15PR69
https://www.ft.com/content/12a62b6e-1b1f-11e5-8201-cbdb03d71480
https://www.hkex.com.hk/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to-Present/June-2017-Concept-Paper-on-New-Board?sc_lang=en
https://www.hkex.com.hk/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to-Present/June-2017-Concept-Paper-on-New-Board?sc_lang=en
https://www.hkex.com.hk/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to-Present/June-2017-Concept-Paper-on-New-Board?sc_lang=en
https://www.hkex.com.hk/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to-Present/June-2017-Concept-Paper-on-New-Board?sc_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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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總結報告建議之未來發展方向為，於主板規則新增兩個章節，配合創

新產業集資的需求，在適當的資訊揭露與保障措施下，准許採用雙層股權結

構之創新或高成長潛力之公司於主板上市。交易所亦建議修改主板上市規

則，增設新的第二上市管道，吸引符合資格的海外創新公司來港上市104。為

制定上述保障措施，香港交易所復於 2018 年 2 月提出新興及創新產業上市

制度之諮詢文件，並於同年 4 月提出總結報告105，於 4 月 30 日發布新上市

規則，允許採取雙層股權結構之公司上市106。回應此次的修正，中國大型科

技公司小米集團於同年 5 月 3 日向香港交易所申請上市，並於 7 月 9 日正式

IPO，日市值估計已達 473.26 億美元，規模僅次於阿里巴巴和 Facebook，成

為全球第三大首次公開募股 IPO 的科技互聯網公司，亦是近十年以來散戶認

購倍數最高，發行規模超 50 億美元的香港 IPO 大盤股107。 

四、新加坡 

新加坡公司法原來禁止公司發行複數表決權股、無表決權股與限制表決

權股，且新加坡交易所也於 2011 年發布聲明禁止雙層股權結構公司上市，

但出版新聞報紙的公司為例外，根據「新加坡報紙與印刷媒體法」

（Singapore Newspaper and Printing Presses Act），新加坡的媒體公司皆應發行

不同表決權的股份108，每家新加坡的媒體公司必須架設至少兩種類別的股

 
104 Id. at 11. 
105 其相關配套措施之介紹，本文將於後面章節說明之。 
106 Benjamin Robertson, Hong Kong Adds Dual-Class Shares, Paving Way for Tech Titans, BLOOMBERG 

（April. 24,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4-24/hong-kong-approves-dual-class-shares-paving-

way-for-tech-titans （last visited： March 28, 2019) 
107 石靜文，小米赴港上市！八年完成一筆濃墨重彩，今周刊，2018 年 7 月 12 日， 

https：

//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4/post/201807120008/%E5%B0%8F%E7%B1%B3%E8

%B5%B4%E6%B8%AF%E4%B8%8A%E5%B8%82%EF%BC%81%E5%85%AB%E5%B9%B4%E5%A

E%8C%E6%88%90%E4%B8%80%E7%AD%86%E6%BF%83%E5%A2%A8%E9%87%8D%E5%BD%

A9?utm_source=%E4%BB%8A%E5%91%A8%E5%88%8A&utm_medium=autoPage （最後瀏覽日： 

2019 年 3 月 29 日)。 
108 Singapore Newspaper and  Printing Presses Act （Cap.206), section 10.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4-24/hong-kong-approves-dual-class-shares-paving-way-for-tech-titan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4-24/hong-kong-approves-dual-class-shares-paving-way-for-tech-titans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4/post/201807120008/%E5%B0%8F%E7%B1%B3%E8%B5%B4%E6%B8%AF%E4%B8%8A%E5%B8%82%EF%BC%81%E5%85%AB%E5%B9%B4%E5%AE%8C%E6%88%90%E4%B8%80%E7%AD%86%E6%BF%83%E5%A2%A8%E9%87%8D%E5%BD%A9?utm_source=%E4%BB%8A%E5%91%A8%E5%88%8A&utm_medium=autoPage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4/post/201807120008/%E5%B0%8F%E7%B1%B3%E8%B5%B4%E6%B8%AF%E4%B8%8A%E5%B8%82%EF%BC%81%E5%85%AB%E5%B9%B4%E5%AE%8C%E6%88%90%E4%B8%80%E7%AD%86%E6%BF%83%E5%A2%A8%E9%87%8D%E5%BD%A9?utm_source=%E4%BB%8A%E5%91%A8%E5%88%8A&utm_medium=autoPage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4/post/201807120008/%E5%B0%8F%E7%B1%B3%E8%B5%B4%E6%B8%AF%E4%B8%8A%E5%B8%82%EF%BC%81%E5%85%AB%E5%B9%B4%E5%AE%8C%E6%88%90%E4%B8%80%E7%AD%86%E6%BF%83%E5%A2%A8%E9%87%8D%E5%BD%A9?utm_source=%E4%BB%8A%E5%91%A8%E5%88%8A&utm_medium=autoPage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4/post/201807120008/%E5%B0%8F%E7%B1%B3%E8%B5%B4%E6%B8%AF%E4%B8%8A%E5%B8%82%EF%BC%81%E5%85%AB%E5%B9%B4%E5%AE%8C%E6%88%90%E4%B8%80%E7%AD%86%E6%BF%83%E5%A2%A8%E9%87%8D%E5%BD%A9?utm_source=%E4%BB%8A%E5%91%A8%E5%88%8A&utm_medium=autoPage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4/post/201807120008/%E5%B0%8F%E7%B1%B3%E8%B5%B4%E6%B8%AF%E4%B8%8A%E5%B8%82%EF%BC%81%E5%85%AB%E5%B9%B4%E5%AE%8C%E6%88%90%E4%B8%80%E7%AD%86%E6%BF%83%E5%A2%A8%E9%87%8D%E5%BD%A9?utm_source=%E4%BB%8A%E5%91%A8%E5%88%8A&utm_medium=autoPage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4/post/201807120008/%E5%B0%8F%E7%B1%B3%E8%B5%B4%E6%B8%AF%E4%B8%8A%E5%B8%82%EF%BC%81%E5%85%AB%E5%B9%B4%E5%AE%8C%E6%88%90%E4%B8%80%E7%AD%86%E6%BF%83%E5%A2%A8%E9%87%8D%E5%BD%A9?utm_source=%E4%BB%8A%E5%91%A8%E5%88%8A&utm_medium=auto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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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普通股與表決權為普通股 200 倍的管理股份（management share），後

者僅能由新加坡公民或經政府許可的法人擁有109。 

2010 年曼徹斯特聯合足球俱樂部因採行雙層股權結構，放棄新加坡而轉

往美國上市，成為新加坡 2011 年修正公司法的開端。修法委員會認為在制

定合宜的配套措施下，准許公司發行複數表決權股或無表決權股，可使資本

管理更具彈性。修法委員會的提案被財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認可，並

於 2014 年經國會通過，自 2016 年開始，新加坡公開發行公司亦能發行不同

表決權的股份110。該次修法引發新加坡交易所 （Singapore Stock Exchange, 

SGX）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MAS）是否允

許上市公司採用雙層股權結構之討論。經過向公眾徵詢意見並由獨立的上市

諮詢委員會 （Listing Advisory Committee , LAC）評估後，SGX 於 2017 年

發布新聞稿，允許符合特定條件於已開發市場第一上市之外國公司，於新加

坡進行第二上市111。隨後於 2018 年，SGX 修改上市規則，於採取配套措施

下允許公司於新加坡第一上市112。 

第二項 第二類立法模式 

一、 日本 

日本公司法允許發行限制性表決權股、無表決權股、否決權股或選任解

任董監的特殊股份113。在限制性表決權股與無表決權股方面，日本區分為非

公開發行公司與公開發行公司為分別規範。非公開發行公司無發行股數總額

 
109 Id. 
110  Flora Xiao Huang,, supra note 94, at 17-18. 
111 See SGX, SGX clarifies on secondary listing of dual-class shares （July 28, 2017), available at： 

http：

//infopub.sgx.com/Apps?A=COW_CorpAnnouncement_Content&B=AnnouncementToday&F=794JA6LZ

35VFIZTJ&H=061148532c22392567b832d509e3679bac44947309576cfdcbfbf33d11d40007 （last 

visited： April 14, 2019). 
112 Angela Tan, SGX enters new era as it starts dual-class shares for qualifying IPOs, THE BUSINESS TIME 

（June 27,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businesstimes.com.sg/stocks/sgx-enters-new-era-as-it-starts-dual-class-shares-for-qualifying-

ipos （last visited： April 14, 2019).  
113 日本公司法第 108 條第 1 項第 3 款、8 款及第 9 款。 

http://infopub.sgx.com/Apps?A=COW_CorpAnnouncement_Content&B=AnnouncementToday&F=794JA6LZ35VFIZTJ&H=061148532c22392567b832d509e3679bac44947309576cfdcbfbf33d11d40007
http://infopub.sgx.com/Apps?A=COW_CorpAnnouncement_Content&B=AnnouncementToday&F=794JA6LZ35VFIZTJ&H=061148532c22392567b832d509e3679bac44947309576cfdcbfbf33d11d40007
http://infopub.sgx.com/Apps?A=COW_CorpAnnouncement_Content&B=AnnouncementToday&F=794JA6LZ35VFIZTJ&H=061148532c22392567b832d509e3679bac44947309576cfdcbfbf33d11d40007
http://infopub.sgx.com/Apps?A=COW_CorpAnnouncement_Content&B=AnnouncementToday&F=794JA6LZ35VFIZTJ&H=061148532c22392567b832d509e3679bac44947309576cfdcbfbf33d11d40007
https://www.businesstimes.com.sg/stocks/sgx-enters-new-era-as-it-starts-dual-class-shares-for-qualifying-ipos
https://www.businesstimes.com.sg/stocks/sgx-enters-new-era-as-it-starts-dual-class-shares-for-qualifying-i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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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限制，但公開發行公司發行之總額不得超過以發行總股份數之二分之一

114。 

日本公司法雖未明文規定可發行複數表決權股，但 2001 年日本引進了

單元股制度，公司得依據章程規定，數股成為一單元，持有一單元股才能享

有包含表決權在內的完整股東權利，且公司可同時發行不同單元的股份115，

如此便可達到事實上發行複數表決權的效果。 

2008 年日本東京交易所修改上市規則開放採用雙層股權結構之公司上

市，於 2014 年 Cyberdyne 公司成為第一家於東京交易所上市之雙層股權結

構公司。Cyberdyne 是一家生產機械手臂的公司，該公司生產的機械手臂可

以根據人腦部的訊息而行動，增強人類的生理機能，為了成為人類使用的武

器，故該公司選擇採用雙層股權結構，確保技術用於和平目的116。該公司發

行了兩種股份，普通股和 B 類股，而公司章程規定每 100 股普通股組成一單

元，每 10 股 B 股組成一單元，因此持有相等之股份數，持有 B 股之股東會

有相當於普通股股東 10 倍之表決權，而該家公司之 B 股股東持股比例約

41.7%，但表決權比例高達 87.7%，且 B 股僅被公司之經營階層持有117。

Cyberdyne 上市後東京交易所再度修改上市規則以制定相關配套措施，此待

本文於後章節再為相關介紹。 

二、 德國 

德國於 1988 年完全禁止公司發行複數表決權股，並於 2003 年使修法前

流通之複數表決權股完全失效118。無論是公開發行公司或是非公開發行公

司，皆可發行無表決股或限制表決權股，但此種股份必須搭配股利分派之優

 
114 日本公司法第 115 條 
115 日本公司法第 188 條。 
116 See Koji Toshima, Cyberdyne’s dual-class IPO, IFRL 1000 （Dec. 09,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iflr1000.com/NewsAndAnalysis/Cyberdynes-dual-class-IPO/Index/1662 （last visited： 

March 18, 2019). 
117 Id. 
118 HKEx, supra note 51, at appendix III 7. 

https://www.iflr1000.com/NewsAndAnalysis/Cyberdynes-dual-class-IPO/Index/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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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權，亦即德國立法政策傾向於禁止架設雙層股權結構119。然而，特定身分

之股東可持有特殊股份，該股份具有指派監察人會最多三分之一席次權利，

且股東僅能在公司同意下移轉該股份120。 

第三項 第三類立法模式 

一、 荷蘭 

無論是公開發行公司或非公開發行公司，其所發行之股份必須每股至少

有一表決權，因此不得發行無表決權股或限制表決權股121。但荷蘭之公司可

發行複數表決股，公司可發行不同面額之股份，並以面額為基礎賦予股份不

同之表決權，例如公司可同時發行面額 100 歐元的 A 股，以及面額 1000 歐

元之 B 股，而前者為每股一表決權，後者為一股 10 表決權，但投資者購買

A 股時不僅會支付面額，尚可能會支付 900 元之股份溢價，因此 A 股與 B

股的發行價格會相同122。荷蘭上市公司也可發行選任董事權利的特殊股份，

根據機構股東服務公司（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s Service, ISS）所提出的報

告，約有 11%荷蘭上市公司發行此種股份123。 

二、 瑞典 

在瑞典無論是公開發行公司或非公開發行公司皆可發行複數表決權股

124，但是任一種股份之表決權數皆不得超過其他類別股份之 10 倍125。此

外，公司也得發行特殊權利之股份，使股東可以股東會選舉以外之方式，直

 
119 German Stock Corporation Act, Sections 12（1), and 139 to 141. See also Frank Wooldridge, Rules 

governing the share capital of German public companies, 85 AMICUS CURIAE 20, 20 （2011). 
120 HKEx, supra note 51, at appendix III 7. 
121 Dutch Civil Code, Article 2：118（1). See also Michiel Pannekoek, Houthoff, Shareholders' rights in 

private and public companies in The Netherlands： overview, PRACTICAL LAW, available at：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2-61-1628?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

（sc.Default)&firstPage=true&comp=pluk&bhcp=1 （last visited： March 22, 2019). 
122 HKEx, supra note 51, appendix III 9. 
123 See ISS, Report on Proportionality Principle in the European Union, 26 （May 18,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ecgi.org/osov/documents/study_report_en.pdf （last visited： 7/7/2021） 
124 Swedish Companies Act, Chapter 4, Sections 2-3. 
125 Swedish Companies Act, Chapter 4, Section 5.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2-61-1628?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sc.Default)&firstPage=true&comp=pluk&bhcp=1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2-61-1628?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sc.Default)&firstPage=true&comp=pluk&bhcp=1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2-61-1628?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sc.Default)&firstPage=true&comp=pluk&bhcp=1
http://www.ecgi.org/osov/documents/study_report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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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於董事會指派一席以上之董事126，但是董事會過半之席次仍必須經過股東

多數決選任之127。瑞典公司法雖無明禁止或允許公司可發行無表決股或限制

表決權股，但有法律研究報告指出，瑞典公司法明文限制 10：1 的表決權比

例，即意味著不得發行無表決股128。 

 

第五節 雙層股權結構於我國之討論 

我國一般股份有限公司以往欲發行偏離一股一權之股份，僅得依據公司

法第 157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得於章程規定「特別股之股東行使表決權

之順序、限制或無表決權。」且依據經濟部民國 72 年之函釋129：「條文中所稱

『行使表決權之限制』固不能解釋為每股享有數表決權，『行使表決權之順序』

亦僅在分別普通股股東與特別股股東，或二種以上特別股股東對同一事項決

議之先後，而與表決權之多寡應無關連，故依現行法應不能容有每股享有數

表決權之特別股發行。」明確表示一般股份有限公司僅能發行無表決權或限

制表決權等限制權利型之特別股，而不得發行複數表決權特別股。 

2015 年我國公司法增訂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節，並於公司法第 357 條

之 7 規定，公司得於章程規定「三、特別股之股東行使表決權之順序、限制、

無表決權、複數表決權或對於特定事項之否決權。四、特別股股東被選舉為董

事、監察人之禁止或限制，或當選一定名額之權利。五、特別股轉換成普通股

之轉換股數、方法或轉換公式。六、特別股轉讓之限制。七、特別股權利、義

務之其他事項。」其立法理由表示，本於公司閉鎖性之性質，股東權利義務如

何規畫應予以公司充分之企業自治空間，尤其是科技創新企業具有高風險、

 
126 Swedish Companies Act, Chapter 8, Section 8 
127 Swedish Companies Act, Chapter 8, Section 47. 
128 ISS, supra note 123, 235-236. 
129 經濟部 72 年 3 月 23 日商字 1159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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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報酬、知識密集的特性，特別股之存在與設計常為企業設立與運作中不可

或缺之存在130。 

為提供非公開發行公司更具多樣化之特別股，並給予企業自治之空間，我

國於 2018 年再度參考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修正第 157 條，其第 1 項規

定：「公司發行特別股時，應就下列各款於章程中定之：一、特別股分派股息

及紅利之順序、定額或定率。二、特別股分派公司賸餘財產之順序、定額或定

率。三、特別股之股東行使表決權之順序、限制或無表決權。四、複數表決權

特別股或對於特定事項具否決權特別股。五、特別股股東被選舉為董事、監察

人之禁止或限制，或當選一定名額董事之權利。六、特別股轉換成普通股之轉

換股數、方法或轉換公式。七、特別股轉讓之限制。八、特別股權利、義務之

其他事項。」根據此規定，一般非公開發行之股份有限公司亦可發行複數表決

權股架設雙層股權資本結構，僅於第 2 項限制於選舉監察人時回復為一股一

權131。 

惟對於公開發行之股份有限公司依公司法第 157 條第 3 項132仍不允許發

行複數表決權股。其理由如下133： 1.考量放寬特別股限制，少數持有複數表

決權或否決權之股東，可能凌駕或否決多數股東之意思，公開發行股票之公

司股東眾多，為保障所有股東權益，並避免濫用特別股衍生萬年董事或監察

人之情形，導致不良之公司治理及代理問題，且亞洲大多數國家對於發行複

數表決權或否決權之特別股仍採較嚴謹之規範。2.特別股股東被選舉為董事、

 
130 公司法部分條文草案對照表，立法院公報，104 卷 54 期 4253 號一冊，頁 177-178，2015 年 6 月

12 日。 
131 公司法第 157 條第 2 項：「前項第四款複數表決權特別股股東，於監察人選舉，與普通股股東之

表決權同。」其立法理由為：「為避免具複數表決權特別股股東掌控董事及監察人席次，有違公司

治理之精神。爰對於具有複數表決權特別股之股東，限制其於選舉監察人時，表決權應與普通股股

東之表決權同（原則上回復為一股一權)，始屬妥適，爰予明定。」參公司法修正之條文對照表，

107 年 7 月 6 日，頁 38，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publicContentAction.do?method=showFile&pkGcisPublicAttach=1848 

（最後瀏覽日： 7/7/2021） 
132 公司法第 157 條第 3 項：「下列特別股，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不適用之：一、第一項第四

款、第五款及第七款之特別股。二、得轉換成複數普通股之特別股。」 
133 公司法修正之條文對照表，同註 131，頁 39。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publicContentAction.do?method=showFile&pkGcisPublicAttach=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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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之禁止或限制，或當選一定名額董事之權利，有違股東平等原則；至一

特別股轉換複數普通股者，其效果形同複數表決權；基此，考量公開發行股票

之公司，股東人數眾多，為保障所有股東權益，不宜放寬限制。3. 特別股轉

讓受到限制，即特別股股東無法自由轉讓其持有之特別股，此於公開發行股

票之公司尤其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係透過集中市場、店頭市場交易之情

形，將生扞格，實務執行上有其困難，不宜允許。」 

 對於雙重資本結構之公司是否應允許其上市或上櫃，我國學者劉連煜認

為非公開發行公司，尤其是新創事業，為兼顧籌措資金與創辦人保有控制

權，或有必要參考外國法治引進一股多權制度（或雙層股權制度），以免新

創企業因害怕被吃掉創業心血而憚於引進新資金，尤其是閉鎖性公司專章允

許發行複數表決權特別股即是顯例。但是一旦隨著公司成長欲申請上市上櫃

公司，則似應回復一股一表決權原則，否則經營不善者即無被更換或取代的

可能性，難以貫徹公司治理之根本精神134。學者蔡英欣與張心悌認為鑒於公

開發行公司涉及投資大眾權益之保護，同時避免董事發行特殊表決權股永保

經營權，排除市場監督機制，應參考日本採取雙軌制，閉鎖性公司表決權分

配事宜完全劃歸章程自治，公開發行公司原則遵循一股一表決權原則，例外

得發行特殊表決權特別股135。 

 另一方面，有學者認為於考量雙層股權結構時，不能僅觀其弊害而忽視

其所帶來之效益，且不僅非公開發行公司，公開發行公司對此效益亦可能有

需求。依據修法理由，禁止公開發行公司發行複數表決權股的原因，是懼於

持有這類股份的股東「可能凌駕或否決多數股東的意思」，將導致公司治理

與代理問題。然在現行法下，無論是公開發行公司或非公開發行公司，皆可

 
134 劉連煜，雙層股權結構與公司治理—從阿里巴巴上市案談起，當前公司與證券法制新趨勢：賴

英照講座教授七秩華誕祝賀論文集，元照出版公司，2016 年 8 月，頁 318。 
135 張心悌，股份表決權之彈性設計—從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立法談起，當前公司與證券法制新

趨勢：賴英照講座教授七秩華誕祝賀論文集，元照出版公司，2016 年 8 月，頁 560；蔡英欣，同註

4，頁 71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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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發行無表決權股或限制性表決權股，架構雙層股權結構，申言之，公司

可使管理階層持有一股一表決權之普通股，其他股東持有無表決權或限制表

決權之特別股，達到集中控制權的效果，實際上此所產生「凌駕或否決多數

股東意思」之效果，遠超過管理階層持有複數表決權股，其他股東持有單一

表決權股之情形，因此現行法開放公開發行公司發行無表決權股與限制性表

決權股，卻不開放複數表決權股之正當性基礎即較薄弱136。由於我國發行特

別股之情形較少，法院判決也不多，特別股的權利範圍為何，例如能否行使

股東提案權、股東會召集權、資訊權、董監候選人提名權等，並不明確。為

避免日後產生爭議多須由當事人間契約明確界定權利內容與範圍，另一方

面，考量特別股權利範圍會有不明確之情形，由一般股東取得一股一表決權

的普通股，應是較能保障股東之雙層股權結構安排137。另自美國經驗觀之，

以複數表決權股架設雙層股權結構之公司較多，使用無表決權或限制表決權

之情形較少，考量我國國情，投資人對於後者之取得較為陌生，為便利雙層

股權結構之架構，應給予公司依據市場情況與投資人需求，架設雙層股權結

構之彈性空間138。 

 我國證券交易所則認為我國資本市場法人投資額比例逐漸升高，市場已

建立良好的資訊揭露制度，在推動國際市場之競爭之下，以我國資本市場之

結構有引進雙層股權制度之誘因。具體分析如下139： 

1. 證券市場法人比重增加： 

我國證券市場十餘年來投資結構 90%以上以散戶自然人為主，隨著與國

際市場接軌與市場開放，法人投資人比例逐漸上升。截至 2014 年 12 月底，

以集中市場為例，法人投資人比重已達 42%以上。 

 
136 朱德芳，同註 47，頁 162。 
137 同前註，頁 183。 
138 同前註，頁 182-183。 
139張雪真、陳怡靜、張婉婷，堅不可摧的一股一權？淺介雙層股權制度，證券服務 639 期，2015 年

7 月，頁 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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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 書籤的自我參照不正確。140  

     

           資料來源： 證券交易所141 

2. 上市上櫃公司股東較易提起股東代表訴訟 

依據我國公司法第 214 條及第 215 條，股東提起代位訴訟有最低持股比

例與持股期間之限制，且於被告聲請時須提供相當之擔保，縱使勝訴利益仍

歸公司，股東未必得分配得到，但敗訴時卻可能對於董事或公司產生賠償責

任。與之相對，我國 2009 年增訂證券投資人及期貨投資人保護法第 10 條之

1，上市上櫃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如有重大損害公司利益，或違反法令或

章程之行為，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投資人保護中心可不受持股比例與

期間限制，為公司提起訴訟，並得免徵部分裁判費、執行費；對董事及監察

人聲請假扣押亦得經釋明免供擔保，大幅降低提起代位訴訟的難度。 

3. 公司治理之氛圍與制度已然建立 

 
140 
141 台灣證券交易所，2018 年投資人類別交易值比重統計表， 

http：//www.twse.com.tw/zh/statistics/statisticsList?type=07&subType=262 （最後瀏覽日： 2019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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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自民國 87 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即積極推動公司治理，更配合修訂法規

制度、推廣宣導與規畫執行資訊揭露評鑑系統，制定符合我國國情之「上市

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等相關規則。為加速推動公司治理相關措施，加強

區域競爭力，並使外界了解我國公司治理未來規劃方向，我國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於民國 102 年更推動 5 年期之強化公司治理藍圖，透過完備法制、企

業自律及市場監督三者共同力量，推動 5 大計畫項目。具體措施包括：強制

所有上市上櫃公司全面設立獨立董事，並要求特定產業與一定規模以上之公

司以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逐步要求一定規模以上公司採用電子投票制度

等。 

 

第六節 小結 

本章首先介紹雙層股權結構之概念，並說明較為普遍的建構方式，並以

美國為例介紹雙層股權結構之發展，而後延伸至外國對於該制度所採取之立

法政策，最後論及於我國之發展。 

我國目前的立法已放寬非公開發行公司可利用限制性表決股、複數表決

權股，以及其他特殊權利股份架構雙層股權結構，但鑒於複數表決股可能會

有損公司治理，而禁止公開發行公司發行複數表決股，或者是選任董事之特

殊權利股份。而各國之立法政策上，對於可否採行雙層股權結構皆有所差

異，即使可採行，對於公司可發行何種股份，公開發行公司可否適用皆不盡

相同。而本文認為沒有任何一種政策是絕對的優勢，抑或絕對之劣勢，問題

核心在於是否容許資本市場擁有多樣化資本結構型態。以資本結構最具多樣

性之美國為例，2018 年全球 IPO 市場達 2000 億美元，達 4 年來最高142，其

 
142 全球 IPO 募資額創 4 年來新高中企佔比最大，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網，2019 年 1 月 21 日， 

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stockforex/34007-2019-01-21-13-36-45.html （最後瀏覽

日： 2019 年 3 月 23 日)。 

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stockforex/34007-2019-01-21-13-36-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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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乏具有潛力之企業獨角獸（Unicorn）143貢獻了此價值。於該年共有 48

家之獨角獸上市，其上市地點以美國占 34 家最多（12 家於 NYSE 上市，22

家於 NASDAQ 上市），在香港（HKG）及英國倫敦證交所（LSE）則分別有

7 家與 2 家，其他 5 家則散布在各國交易所（見圖表 2）144。 

實這 48 家獨角獸之國別除美國為 22 家為最多外，中國有 18 家居第

二，然而於這 18 家中有 10 家皆選擇於美國上市（見圖表 3）145。 

這些 IPO 的獨角獸大部分皆為科技產業，雖不排除其他資本市場之健全

度、公司設立之便利性等考量，但自本文所提及美國雙層股權制度發展觀

之，美國對於資本結構之彈性確實對於科技業等高潛力新創事業極具吸引

力。而我國 2018 年有 60 家企業掛牌（包含上市與上櫃），其中有 20 家即是

 
143 所謂的獨角獸企業是指市值超過 10 億美元的新創公司（start-up)。鄭貞茂，金融英語：獨角獸

公司，英語島，2016 年 4 月 15 日， 

https：//www.eisland.com.tw/Main.php?stat=a_duiek5L （最後瀏覽日： 2019 年 3 月 23 日)。 
144 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AMS)、加拿大證券交易所（CSE)、德國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

（FRA)、中國深圳證券交易所（SHE)、日本東京證券交易所（TYO)，均有一家獨角獸企業上市。

林秀英、賴宜廷，細說獨角獸 2018 年 IPO 的悲喜劇，FINDIT，2019 年 2 月 22 日， 

https：//findit.org.tw/researchPageV2.aspx?pageId=899&test=1 （最後瀏覽日： 2019 年 3 月 23 日)。 
145 其餘 7 家於香港證交所上市、1 家於深圳證交所上市。林秀英、賴宜廷，同前註。 

NYSE
25%

NASDAQ
46%

HKG
15%

LSE
4%

其他

10%

獨角獸上市地點

   

美國

46%

中國

38%

英國

6%

其他

10%

獨角獸之國別

  
圖表 2 獨角獸之上市地點占比 圖表 3 獨角獸之國別 

https://www.eisland.com.tw/Main.php?stat=a_duiek5L
https://findit.org.tw/researchPageV2.aspx?pageId=899&te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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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業，另有 52 家登錄興櫃，占最多者也是科技業與生技醫療業146。無論

是欲協助我國科技產業進入本國資本市場，抑或吸引外國企業進入我國資本

市場，對於達到此兩項目標而言，擁有較為多元之資本結構制度是非常有利

的。 

如同我國證交所所言，我國資本市場確實有開放雙層股權結構之公司進

入之誘因，然而一項制度並非全然無弊端，因此本文認為認清其所帶來之利

弊甚為重要，故下一章節本文欲對雙層股權結構進行利弊分析，並引用相關

案例使讀者就雙層股權結構之優勢與可能產生的爭議，進行利弊權衡。 

  

 
146 吳靜君，台灣明年 IPO 發展家數維持、走小而美的路線，東森新聞雲，2018 年 12 月 27 日，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1227/1341943.htm#ixzz5izRhBnZO （最後瀏覽日： 2019 年 3 月

23 日)。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1227/1341943.htm#ixzz5izRhBn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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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雙層股權結構之爭議分析 

第一節 雙層股權結構之利弊分析 

第一項 雙層股權結構之優勢 

第一款 有助於創新 

對於 Facebook、阿里巴巴等高成長性的 TMT 行業147而言，所著重者為

技術創新與不可複製之商業模式，此種行業於創業初期需要龐大的資金，因

此需經過一輪又一輪對外籌資，然而相對地，如果企業家需要籌集大量資金

並發行新股，勢必會伴隨自身股權或控制權稀釋，如果企業創始人控制權被

稀釋，即無法掌握公司未來經營策略與發展方向，一旦與大股東發生經營策

略上之矛盾與衝突，很容易即被市場所淘汰148。藉由使創始人或經營團隊持

有高表決股，並對外發行低表決權股，對於經營者而言可避免稀釋控制權或

對外大量舉債，對於投資人而言可以符合其財務性投資之偏好，增加更多元

之投資管道。 

對於這些行業而言，尤其屬於知識產業的科技公司，其成長極仰賴創始

人或經營團隊的專業技術或領導能力，如果能使創始人心無罣礙激發公司成

長動力，對於投資人而言受益匪淺149。 

第二款 經營階層專注發展公司長期價值 

當私人公司成長到一定程度，便會公開發行甚至到集中市場上市，而市

場上有著各式各樣投資人，面對多元的投資人，令公司經營者畏懼的莫過於

 
147 TMT 指科技、媒體與通信產業（Technology, Media, and Telecom)。 
148 彭真明、曹曉路，控制權博奕中之雙層股權結構探析—以破解股權融資與稀釋的困境為視角，

證券市場導報，2016 年 7 月，頁 69-70。 
149 SGX, Consultation Paper, Possible Listing Framework for Dual Class Share Structures （Feb. 16, 

2017), 9, available at： 

 https：//www2.sgx.com/regulation/public-consultations （last visited： April 3, 2019). 

 

https://www2.sgx.com/regulation/public-consul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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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短期主義（short-termism）。市場上之機構投資人，例如避險基金或共

同基金150，重視公司短期績效，因此可能追求公司有良好股利政策，或是花

錢購買庫藏股，而非將資金投注在研發或有效之人力資源等，能為公司帶來

長期績效之經營策略上151。 

大型基金與公司之間也可能產生代理問題。對於追求短期績效的大型共

同基金而言，因手中的投資組合為多家公司的股份，因此無法專注單一公司

未來長期的經營發展，關於表決權如何行使之事項多下派於各分支部門的顧

問，這些顧問面臨眾多的公司都使以一概全 （one-size-fits-all）的策略，因

此並非在資訊充分下行使表決權；此外，這些顧問為取得商業機會，會與其

他機構投資人，例如退休基金，聯合影響公司政策以符合該團體之利益152。 

對於公司經營者而言，如果不依循股東的指示，有極大的可能遭受市場

的制裁。例如股東會發起委託書戰爭，或威脅替換董事會成員，甚至使公司

最終面臨敵意併購之風險，以致於公司無法發展長期經營計畫153。藉由雙層

股權結構，經營者可免於短期主義或投機主義股東的威脅。 

第三款 較為透明之鞏固控制權方式 

公司根據股權結構不同大約可分為股權分散型、股權集中型，以及少數

股權控制結構。其中少數股權控制結構即控制股東一方面握有少數股權，另

一方面透過「控制權強化機制」（Control-Enhancing Mechanisms, CEMs）達

到掌握控制權的效果，包括雙層股權結構、金字塔型結構（pyramid 

structure）、交叉持股（cross-holding）、表決權上限（voting ceilings）、股東

 
150 共同基金的投資組合每年平均流動率為 100%，而避險基金為 300%。See Stephen I. Glover & 

Aarthy S. Thamodaran, Debating the Pros and Cons of Dual Class Capital Structures, 27 INSIGHT NO.3, 4 

（March 2013). 
151 朱德芳，同註 47，頁 171。 
152 See Bernard S. Sharfman, A Private Ordering Defense of A Company’s Right to Use Dual Class Share 

Structure in IPOs, 63 VILLANOVA LAW REVIEW ISS 1, 13-14 （June. 8, 2018), available at：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986164 （last visited： 7/7/2021） 
153 Id, at 11-13.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98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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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等154。在此機制之下，控制股東所獲得控制權，與其所表彰的現金流權

利（cash flow right）是不成比例的155，而研究指出，相較於雙層股權結構，

金字塔型結構或交叉持股能使該比例之偏離程度越大，亦即控制股東能以越

少的資金獲得越多的控制權156。此外，以同樣為達到鞏固控制權之目的而

言，控制股東利用發行高表決權股與低表決權股架構雙層股權結構，相較於

金字塔型結構或交叉持股等方式，事實上為較透明的方式，如有任何代理問

題較容易被偵測，反而能使公司有較良好的表現，如禁止公司使用雙層股權

結構，公司可能會選擇複雜而不透明的方式鞏固權力，進而孳生更多謀取私

利的代理問題157。 

第四款 降低交易成本與經營風險 

於經濟觀點上，雙層股權結構允許個別股東專注於所欲追求之股利，而

將表決權移轉給認為控制權能為其創造最高價值之人，而創造柏拉圖最適

（Perato-optimal）158之交易，因為表決權的價值往往實現於併購時之控制權

溢價，雙層股權結構實質上將此種控制權溢價藉由股利的形式提前實現159。

此外，當公司面臨敵意併購時，雙層股權結構彌補了個別股東不足的問題，

藉由使資訊充足內部人或經營者與併購方談判，可使全體股東增加談判優

勢，進而增加控制權溢價160。 

雙層股權結構也可降低經營者面臨之經營風險，此包括人力資本風險與

經濟風險。人力資源包括經營者所投注之心力與資源，藉由降低被併購或被

 
154 See External Study Commissioned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Report on Proportionality 

Principle in the European Union, 5 （May 18, 2007)；see also Rafael La Porta et al., 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 Harva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Paper No. 1840, 10-12 （August 

1998), available at：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03130 （last visited： 7/7/2021） 
155 Rafael La Porta et al, supra note 154, 12-17. 
156 Id, 24. 
157 朱德芳，同註 47，172。See also Arman Khachaturyan, The One-Share-One-Vote Controversy in the 

EU, ECMI Research Paper No. 1, 1 （August 3, 2006), available at：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005054 （last visited： 7/7/2021） 
158 柏拉圖最適為當一人境況逐漸轉好，並不會使另一人境況轉劣。張竫榆，前註 48，頁 59。 
159 同前註，頁 59。 
160 同前註，頁 57。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03130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00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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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換之風險，能使經營者於取得一定績效之回饋後更願意投入人力資本161，

且若將經營者獲得回饋與職務績效相連結，相對而言亦能降低代理成本162。

另雙層股權結構亦使經營者藉較低持股比例降低經濟風險，例如投資公司之

非系統性風險或其他潛在不可分散之風險，透過分散經營者連結至單一企業

之風險，可避免經營者僅願意採行風險較低之投資計畫163。 

第二項 雙層股權結構之風險 

第一款 代理成本增加 

傳統上公司若為股權分散之結構，首要面臨的代理問題為股東與經營階

層之間之利益衝突，亦即如何確保經營階層不為自身利益而造成公司損害；

若為股權集中型的公司，因為控制股東可對經營階層發揮監控功能，故首要

問題並非經營階層之代理問題，而是控制股東與少數股東間之代理問題，亦

即如何確保控制股東不剝奪少數股東之利益164。 

架構雙層股權結構意味著經營階層可以藉由少數持股控制大部分的表決

權，此時經營階層為控制股東，傳統上控制股東如果於公司的經濟利益與其

獲得的控制權成比例，則對公司受損害時，控制股東所受的損害與其經濟利

益成正比；然而在雙層股權結構之下，因為經濟利益與控制權產生偏離，即

使經營階層為不良的決策使公司受有損害，自身所受的損害有限，故容易孳

生雙重代理問題165。 

 
161 同前註，頁 58。 
162 See REINIER KRAAKMAN ET AL., THE ANATOMY OF CORPORATE LAW： A COMPARATIVE AND 

FUNCTIONAL APPROACH 66 （3rd ed. 2017). 
163 張竫榆，同註 158，頁 58-59。 
164REINIER KRAAKMAN ET AL, supra note 162, at 45-46 . 
165 See Eve Tahmincioglu, The Pros & Cons of the Dual-Class Stock Structure： Two corporate 

governance experts battle it out, DIRECTORS & BOARDS （August 30,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directorsandboards.com/news/pros-cons-dual-class-stock-structure-two-corporate-

governance-experts-battle-it-out （last visited： April 6, 2019). See also Ronald W Masulis, Cong Wang 

& Xie, Fei, Agency Problems at Dual-Class Companies. 64 JOURNAL OF FINANCE 1697, 1697-1698 

（August, 2009),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1080361 （last visited： 7/7/2021）； 

Lucian A. Bebchuk & Kobi Kastiel, The Untenable Case for Perpetual Dual-Class Stock, 103 VIRGINIA L. 

REV 585, 602-603 （April 18, 2017), available at：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954630 （last visited： 7/7/2021） 

https://www.directorsandboards.com/news/pros-cons-dual-class-stock-structure-two-corporate-governance-experts-battle-it-out
https://www.directorsandboards.com/news/pros-cons-dual-class-stock-structure-two-corporate-governance-experts-battle-it-out
https://ssrn.com/abstract=1080361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95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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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指出當經濟利益（或稱現金流權利）與控制權比例的偏離程度越

大，越可能產生下列問題166： 第一，公司的現金越容易被投注於無效率的

投資，或用以成全經營階層的私利；第二，偏離程度越大的公司，經營階層

獲得越高的報酬；第三，損害公司股東權益價值的併購事件越容易發生，以

成全經營階層之私利；最後，公司的費用支出與提升股東權益價值的相關性

越小。另有研究調查美國 2015 年採用雙層股權結構且市值前 10 名的上市公

司，結果顯示公司經營者即使一開始有高持股比例，隨著時間經過會釋出大

部份股權（詳見下表格 2167），這使經濟利益與控制權比例拉大，而使公司

隨著時間軸拉長代理成本亦隨之升高168。 

表格 2  2015 年 DCS 上市公司經營階層持股比例 

公司名稱 上市年度 經營階層最初持

股比例 

2015 年持股比

例 

Berkshire Hathaway 

Inc. 

1999 32% 20% 

Facebook, Inc. 2012 28% 15% 

Google Inc. 2004 28% 12% 

Comcast Corporation 1978 42% 0.4% 

NIKE, Inc. 1984 68% 31% 

Ford Motor Company 1969 7.1% 1.8% 

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 Inc. 

1991 7% 5% 

Twenty-First Century 

Fox, Inc. 

2005 16% 15% 

 
166 Masulis et al., supra note 165, at 1698-1699. 
167 Bebchuk & Kastiel, supra note 165, at 608. 
168 Id, 607-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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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上市年度 經營階層最初持

股比例 

2015 年持股比

例 

CBS Corporation 1995 26% 8% 

Broadcom 

Corporation 

1999 45% 8% 

平均  30% 11.6% 

 

第二款 股東間不平等待遇 

控制股東與少數股東間之利益衝突問題軸心多為對於少數股東之不平等

待遇，若控制股東之經濟利益與控制權偏離，則其與少數股東間之利益衝突

問題即有可能加劇。而學理上將控制股東對於少數股東的不平等待遇或壓迫

行為，分為「權益排擠」（squeeze-outs）與「權益凍結」（freeze-outs）169。

前者是指某些股東利用其在公司的戰略地位、控制權、內部消息，甚至利用

法律上之設計，完全排出其他股東對於公司之參與權或所有權，具體而言可

能涉及解除其他股東之經理人職務、不當支付高額分紅、不分派盈餘，或將

公司機會中飽私囊等170；後者指控制股東利用某些交易，例如經營者收購

（management buyout）、簡易收購 （short-form mergers）及逆向股票分割

（reverse stock split）171等，迫使少數股東收回投資，其行使的方式為對少數

股東以現金為支付股份之對價，使少數股東之持股低於一完整交易單位，即

可能達成迫使少數股東完全退出，而喪失其股東地位的效果172。 

 
169 See HODGE O’NEAL & ROBERT B. THOMPSON, OPPRESSION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AND LLC 

MEMBERS §3：02, （West Group, 2nd ed, 2003). 轉引自林佩瑩，閉鎖性公司之公司治理及少數股東之

保障，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106 年 1 月，頁 107。 
170 林佩瑩，同前註，頁 108。 
171 所謂反向股票分割為控制股東利用股份整併，使少數股東持股未滿一股，僅得被迫換價離開公

司，此可對應於我國減資上銷除股份或已發行股份合併的概念。見林佩瑩，同前註，頁 110。 
172 林佩瑩，同前註，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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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論者強調，當經濟利益與控制權偏離時，尤應注意控制股東濫用經營

權（mismanagement or shirking）以及利益輸送（tunneling or stealing）的問

題173。前者表現於控制股東浪費公司財產，例如： 控制股東 X 掌握公司

10%股權，此時公司以相同資金選擇 A 或 B 兩投資方案，方案 A 提升公司

價值 100 美元 （X 分享 10 美元價值），方案 B 提升價值僅 70 美元 （X 分

享 7 美元價值），於一般情形下，X 應會選擇 A 方案；然而如果 B 方案可讓

X 多獲得 10 美元私人利益，X 會選擇 B 而不會選擇 A 方案，且當 X 股權比

例下降時，越容易傾向選擇次佳的 B 方案174。 

而利益輸送可能為純粹竊取（sheer thievery）或透過複雜的自我交易

（self-dealing）進行，而多數利益輸送都是透過合法方式進行，如：掠奪公

司機會（expropriation of corporate opportunities）、以利於控制股東的價格進

行交易、控制股東以公司資產進行擔保借款等，甚至可能會稀釋少數股東之

經濟利益175。於控制股東經濟利益與控制權偏離之情形，利益輸送動機會更

為明顯，例如： 控制股東 X 擁有 A 公司 30%股權，70%股權由外部股東持

有，其另持有 B 公司 50%股權，剩餘 50%由外部股東持有。如今 A 公司與

B 公司交易，A 公司會損失 100 美元然而 B 公司會因此獲利 100 美元，X 將

承受損失 30 美元（100 x 30%）但另受益 50 美元 （ 100 x 50%），因此整體

而言獲利 20 美元的 X 會贊成交易，且當持有 A 公司股權比例越低，越傾向

同意交易進行176。 

第二款 對於代理問題控制機制之影響 

對於控制代理問題之機制，本文認為對於非公開發行公司而言，因為股

東人數少，所以股東彼此可能互為相識且可能皆參與經營，在資訊取得的能

 
173 這些問題於股權集中型或股權分散型公司也會發生，但是在少數股權控制類型公司，股東相對

於股權集中結構自身所承受的成本較少，相對於股權分散結構亦能抵抗市場監督。See Jeong Seo, 

Who Will Control Frankenstein - The Korean Chaebol's Corporate Governance, 14 CARDOZO J. INT'L & 

COMP. L. 21, 50 （2006). 
174 Id. at 51-52. 
175 Id. at 54. 
176 Id. at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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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勝於公開發行公司之股東177，對於公司是否架設雙層股權結構是經過彼此

磋商之結果。在股份流通性方面，非公開發行公司股東相較於公開發行公司

之股東，欠缺對外流通股份之市場，此外，股東彼此之間也可以透過章程，

或是發行特別股限制股份之轉讓178，因此對外流通性較差。鑒於以上理由，

本文認為以公司是否公開發行探討公司股東或投資人對於雙層股權結構因應

之問題。 

一、 對於公開發行公司之問題 

1. 市場監督機能降低 

對於公開發行公司而言，市場監督為無效率經營的最佳藥方。在股權結

構分散的公司中，股東容易面臨到「搭便車問題」（free-rider problem），亦

即每位股東影響力甚小，因此皆對於經營階層的監督議題予以迴避，以等待

特定股東出面解決問題，支出的成本雖由該位股東承受，但問題解決的利益

由全體股東享受179。然而即使搭便車問題存在，具有流通性的市場可以提供

股東管道，將手中的持股轉讓於特定的股東，該位股東聚集分散的股份後便

可對於經營階層進行制裁180。而市場主要透過兩種方式監督經營階層，第一

是透過競爭對手的敵意併購，第二是以市場股價反映經營者之無效率經營

181。其中敵意併購又可分別以公開收購或委託書戰爭為之。對於大型機構投

資人持股多數的公司而言，公開收購會成為有效率的併購方式，因為交易可

以秘密性的磋商進行182；而委託書戰爭則是併購方直接以召集股東表決權之

 
177 See Epstein, Evan, Why Governance Matters for Your Startup, Rock Center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at Stanfo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No. 232 （April 13, 2018), available at SSRN： https：

//ssrn.com/abstract=3162329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162329 （last visited： 7/7/2021）；see 

also John H. Matheson & R. Kevin Maler, A Simple Statutory Solution to Minority Oppression in the 

Closely Held Business, 91 MINN. L. REV 657., 659-660 （Feb. 16,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minnesotalawreview.org/wp-content/uploads/2012/01/MathesonMaler_Final.pdf （last 

visited： 7/7/2021） 
178 見我國公司法第 157 條第 1 項第 7 款、第 356 條之 1 第 1 項、第 356 條之 7 第 1 項第 6 款。 
179 See Brian A. Korman, The Corporate Game of Thrones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12 J. 

BUS. & TECH. L. 165, 169 （2017). 
180 REINIER KRAAKMAN ET AL., supra note 162, at .34-35. 
181 Korman, supra note 179, at 167-169. 
182 Id. at 173. 

https://ssrn.com/abstract=3162329
https://ssrn.com/abstract=3162329
https://ssrn.com/abstract=3162329
http://dx.doi.org/10.2139/ssrn.3162329
http://www.minnesotalawreview.org/wp-content/uploads/2012/01/MathesonMaler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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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藉由選舉將現任不適任之經營者淘汰183。敵意併購和市場價格會產生

交互影響，如果經營者的績效越差，市場價格越低，敵意併購越容易進行

184。 

然而若公司使用雙層股權結構，經營階層握有高表決權比例而掌握控制

公司之優勢，這使控制權市場之併購者必須大量收購股份才得以與公司經營

階層抗衡，甚至可能全然無法與之抗衡，例如股份之間表決權比例差距過大

之情形，因此亦有學者將雙層股權結構歸類為事前併購防禦措施之一185。在

敵意併購發生機率甚低情形之下，股東若認為經營者不適任，僅能藉由出脫

持股或訴諸法院，以追究經營階層之責任。 

此外，有論者提出如無回復為單層股權結構之機制，則公司雖然一開始

因為經營階層的專業或技術而價值提升，隨著時間經過，經營者的身體機能

或是經營能力會因為年邁而下降，使之成為不適任之經營者，然雙層股權結

構使該經營者鞏固永久地位，或可能將該地位由不適任之後繼者繼任之，長

期公司的整體經營成本將上升186。即便如此，公司仍無法透過市場機制，將

不適任之經營者予以淘汰。 

2. 投資人保護 

對於上述公司治理之風險，論者有認為在有效率的市場中，投資人與發

行公司會進行資源最佳配置，投資人評估雙層股權結構公司所可能產生的代

理成本，以及無雙層股權結構公司所可能產生之股東（本人）協調成本後，

進而為投資公司的決策，以帶來最大的效益，投資人與發行公司各依其所需

所為的交易，無過度干涉之必要187。然而，即使如此許多機構投資人，例如

 
183 Id. at .174-175. 
184 Id. at 169. 
185 Id. at 185.  
186 Bebchuk & Kastiel, supra note 165, at 604-607. 
187 See Bernard S. Sharfman, How Dual Class Shares in IPOs Can Create Value, BUSINESS LAW BLOG. 

UNIVERSITY OF OXFORD （August 25,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law.ox.ac.uk/business-law-blog/blog/2017/08/how-dual-class-shares-ipos-can-create-value 

（last visited： April 7, 2019) 

https://www.law.ox.ac.uk/business-law-blog/blog/2017/08/how-dual-class-shares-ipos-can-create-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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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投資人協會188仍然反對公司採用雙層股權結構，原因上除了認為董事會

的監控功能會大幅降低外，即使得知公司採用雙層股權結構，採用被動投資

策略的基金是根據商業指數189進行投資，故無法排除被納入指數的公司成為

投資標的190。 

此外，投資人是否可充分評估建基於公司是否將公司治理之風險妥當揭

露，有論者認為公司採用雙層股權結構，外部投資人無法參與近乎所有公司

之重大決策，經營階層可能利用控制力為關係人交易，並釋出虛假的訊息，

以達到其非法目的，因此確保資訊的客觀性也是公司治理的成本之一191。 

二、 對於非公開發行公司之問題 

1. 難以取回投資 

一般而言，非公開發行公司普遍股東人數少，於三種股權結構分類中，

屬於股權集中型結構，本即可能面臨股東間不平等待遇之問題，特別是於認

知雙重股權結構可能之代理成本後，投資人應會依其投資專業談判股份價

格，將股份價格壓低至其認為合理之程度，甚至股東之間可彼此協議章程如

何制定、權利如何分配。但是對於中小型企業而言，章程之制定常無法列明

股東間所有的權利義務，許多股東之間的權利安排可能僅是透過口頭安排與

彼此模糊之認知192。此外，即使投資人事前知悉代理成本並試圖壓低股份價

格，嗣後控制股東所造成的代理問題所造成的損失，可能會遠超過少數股東

原本之預期193。而當股東欲防止損失持續擴大而想脫離公司時，除須面對缺

 
188 機構投資人協會（The Council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CII)是美國許多大型基金及機構投資人組

成的非營利組織，宗旨為推廣能增進機構投資人長期價值的公司治理政策。 
189 例如 Russel 3000 即納入 Google、Facebook 等採用雙層股權結構之公司。 
190 See James Kristie：, Dual-class stock： Governance at the edge, 36 DIRECTORS & BOARDS 37, 38 

（Sep. 2012), available at： 

https：//cpb-us-w2.wpmucdn.com/sites.udel.edu/dist/f/506/files/2012/10/Dual-Shares-Q3-20121.pdf 

（last visited： 7/7/2021） 
191 彭真明、曹曉路，同註 148，頁 71。 
192 See F. Hodge O'Neal, Oppression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Protecting Minority Rights, 35 CLEV. ST. 

L. REV.121, 124 （1987), available at 

 https：//engagedscholarship.csuohio.edu/clevstlrev/vol35/iss1/7 （last visited： 7/7/2021） 
193 See Venky Nagar, Kathy Petroni & Daniel Wolfenzon, Governance Problems in Closely Held 

Corporations, 46 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943, 944 （2011). 

https://cpb-us-w2.wpmucdn.com/sites.udel.edu/dist/f/506/files/2012/10/Dual-Shares-Q3-20121.pdf
https://engagedscholarship.csuohio.edu/clevstlrev/vol35/iss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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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對外流通市場之問題外，如股份收購者擁有足夠之資訊可以判斷公司經營

不善，則必定會將此代理成本反映於收購之股價上194，甚至可能不願收購股

份。 

2. 股東僵局 

為預防經營上代理問題，少數股東或可反向利用雙層股權結構調整與多

數股東間之權利，例如發行不同類別股份，每一種股份可選出不同席次之董

事，如此一來多數股東與少數股東皆可參與經營事項195。然而反面觀之，股

東之間可能因為經營事項互有矛盾，例如主導經營之股東希望提高經營階層

薪酬，以及減少股利分派或不分派股利；其他股東則希望降低薪酬，增加公

司盈餘以分派股利196。當股東間控制權相當，對外又缺乏流通市場以脫離公

司時，即可能形成股東僵局（deadlock）197，進而影響公司持續經營。 

 

第二節 案例分析 

第一項 Google 雙層股權結構 

第一款 概述 

 Google 於 2004 年上市公開發行自資本市場籌資約 16.7 億美元，使其當

時即擁有超過 230 億美元的資本額，當時公司採用的雙層股權結構使公司創

始人 Larry Page 和 Sergey Brin 即使在公開發行後仍保有控制權。Google 發

 
194 REINIER KRAAKMAN ET AL, supra note 162, at 34.. 
195 O'Neal, supra note 192, at 146. 
196 Id. at 122. 
197 美國模範公司法將公司僵局細分為「董事間之僵局」與「股東間之僵局」。前者為董事對於公司

經營事項僵持不下，且股東無法解決，以致於公司已經或可能因此受到不可回復之損害

（irreparable injury)，或者公司業務及事務因僵局而無法朝向股東有利方向發展；後者則為股東因為

僵局已至少兩年無法選出董事。See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14.03（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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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14.03（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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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872

56 

 

行 A 股與 B 股兩種股份，兩種股份的權利原則上皆相同，除了 A 股為一股

一表決權，而 B 股的表決權為 A 股的 10 倍，且僅有 A 股於紐約證交所

（NYSE）與納斯達克交易所（NASDAQ）上市，而 B 股僅分配給公司經營

階層與董事，不對外流通。B 股持有人合計持股比例僅有 31.3%但表決權比

例佔全部約 66.2%198，隨著 Google 成長為成熟的高科技公司，創始人合計持

股比例雖僅略高於 20%，但表決權比例高達 56.3%199。 

 在 Google 的公開說明書中，一封創始人給股東的信中提及，Google 並

非傳統的公司，其重視創新與挑戰，IPO 雖然可以為公司的員工、現在與未

來的股東、公司的客戶以及所有 Google 的使用者帶來重要的利益，但是一

般的公開發行的資本架構，可能會損及 Google 以往成功所倚賴的獨立及客

觀性，甚至是 Google 未來的發展，所以創始人建構的公司架構可以保護

Google 的創新能力以及其與眾不同的特色，而這樣的架構長期而言可以為新

舊股東帶來巨大的經濟報酬200。外部的壓力常使公司犧牲長期發展的機會而

迎合短期的利益期待，如果有一個機會一方面會犧牲短期的利益，另一方面

 
198 See Tian Wen, You Can't Sell Your Firm and Own It Too： Disallowing Dual-Class Stock Companies 

from Listing on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162 U. PA. L. REV. 1495, 1498（2014). 
199See Brockton Retirement Board v. Larry Page, 2012-7469, Delaware Chancery Court, Verified Class 

Action Complaint, at 2, available at： https：//lawprofessors.typepad.com/files/complaint-2.pdf （last 

visited： 7/7/2021） 
200See Google Inc., Letter from the Founders： "An Owner's Manual" for Google 's Shareholders ,in Forms 

S-1 Registration Statement Under the Securities Act of 1933 （filed with the SEC on Apr. 29,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288776/000119312504073639/ds 1.htm. （last 

visited： 4/7//2019） 

“Google is not a conventional company. We do not intend to become one. Throughout Google’s evolution 

as a privately held company, we have managed Google differently. We have also emphasized an atmosphere 

of creativity and challenge, which has helped us provide unbiased, accurate and free access to information 

for those who rely on us around the world. 

Now the time has come for the company to move to public ownership. This change will bring important 

benefits for our employees, for our present and future shareholders, for our customers, and most of all for 

Google users. But the standard structure of public ownership may jeopardize the independence and focused 

objectivity that have been most important in Google’s past success and that we consider most fundamental 

for its future. Therefore, we have designed a corporate structure that will protect Google’s ability to 

innovate and retain its most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We are confident that, in the long run, this will bring 

Google and its shareholders, old and new, the greatest economic returns. We want to clearly explain our 

plans and the reasoning and values behind them. We are delighted you are considering an investment in 

Google and are reading this letter.” 

https://lawprofessors.typepad.com/files/complaint-2.pdf
http://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288776/000119312504073639/ds%2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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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能為股東帶來最佳的長期利益，公司會爭取該機會並希望股東有長遠的目

光201，而公司的架構正是為長期的穩定性所建造202。 

 於 2015 年 8 月 Google 由巨型的網路公司分割成許多部屬公司，其中也

包括名為 Google 的公司與 Alphabet 公司，Alphabet 由 Google 創始人 Page

和 Brin 掌管，將所有被分割出來的公司併購成為控股公司，而 Google 變成

Alphabet 最大的子公司，Alphabet 取代 Google 在 NASDAQ 上市並援用原來

的股票代號 GOOG，且也採取雙層股權結構203。 

第二款 爭議 

一、案例事實 

 Google 的創始人們於 2010 年宣布他們會執行一項長期計畫—增加公司

資本的多樣性和流動性—創始人將於 5 年內逐步出售手中的 1000 萬股，降

低他們的表決權比例至 48%，以放棄對於 Google 大部分的控制權204。依據

公司章程，B 股除了有極少數例外的情形外，一旦經轉讓就會變成 A 股，隨

著創始人 Page 和 Brin 轉讓持股，再加上 Google 持續發行 A 股籌集併購和

獎勵員工的資金，A 股股東的表決權比例逐漸上升。於 2012 年 4 月，

Google 創始人發起了一項重組計畫（Reclassification），藉由股利分派的方式

向所有股東發行無表決權的 C 股，原持有的每一股份分割為一有表決權股與

一無表決權股，保持表決權比例不變。實施重組計畫後，公司就能夠持續使

用無表決權的 C 股籌集併購和獎勵員工的資金，而無須持續稀釋創始人的表

決權比例205。 

 
201 Id. “If opportunities arise that might cause us to sacrifice short term results but are in the best long term 

interest of our shareholders, we will take those opportunities. We will have the fortitude to do this. We 

would request that our shareholders take the long term view.” 
202 Id. “We are creating a corporate structure that is designed for stability over long time horizons. By 

investing in Google, you are placing an unusual long-term bet on the team, especially Sergey and me, and 

on our innovative approach.” 
203 See Marziah Karch,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oogle and Alphabet?, LIFEWIRE （January 27, 

2019). https：//www.lifewire.com/understanding-google-and-alphabet-4116085 （last visited： Feb. 22. 

2019). 
204  Brockton, supra note 199, at 7. 
205 Id. at 8. 

https://www.lifewire.com/understanding-google-and-alphabet-4116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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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重組的計畫於 2011 年 1 月 11 日向董事會提出，當天董事會即決議

成立一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成立目的為對於重組計畫進行調

查、分析、和創始人協商，並且最後對董事會提出贊成或反對重組計畫的建

議，特別委員會主要由董事會成員的 Mather、Shriram 和 Otellini.組成。於 9

月 14 日委員會提出了對於重組計畫的關切，包括： 1.創始人可以藉由出售

手中的 C 股增加資本流通性，同時繼續保留手中的 B 股以維持表決權比

例；2.是否應該修改章程增加董事會中的獨立董事206。特別委員會為了 A 股

股東的權益和董事會進行了幾次的協商，協商的內容包括： 1.轉讓限制協議

（Transfer Restriction Agreement, TRA），此協議包含了一項包裹式安排

（stapling arrangement），強制創辦人出售 C 股時也要出售同等數量的 B 股；

2.平等待遇增訂條款（Equal Treatment Amendment, ETA），要求當公司發生

控制權變動事件（a change of control event）時，所有層級的股東都要取得的

對價，而此條款須被增訂於公司章程。而雙方斡旋所膠著之處在於是否制定

使 TRA 失效的門檻，創始人的律師最初提出當創始人持有的表決權比例低

於 40%時創始人將不再適用 TRA，但是特別委員會提出的方案為 30%，最

終雙方斡旋的結果為 34%207。特別委員會認為這些協商條件尚為妥適，因此

委員一致同意向董事會建議重組計畫，董事會也一致批准此項計畫208。此項

計畫卻於 2012 年 6 月 21 日在股東會被提出，有 85.3%的 A 股股東反對重組

計畫，但是在創始人的支持之下，股東會還是通過了209。身為 Google 股東

之一的 Brockton Retirement Board 認為此項計畫明顯侵害 A 股股東權益，董

事們已違反忠實義務，故代表 Google 提起集團訴訟。 

 在原告的訴狀中其提及特別委員會並未努力為 A 股股東爭取有價值的協

商條件，並以此取得自身鉅額的利益：1.委員會允許創始人在每年的股東會

 
206 Id. at 9. 
207 Id. at 9. 
208 See Paul Lee, Protecting Public Shareholders： The Case of Google's Recapitalization, 5 HARV. BUS. 

L. REV. 281, 285（2015). 
209 Id. at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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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命令式的方式批准此項交易，卻未使公眾股東有發言權；2.委員會未曾詢

問財務顧問重組計畫對於 A 股股東是否公平；3.未進行適當的協商，因為自

創始人取得的「讓步」（concessions）實質上毫無意義；4.儘管 Intel 公司與

Google 有緊密的商業往來，仍讓同時身為 Intel 公司 CEO 的董事 Otellini 擔

任「無利害關係」的委員會成員；5.未要求創始人使其財務顧問提供重組計

畫能有的價值範圍（ranges of value）；6.未試圖和創始人達成未來在 Google

繼續服務的協議，允許創始人將來即使自公司辭職也能繼續保有 Google 的

控制權；7.沒有事前規劃特別委員的報酬，使創始人成為報酬的最終決定

者；8.沒有採用獨立的監督機制以預防未來創始人利用發行 C 股取得不適當

（unduly）的利益；9.沒有爭取為 A 股股東選舉一位獨立董事，使 A 股股東

有表達意見的機會；10.在未得到股東的同意下，將其股份分割為有表決權股

與無表決權股，對股東造成不利影響卻未進行任何補償210。 

 其中，A 股股東們認為創辦人所做的讓步並無實質意義的原因，第一為

ETA 實際上無法帶來任何利益，因為 Google 有巨大的市場資本，且創始人

想保有控制權的意圖使併購或公開收購不可能發生；第二為 TRA 不僅會因

為創始人的表決權比例低於 34%失效，且還可以經過獨立董事過半數進行修

改或不予適用；最後，一個對於 A 股股東存在的風險為 C 股有相較於 A 股

股價大幅折扣的價格，因此若 C 股被使用於併購或員工酬勞，則 A 股的經

濟利益會被嚴重的稀釋，這視 C 股折扣的幅度而定，例如，A 股在市場上為

每股 500 美元，C 股則為 400 美元，如使用 C 股，Google 需要發行相較於 A

股 1.25 倍的股數籌集併購或員工酬勞資金，但因為 A 股與 C 股有同等值的

經濟利益，如果這些交易以 A 股進行則 A 股的經濟利益會被稀釋211。 

 訴訟最終的結果為雙方達成和解，其和解條件並經由法官認可，和解條

件分為主要三點： 第一為 TRA 僅有在經由以下程序後才能被更改：1.由獨

 
210  Brockton, supra note 199, at 11. 
211  Lee, supra note 208, at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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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董事所組成的委員會建議；2.由董事會全體一致同意；3.對公眾公開並提

供 30 天的延遲生效期間讓股東提起訴訟，且 Google 和董事會皆要接受整體

公平標準的檢驗。第二為如為因應併購而需要發行超過 1000 萬股的 C 股，

獨立董事需要分別考量該交易對 A 股股股東產生的影響。最後，Google 同

意進行一項調整安排（true-up arrangement），以相對於 A 股的折扣價格為基

礎，給付 C 股股東一筆對價，以確保 C 股於市場中不會以大幅折扣的價格

流通212。 

二、 學者見解 

對於此次和解的結果，有論者認為並無真正處理對於 A 股股東公平性的

問題。對於公司方所為的調整安排，不僅實際上創始人也同樣受惠於此安

排，且此僅為減緩重組計畫對 A 股經濟利益的稀釋，並未真正解決被稀釋的

問題。另一方面，公眾股東真正喪失為表決權利，藉由發行 C 股，公司轉型

為公眾控制的公司（publicly controlled company）的目標將會被延遲，雖然

雙方和解有制定 TRA，然而 TRA 於創始人的表決權比例降至 34%便會失

效，但即使比例為 34%仍須視對公司有無實質控制力（de facto control）而

定，而 Google 的創始人與公司重要股東，如 CEO Eric Schmidt，有親近的關

係，在欠缺其他重要的股東集團下，創始人們隨著出售 C 股將表決權降至

34%仍可能有實質控制力213。此外，TRA 似乎未處理創始人們出售 B 股使表

決權下降至 34%後，仍藉由出售 C 股再購買 A 股重建表決權的問題。再

 
212 在調整安排下，Google 每年會根據 A 股的折扣價格支付 C 股股東一定對價，該對價可以現金、

A 股或更多 C 股支付，而折扣百分比是以當年的成交量加權平均價為基礎計算： 

折扣的百分比 支付折扣對價百分比 

小於 1% 0% 

1%到 2%之間 20% 

2%到 3%之間 40% 

3%到 4%之間 60% 

4%到 5%之間 80% 

5%以上 100% 

Google Inc., Current Report （Form 8-K), Ex. 99.1 Stipulation of Compromise and Settlement, （Oct. 30, 

2013), §3.1（a), cited from Paul Lee, supra note208. at 285. 
213 Id. at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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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即使雙方協定為了籌集併購資金發行超過 1000 萬股的 C 股時，獨立董

事須個別考量對 A 股股東產生的影響，該併購交易須達到 50 萬美元的門檻

（當時一 C 股為 537.5 美元），此種價格可輕易利用現金加上股份為對價規

避獨立董事檢視。因此該此和解事實上並未解決真正的問題—創始人利用 C

股進行併購與獎勵員工防止控制權被稀釋214。 

第二項 Facebook 雙層股權結構 

第一款 概述 

Facebook 在上市前就已經建立了雙層股權結構，於 2009 年 11 月 25 日

Facebook 宣布調整公司的股權結構，將所有股份區分為 A 股及 B 股，兩種

股份於分派股利以及出售現金價值完全一致，唯一區別為 A 股為一股一表決

權，而 B 股則為一股 10 表決權215。於宣布當下，Facebook 也將所有已發行

股份轉變為 B 股。Facebook 發言人曾為公司的股權結構調整說明，公司之所

以引進雙層股權結構，是因為公司現有股東於表決特定議題上具有控制力，

以利公司專注於長期發展216。2012 年 3 月 21 日 Facebook 宣布上市，公司當

時已發行 1 億 1700 萬股 A 股與 18 億股 B 股217，但是僅有 A 股對外流通，

亦即公眾投資人無法購買 B 股，且一旦 B 股被轉讓就會變成 A 股，因此確

保原有股東的表決權不會因為 IPO 而被稀釋218。公開說明書上也說明除非法

律另有規定外，A 股股東和 B 股股東將會一同行使表決權219。而 Facebook

 
214 Id. at 287. 
215 吳建國、黃俊銘、畢曙明，扎克伯格如何掌握控制權?，經理人雜誌，2012 年 9 月 13 日，http：

//magazine.sina.com/bg/executive/9/20120925/0002119744.html （最後瀏覽日：2019 年 2 月 19 日)。 
216 Brad Stone, Facebook Will Form 2 Classes of Stock, THE NEW YORK TIMES （Nov. 24, 2009), 

https：//www.nytimes.com/2009/11/25/technology/internet/25facebook.html （Last visited： 

2019/2/19)。 
217 See Facebook, Inc., Form S-1 Registration Statement, 130 （Feb. 1, 2012).  
218 吳建國、黃俊銘、畢曙明，同註 215。 
219 Facebook, Inc., supra note 217, at 148. 

http://magazine.sina.com/bg/executive/9/20120925/0002119744.html
http://magazine.sina.com/bg/executive/9/20120925/0002119744.html
http://magazine.sina.com/bg/executive/9/20120925/0002119744.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09/11/25/technology/internet/25faceboo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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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始人、CEO 兼董事長 Mark Zuckerberg 當時持有 5 億 4300 萬股 B 股，

佔總持股比例 28%220。 

此外，公開說明書上也說明 Zuckerberg 透過表決權代理協議（voting 

agreement）掌握過半的表決權比例。於 IPO 時 Zuckerberg 與許多股東簽訂

表決權代理協議，簽約的對象包括前十輪投資的機構和個人投資人，以及共

同創始人 Dustin Moskovitz 與第一任總裁（president） Sean Parker，這使他

對於所有應由股東表決的事項擁有不可撤銷的代理權（irrevocable proxy），

但若決議事項為發行大量股份而會對特定股東群產生不利之影響則為例外。

Zuckerberg 可控制的表決權比例為 56.9%，其中 30.6%即是透過這些代理協

議而取得221。當然，並非任何一家公司皆能制定上述諸多不平等條款，

Facebook 能夠這樣做源於其巨大的財富效應所帶來的融資過程中的強勢地

位。Facebook 上市之前已經實現盈利，憑藉巨大的注冊用戶數量和盈利渠

道，未來的業績增長是可期待的。高盛、微軟、DST 等資本大鰐之所以願意

出讓投票權，是因為其在金錢方面得到了足夠的補償。Facebook 上市之前，

估值已經突破 1000 億，即使最後一輪投資的高盛，一年內凈賺也翻倍222。 

Facebook 董事會總共有 9 席董事，因為 Zuckerberg 掌握了過半的表決權

比例，Facebook 符合上市公司「受控公司」（controlled company）之豁免，

亦即公司董事會不必過半數為獨立董事，而且不必設立薪酬委員會

（compensation committee）和提名委員會（nomination committee）223。且只

要 B 股代表的表決權比例過半，Zuckerberg 就能有效控制所有須由股東表決

 
220 See Hu, Victoria & Mehta, Harikrishna & Mittal, Sonal & Wheeler, Jeffrey, Dual-Class Share 

Structures in Silicon Valley： Facebook, Inc., 11（December 13, 2012). Available at SSRN： https：

//ssrn.com/abstract=2371759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2371759 （last visited： 7/7/2021） 
221 See Facebook Inc., supra note 217, at 132. 
222 吳建國、黃俊銘、畢曙明，同註 215。 
223 Facebook Inc., supra note 217, at 99, see also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Inc., Listed Company Manual 

§ 303A （2009). 

https://ssrn.com/abstract=2371759
https://ssrn.com/abstract=2371759
https://ssrn.com/abstract=2371759
http://dx.doi.org/10.2139/ssrn.237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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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項224。如果 B 股代表的表決權比例低於半數，則現任的董事將重新籌組

董事會，並採取三年的交錯任期制225。 

第二款 爭議 

2010 年 Zuckerberg 加入了一個名為 Giving Pledge 的慈善運動，宗旨為

鼓勵商業領袖將他們一生大部分的財富捐贈給慈善機構。2015 年 Zuckerberg

計畫將手中 Facebook 股份出售並將財富捐贈，仍而若依照 Zuckerberg 之計

畫（每年捐贈 20 億至 30 億美元），Zuckerberg 很快便會失去對於 Facebook

的控制權。和公司的總顧問商量後，Zuckerberg 決定參考 Google 的模式，進

行股權重組計畫，藉由股利分派的方式，分派給所有股東（包括 A 股和 B

股）無表決權的 C 股，藉由此方式 Zuckerberg 便可在不喪失表決權的前提下

流通手中的持股226。 

Zuckerberg 向董事會提案後，董事會成立了由三位董事 Andreessen、

Bowles 和 Desmond-Hellmann 組成的特別委員會。特別委員會接受重組計畫

提案但向 Zuckerberg 另提出 8 項協商條件，但 Zuckerberg 接受 5 項條件，分

別為：1.落日條款（sunset provisions）；2.平等待遇條款（equal treatment 

provisions）；3.競業禁止條款（non-compete provisions）；4.併購防禦

（acquisition protections）；5.建立獨立提名委員會（an independent nomination 

committee）。另外被拒絕的 3 項條件為：1.重組計畫以 A 股股東同意為前提

條件；2.包含任何包裹式安排（stapling）或轉讓限制；3.如同 Google 支付款

項進行財務調整（true up）227。雙方後續協商並沒有大幅的調整，僅專注於

商討落日條款，使 Zuckerberg 可以暫時離開 Facebook 發展慈善事業而仍不

 
224 Id. at 99. 
225 Id. at 21. 
226 See United Food and Commercial Workers Union and Participating Employers Tri-State Pension Fund 

v. Zuckerberg, 2018-0671, Delaware Chancery Court （Wilmington)., Verified Shareholder Derivative 

Complaint, 10-11, available at： https：

//images.law.com/contrib/content/uploads/documents/394/3151/Facebook-Complaint.pdf （last visited： 

7/7/2021） 
227 Id. at 15-16. 

https://images.law.com/contrib/content/uploads/documents/394/3151/Facebook-Complaint.pdf
https://images.law.com/contrib/content/uploads/documents/394/3151/Facebook-Complaint.pdf
https://images.law.com/contrib/content/uploads/documents/394/3151/Facebook-Complai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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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喪失控制權228。於 2016 年 4 月 13 日特別委員會正式向董事會提出協商結

果，隔天董事會全體一致通過重組計畫。股東會當天 Zuckerberg 將其所持有

之 A 股與 B 股之表決權票數全部投下贊成重組計畫，總共 46 億 8300 萬

票，若不計算其票數，當天總共有 4 億 5300 萬贊成票，15 億反對票，亦即

不計算 Zuckerberg 票數有超過 75%之票數反對重組計畫229。 

以 United Food and Commercial Workers Union 的退休基金為首之股東們，

因為不滿此重組計畫，因此於 2016 年 4 月 29 日提起了集團訴訟。首先，其

認為特別委員會其中兩位委員並不適格，Andreessen 與 Zuckerberg 有緊密的

友好關係與商業上往來，而 Desmond-Hellmann 是著名慈善基金會的 CEO 且

非常支持 Zuckerberg 捐助教育機構。此外原告股東也於訴狀中稱特別委員會

並沒有為合理妥適的協商，委員會僅是向 Zuckerberg 建議股權重組的架構而

未考慮是否接受重組計畫，且於 Zuckerberg 拒絕部分協商條件後未再過問，

直接忽略其他可行的轉讓限制，也未替 A 股股東爭取金錢補償或不同的分派

比例，甚至未限制 Zuckerberg 出售股份的數量、目的以及時間230。另外，委

員會並未詢問關鍵的問題，如：1.重組計畫短期內如何影響股價；2.如果計畫

完成，C 股相對於 A 股會如何被交易；3.和 Google 之重組計畫有何不同；

4.Zuckerberg 延長控制期間能獲得的價值（以及因未通過重組計畫公眾股東所

喪失的價值）；5.Zuckerberg 的捐贈（gives）能否為公司或公眾股東帶來任何

價值；6.Zuckerberg 的慈善行為對 Facebook 可能的影響231。 

對於董事會一致通過重組計畫的決議，原告股東亦認為董事會並未在資

訊充足下，基於善意為全體股東利益為決策，董事會並未堅持為 A 股股東要

求補償，或者 A 股股東獨立決議的程序，甚至未另外對於 Zuckerberg 要求施

加轉讓股份之限制，因此未為合理之商業判斷。此外，董事會中 6 位被告董

 
228 Id. at 20. 
229 Id. at 25. 
230 Id. at 17. 
231 Id. at 20-2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872

65 

 

事，除了 Zuckerberg 自身之外，皆與 Zuckerberg 有緊密的商業關係、友誼關

係，甚至有人想參選下任董事，故皆有不能為獨立商業判斷之利害關係，故此

等被告皆違反其忠實義務232。 

2017 年 9 月 22 日 Zuckerberg 要求董事會取消重組計畫，董事會亦同意，

Zuckerberg 於其 Facebook 頁面上解釋他不再需要新建一個新的股權階層：「過

去一年半，Facebook 事業發展良好，我們的股份價值已成長至一個階段，使

我可以直接贊助我的慈善事業並保留 Facebook 20 年以上的控制權。」233最後

Facebook 和原告股東以 6 千 750 萬美元和解234。 

第三項 Snap 三層股權結構 

第一款 概述 

 Snap Inc.為知名社交軟體 Snapchat 的母公司，於 2107 年 2 月公開上市，

根據公開說明書 Snap 公司股權結構可分為 A 股、B 股及 C 股三個層級。A

股會在 NYSE 的市場流通，持有 A 股的股東並無任何表決權，但可以參加

Snap 每年的股東會並可發問問題；每一 B 股皆有一個表決權，B 股分派的

對象為經營階層和 Snap 的早期投資人；C 股每一股有 10 個表決權，僅由

Snap 的創始人兼執行長（CEO） Evan Spiegel，以及共同創始人兼技術長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CTO） Bobby Murphy 持有。在此架構之下，

Spiegel 和 Murphy 得以掌握公司 88.5%以上的表決權比例，這兩人任其中一

人皆對於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擁有掌控權，包括選任、改選董事及經營階

層、公司合併或是出售公司重要資產等事項。縱使 Spiegel 和 Murphy 和公司

終止僱傭關係，他們仍可享有 C 股的表決權，C 股僅有於兩種情形下會自動

 
232 Id. at 27-40. 
233 Facebook backs off plan for non-voting shares, PHYS ORG （Sep.22.2017) https：

//phys.org/news/2017-09-facebook-non-voting.html （last visited： Feb.21.2019) 
234 See Jef Feeley & Sarah Frier, Facebook to Pay $67.5 Million in Fees in Suit Over Shares, BLOOMBERG 

（Oct. 25. 2018),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10-24/facebook-to-pay-67-5-million-in-fees-in-non-

voting-shares-suit （last visited： Feb. 21. 2019) 

https://phys.org/news/2017-09-facebook-non-voting.html
https://phys.org/news/2017-09-facebook-non-voting.html
https://phys.org/news/2017-09-facebook-non-voting.html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10-24/facebook-to-pay-67-5-million-in-fees-in-non-voting-shares-suit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10-24/facebook-to-pay-67-5-million-in-fees-in-non-voting-shares-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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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為 B 股：第一為創始人往生後 9 個月期滿；第二為持有人所有的 C 股

股數少於 C 股總數的 30%235。此外，兩位創始人也和全部 B 股及 C 股股東

簽訂表決權代理協議，甚至兩位創始人彼此也簽訂了此協議，這些協議於其

中一位創始人逝世或因身體不適無法再行使表決權時生效，其結果為，其中

一位創始人將可代理所有具有表決權股的股東行使表決權236。 

 Snap 於公開說明書中也提到，該公司僅發行無表決權股於證券交易所的

公司，公司無法預測此種將表決權高度集中於創始人的資本架構，是否會使

A 股股價低於具有表決權情形下的價格，或承受更為劇烈的價格波動，以及

此種架構是否會產生的負面聲譽或結果237。另一方面，其也提到公司採取此

種架構的理由在於，在公開發行後保持創始人的控制權，幫助公司持續創新

和承擔風險，追求長期目標而非短期利益，此外，此種架構也能維持董事會

組成的穩定，以預防委託書爭奪戰、外在的敵意併購風險與減少因併購造成

的股價波動238。 

第二款 爭議 

 Snap 上市後引起一些反面聲浪，有認為將權力過度集中於兩位創始人手

中，將使公眾股東無法對其究責，且多層股權結構會導致較差的經營績效、

給予經營階層較高的薪酬，以及投資者對於此種資本結構的憂慮將反映於股

價上239。另有認為於市場上購買 Snap 股票成為股東後，將無法：1.提名、選

任或改選董事；2.進行股東提案；3.給予董事會壓力替換經理人；4.同意或阻

止併購；5.確認投資人於何時持股比例已達 5%以上240。這些限制對於一些想

參與公司經營的避險基金（hedge fund）投資人而言形同無法穿透的堡壘

 
235 See Snap Inc., Form S-1 Registration Statement, 4-11 （Feb. 2, 2017). 
236 Id. at 15. 
237 Id. at 5. 
238 Id. at 160. 
239 See Kristy Wiehe, Oh, Snap： Do Multi-Class Offerings Signal the Decline of Shareholder Democracy 

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Founder Primacy, 12 VA. L. & BUS. REV.175, 183 （2017). 
240 美國 SEC 要求任何個人或團體取得公眾公司 5%以上有表決權股份需繳交 13D 表格進行申報，

若是無表決權股則無須申報。 

https：//www.sec.gov/fast-answers/answerssched13htm.html （last visited： 7/7/2021） 

https://www.sec.gov/fast-answers/answerssched13ht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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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rvious fortress）241。機構投資人協會（The Council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CII）甚至寫信給與 Snap 的兩位創始人表達對其資本結構的關注，

希望其改採單層股權結構242，其甚至要求一些重要的金融市場指數提供商，

例如 S&P Dow Jones Indices、MSCI 與 FTSE Russell 將 Snap 排除在指數排名

之外，其中 S&P Dow Jones Indices 回應其將排除包括 Snap 在內的採用雙層

股權結構的新上市公司於 S&P 1500 等指標之外，FTSE 則回應其納入指標的

公司，將限定於公眾股東持有 5%以上表決權比例的公司，因此亦將 Snap 排

除在外243。 

 另一項爭議為 Snap 之 A 股股東於資訊取得方面，較其他層級的股東似

乎更為不足。因為無表決權的 A 股是 Snap 依據美國證券交易法第 12 條所登

記唯一類別的股份，除非有依法需要 A 股表決的議案，否則 Snap 並不需要

對 A 股股東出具股東會說明書（proxy statement）。雖然 Snap 於公開說明書

上承諾會提供 A 股股東與 B 股及 C 股股東相當的資訊，包括股東會說明

書、年度報告及其他相關資訊，但是有論者認為如此的承諾並不足以保障 A

股股東的權益：第一，如果其不提供 B 股股東資訊，則勢必無須對 A 股股

東為資訊揭露；第二，雖然 Snap 為上市公司而仍須遵守美國證券交易法的

揭露義務，例如重大事項發生後的 4 日內必須申報 Form 8-K，但是其資訊揭

露的程度實際上並不如股東會說明書詳細，A 股股東僅能依靠每年年報、季

 
241 See  Jen Wieczner, Why Some Investors May Boycott Snapchat's IPO, FORTUNE （Feb. 7, 2017), 

http：//fortune.com/2017/02/07/snapchat-ipo-snap-stock-buy/. （last visited： Feb. 25. 2019)) 
242 Letter from the Council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to Evan Thomas Spiegel, Robert Murphy, and Michael 

Lynton, Snap Inc. Re： Proposed Multi-Class Structure for Post-IPO Snap Inc. 1 （Feb. 3, 2017)  

https：//www.cii.org/files/issues_and_advocacy/correspondence/2017/02_03_17_SNAP_IPO.pdf （last 

visited： 7/7/2021） 
243 See Bernard S. Sharfman, A Private Ordering Defense of a Company's Right to Use Dual Class Share 

Structures in IPOs, 63 VILL. L. REV. 1, 3 （2018).  

Available at： https：//digitalcommons.law.villanova.edu/vlr/vol63/iss1/1 （last visited： 7/7/2021） 

http://fortune.com/2017/02/07/snapchat-ipo-snap-stock-buy/
https://www.cii.org/files/issues_and_advocacy/correspondence/2017/02_03_17_SNAP_IPO.pdf
https://digitalcommons.law.villanova.edu/vlr/vol63/is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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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獲得較為充足資訊，相對而言卻無法得知股東會說明書上關於候選人提名

規則（proxy access rule）的資訊244。 

Snap 此次於美國史無先例的上市方式，各方仍在觀望該公司在接下來會

如何表現，以及是否會如同其承諾，給予 A 股股東相當於其他類別股東的資

訊揭露。 

第四項 特殊的雙層股權結構： 阿里巴巴合夥人制度 

第一款 概述 

阿里巴巴集團公司採用的公司治理架構為合夥人制度（又稱湖畔合夥人

制度），該制度並非如同雙層股權制發行一股多權股份或限制表決權股，而是

透過設置特殊權力機構穩定創始人和管理階層的控制權，而達到與雙層股權

結構相當的效果。阿里巴巴之創始人馬雲於 1999年即以合夥人原則管理公司，

2010 年正式確立合夥人制度。2013 年阿里巴巴向香港交易所申請上市，然而

香港交易所以該公司違反主板上市規則 8.11 條之一股一表決權制度，最終無

法與該公司達成上市協議，於是阿里巴巴便進行跨國上市，轉向美國 NYSE 申

請上市，並於 2014 年 9 月正式上市245。 

阿里巴巴合夥人的人數並未固定，名額隨著成員變動而無上限，根據該公

司網站上資訊，目前人數為 36 人246，除了馬雲、蔡崇信為永久合夥人之外，

其他合夥人的地位皆與其職位相關，一旦離職則退出合夥人關係，以下依據

阿里巴巴的官方網站247與君合法律事務所之簡析248，分析其制度如下： 

(一) 合夥人的資格條件： 

 
244 Brian Shea, SEC’s Investor Advisory Committee Airs Concerns Over Multi-Tiered Offerings Following 

Snap’s IPO（May 9, 2017), available at：  

https：//corpgov.law.harvard.edu/2017/05/09/secs-investor-advisory-committee-airs-concerns-over-multi-

tiered-offerings-following-snaps-ipo/ （last visited： 7/7/2021） 
245 陶旭東、應煌，阿里巴巴合夥人制度簡析，君合律師事務所專欄，2014 年 12 月 6 日， 

http：//www.junhe.com/law-reviews/265 （最後瀏覽日：2019 年 3 月 1 日)。 
246 阿里巴巴合夥人制度，阿里巴巴公司治理，阿里巴巴公司網站， 

https：//www.alibabagroup.com/tc/ir/governance_9 （最後瀏覽日：2019 年 3 月 1 日)。 
247 同前註。 
248 同註 245。 

https://corpgov.law.harvard.edu/2017/05/09/secs-investor-advisory-committee-airs-concerns-over-multi-tiered-offerings-following-snaps-ipo/
https://corpgov.law.harvard.edu/2017/05/09/secs-investor-advisory-committee-airs-concerns-over-multi-tiered-offerings-following-snaps-ipo/
http://www.junhe.com/law-reviews/265
https://www.alibabagroup.com/tc/ir/governance_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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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可分為四個客觀性條件與兩個主觀性條件。客觀性條件為： 1.在阿里

巴巴服務滿 5 年；2.須持有公司股份，且被限制出售249；3.由現任合夥人向合

夥人委員會提名推薦，並由委員會審核同意其參選；4.於一人一票的基礎上，

由 75%以上的合夥人同意其加入，合夥人之選舉與罷免無須經股東會同意。

另一方面，兩項主觀性條件為：1.對公司發展有積極貢獻；2.高度認同公司文

化，願意為公司使命、願景和價值觀竭盡全力。 

(二) 合夥人的提名權與任命權： 

合夥人的提名權與任命權可以視為創始人及管理階層與大股東間的協商

結果，透過此一機制，合夥人擁有超越其他股東的任命權與提名權，控制董事

人選，進而決定公司的營運，其具體權力為：1.提名董事的權利；2.合夥人提

名的董事佔董事會一半以上席次，若有任何原因使合夥人提名或任命的董事

不足半數時，合夥人有額外任命董事之權力，以確保掌握董事會半數以上之

席次；3.如果股東不贊同合夥人提名的候選人，合夥人可以任命臨時董事，直

至下一屆股東大會選舉250；4.如果董事因任何原因離職，合夥人有權任命臨時

董事，直至下屆股東大會選舉251。 

(三) 合夥人的獎金分配權： 

阿里巴巴每年會向包括合夥人在內的管理階層發放獎金，公開說明書強調

該獎金屬於稅前列支項目，這意味著合夥人的獎金分配權與股東受盈餘分派

權利之區別，因盈餘分派是稅後之利潤分配，合夥人獎金則可列為管理費用。 

(四) 合夥人委員會的組成與職權： 

合夥人委員會是阿里巴巴合夥人架構中最核心的部門，掌握合夥人的選舉

事宜。委員會實施差額選舉252，委員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目前合夥人委員

 
249 合夥人可直接或透過其子公司間接持有股份，自成為合夥人的 3 年內，所持有的股份（包含可

轉售及不可轉售的股份)不可低於就任時股份數 60%；若 3 年後仍擔任合夥人，持股數不得低於就

任時的 40%。 
250 臨時董事享有與原董事同樣的選舉權 
251 同前註。 
252 選舉前，委員會將提名 8 個候選人，由合夥人選出得票數最高的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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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成員共 5 名253，具體負責事項為： 1.審核新合夥人的提名並安排選舉事宜；

2.推薦並提名董事人選；3.將薪酬委員會非配給合夥人的現金紅利分配給非執

行職務的合夥人。 

(五) 合夥人辭任 

合夥人可隨時自願辭任，但若年滿 60 歲或自其公司職務辭任，則應終止

合夥人關係；但此不適用身為永久合夥人（continuity partner）的馬雲與蔡崇

信，永久合夥人辭任的條件，為年滿 70 歲、自願辭任、死亡、無法執行職務

或被解任。任何合夥人，包括永久合夥人，若違反合夥人協議得依全體合夥

人之相對多數決解任。除了被解任的情形外，辭任的合夥人可被合夥人委員

會選為榮譽退休合夥人，享有領取每年退休獎金之權利。 

除了上述制度之外，為了增加合夥人制度的穩定性，阿里巴巴也設下兩層

機制穩固合夥人的權力： 

第一為利用規則增加合夥人制度的變更難度，換言之，如要變更合夥人制

度，需要通過董事會與股東會決議：在董事會方面，對於合夥人協議之修訂

或合夥人董事提名權之變更，皆須經由 NYSE 上市規則 303A.規定的獨立董

事多數同意，若是對於董事提名程序的修訂則需全體獨立董事同意；在股東

會方面，如對於合夥人董事提名權或公司章程之修訂，須取得 95%以上表決

權比例之同意。 

第二為與大股東成立表決權拘束契約鞏固合夥人控制權。阿里巴巴兩大股

東分別為軟銀（SoftBank Group Corp.，持股.28.8%254）以及 Altaba（前身為

Yahoo! Inc.，持股 14.8%255），目前阿里巴巴董事會有 11 席，合夥人可提名簡

單多數（6 名），而軟銀持有 15%以上股份比例可提名 1 席，其餘席次則由提

名委員會提名。根據合夥人與兩大股東的表決權拘束契約，締約方皆以投票

 
253 當前合夥人委員會由馬雲、蔡崇信、張勇、彭蕾、井賢棟 
254 See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Form 20-F , 187（March 31 2018) 
255 Id. at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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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支持的方式，使合夥人可以控制董事會，也能控制股東大會投票結果，

其內容為： 1.軟銀承諾於股東大會上支持合夥人提名的董事當選，未經馬雲、

蔡崇信之同意，軟銀不會投票反對合夥人提名的候選人；2.軟銀若持股超過

30%，應將其投票權置於投票權信託之下，並受馬雲與蔡崇信支配。鑒於軟銀

有一席董事提名權，馬雲和蔡崇信將在股東大會支持軟銀提名的董事當選；

3.Altaba 將在股東大會支持合夥人和軟銀提名的董事候選人。 

第二款 爭議 

 阿里巴巴的合夥人制度與雙層股權相同，具有將公司控制權集中於管理

階層的效果，因此有質疑此會減損市場對於管理階層的監督
256
。2011 年 5 月

Yahoo （Altaba 前身）於提交給 SEC 的營業報告（Q-10）中指出，阿里巴

巴旗下的支付寶（Alipay）所有權被移轉給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控股的浙江

阿里巴巴，支付寶成為中國國內公司之全資子公司，目的為使支付寶獲取中

國境內第三方支付的執照257。阿里巴巴集團雖發表聲明於 2009 年 7 月即於

董事會和股東們確認支付寶 70%股權移轉中國境內一家獨立公司，而後於

2010 年 8 月將剩餘 30%再次轉讓258，然 Yahoo 和軟銀皆稱此項支付寶所有

權移轉為在其不知情之下發生259，並且聲明該兩筆交易既未獲得董事會及股

東會之批准，亦未履行通知義務260；另一方面，馬雲卻聲明該次股權移轉，

在阿里巴巴採行的治理架構之下是合法的，並否認董事會不知情之事，其強

調有持續和董事會溝通，如不進行股權移轉，支付寶將無法取得第三方支付

 
256 See Olivia Wang, The Dual-Class Share Structure, 2 EMORY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 REVIEW 63, 67（2016), available at： 

http：//law.emory.edu/ecgar/content/volume-2/issue-1/essays/dual-class-share-structure.html （last 

visited： 7/7/2021） 
257 支付寶股權之爭，MBA 智庫，https：

//wiki.mbalib.com/wiki/%E6%94%AF%E4%BB%98%E5%AE%9D%E8%82%A1%E6%9D%83%E4%B9

%8B%E4%BA%89 （最後瀏覽日：2019 年 3 月 1 日)。 
258 同前註。 
259  Wang, supra note 256, at 68. 
260 支付寶股權之爭，同註 257。 

http://law.emory.edu/ecgar/content/volume-2/issue-1/essays/dual-class-share-structure.html
https://wiki.mbalib.com/wiki/%E6%94%AF%E4%BB%98%E5%AE%9D%E8%82%A1%E6%9D%83%E4%B9%8B%E4%BA%89
https://wiki.mbalib.com/wiki/%E6%94%AF%E4%BB%98%E5%AE%9D%E8%82%A1%E6%9D%83%E4%B9%8B%E4%BA%89
https://wiki.mbalib.com/wiki/%E6%94%AF%E4%BB%98%E5%AE%9D%E8%82%A1%E6%9D%83%E4%B9%8B%E4%BA%89
https://wiki.mbalib.com/wiki/%E6%94%AF%E4%BB%98%E5%AE%9D%E8%82%A1%E6%9D%83%E4%B9%8B%E4%BA%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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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而成為非法產業，更強調此次股權移轉為一艱難決定，「雖然它不完美

但是個正確的選擇」261。 

 最終馬雲和兩位股東就此次的股權移轉事件達成協議，浙江阿里巴巴可

持有支付寶的股份，但馬雲必須承諾支付寶不會瓜分淘寶網（Taobao）262的營

收263，據 BBC 指出，支付寶於首次上市將支付阿里巴巴 20 億至 60 億美元，

並且將持續提供阿里巴巴和淘寶網付款服務264。 

 至於合夥人制度的合法性為何，於中國境內也產生了激烈的爭論，甚至有

論者認為是否可採行合夥人制度應區分兩種情形分析265：其一，若阿里巴巴並

未上市公開發行股份，則為一家封閉公司，股東人數不多且股權相對集中，於

此情況下，阿里巴巴全體股東基於對於合夥人的充分信任，授權合夥人決定

董事人選，這屬於股東處分自身權利，並不會損害第三人利益或社會公眾利

益，法律無禁止之必要。其二，如阿里巴巴公開發行股份並在證券交易所上

市，股東數量眾多且股權結構分散，則該制度應予以禁止，其原因如下：1.許

多投資人不會閱讀公開說明書，即便閱讀僅會注意財務資訊而非公司治理相

關資訊，此導致投資人不會意識到合夥人制度的存在；2.合夥人制度並非源於

公司法明文規定，即便投資人意識到此制度之存在，也難以評估該制度對其

權利的影響；3.合夥人制度之結構複雜，無論阿里巴巴如何設計，必定會出現

規則漏洞，一旦於實施過程中發生難以預料的問題，將會產生無法克服的障

礙，甚至會形成公司僵局；4.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分散，股東控制力薄弱，若董

 
261 馬雲回應支付寶事件：雖不完美 但很正確，人民網，2011 年 06 月 15 日， 

http：//it.people.com.cn/BIG5/14899604.html （最後瀏覽日： 2019 年 3 月 1 日)。 
262 創立於 2003 年，中國最大的移動商業平台，為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業務。參： 

https：//www.alibabagroup.com/tc/about/businesses （最後瀏覽日：2019 年 3 月 1 日)。 
263263 Olivia Wang, supra note 256，at 69。 
264 雅虎和阿里巴巴解决支付寶糾紛，BBC 中文網，2011 年 7 月 29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2011/07/110729_yahoo_alibaba （最後瀏覽日：2019 年

3 月 1 日)。 
265 周珺，論股東本位—阿里巴巴合夥人制度引發的思考，政治與法律，2014 年 11 期，頁 116。 

http://it.people.com.cn/BIG5/14899604.html
https://www.alibabagroup.com/tc/about/businesses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2011/07/110729_yahoo_ali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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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選任由合夥人控制，股東即失去約束管理階層最基本之法律手段，容易形

成管理階層之背信行為。 

 

第三節 小結 

 本章提出企業採用雙層股權結構之誘因以及潛在的相關爭議。雙層股權

結構使企業經營者能專注於發展為公司帶來長期價值之經營策略，正是許多

企業使用此種股權結構之理由；然而使經營階層鞏固控制權同時，也使公司

面臨與單一股權結構公司不同之代理問題。至於雙層股權結構公司所表現之

績效究竟優於抑或劣於單一股權結構公司，實際上不同公司採用雙層股權結

構會產生不同的績效，並無一絕對的結果266。對於投資人投資雙層股權結構

公司的行為，本文認為可視為投資人對於各種成本之衡量，因許多優質企業

如 Facebook、Alphabet、Berkshire 等採用雙層股權結構，如果投資這些公司

實際上節省了許多投資搜尋成本；另一方面，公司如何經營才能提升最大價

值，個別投資人無論於獲取資訊上，抑或是彼此之間協調意見，事實上皆會

耗費許多成本，如將決策權交由經營階層事實上節省許多治理成本。 

 有論者即提出，如認為將表決權平均分配予所有股東才能達到正向的淨

社會價值（ social gains net of all costs）事實上是不合理的，因其事先假定了

使經營階層免於敵意併購侵擾所產生的效益，必低於他們所產生的代理成本

267。本文贊同此一觀點，事實上我國開放非公開發行公司發行複數表決權股

架設雙層股權結構，也是基於雙層股權結構為經營者與投資人帶來的效益，

可大於其所產生之代理成本，何故對於公開發行公司所產生之代理成本即必

 
266Anand, Anita, Governance in Dual Class Share Firms ,The Annal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thcoming, 17-18.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104712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104712 （last visited： 

7/7/2021） 
267 Harry DeAngelo &Linda DeAngelo, Managerial ownership of voting rights： A study of public 

corporations with dual classes of common stock, 14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3, 53 （March, 

1985), available at：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0304405X85900431 （last visited： 7/7/2021） 

https://ssrn.com/abstract=3104712
http://dx.doi.org/10.2139/ssrn.3104712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0304405X8590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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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大於所產生之整體效益? 本文認為，對於雙層股權結構制度所應著重者，

應是如何降低其可能產生之代理問題、如何使投資人認知到潛在的代理成

本，以及當代理成本過鉅時應提供投資人合宜的救濟管道。 

 由前述案例可知，爭議產生源自於低表決權股股東對於影響其自身權利

的重大事項，話語權與資訊權明顯是不足的，配合本章第一節的利弊分析，

本文認為若要保障低表決權股東，應檢視以下幾個問題： 1.低表決股東對於

影響權利之重大事項是否與高表決權股股東平等表決? 2.公司是否設置落日

條款限制 DCS 存續期間? 3.董事會中是否有足夠之獨立董事? 4.公司章程是

否清楚訂立於影響控制權之事件發生時，低表決權股東享有之權利? 5.如低

表決股東認為權利受到侵害，應如何進行事後救濟? 針對此些問題相對應之

措施，本文於下一章節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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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雙層股權結構之配套措施 

第一節 控制代理成本之措施 

第一項 對於股份之限制 

第一款 落日條款 

一、 落日條款種類 

落日條款（sunset provisions）指以條款規定當一定事件發生時，高表決

權股會自動轉變為低表決權股268。因訂立該條款之目的在於使公司恢復一股

一表決權原則，故適用之情形為促使複數表決權股或超級表決權股轉成一股

一表決權之普通股269。而落日條款又可分為期間型與條件型，前者以時間為

基礎作為觸發轉換條件；後者則以具體事件作為觸發轉換事件，學者

Winden 觀察美國實務上公司自願採行的條款，歸納出股權稀釋、持股數降

低、死亡或失能、離職，以及轉讓股份等不同轉換機制的觸發條件270。 

(一)  期間型（Time-based Sunsets） 

如公司章程訂定期間型落日條款，則當公司發行低表決權股時起經過一

定年限，高表決權股會自動轉換成低表決權股271。據調查，美國實務上轉換

年限為 5 年至 28 年不等，截至 2017 年以 7 年為最多公司使用之年限272。期

間型落日條款因相較其他類型更為明確，於一定期限後即恢復一股一表決原

則，弭平高表決權股股東與低表決權股股東之利益衝突，故即使反對雙層股

 
268 Andrew William Winden, Sunrise, Sunset： An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Assessment of Dual-Class 

Stock Structures, Rock Center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at Stanfo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No. 228, 13 

（ August 1, 2017), available at：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001574 （last visited： 7/7/2021） 
269 Anand, supra note 266, at 30. 
270 Winden, supra note 268, at 13. 
271 Id.  
272 Id. at 13-14.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00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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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結構的機構投資人，也十分推崇採用期間型落日條款273。然而學者亦提及

訂立一定年限之缺點在於，經營者究竟需花費多少時間為公司創造價值是難

以衡量的，經營者於期限到達時可能尚具有十分傑出的領導能力，可以繼續

為公司創造許多價值，且部分公司於一定年限內似乎未能容易即上獲利軌

道，需待長期發展才能呈現經營階層所帶來之價值274。 

(二)  股份稀釋（Dilution Sunsets） 

此種落日條款在實務上有三種類型： 第一種為當高表決權股份數與已

發行總股份數（包含高表決權股和低表決權股）之比例稀釋至一定程度時，

高表決權股將自動轉換成低表決權股275。股份稀釋通常伴隨著高表決權股出

售轉成低表決權股，或者發行低表決權股作為酬勞員工、收購或投資其他公

司之用途276。據調查美國實務上多以高表決權股低於 10%之股份比例作為觸

發條件277。 

第二種類型以創始人或經營階層之持股比例為基礎，亦即，當其所持有

之高表決權股與低表決權股股數與已發行股份總數之比例低於一定程度時，

其所持有之高表決權股將全數轉為低表決權股，但不同公司仍可能依其訂立

之條件產生多種版本，實務上多將股權比例設於 5%至 25%之間278。第三種

則結合第一種類型與第二種類型，任一條件達成高表決權股即會自動轉為低

表決權股279。 

Winden 提到訂定股份稀釋型落日條款應較為謹慎，因此種條款可能會導

致經營階層失去獎勵員工或是併購的動力，如果經營階層稀釋股權的目的為

促使公司成長並增加收益，其不應該承受喪失控制權之懲罰280。 

 
273 CII, supra note 46. 
274 Winden, supra note 268, at 42. 
275 Id. at 15. 
276 Id. 
277 Id. 
278 Id. 
279 Id. 
280 Id. at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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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撤資 （Divestment Sunsets） 

撤資型落日條款和股份稀釋型落日條款十分相近，但更著重於已發行高

表決權股之總股數。此種落日條款可分為兩種類型： 第一種為將已發行高

表決權股之股份總數低於預先設定之一定數額，作為觸發轉換條件；第二種

為當創始人或經營階層出售超過最初持有股數之一定比例時，高表決權股即

自動轉為低表決權股281。Winden 提到撤資型相較於股份稀釋型為較佳的條

款，因為前者著重於經營階層出售股份的行為，即使經營經層為公司利益發

行新股而持股比例降低，如手中股份數未降低即不會觸發轉換條件。此外，

出售股份的行為也可視為經營階層對於公司貢獻程度的指標，亦即降低持股

數可能代表經營階層就自身所規畫之公司長期發展，並未有如同當初相同之

貢獻程度282。 

(四)  死亡與喪失工作能力 （Death and Incapacity Sunsets） 

此種落日條款將轉換機制建基於特定人身理與心理狀況，在實務上該特

定人有僅限定於公司創始人，也有概括規定為高表決權股份持有人，甚至有

規定包含兩者，只要該特定人因為死亡或喪失工作能力而不適於繼續經營公

司，則高表決權股會自動轉換為低表決權股283。 

學者 Winden 認為採用雙層股權結構之公司原則上皆應制定此種落日條

款，但可以採取例外條件阻止轉換條件成就： 第一是如果公司有兩個以上

創始人，其中之一個創始人死亡或喪失工作能力前，將股份移轉予其他創始

人，直至最後的創始人死亡或喪失工作能力時才觸發轉換條件；第二是將股

份移轉於可以承繼創始人經營理念之特定員工，該員工持有足夠之高表決權

股可以影響公司政策並持可持續為公司創造價值284。此外，公司應避免控制

權任意進行世代交替之現象，因投資人基於信任原創始人或經營者之能力才

 
281 Id. at 15-16. 
282 Id. at 46. 
283 Id. at 17. 
284 Id. at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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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公司，而後代子嗣未必具有相當之經營能力285。對於將股份移轉於繼承

人、特定員工或經理人之情形，Winden 認為原則上皆應取得投資人之同

意，以取得其對於新世代的信任286。 

(五)  不再擔任管理職務 （Separation Sunsets） 

制定此種落日條款之原因在於，一旦創始人或經營階層不再擔任管理職

位，便難以實現其經營理念，自然無繼續適用雙層股權結構之正當理由。此

外，公司也可以法定事由作為離職條件（termination for cause），通常為經營

階層故意為背信或瀆職行為（misfeasance），而重大損害公司利益，於制定

此種落日條款之離職事由時，不宜訂立過於嚴苛，以致於難以觸發轉換條件

287。 

(六)  轉讓股份 （Transfer Sunsets） 

在此機制之下高表決權股份持有人一旦將股份轉讓即會觸發轉換條件，

通常經營階層會因為經營需求增加股份流通性而釋出手中股份，故隨著時間

經過雙層股權結構會逐漸瓦解，尤其如搭配股份稀釋、死亡或喪失工作能力

轉換機制，將有效終結雙層股權結構288。而實務上公司仍會制定一些例外以

阻止條件成就，例如允許移轉給家族成員、其他創始人、特定股東或高表決

權股股東，甚至是特定之法人以及法人組織內部成員289。 

允許將高表決權股移轉於家族成員而不觸發條件，可達到將控制權永久

鞏固於家族內部的效果，如家族成員不願釋出股份，雙層股權結構將永久存

續；然而據調查於美國實務上，2000 年以前上市之公司雖然有許多採行此種

例外，於 2000 年以後上市之公司僅有少數採行290。 

 
285 Id. at 47. 
286 Id. 
287 Id. at 48. 
288 Id. at 20. 
289 Id. 
290 Id. a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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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股份受讓人為法人之情形，須該法人受原股份持有人之控制，此項

例外使原股份持有人和其他與該法人具有利害關係者，一同決定表決權之行

使方式。但美國實務上也有公司限縮定義為原股份持有人對於受讓股份之法

人具有排他性控制力（exclusively control），甚至有將其改良為原股份持有人

必須對於表決權仍保留支配權，但此多會配合採行死亡之轉換機制，以因應

原股份持有人死亡後無法支配表決權的問題291。 

而受讓人為法人內部成員之情形，以 Google 為例，其允許原持有 5%以

上高表決權股之合夥或有限責任公司（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等組織型

態之投資人，依比例分派股份給與組織內部之合夥人或成員292。 

對於上述實務上採行之方式，學者認為受讓人為家族成員、特定股東或

是未受原持股人排他性控制之法人等，無法延續創始人或經營階層之經營理

念之情形，應不得視為阻礙轉換條件成就之例外，此外，法人受讓股份之情

形，原股份持有人應能持續支配表決權之行使293。亦有學者認為投資人係基

於信賴特定經營者之經營能力，而願意接受雙層股權結構帶來之效益與成

本，一旦此一結構有所變動，原則上應回復一股一表決權，但也應保留股東

會同意豁免自動轉換之彈性294。 

(七)  未達一定績效 （Performance Sunsets） 

除了上述實務上採行之落日條款，學者 Winden 亦提出以績效為基礎的

轉換機制，此種轉換機制在於因應投資人期待落差與無法撤換經營者的問

題，條件設置的內容可以要求公司一定期間的營收、獲利甚至是股價須達一

定之標準，若未達成即觸發轉換條件；然而，學者也提到設置此種條款應該

謹慎衡量標準，因經營階層很可能迫於追求績效而操縱盈餘甚至為內線交易

等非法行為295。 

 
291 Id. 
292 Id. at 22-23. 
293 Id. at 48-49. 
294 朱德芳，同註 47，頁 189。 
295 Winden, supra note 268, at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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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違反忠實義務 （Fiduciary Sunsets） 

另 Winden 也認為經營者違反忠實義務之情形應納入觸發轉換機制，此

條款能夠有效改善雙重股權結構下產生之代理問題296。我國學者有建議複數

表決權股之持有人如因犯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洗錢防制或證券交

易法等罪，或違反公司法上之忠實義務，經一審法院判處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損害賠償之歸入權時，除非獲得股東會以一股一表決權同意豁免，否則應

將複數表決權股暫時回復一表決權股，如經三審定讞無罪或無違反忠實義務

才可恢復複數表決權股297。 

二、 外國立法例 

(一)  香港 

如前文所述，香港於 2018 年修改上市規則允許雙層股權結構公司上

市，HKEx 也有將落日條款納入上市規則，要求於香港上市之雙層股權結構

公司皆應採行。 

依據上市規則第 8A.17 條規定298，上市公司複數表決權之受益人如有下

列情形發生，其複數表決權利應終止： 

(1) 死亡； 

(2) 不再為發行人董事會成員； 

(3) 被交易所認定喪失工作能力，而無法繼續執行其董事職務；或 

(4) 被交易所認定為不符合上市規則中所定董事之條件。 

 
296 Id. at 50-51. 
297 朱德芳，同註 47，頁 189。 
298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17： 

The beneficiary’s weighted voting rights in a listed issuer must cease if, at any time after listing, the 

beneficiary is： 

（1) deceased; 

（2) no longer a member of the issuer’s board of directors; 

（3) deemed by the Exchange to be incapacitated for the purpose of performing his or her duties as a 

director; or 

（4) deemed by the Exchange to no longer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 director set out in these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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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關於不符合上市規則中所定董事之條件，其於附註中說明當發生下

列情形，交易所認定其無法勝任董事職務299： 

(a) 受益人犯有詐欺或不誠實之違法行為； 

(b) 被法院或其他有權審判之機構判定董事失格； 

(c) 交易所發現受益人違反上市規則第 8A.15300、8A.18301及 8A.24302條。 

上市規則第 8A.18 條則規定有關股份轉讓落日條款之規定303： 

(1) 受益人享有之複數表決權應立即中止，一旦其將股份轉讓使該受讓人可

享有股份之所有權、經濟利益或控制股份表決權 （但透過表決權代理為

例外）； 

(2) 如果不會構成規避第 8A.18 條第 1 項之情形，有限合夥、私人公司或其

他載體可為受益人代為持有複數表決權股份。 

關於轉讓股份之定義，其於附註中說明對於股份之質押、擔保或其他於

股份權利上之法律上負擔並不構成轉讓股份，因為這些行為並不會使股份法

律名義上或實質上所有權變動，但如果高表決權股東與低表決權股東進行任

何安排，意在轉讓高表決權股，則該行為即會該當第 8A.18 條轉讓股份304。 

 
299 The Exchange would deem a beneficiary of weighted voting rights to no longer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 director if,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the Exchange believed the person no longer has the character and 

integrity commensurate with the position： 

（a) the beneficiary is or has been convicted of an offence involving a finding that the beneficiary acted 

fraudulently or dishonestly; 

（b) a disqualification order is made by a court or tribunal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against the beneficiary; 

or 

（c) the beneficiary is found by the Exchange to have failed to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rules 8A.15, 

8A.18 or 8A.24. 
300 公司如減資，複數表決權股依法削減。 
301 股份轉讓之落日條款 
302 應恢復一股一表決權的事項。 
303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18： 

（1) The weighted voting rights attached to a beneficiary’s shares must cease upon transfer to another 

person of the beneficial ownership of, or economic interest in, those shares or the control over the voting 

rights attached to them （through voting proxies or otherwise). 

（2) A limited partnership, trust, private company or other vehicle may hold shares carrying weighted 

voting rights on behalf of a beneficiary of weighted voting rights provided that such an arrangement does 

not result in a circumvention of rule 8A.18（1). 
304 Note 1： The Exchange would not consider a lien, pledge, charge or other encumbrance on shares 

carrying weighted voting rights to be a transfer for the purpose of rule 8A.18 on condition that this doe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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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第 8A.19 條規定305，如果為複數表決權股之受益人代為持有股

份之載體不再符合第 8A.18 條第 2 項之規定，受益人享有之複數表決權應該

終止，且受益人與公司應盡快通知交易所不符合規定的詳細情形。 

另上市規則第 8A.21 條規定306複數表決權轉換後的普通股皆必須是一股

一表決權，第 8A.22 條規定307當公司上市時享有複數表決股的受益人皆不再

享有複數表決權時，雙層股權結構應該終結。 

(二)  新加坡 

新加坡修改上市規則後也將對於雙層股權結構之配套措施納入規則中。

根據新加坡上市規則，複數表決權股的持有人除了自然人以外，也可以是法

人，規則將為複數表決權股所有人代為持有股份的自然人群體或是法人，稱

為「獲許可持有群體」（permitted holder group）308。公司必須上市時就和交

易所確認獲許可持有群體的範圍，一旦獲許可後即不可事後擴增範圍309。 

 
result in the transfer of legal title to or beneficial ownership of those shares or the voting rights attached to 

them （through voting proxies or otherwise). 

Note 2： The Exchange would consider a transfer to have occurred under rule 8A.18 if a beneficiary of 

weighted voting rights and a non-WVR shareholder（s) enter into any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to the 

extent that this resulted in a transfer of weighted voting rights from the beneficiary of those weighted voting 

rights to the non-WVR shareholder. 
305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19： 

If a vehicle holding shares carrying weighted voting rights in a listed issuer on behalf of a beneficiary no 

longer complies with rule 8A.18（2), the beneficiary’s weighted voting rights in the listed issuer must 

cease. The issuer and beneficiary must notify the Exchange as soon as practicable with details of the non-

compliance. 
306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21： 

Any conversion of shares with weighted voting rights into ordinary shares must occur on a one to one ratio. 
307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22： 

A listed issuer’s WVR structure must cease when none of the beneficiaries of the weighted voting rights at 

the time of the issuer’s initial listing have beneficial ownership of shares carrying weighted voting rights. 
308 SGX Main Board Rules 210 （10) （a) （i)： 

“permitted holder group” means a group of persons or an entity permitted to hold multiple voting shares in 

accordance with Rule 210（10), and includes a holder of multiple voting shares. 
309 SGX Main Board Rules 210 （10) （c)： 

An issuer must specify the holders of multiple voting shares at IPO. The Exchange may permit a 

group of persons or an entity to be treated as a permitted holder group. In the case of a permitted holder 

group, an issuer must specify the scope of the permitted holder group at IPO. The issuer may not add to the 

scope subsequ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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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據上市規則第 210 條第 10 項 e 款310，複數表決權股持有人必須任職

公司董事，即便是獲許可群體也必須指派董事，而交易所可要求該群體指派

其他人為董事。 

交易所也將落日條款為具體規定，依據上市規則第 210 條第 10 項 f 款

311，採用雙層股權結構之發行公司皆必須設置複數表決權股自動轉換為一股

一表權股的自動轉換機制，自動轉換機制的觸發條件如下： 

(i) 複數表決權股被出售或移轉於任何人，如為獲許可群體之情形，為移轉

於群體內部以外之人；或 

(ii)  未再繼續任職為董事 （無論因死亡、喪失工作能力、退休、辭職或其

他因素），如為獲許可群體之情形，為未再繼續指派新董事 

除非此些情形經過股東會以加強表決程序（enhanced voting process）312

豁免。所有具有關聯的複數表決權股持有人、即將受讓複數表決權股之人或

董事，以及與其各別具有關聯之人，皆應於程序中棄權。 

第二款 限制股份發行內容 

一、 表決權差異倍數上限 

 
310 SGX Main Board Rules 210 （10) （e)： 

Subject to Rule 210（10)（f)： 

（i) a holder of multiple voting shares must be appointed as a responsible director; or 

（ii) in the case of a permitted holder group, a responsible director must be appointed for the permitted 

holder group. The Exchange may require any other person to be appointed as a responsible director. 
311 SGX Main Board Rules 210 （10) （f)： 

An issuer with a dual class share structure must have automatic conversion provisions which 

provide that a multiple voting share will be converted into an ordinary voting share on a onefor-one basis in 

the event that： 

（i) the multiple voting share is sold or transferred to any person, and in the case of a permitted holder 

group, other than to persons in the permitted holder group; or 

（ii) a responsible director ceases service as a director （whether through death, incapacity, retirement, 

resignation or otherwise), and in the case of a permitted holder group, other than where a new responsible 

director is appointed,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cally approved by shareholders through the enhanced voting process. The relevant 

holder of the multiple voting share, the person to whom the multiple voting share is to be sold or transferred 

and such responsible director （as the case may be), and their respective associates, must abstain from 

voting on the resolution. 
312 加強表決程序（enhanced voting process)指所有股東皆以一股一表決權進行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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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經營者表決權過度集中而鞏固經營權，新加坡交易所於 2017

年提出的諮詢文件中，LAC 建議雙層股權結構公司複數表決權股與一股一表

決權股的表決權差異倍數不得超過 10：1，亦即複數表決權股最多僅能一股

10 表決權，在此差異倍數下，經營階層只要持有 9.1%股份比例即可掌握

50%以上表決權比例，而美國與歐洲大部分採行雙層股權結構之公司皆訂定

10：1 比例，且瑞典公司法也有規定 10：1 比例上限313。公司於 IPO 時也可

採行低於 10：1 的差異倍數，但此比例於 IPO 確定後嗣後不可再任意變更

314。新加坡於 2018 年發布新的上市規則第 210 條第 10 項 d 款納入此項建議

315。 

然亦有認為應將差異倍數設於 3：1 或 5：1，使經營階層之經濟利益與

控制權偏離程度縮小，以減少經營階層謀取私利與鞏固權力問題發生316。我

國學者亦有建議可先參考 10：1 比例要求遵循，但此涉及表決權規劃與安

排，10：1 比例並非適合所有公司，如果公司想採行高於此比例之差異倍

數，應加以說明（comply or explain）317。  

二、 無表決權或限制表決權發行股數 

有些國家雖然禁止公司發行複數表決權股，但是會允許公司發行限制表

決權股或無表決權股，例如德國、巴西，這些國家對於無表決權股或限制表

決權股皆設有已發行總股份數 50%比例之上限，即便這些股份必須是特別股

而非普通股318。巴西的聖保羅證券交易所甚至禁止於主板上市的公司發行無

表決權股319。 

 
313 SGX, supra note 149, 15 （February 16, 2017). 
314 Id. 
315 SGX Main Board Rules 210 （10) （d)： 

Each multiple voting share shall not carry more than 10 votes per share. An issuer must specify the number 

of votes at IPO, and may not increase such number subsequently. 
316 CFA, supra note 87, at 64. 
317 朱德芳，同註 47，頁 192。 
318 巴西雖然禁止雙層股權結構，但近來有些公司會透過賦予內部人多數在外流通的股份，以達到

規避法規的效果。REINIER KRAAKMAN ET AL, supra note 162, at 82. 
31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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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允許公司架構雙層股權結構的國家如日本，其亦於公司法規定公開

發行公司之無表決權股與限制表決權股之股數不得超過總股數之 50%；而法

國則是限制上市公司不得發行超過總股數 25%%之無表決權股；義大利對於

非公開發行公司與公開發行公司皆規定不可發行超過總股數 50%比例之無表

決權股與限制表決權股320。 

我國學者則有建議考量我國特別股之權利內容與範圍較不確定，從保障

股東權益角度出發，相較於限制表決權股或無表決權股，以複數表決權股架

構雙層股權結構較為合適，故不應允許使用限制表決權股或無表決權股之公

司申請上市櫃321。 

三、 限制發行複數表決權股 

(一)  美國 

美國經過雙層股權結構制度之長久發展，現在證交所的制度雖允許雙層

股權結構之公司上市，但不允許上市後的公司再次資本重組。NYSE 即制定

規則規定322，依證券交易法第 12 條登錄之公開發行公司，禁止以任何公司

行為或發行新股，對原有股東之表決權為差別性減少或限制，而此包括發行

超級表決權股，以及對原有股東提出表決權數較低股份之交換要約。然而該

規則第 313 條的附註中323也說明對於發行超級表決權股之限制僅適用於發行

新層級之超級表決權股，如公司增加發行現有層級之超級表決權股，並不在

禁止之列。 

 
320 Id. 
321 朱德芳，同註 47，頁 192。 
322 NYSE Listed Company Manual Rule Section 313（A)： 

Voting rights of existing shareholders of publicly traded common stock registered under Section 12 of the 

Exchange Act cannot be disparately reduced or restricted through any corporate action or issuance. 

Examples of such corporate action or issuance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the adoption of time phased 

voting plans, the adoption of capped voting rights plans, the issuance of super voting stock, or the issuance 

of stock with voting rights less than the per share voting rights of the existing common stock through an 

exchange offer. 
323 NYSE Listed Company Manual Rule Section 313 Supplement Material： 

.10 Companies with Dual Class Structures— 

The restriction against the issuance of super voting stock is primarily intended to apply to the issuance of a 

new class of stock, and companies with existing dual class capital structures would generally be permitted 

to issue additional shares of the existing super voting stock without conflict with this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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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前述案例中，Google 和 Facebook 皆以分派股利的方式發行新層

級之無表決權股，此種方式雖然在傳統上不會被視為剝奪股東表決權，但是

仍有造成在外流通低表決權股股東之經濟利益與表決權稀釋的效果，因此亦

有認為應該禁止雙層股權結構公司發行新層級無表決權股324。 

(二)  新加坡 

新加坡交易所對於雙層股權結構公司，除限定於特定情形才可發行複數

表決權外，也以高低表決權股之間表決權比例控制複數表決權股之發行。其

於上市規則第 803A 條325規定： 

(1) 除了與普通股有關之新股權利認購、發放紅利、憑證股利或公司併購或

股份分割外，採用雙層股權結構之發行人不得發行複數表決權股； 

(2) 採用雙層股權結構之發行人如發行任何複數表決權股，應經股東常會之

特別決議； 

(3) 發行人必須確保其所採任何公司行為（包含第 803A 條之情形），不會

使複數表決權股與普通股間之表決權數比例增加。 

依據上開規定於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雙層股權結構公司，無論發行現有

層級或新層級的複數表決權股，僅能於特定情形並經過股東會特別決議後才

為之，此外即使公司欲發行複數表決權股，也必須確保高低表決權股間之表

決權比例不會增加，因此難以發行新層級之複數表決權股。 

(三)  香港 

 
324 CFA, supra note 87, 65-67. 
325 SGX Main Board Rules 803A： 

（1) An issuer with a dual class share structure must not issue multiple voting shares except in the event of 

a rights issue, bonus issue, scrip dividend scheme or consolidation or subdivision of shares, in each cas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issuance of ordinary voting shares. 

（2) Any issuance of multiple voting shares by an issuer with a dual class share structure must be approved 

by a special resolution of the shareholders in a general meeting. 

（3) The issuer must ensure that, in undertaking any corporate action （including as set out in Rule 803A

（1)),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voting rights of the multiple voting shares as a class against 

those of the ordinary voting shares after the corporate action will not increase above that proportion existing 

prior to the corporat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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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也限制已上市雙層股權結構公司於特定情形下才能發行複數

表決權股，另與新加坡交易所不同，其控制複數表決權股發行的方式並非以

表決權數比例，而是以複數表決權股數占已發行股份總數之比例。 

其於上市規則第 8A.13 條規定326，已上市之發行人不得增加複數表決權

股之股份比例以超過初上市時之比例。且其於本條附註中揭示，如果複數表

決權股之股份比例低於上市時之比例，則本條之規則適用於該降低後之比例

327。 

上市規則第 8A.14 條規定328，已上市之發行人必須經過交易所事前同意

並符合以下條件後才可發行複數表決權股： 

(1) 發出之認股要約可使所有股東依其持股比例認購（除了零碎權利329

以外）； 

(2) 以憑證股利的形式依持股比例分派給全體股東；或 

(3) 股份分割或其他資本重新組織330，但須經交易所認可該次的分派或

發行不會造成複數表決權的股份比例增加。 

本條附註中亦揭示如果依比例分派複數表決權股，複數表決權股之受益

人不接受分派，該股份或權利移轉於其他人時，受讓人僅能取得與該權利等

 
326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13： 

A listed issuer must not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shares that carry weighted voting rights above the 

proportion in issue at the time of listing. 
327 Note： If the proportion of shares carrying weighted voting rights is reduced below the proportion in 

issue at the time of listing, this rule 8A.13 shall apply to the reduced proportion of shares carrying weighted 

voting rights. 
328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14： 

A listed issuer with a WVR structure may only allot, issue or grant shares carrying weighted voting rights 

with the prior approval of the Exchange and pursuant to （1) an offer made to all the issuer’s shareholders 

pro rata （apart from fractional entitlements) to their existing holdings; （2) a pro rata issue of securities 

to all the issuer’s shareholders by way of scrip dividends; or （3) pursuant to a stock split or other capital 

reorganisation provided that the Exchange is satisfied that the proposed allotment or issuance will not result 

in an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shares carrying weighted voting rights. 
329 零碎權利（fractional entitlement)，舉例而言，當公司發出的要約為兩股可認購三股新股，則僅

持有一股視為零碎權利。See Fractional entitlements, PRACTICAL LAW, available at：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8-107-5788?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

（sc.Default)&firstPage=true&comp=pluk&bhcp=1 （last visited： 7/7/2021） 
330 此處的資本重新組織是 capital reorganization，將已發行股份進行股份合併或股份分割而創造出

新價值的股份。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8-107-5788?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sc.Default)&firstPage=true&comp=pluk&bhcp=1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8-107-5788?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sc.Default)&firstPage=true&comp=pluk&bhcp=1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8-107-5788?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sc.Default)&firstPage=true&comp=pluk&bhc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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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數量之普通股331。另，為了控制複數表決權股之股份比例，非複數表決權

股如未完全分派完畢 （例如未被完全承銷），可被發行或分派之複數表決權

必須依相當比例減少332。上市規則第 8A.15 條亦規定，如公司購回已發行之

股份而減少資本，可能造成複數表決股數比例增加，公司應依比例減少複數

表決權股，例如透過將複數表決權股轉換成一表決權普通股333。 

另為避免公司為投資人無法預期之控制權結構變更，上市規則第 8A.16

條334亦規定，雙層股權結構公司上市後，不得任意變更複數表決權股之條款

而增加表決權。附註中則說明公司可允許變更條款減少複數表決權股之表決

權，但仍必須依法律規定，事前取得交易所許可335。 

第二項 公司治理強化 

第一款 公開發行公司之公司治理 

一、 強化董事會與委員會獨立性 

新加坡交易所於 2017 年的諮詢文件中即對董事會與委員會之獨立性有

所著墨，依據 LAC 建議，雙層股權結構公司之審計、提名與薪酬委員會過

半數成員，包括其各別之主席，必須具有獨立性336。其次，若董事會主席不

 
331 Note 1： If, under a pro rata offer, beneficiaries of weighted voting rights do not take up any part of the 

shares carrying weighted voting rights （or rights to those shares) offered to them, those shares （or 

rights) not taken up could only be transferred to another person on the basis that such transferred rights will 

only entitle the transferee to an equivalent number of ordinary shares. 
332 Note 2： To the extent that rights in a listed issuer’s shares not carrying weighted voting rights in a pro 

rata offer are not taken up in their entirety （e.g. in the case where the pro rata offering is not fully 

underwritten), the number of the listed issuer’s shares carrying weighted voting rights that can be allotted, 

issued or granted must be reduced proportionately. 
333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15： 

If a listed issuer with a WVR structure reduces the number of its shares in issue （e.g. through a purchase 

of its own shares) the beneficiaries of weighted voting rights must reduce their weighted voting rights in the 

issuer proportionately （for example through conversion of a proportion of their shareholding with those 

rights into shares without those rights), if the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shares in issue would otherwise 

result in an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the listed issuer’s shares that carry weighted voting rights. 
334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16： 

After listing, a listed issuer with a WVR structure must not change the terms of a class of its shares carrying 

weighted voting rights to increase the weighted voting rights attached to that class. 
335 Note： If a listed issuer wishes to change the terms of a class of its shares carrying weighted voting 

rights to reduce those rights it may do so but must, in addition to complying with any requirements under 

law, first obtain the prior approval of the Exchange and, if approval is granted, must announce the change. 
336 SGX, supra note 313, 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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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獨立性，則董事會過半數成員必須由獨立董事組成，並指派一位首席獨立

董事；若董事會主席具獨立性，則董事會三分之一成員至少具獨立性337。而

新加坡交易所於 2018 年修改之上市規則中，第 210 條第 10 項 i 款即規定

338，審計委員會、提名委員會與薪酬委員會之過半數成員，包括其各別之主

席，必須為獨立董事。 

至於新加坡交易所於 2012 年出版之公司治理守則339中，第 2.1 條本即要

求上市公司董事會成員至少三分之一為獨立董事340。根據 2018 年出版之公

司治理守則，新加坡交易所將於 2022 年將上開守則第 2.1 條規定納入上市規

則中，全面強制要求上市公司均應遵守341。此外，2012 年342與 2018 年343出

版之公司治理守則中，皆有規定當董事會主席不具獨立性時，董事會成員過

半數須皆為獨立董事，採遵循或解釋基礎，原則上均應遵守，否則即須予以

說明。 

香港則較著重提名委員會的部分，香港公司治理守則中第 A.5.1 條344本

即有規定提名委員會主席應由董事會主席或獨立董事擔任，且委員會成員過

 
337 Id. 
338 SGX Main Board Rules 210 （10) （i)： 

The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committees performing the functions of an audit committee, a nominating 

committee and a remuneration committee, including the respective chairmen, must be independent 
339 公司治理守則採行遵循或解釋基礎 （comply or explain)，可區分為核心公司治理原則與各原則

傘下的子條款，核心原則為強制規定，子條款則是根據核心原則訂定。子條款雖非強制規定，但原

則上於交易所上市之公司均應遵守，如公司未遵守則應清楚說明公司不同於條款所訂之方式尚符合

核心公司治理原則的目標與理念。 
340 SGX, Cod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12 Guideline 2.1 

There should be a strong and independent element on the Board, with independent directors making up at 

least one-third of the Board. 
341 SGX, Cod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18 
342 SGX, Cod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12 Guideline 2.2：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s should make up at least half of the Board where： 

（a)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the "Chairman") and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r equivalent) （the 

"CEO") is the same person; 

（b) the Chairman and the CEO are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c) the Chairman is part of the management team; or 

（d) the Chairman is not an independent director. 
343 SGX, Cod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18 Provision 2.2： 

Independent directors make up a majority of the Board where the Chairman is not independent. 
344 HXEx, Corporate Governance Cod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Report, Provision A5.1： 

Issuers should establish a nomination committee which is chaired by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r an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 and comprises a majority of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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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數皆須為獨立董事。交易所於 2018 年修改上市規則後，將公司治理守則

第 A.5 部分關於提名委員會之規定納入，此表示上市公司自 2018 年起應全

面採納上述規定345。此外，新修訂的上市規則也要求雙層股權結構公司應進

行三年輪調制，亦即獨立董事每結束一任期，必須保持三年期間不續任該公

司獨立董事，待三年結束後即可再被選任為獨立董事，以保持其獨立性346。 

二、 風險管理委員會（risk committee）與公司治理委員會（corporate 

governance committee） 

(一)  新加坡風險管理委員會 

對於雙層股權結構公司，新加坡交易所於 2017 年諮詢文件中 LAC 建議

應獨立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加強公司治理，文件中提及雖然董事會擁有全面

的監控風險功能，但對於雙層股權結構經營階層集中控制權之特殊風險，應

獨立設置一委員會加以管控347。雖然 2018 年新加坡交易所修改上市規則並

未增訂此項規定，但交易所將有關風險管理與內控之治理要素，納入 2018

年公司治理守則中。根據守則第 9.1 條規定348，就公司為達成其策略目標與

價值創造，所願意承受之重大風險與其範圍，由董事會進行決策。董事會如

認為情況適當，可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負責此項決策。 

(二)  香港公司治理委員會 

 
345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27： 

Issuers with a WVR structure must establish a nomination committee that complies with Section A5 of 

Appendix 14 of these rules.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28： 

The nomination committee established under rule 8A.27 must be chaired by an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 
346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29： 

The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s of an issuer with a WVR structure must be subject to retirement 

by rotation at least once every three years.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s are eligible for re-

appointment at the end of the three year term. 
347 SGX, supra note 313, at 20. 
348 SGX, Cod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18 Provision 9.1： 

The Board determines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 significant risks which the company is willing to take in 

achieving its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value creation.The Board sets up a Board Risk Committee to 

specifically address this, if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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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於 2018 年修改的上市規則針對雙層股權結構公司，訂定關

於公司治理委員會的規定。上市規則第 8A.30 條規定349，採行雙層股權結構

之發行人必須設置公司治理委員會，合於 Appendix 14 （公司治理守則）第

D.3.1 條350規定，並執行以下事項： 

(1) 評估並監督發行人以全體股東利益為依歸被營運或管理； 

(2) 每年確認複數表決權股的受益人全年度皆為董事會成員，且於相關財務

年度中無上市規則第 8A.17 條351事項發生； 

(3) 每年確認複數表決權股受益人是否符合上市規則第 8A.14 條352、第 8A.15

條353、第 8A.18 條354以及第 8A.24 條355； 

 
349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30： 

An issuer with a WVR structure must establish a Corporate Governance Committee with at least the terms 

of reference set out in Code Provision D.3.1 of Appendix 14 to these rules, and the following additional 

terms： 

（1) to review and monitor whether the listed issuer is operated and managed for the benefit of all its 

shareholders; 

（2) to confirm, on an annual basis, that the beneficiaries of weighted voting rights have been members of 

the listed issuer’s board of directors throughout the year and that no matters under rule 8A.17 have occurred 

during the relevant financial year; 

（3) to confirm, on an annual basis, whether or not the beneficiaries of weighted voting rights have 

complied with rules 8A.14, 8A.15, 8A.18 and 8A.24 throughout the year; 

（4) to review and monitor the management of conflicts of interests and make a recommendation to the 

board on any matter where there is a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issuer, a subsidiary of the 

issuer and/or shareholders of the issuer （considered as a group) on one hand and any beneficiary of 

weighted voting rights on the other; 

（5) to review and monitor all risks related to the issuer’s WVR structure, including connected transactions 

between the issuer and/or a subsidiary of the issuer on one hand and any beneficiary of weighted voting 

rights on the other and make a recommendation to the board on any such transaction; 

（6) to make a recommendation to the board as to the appointment or removal of the Compliance Adviser; 

（7) to seek to ensure effective and on-going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issuer and its shareholders,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rule 8A.35; 

（8) to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Committee on at least a half-yearly and annual 

basis covering all areas of its terms of reference; and 

（9) to disclose, on a comply or explain basis, its recommendations to the board in respect of the matters in 

sub-paragraphs （4) to （6) above in the report referred to in sub-paragraph （8) above 
350 香港上市公司治理守則第 D 3.1 條規範董事會或其下設委員會之相關職權範圍，包括 1. 發展或

評估發行人公司治理之政策與執行，並對董事會提供建議；2. 評估並監督董事與管理階層之訓練與

持續專業發展；3. 評估並監督發行人符合法令遵循之要求；4. 發展、評估及監督董事與員工之行

為準則；5. 評估發行人是否符合守則的要求並於公司治理報告中揭露。 
351 第 8A.17 條規定前述觸發落日條款條件。 
352 第 8A.14 條規範前述發行複數表決權股之要件。 
353 第 8A.15 條規定前述公司減少資本須依比例減少複數表決權股。 
354 第 8A.18 條規定前述複數表決權股轉讓之限制。 
355 第 8A.24 條規範公司應使用加強表決程序之事項，此將於後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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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評估並監督管理階層利益衝突情形，以及監督任何發行人、發行人之從

屬公司、發行人之股東，與複數表決權股受益人間之潛在利益衝突； 

(5) 評估並監督與雙層股權結構相關的風險，包括發行人、發行人從屬公司

和複數表決權受益人間之關係人交易，並對董事會針對這些交易提供建

議； 

(6) 向董事會建議任命或解任法令遵循顧問之事項； 

(7) 確保發行人與其股東間有效並持續性的溝通，特別須符合第 8A.35 條356

之要求； 

(8) 至少每半年須報告公司治理委員會所有職責範圍事項； 

(9) 在上述第 8 項的報告中須以遵循或解釋基礎，揭露委員會對董事會建議

關於上述第 4 項至第 6 項的事項。 

而根據上市規則第 8A.31 條規定357，公司治理委員會之組成員須全體皆

具獨立董事身分，並由其中選定一人擔任委員會主席。 

三、法令遵循顧問 

香港上市規則第 8A.33 條358及第 8A.34 條359規定，雙層股權結構公司上

市時，應任命法令遵循顧問，就雙層股權結構之事項、涉及複數表決權股受

益人利益之交易，以及當發行人、發行人從屬公司或發行人之股東與複數表

決權股受益人有潛在利益衝突時，應及時並持續向法遵顧問諮詢意見。 

 
356 第 8A.35 條規定公司應遵循公司治理守則第 E 部分，進行與股東有效之溝通。 
357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31：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Committee must be comprised entirely of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s, 

one of whom must act as the chairman. 
358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33： 

Rule 3A.19 is modified to require an issuer with a WVR structure to appoint a Compliance Adviser on a 

permanent basis commencing on the date of the issuer’s initial listing. 
359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34： 

An issuer must consult with and, if necessary, seek advice from its Compliance Adviser, on a timely and 

ongoing basis in the circumstances set out in rule 3A.23 and also on any matters related to： 

（1) the WVR structure; 

（2) transactions in which any beneficiary of weighted voting rights in the issuer has an interest; and 

（3) where there is a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issuer, a subsidiary of the issuer and/or 

shareholders of the issuer （considered as a group) on one hand and any beneficiary of weighted voting 

rights in the issuer on the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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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非公開發行公司之公司治理 

一般而言，非公開發行公司之治理架構並不若公開發行公司受到嚴格的

監管，亦無公開發行公司向各國主管機關揭露與報導治理架構之義務。然

而，不同非公開發行公司實際於規模上，例如員工人數、資本額等可能差異

甚大，若為大型的非公開發行公司，董事、股東、經營階層等公司組成員之

間利益同質性不高，並有較具多樣化的所有權結構，例如家族企業、私募基

金或單一控制股東所擁有之事業。有鑑於大型非公開發行公司對於員工、供

應商、顧客等許多公司之利害關係人影響層面重大，英國財務報導議會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 於 2018 年發布大型私人公司360之沃提斯

公司治理原則 （The Wates Corporate Governance Principles for Large Private 

Companies 2018，下稱沃提斯原則），希以大型非公開發行公司為先驅，漸而

提升大型及小型非公開發行公司之公司治理品質。 

一般適用於公開發行公司之公司治理守則採行「遵循或解釋基礎」 

（comply or explain），各核心原則下的子條款會有細節性之規定，如果公司

應於定期的報導中說明如何達到子條款之要求。相較之下，沃提斯原則採取

「適用或解釋基礎」（apply or explain），核心原則下僅為概括性指導方針，

公司可以根據自身經營狀況以較為彈性的方式說明，如何達到沃提斯原則的

規定361。 

沃提斯原則分別就目標與領導力、董事會組成、董事責任、機會與風

險、報酬、利害關係人之參與提出了 6 項核心原則362： 

一、 目標與領導力： 一個有效能的董事會應發展並提倡公司目標，並確

保公司之價值、策略與文化與該目標相符合。（An effective board 

 
360 適用對象為 1.員工人數 2000 人以上；或 2.營業額 2 億英鎊以上且淨值達 20 億英鎊以上之大型

非公開發行公司。 
361 See UK 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 The Wates Corporate Governance Principles for Large Private 

Companies, 8 （December,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wates.co.uk/wp-content/uploads/2018/12/Wates-Corporate-Governance_Screen-Dec-

2018.pdf （last visited： 7/7/2021） 
362 Id. at 10-22. 

https://www.wates.co.uk/wp-content/uploads/2018/12/Wates-Corporate-Governance_Screen-Dec-2018.pdf
https://www.wates.co.uk/wp-content/uploads/2018/12/Wates-Corporate-Governance_Screen-Dec-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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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s and promotes the purpose of a company, and ensures that its 

values, strategy and culture align with that purpose.） 

董事會應追求公司之成功，並維護公司長期價值，所採取之策略亦應在

短期需求與追求長期價值間取得平衡。 

二、 董事會組成： 有效能的董事會組成須有具效能的主席，並在各項技

能、背景、經驗與知識中取得平衡，每位董事須有足夠能力為公司貢獻

一己之力。董事會的規模依公司規模與複雜程度而定。（Effective board 

composition requires an effective chair and a balance of skills, 

backgrounds,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with individual directors having 

sufficient capacity to make a valuable contribution. The size of a board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scale and complexity of the company.） 

為取得控制權與有效決策間之平衡，公司應考慮將董事會主席與公司執

行長分由不同人擔任。公司應考慮任命獨立董事，適度給予董事會有建

設性之挑戰，並應考慮就特定事項，如風險管理與薪酬，將董事會職權

分權下設之委員會，但此仍依各公司之治理架構、複雜程度與規模大小

而定。 

三、 董事責任： 董事會與各董事成員應清楚了解其個別之職責，董事會

之政策與程序皆應有助於有效決策與獨立性挑戰。（The board and 

individual directors should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account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ies. The board’s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should support effective decision-making and independent challenge.） 

公司應制定控管內部事項之政策並加以執行，此包括董事的職權、責

任、角色與行為準則，也可能包括特定關於股東的資訊，例如股東協議

或對於少數股東之保護。利益衝突可能會減損有效決策，董事會應制定

規則如何辨識並管理此些衝突。董事會主席與公司秘書應定期評估公司

治理是否符合公司目標，並提倡任何可加強公司治理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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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就財務報導、風險管理、繼位與薪酬等事項設置委員會，對董事

會及委員會決策之獨立性挑戰，可降低特定人士濫用權力之風險，對於

公司解決問題的機能長期而言是有助益的。 

四、 機會與風險： 董事會應藉由辨識可創造及保存價值之機會，並建立

可辨識並降低風險之監控制度，以提升公司長期、永續性之成功。（A 

board should promote the long-term sustainable success of the company 

by identifying opportunities to create and preserve value, and 

establishing oversight for the identification and mitigation of risks.） 

董事會有責對於公司之策略性決策與有效風險管理（包括財務性與非財

務性風險）建立整體方法，事業的規模與本質會決定用以降低與管理風

險之內部控制系統如何設置，有些公司會選擇設置委員會加以管理。 

五、 薪酬： 公司應提升經營階層之薪酬結構，以符合公司長期、永續性

成功，並考慮其他公司的薪酬條件。（A board should promote executive 

remuneration structures aligned to the long-term sustainable success of a 

company, taking into account pay and conditions elsewhere in the 

company.） 

董事會應考量較為透明的薪酬結構所產生之利益，包括獲得股東之信

任，此可透過評論管理階層的報酬如何符合該行業中普遍慣例，或自願

揭露管理階層之報酬比率。公司亦可考慮設置委員會設計董事與管理階

層的薪酬政策，有獨立董事之參與將使委員會受益。如董事的報酬受母

公司控制，此時公司對此應加以解釋，並以其他資訊解釋公司的薪酬政

策。 

六、 利害關係人之參與： 董事與公司之利害關係人應培養有效達成公司

目標之關係，董事會有責管理利害關係人，包括公司員工，進行有意義

之參與，當決策時亦須考慮他們的價值觀。（Directors should foster 

effective stakeholder relationships aligned to the company’s purpos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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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rd is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meaningful engagement with 

stakeholders, including the workforce, and having regard to their views 

when taking decisions.） 

第三項 少數股東之權利 

第一款 加強表決程序之事項 

為了避免經營階層過度掌握公司的控制權，就特定事項，尤其當涉及少

數股東之權利時，應透過加強表決程序（enhanced voting process），亦即就特

定事項要求全體股東，無論持股種類，皆回歸一股一表決權進行表決程序。

而新加坡與香港修改之上市規則，皆要求雙層股權結構公司就特定事項進行

加強表決程序。 

一、 新加坡 

上市規則第 730B 條規定363，採用雙層股權結構之發行人，就下列事項

應經過加強表決程序： 

(1) 更改發行人組織章程條款或其他設立文件； 

(2) 更改任一類別股份的權利； 

(3) 選任或解任獨立董事； 

(4) 選任或解任會計師； 

(5) 發行人依上市規則第 1015 條被反向收購； 

(6) 發行人終止營運； 

 
363 SGX Main Board Rules 730B： 

For an issuer with a dual class share structure, the following matters must be voted through the enhanced 

voting process： 

（1) changes to the issuer’s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r other constituent documents; 

（2) variation of rights attached to any class of shares; 

（3) appointment and removal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4) appointment and removal of auditors; 

（5) reverse takeover of the issuer as set out in Rule 1015; 

（6) winding up of the issuer; and 

（7) delisting of the issuer as set out in Rule 1307.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the relevant voting thresholds in respect of each of the above matters will 

continue to 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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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發行人依上市規則第 1307 條下市。 

為避免引起疑慮，上列各事項原有的表決權門檻會繼續適用。 

二、 香港 

上市規則第 8A.24 條規定364，就下列事項之任何決議發行人任一類別之

複數表決權股應被忽視，複數表決權股之受益人享有之權利僅能一股一表決

權： 

(1) 變更發行人之設立文件，無論如何被架構； 

(2) 對任一類別股份權利進行變更； 

(3) 選任或解任獨立董事； 

(4) 選任或解任會計師；以及 

(5) 發行人自願性終止營運。 

上市規則第 8A.25 條規定365，於發行人未遵守第 8A.24 條規定，複數表決

權股受益人表決方式與上述規定相違背之情形下，交易所不會接受發行人已

通過決議，也不會另為發行人決定就上開事項決議必要之多數表決權數。 

上市規則附註說明，就特定事項回復一股一表決權之規定，其目的在於

避免複數表決權股之受益人未經過非複數表決權股股東之同意下通過決議，

使後者無法解除或進一步限制複數表決權。依發行人應依循之法規規定，同

一類別股份之表決權利僅於獲得該類別股份持有人之批准後，表決權利才能

 
364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24： 

Any weighted voting rights attached to any class of shares in a listed issuer must be disregarded and must 

not entitle the beneficiary to more than one vote per share on any resolution to approve the following 

matters： 

（1) changes to the listed issuer’s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however framed; 

（2) variation of rights attached to any class of shares; 

（3) the appointment or removal of an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 

（4) the appointment or removal of auditors; and 

（5) the voluntary winding-up of the listed issuer. 
365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25： 

Without limiting the issuer’s obligation to comply with rule 8A.24, where a beneficiary of weighted voting 

rights casts their votes in a manner contradictory to the requirements of rule 8A.24, the Exchange will not 

accept that such resolutions have been pas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se rules nor for 

determining the requisite majority of votes required for matters specified in these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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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別。儘管發行人須遵循的法規未規定此項批准（例如設立於百慕達或開

曼群島之發行人），交易所也會要求在發行人於法規未規定的範圍內，將此

項批准納入設立文件中366。 

第二款 保障少數股東最低表決權比例 

新加坡交易所與香港交易所對於雙層股權結構之上市公司皆有保障低表

決權股股東之最低表決權利。兩者皆規定對於非複數表決權股受益人之股

東，應保障其就股東會之決議可投下總合 10%以上之表決權367。遵循此項規

則即表示複數表決權股之持有人不得於股東會決議中投下 100%之表決權比

例，且香港交易所更規定複數表決權股之持有人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規避此

項規定368。 

第三款 代表少數股東之董事（Minority Directors） 

 在前述第三章第三節美國雙層股權結構之制度發展中，於 1980 年代

NYSE 拒絕部分雙層股權結構公司上市時期，AMEX 正式發布雙層股權結構

政策，即所謂王氏條款，其中一條即要求雙層股權結構公司應保障低表決權

股東，可以選出至少 25%比例之董事席次。雙層股權結構公司之經營階層除

了經濟利益與控制權偏離外，外在市場的監督力量也降低，如果能有代表少

 
366 Note： The purpose of rule 8A.24 is to protect non-WVR shareholders from resolutions being passed 

by WVR beneficiaries without their consent and not to enable non-WVR shareholders to remove or further 

constrain weighted voting rights. The weighted voting rights attached to a class of issued shares may be 

varied only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holders of that class of shares as stipulated by the regulations and/or 

laws to which the issuer is subject. Where the regulations and/or laws do not require such approval, the 

Exchange will require such approval to be included in its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to the extent it is not 

prohibited under the laws of its incorporation （for issuers incorporated in Bermuda or the Cayman Islands 

see Appendix 13a, paragraph 2（1) and Appendix 13b, paragraph 2（1)). 
367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09： 

Non-WVR shareholders must be entitled to cast at least 10% of the votes that are eligible to be cast on 

resolutions at the listed issuer’s general meetings. 

  SGX Main Board Rules 210 （h)  

： In any general meeting, the number of votes that may be cast by holders of ordinary voting shares who 

are not also holders of multiple voting shares must be at least 10% of the total voting rights of the issuer. 

 
368 Note 1： Compliance with this rule means, for example, that an issuer cannot list with a WVR 

structure that attaches 100% of the right to vote at general meetings to the beneficiaries of weighted voting 

rights. 

  Note 2： A beneficiary of weighted voting rights must not take any action that would result 

in a non-compliance with this rule.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872

99 

 

數股東之董事，則能平衡經營階層與外部投資人對於公司治理之需求，並降

低雙層股權結構下之代理成本。 

 此項制度除了可以前述透過加強表決程序選出獨立董事外，應搭配良好

的董事提名制度，與明確訂定少數股東提名董事的權利。然而學者認為此並

非無風險，此可能會導致激進派投資人（activist investors）更容易進入董事

會，比起未採此制度之雙層股權結構公司，有雙倍的機率成為激進派投資人

介入經營的標的，此反而會破壞雙層股權結構制度之美意369。針對此問題，

或可從近來美國實務對於董事提名權之倡導與其相關條件進行分析。 

2010 年 SEC 曾訂定 Exchange Act Rule 14a-11 保障股東的董事提名權

（proxy access right），持股 3%以上且持股期間 3 年以上之股東可以提名董

事候選人和董事會提名的候選人競爭370。但隨後在 2011 年哥倫比亞巡迴上

訴法院認為 SEC 制訂該規則過於獨斷，無考量對於經濟之影響而撤銷該法

規，SEC 於 2011 年修正 Rule 14a-8，新法使美國公司股東透過章程保障自

身的董事提名權371。 

 透過機構投資人的推廣，美國公司章程納入董事提名權保障的數量，從

2014 年少數 15 家至 2018 年大幅增加至 580 家372。而機構投資人協會 CII 於

2015 年發布最佳董事提名制度（Proxy Access： Best Practices）表達機構投

資人對於保障股東董事提名權的建議，並於 2017 年更新最佳規則。本文認

為有其中幾項建議可與少數股東董事制度相互搭配373： 

一、 要求 2 年持股期間 

 
369 Winden, supra note 268, at 41. 
370 See Holly J. Gregory, Rebecca Grapsas and Claire Holland, Sidley Austin LLP, The Latest on Proxy 

Access, HARVARD LAW SCHOOL FORUM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 

（February 1, 2019), available at： 

https：//corpgov.law.harvard.edu/2019/02/01/the-latest-on-proxy-access/ （last visited： May 9, 2019). 
371 Id. 
372 Id. 
373 CII, Proxy Access： Best Practices 2017, HARVARD LAW SCHOOL FORUM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 （August 28, 2017), available at： 

https：//corpgov.law.harvard.edu/2017/08/28/proxy-access-best-practices-2017/ （last visited： May 9, 

2019). 

https://corpgov.law.harvard.edu/2019/02/01/the-latest-on-proxy-access/
https://corpgov.law.harvard.edu/2017/08/28/proxy-access-best-practices-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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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I 認為要求 2 至 3 年之持股期間，可確保利用董事提名制度的股東關

注於公司未來持續的績效，而與公司擁有長期性的利害關係，此可避免短期

主義的投資人介入公司經營。 

二、 用於證券借貸之股份應算入持股比例 

證券市場中證券借貸使股東將股份貸予第三方，並保留贖回股份與利用

股份進行表決的權利，SEC 即認為證券借貸於資本市場中十分頻繁，且與維

護公司長期價值並不相違背。CII 則認為提名董事之股東將證券貸予他人

時，如果能夠對公司出示其仍對股份保有法律上的權利，被借出的股份亦應

計入股東提名時的持股數或持股比例。 

三、 限定股東集團人數為 20 人 

CII 原則上認為不應限定集結持股的股東人數，因為美國實務上許多公

司皆設下持股比例 3%之高度門檻，但 CII 也認同 20 人上限為普遍市場上投

資人所接受，但此 20 人之計算應有一定條件。對於機構投資人而言，例如

基金，實務上同一基金管理者或投資控制者可能同時管理許多基金，且資金

來源皆來自於同一雇主，就如同一傘下的投資單位，CII 認為於計算股東人

數時，應將這些基金視為同一股東，以解決集結持股困難的問題。 

四、 平等的揭露條件 

CII 認為無論是公司經營階層提名，抑或股東提名，皆應在同等的條件

下揭露候選人的資格與獨立性標準，要求股東揭露的資訊不應比公司經營階

層更為繁重，公司也不應要求法規所未規定的揭露條件。 

第四款 突破規則 （The Breakthrough Rule） 

一、 歐盟公開收購指令第 11 條（Directive 2004/25/EC Article 11） 

歐盟有鑑於各會員進行跨國併購時，會面臨到各國差異的公開收購規

定，併購活動可能會因為各國規定寬嚴不同而降低成功機率，且股東受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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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也有差別，因此歐盟議會於 2004 年通過公開收購指令，希望各會員

國在符合指令的基準下，制定各國的法令374。 

其中公開收購指令第 11 條為突破規則（the breakthrough rule），於併購

的兩階段分別適用。第一階段期間為收購方宣布公開收購開始至收購結束，

在此期間內認為公司章程對於股份轉讓限制的規定，公司與股東間或股東與

股東之間的股權協議，對於收購方皆不生效力375，此外，在此階段如果董事

會要召集股東會採行併購防禦措施，表決程序中任何對於股份表決權的限

制，包括章程或股東協議的限制，皆應中止，且所有的複數表決權股皆應暫

時回復一股一表決權進行表決376。 

第二階段為公開收購結束後，在此階段如果收購方已持有目標公司有表

決權股達 75%以上持股比例，目標公司就前述任何對於股份轉讓或表決權的

限制皆應終止適用，包括章程賦予特定股東可以選任或解任董事會成員的優

先權利377。符合條件之收購方可以利用最短 2 星期的期間召開目標公司的股

 
374 Christian Cascante & Jochen Tyrolt, European Directive Takeover Guide, 1, available at： 

https：//www.ibanet.org/Document/Default.aspx?DocumentUid=D999E949-ED7C-44AE-86B1-

2F2E8A36C069 （last visited： May 10, 2019). 
375 Directive 2004/25/EC Article 11 （2)： 

Any restrictions on the transfer of securities provided for in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offeree 

company shall not apply vis-à-vis the offeror during the time allowed for acceptance of the bid laid down in 

Article 7（1) 

Any restrictions on the transfer of securities provided for in contractual agreements between the offeree 

company and holders of its securities, or in contractual agreements between holders of the offeree 

company’s securities entered into after the adoption of this Directive, shall not apply vis-à-vis the offeror 

during the time allowed for acceptance of the bid laid down in Article 7（1) 
376 Directive 2004/25/EC Article 11 （3)： 

Restrictions on voting rights provided for in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offeree company shall not 

have effec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which decides on any defensive measure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9. 

Restrictions on voting rights provided for in contractual agreements between the offeree company and 

holders of its securities, or in contractual agreements between holders of the offeree company’s securities 

entered into after the adoption of this Directive, shall not have effec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which decides on any defensive measure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9. 

Multiple-vote securities shall carry only one vote each at the gener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which decides 

on any defensive measure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9. 
377 Directive 2004/25/EC Article 11 （4)： 

Where, following a bid, the offeror holds 75 % or more of the capital carrying voting rights, no restrictions 

on the transfer of securities or on voting right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s 2 and 3 nor any extraordinary rights 

of shareholders concerning the appointment or removal of board members provided for in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offeree company shall apply; multiple-vote securities shall carry only one vote each at the 

 

https://www.ibanet.org/Document/Default.aspx?DocumentUid=D999E949-ED7C-44AE-86B1-2F2E8A36C069
https://www.ibanet.org/Document/Default.aspx?DocumentUid=D999E949-ED7C-44AE-86B1-2F2E8A36C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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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會，修改目標公司的章程，甚至是選任或解任目標公司董事會成員，在此

股東會的表決程序中，所有的複數表決權股皆應回復為一股一表決權378。 

就於上述兩階段中喪失原有權利的權利人，公開收購指令亦規定應給予

衡平的補償（equitable compensation），各會員國擁有規定如何安排這些補償

的權利379。另應注意圖突破規則擁有兩項例外： 第一該規則並不適用於獲

得金錢補償後被限制的表決權利，例如無表決權特別股即不被影響380；第二

是如果各會員國因持有目標公司股份而享有特別權利或另有特別規定，於不

牴觸條約情形下，也可成為突破規則的例外381。 

突破規則使收購方可以阻止目標公司董事會與控制股東採取事前併購防

禦措施，且藉由直接繞過向控制股東收購股份的方式，降低控制權溢價，使

併購成本降低。整體而言，突破規則有助於併購活動而間接降低了經營階層

與控制股東鞏固控制權的代理問題。但是實際上此規則並不具強制性，歐盟

各會員國，甚至是目標公司，可以自由決定是否採用突破規則，且突破規則

也有互惠原則（Reciprocity），亦即當收購公司如果未採納突破規則，該規則

亦不適用被收購公司382。據調查目前僅有三個會員國採納，且公司採用的機

率更是微乎其微，因為於大部分情況下，採用此規則須經股東會特別決議

 
first gener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following closure of the bid, called by the offeror in order to amend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r to remove or appoint board members. 

To that end, the offeror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convene a gener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at short notice, 

provided that the meeting does not take place within two weeks of notification. 
378 Id. 
379 Directive 2004/25/EC Article 11 （5)： 

Where rights are removed on the basis of paragraphs 2, 3, or 4 and/or Article 12, equitable compensation 

shall be provided for any loss suffered by the holders of those rights. The terms for determining such 

compensation and the arrangements for its payment shall be set by Member States. 
380 Directive 2004/25/EC Article 11 （6)： 

Paragraphs 3 and 4 shall not apply to securities where the restrictions on voting rights are compensated for 

by specific pecuniary advantages. 
381 Directive 2004/25/EC Article 11 （7)： 

This Article shall not apply either where Member States hold securities in the offeree company which 

confer special rights on the Member States which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Treaty, or to special rights 

provided for in national law which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Treaty or to cooperatives. 
382 Christian Cascante & Jochen Tyrolt, supra note 374, at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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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majority vote），然而公開收購指令並未提供控制股東誘因，尤其面臨

放棄控制權的風險383。 

此外，也有論者提出突破規則並無制約其他控制權強化機制，例如表決

權上限、忠實股份、股權憑證、向借券機構為表決權代理、金字塔型持股結

構與交叉持股等，可以規避突破規則，此可能提供誘因使控制股東或經營階

層使用發行複數表決權股以外之其他方式，籌集資本或是鞏固控制權384。 

二、 日本東京交易所上市規則第 207 條 

2014 年使用單元股架構雙層股權結構之公司 Cyberdyne 上市後，日本東

京交易所修改其上市規則增訂了對於雙層股權結構之配套措施，其中上市規

則第 207 條第 1 項第 5 款以及上市審查守則訂定了雙層股權結構公司之上市

條件。其中上市審查守則第 6 條第 4 項第 a 款第 b 目規定當上市公司發行無

表決權股或發行少數表決權股時，如果公司以極微小比例的資本的形式被控

制，公司章程應該訂定，低表決權股或無表決權股瓦解之機制385。 

根據交易所發布的指導原則，本規定之目的在於防止控制股東以極微小

資本支出控制公司，因此要求公司制定突破規則或落日條款，使同股不同權

的結構瓦解386。本條規定雖讓公司選擇採用突破規則，但是此突破規則並未

和歐盟之突破規則完全相同，相似之處僅為突破規則的第二階段，亦即當併

購公司持有目標公司多數股份，而目標公司控制股東僅持有些許比例之股份

時，公司即應回復為一股一表決權。在此機制之下，目標公司董事會或控制

 
383 Christopher Phiri, European Takeover Law and the Freedom of Establishment： Towards Efficient 

Regulation, STUDENT PAPERS OF LUND UNIVERSITY, 51 （May 2018), available at： 

https：//lup.lub.lu.se/student-papers/search/publication/8943484 （last visited： May 10, 2019). 
384 Id. at 52. 
385 Tokyo Stock Exchange, Inc., Guidelines Concerning Listing Examination, etc. Provision 6 Paragraph 4 

item a （b)： 

If a company is controlled with an extremely small ratio of capital contribution,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etc. appropriately stipulate that a scheme of shares without voting rights or a small number of 

voting rights is expected to be dissolved 
386 See Tokyo Stock Exchange, New Listing Guidebook, 152（2018）,available at： 

https：//www.jpx.co.jp/english/equities/listing-on-tse/new/guide/tvdivq0000002g9b-

att/bv22ga0000001uhi.pdf （last visited： 7/7/2021） 

https://lup.lub.lu.se/student-papers/search/publication/8943484
https://www.jpx.co.jp/english/equities/listing-on-tse/new/guide/tvdivq0000002g9b-att/bv22ga0000001uhi.pdf
https://www.jpx.co.jp/english/equities/listing-on-tse/new/guide/tvdivq0000002g9b-att/bv22ga0000001u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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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仍有機會採行併購防禦措施，僅於併購方取得多數持股時，喪失其控制

權，而緩和了歐盟突破規則過於牴觸雙層股權結構制度本質之缺失。 

第五款 控制權變更條款  

控制權變更條款或稱燕尾條款 （coattail provision），是加拿大多倫多交

易所對於雙層股權結構公司上市之配套措施387。加拿大之雙層股權結構制度

已有 30 年之歷史，為了避免於併購發生時，收購方僅對雙層股權結構之高

表決權股股東進行收購，將低表決權股股東排除於收購交易外，安大略省證

券委員會與多倫多證券交易所 （The Toronto Stock Exchange, TSX）分別於

1984 年及 1987 年要求上市公司應訂定燕尾條款388。 

TSX 即規定如果雙層股權結構公司未訂定併購保障條款（燕尾條款）即

不可上市，該保障條款應訂定389： 

 
387 加拿大於雙層股權結構中採取第一種立法模式，無論非公開發行公司或公開發行公司皆可發行

複數表決權股、無表決權股或限制表決權股。HKEx, supra note 51, at Appendix III 3-5. 
388 See Ralph Shay, Decades-old Controversy over Dual Class Shares Shows No Signs of Abating, 

SECURITIES LAW NEWSLETTER WESTLAW CANADA, 1-3 （September,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dentons.com/~/media/9deef6131f324213be0cee347b451f9c.ashx （last visited： May 11, 

2019). 
389TSX Company Manual Section 264 （i)： 

TSX will not accept for listing classes of Restricted Securities that do not have takeover protective 

provisions （"coattails") meeting the criteria below. The actual wording of a coattail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listed issuer and must be pre-cleared with TSX. 

1. If there is a published market for the Common Securities, the coattails must provide that if there is an 

offer to purchase Common Securities that must, by reason of applicable securities legislation or the 

requirements of a stock exchange on which the Common Securities are listed, be made to all or 

substantially all holders of Common Securities who are in a province of Canada to which the requirement 

applies, the holders of Restricted Securities will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offer through 

a right of conversion, unless： 

i) an identical offer （in terms of price per security and percentage of outstanding securities to be taken up 

exclusive of securities owned immediately prior to the offer by the offeror, or associates or affiliates of the 

offeror, and in all other material respects) concurrently is made to purchase Restricted Securities, which 

identical offer has no condition attached other that the right not to take up and pay for securities tendered if 

no securities are purchased pursuant to the offer for Common Securities; or 

ii) less than 50% of the Common Securities outstanding immediately prior to the offer, other than Common 

Securities owned by the offeror, or associates or affiliates of the offeror, are deposited pursuant to the offer. 

2. If there is no published market for the Common Securities, the holders of at least 80% of the outstanding 

Common Securities will be required to enter into an agreement with a truste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holders 

of Restricted Securities from time to time, which agreement will have the effect of preventing transactions 

that would deprive the holders of Restricted Securities of rights under applicable take-over bid legislation to 

which they would have been entitled in the event of a take-over bid if the Common Securities had been 

Restricted Securities. 

http://www.dentons.com/~/media/9deef6131f324213be0cee347b451f9c.as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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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如普通股有公開市場，當有依證券法或交易所規定，對於所有普通

股以進行收購之要約，限制型股份 （Restricted Securities, 包括低表決權股

份、無表決權股、限制表決權股，與複數表決權股390）之持有人，應有轉換

股份的權利並接受要約。除非： 

（1） 收購方對於限制型股份持有人同時提出相同之要約（每股價格及收購

條件），且收購方除了有未達收購條件而不收購的權利外，不可另外附加條

件； 

（2） 除了收購方自身及其聯屬或從屬公司所持有之股份外，在外流通之股

份比例低於 50%。 

2. 如果普通股沒有公開市場，則持股比例 80%以上之普通股持有人，須

時而為限制型股份持有人之利益進行信託，此信託契約用以保障限制型股份

持有人於併購交易下享有於證券法上普通股之權利。  

現今幾乎所有加拿大之雙層股權結構公司皆有採用燕尾條款，此確保當

控制股東出售其持股時，所有類別股份的股東皆可以相同價格出售其持股，

此方法也消除了控制股東透過雙層股權結構謀取控制權私利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的可能性391。 

 

第二節 投資人事前保護措施 

第一項 資訊揭露 

對於大眾投資人而言，若資訊不夠充分實難以知悉雙層股權結構與其他

單一股權結構公司之差異，投資人僅有認知此差異性才能進一步評估投資雙

 
390 See TSX Venture Exchange, POLICY 3.5： RESTRICTED SHARES, 3 （June 14, 2010), available 

at： 

https：//www.tsx.com/resource/en/434 （last visited： May 12, 2019). 
391 See Yvan Allaire, The Case for Dual-Class of Shares, IGOPP POLICY PAPER NO 11, 8 （December, 

2018), available at： 

https：//igopp.org/wp-content/uploads/2019/02/IGOPP_PP_CaseDualShareClass_PP11_EN_v9_WEB.pdf 

（last visited： May 12, 2019). 

https://www.tsx.com/resource/en/434
https://igopp.org/wp-content/uploads/2019/02/IGOPP_PP_CaseDualShareClass_PP11_EN_v9_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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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股權結構公司所能帶來之效益，以及其相對應之成本。而近年新加坡交易

所與香港交易所允許雙層股權結構上市後，皆於上市規則明定雙層股權結構

公司應揭露之事項，以協助投資人識別公司的資本結構以及其所取得股份之

權利。 

第一款 新加坡交易所應揭露事項 

新加坡交易所規定雙層股權結構上市公司應於公開說明書

（Prospectus）、發行備忘錄（Offering Memorandum）、介紹性文件 

（Introductory Document）以及股東會通知書 （Shareholders’ circular）應載

有以下訊息392： 1. 於文件封面應告知公司為雙層股權結構；2. 雙層股權結

構之詳細資訊以及相關風險；3. 採用雙層股權結構之理由；4. 應經加強表

決程序之事項，以及對普通股持有人之影響；5. 組織章程及其他攸關雙層股

權結構之組織設立文件之重要條款；6. 複數表決權股持有人之相關資訊，包

括： 股東名稱、所持有之複數表決權股股數、複數表決權股之總表決權

數、普通股總股數393、普通股之總表決權數、普通股與複數表決權股之總表

決權數。 

 
392 SGX Main Board Rules 610 （10) ： 

The following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hould be provided in the prospectus, offering memorandum, 

introductory document and shareholders’ circular： – 

（10) In the case of a dual class share structur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must also be prominently 

provided：- 

（a) A statement on the cover page of the document that the issuer is a company with a dual class 

share structure; 

（b) Details of the dual class share structure and its associated risks; 

（c) The rationale for adopting the dual class share structure; 

（d) Matters that are subject to the enhanced voting process and the implications to holders of 

ordinary voting shares; 

（e) Key provisions of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r other constituent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dual 

class share structure; and 

（f) The following details for each holder of multiple voting shares： 

Name of shareholder；Number of multiple voting shares；Total voting rights of multiple voting shares；

Number of ordinary voting shares；Total voting rights of ordinary voting shares ；Total voting rights of 

both multiple voting shares and ordinary voting share. 
393 此處之普通股為一股一表決權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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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香港交易所應揭露事項 

一、 警示 

採用雙層股權結構之發行人須在上市文件、週期性財務報告、股東會通

知，以及其他根據上市規則所須提出公告之封面頁上，標示「本公司受控於

同股不同權的結構」，並於上市文件與週期性財報中說明雙層股權結構、公

司採用此結構理由，以及其對於股東之風險。警語必須告知潛在投資人雙層

股權結構公司之風險，且能使投資人於謹慎評估後為投資決策394。公司上市

股權證券之證明文件也須標明「本公司受控於同股不同權的結構」395。 

二、 上市文件、期中與年度報告之揭露 

採行雙層股權結構之發行人必須在其上市文件、期中與年度報告中標明

享有複數表決權之受益人396，且必須揭露複數表決權股轉換為普通股對其資

本之影響397，以及任何附隨於股份之複數表決權終止之情形398。 

三、 股份標示 

採用雙層股權結構之發行人必須於股權證券的名字尾端標註 「W」之標

記，以供投資人識別399。 

 
394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37： 

An issuer with a WVR structure must include the warning “A company controlled through weighted voting 

rights” on the front page of all listing documents, periodic financial reports, circulars, notifications and 

announcements required by these rules and describe the WVR structure, the issuer’s rationale for having it 

and the associated risks for shareholders prominently in its listing documents and periodic financial reports. 

This warning statement must inform prospective investors of the potential risks of investing in an issuer 

with a WVR structure and that they should make the decision to invest only after due and careful 

consideration. 
395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38： 

The documents of or evidencing title for the listed equity securities of an issuer with a WVR structure must 

prominently include the warning “A company controlled through weighted voting rights”. 
396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39： 

An issuer with a WVR structure must identify the beneficiaries of weighted voting rights in its listing 

documents and in its interim and annual reports. 
397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40： 

An issuer with a WVR structure must disclose the impact of a potential conversion of WVR shares into 

ordinary shares on its share capital in its listing documents and in its interim and annual reports. 
398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41： 

An issuer with a WVR structure must disclose in its listing documents and in its interim and annual reports 

all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weighted voting rights attached to its shares will cease. 
399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42： 

The listed equity securities of an issuer with a WVR structure must have a stock name that ends with the 

marker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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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上市上櫃門檻 

對於公開發行公司而言，若提升股份之流通性則可能會選擇於將來上市

或上櫃，如公司採行雙層股權結構，有鑑於股份之高流通性與公司股權結構

變得更為分散，其所產生的影響勢必及於更為廣泛的投資人。香港交易所與

新加坡交易所於修訂上市規則前，即有探討是否應為雙層股權結構公司設定

基本條件與提升上市門檻，以保障公眾投資人。 

第一款 基本上市條件 

香港交易所就雙層股權結構公司上市有基本條件，其一為公司須向交易

所說明其適合以雙層股權結構上市400；其二為僅有新申請上市公司可採用

雙層股權結構，已上市公司不可採用401。此主要是參考美國 NYSE402與

NASDAQ 之上市規定，主要理由為已上市上櫃公司之股東皆已一股一表決

權之基礎為投資評估，為保障其權益，不允許已上市上櫃公司發行較現行

表決權更高之股份，我國學者亦有採相同見解者403。關於第一項條件則涉

及交易所對於雙層股權結構公司所另外訂定的上市門檻 

第二款 提高雙層股權結構之上市門檻 

美國 NYSE 和 NASDAQ 交易所皆未就雙層股權結構公司另訂定提高上

市門檻之規定，然香港與新加坡有對此向公眾諮詢意見或因此制定了上市

門檻，其所提出或已修訂於上規則之上市門檻於以下討論之： 

一、 達到一定市值之公司 

香港交易所針對雙層股權結構公司訂定上市的資格條件中，即包含市值

要求。雙層股權結構公司若欲申請於該交易所上市，須符合： 1. 上市時市

 
400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04： 

A new applicant seeking a listing with a WVR structure must demonstrate to the Exchange that it is both 

eligible and suitable for listing with a WVR structure. 
401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05： 

The Exchange will consider applications for listing with a WVR structure from new applicants only. 
402 NYSE Listed Company Manual Rule 313 A.；Nasdaq Stock Market Rule 5640. 
403 朱德芳，同註 47，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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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達 400 億港幣以上或；2. 上市時市值達 100 億以上且最近期財務年度之營

收達 10 億以上404。 

新加坡向公眾提出的諮詢文件中也有包括市值的條件，要求申請上市之

雙層股權結構公司市值須至少達 5 億新加坡幣。但公眾對於此項提案多抱持

反面觀點，認為市值大小無法成為保障少數股東權益的安全措施，也有認為

充分揭露已足以使投資人評估風險為投資決策，訂定市值標準會成為未來上

市公司之障礙，而新加坡交易所最終並未將此標準修訂於上市規則中405。 

二、 專業投資人持股達一定比例 

新加坡交易所提出諮詢文件中，即建議雙層股權結構公司申請上市，專

業投資人（sophisticated investors）持股數佔有該公司外部人持股數（public 

float）達 90%之比例，因專業投資人於投資前會對公司進行實地查核（due 

diligence）與謹慎評估，而可視為與發行公司具有高度利害關係，可以此措

施確保公司之品質406。 

然而大部分諮詢文件的回應者並不贊成此一條件，理由為： 1. 此條件

會減少散戶投資人參與投資，降低交易流通性；2. 專業投資人範圍認定有

困難度；3. 專業投資人認購新股多採累計投標（book building）407的方式，

因此公司上市時難以確認專業投資人之參與程度；4. 該條件過於主觀且無

法確保發行公司之品質。僅少部分回應者認可此一條件，另提出專業投資

 
404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06： 

A new applicant seeking a listing with a WVR structure must satisfy one of the following： 

（1) a market capitalisation of at least HK$40,000,000,000 at the time of listing; 

or 

（2) a market capitalisation of at least HK$10,000,000,000 at the time of listing and revenue of at least 

HK$1,000,000,000 for the most recent audited financial year. 
405 SGX, Responses to Comments on Consultation Paper： Possible Listing Framework for Dual Class 

Share Structures, 2-3 （March 28, 2018). 
406 SGX, supra note 149, at 12. 
407 累計投標方式的基本原則是，事先不確定發行價格和發行股數，而是讓投資者在新股發行定價

完成之前表示出對股份的需求．根據投資者的需求信息確定發行價格和發行數量。參 IPO 定價, 

MBA 智庫, 

https：//wiki.mbalib.com/zh-tw/IPO%E5%AE%9A%E4%BB%B7 （最後瀏覽日： 2019/5/19). 

https://wiki.mbalib.com/zh-tw/IPO%E5%AE%9A%E4%BB%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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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佔外部持股數為 60%-75%之門檻，最終新加坡交易所並未將專業投資人

參與程度的門檻納入上市規則中408。 

三、 採用雙層股權結構之充分理由（compelling reasons） 

新加坡交易所提出之諮詢文件中，申請上市公司如採行雙層股權結構應

有足夠之必要性。有些公司非常依賴經營階層的經營策略與管理能力，有

些公司需要長時間發展才能漸上獲利軌道或取得一定市佔率，甚至有些公

司參與綠能產業，這些公司即有使經營階層保有控制權的充分理由。至於

必要性應如何訂定 LAC 並無提出一標準或範圍，僅建議交易所應全面評估

（holistic assessment）申請上市公司的產業類別與過往營運紀錄等409。 

對於此項建議，大部分接受諮詢者皆認為此項條件過於主觀而具不確定

性，如此會導致不同申請上市案件中，產生不一致的評估結果而不具公平

性，故最終此項條件並未納入新加坡交易所上市規則中410。 

我國學者亦有認為由交易所審查採行雙層股權結構之充分理由並與以准

駁，因標準不明確且操作不易，不宜採行，而應要求公司詳細說明採行雙

層股權結構之必要性，並搭配採行其他限制性措施之方式為宜411。 

四、 上市時最低經濟利益要求 

經濟利益與控制權產生偏離為雙層股權結構產生代理成本之核心因素，

針對此問題，香港交易所上市規則規定，雙層股權結構公司申請上市時，

複數表決權股之受益人，其享有之經濟利益總和必須至少達 10%以上412。

但交易所仍會依據個案評估而接受複數表決權股受益人之經濟利益低於此

 
408 SGX, supra note 405, at 3. 
409 SGX, supra note 149, at 12. 
410 SGX, supra note 405, at 3. 
411 朱德芳，同註 47，頁 186。 
412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 8A.12： 

The beneficiaries of weighted voting rights must beneficially own collectively at least 10% of the 

underlying economic interest in the applicant’s total issued share capital at the time of its initial l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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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例，例如公司申請上市時資本額龐大（800 億港幣以上），低比例的經

濟利益仍具有高資本的價值413。 

第三項 股東書面協議 

當成立公司時，無論是大型公開發行公司或小型閉鎖性公司，股東經常

藉著公司章程約定內部事項而可視之為一項組織契約，另章程具有對外公開

性，故不僅對於內部人具有拘束力，對公司外部人也有一定之約束。而另一

項經常被使用之組織契約即為股東協議，股東協議不若章程具有公開性，且

對於新進公司股東不具有拘束力，故若要對新股東產生效力，必須隨股東加

入適時修改契約，因此股東協議相對於大型公司，適合人數少之小型非公開

發行公司或閉鎖性公司。又雖然股東協議不若章程具有直接拘束效果，此相

對而言也具有安定與方便之處： 章程如為因應情勢變更而修改，依據多數

決原則以具有高表決權比例之同意通過即可，因此當公司有大小股東之分

時，大股東可藉其壓倒性的表決權比例修改章程；反之，股東協議依從一般

契約原則，如要修改須全體締約股東同意，可提供少數股東較為周延之保護

414。 

如前文所述，非公開發行公司若未妥善處理代理問題與股東間齟齬，極

有可能出現少數股東受壓迫或股東僵局之問題，因此藉由股東協議規劃適切

僵局突破與退場機制之條款即有必要。 

第一款 少數股東否決權415 

一、 表決權拘束條款 

 
413 Note： The Exchange may be prepared to accept a lower minimum shareholding percentage, on a case 

by case basis, if the lower underlying economic interest still represents a very large amount in absolute 

dollar terms （for example if the applicant has an expected market capitalisation of over HK$80 billion at 

the time of its initial listing) taking into account such other factors about the applicant as the Exchange may 

in its discretion, consider appropriate. 
414 王文宇，中小型商業組織的法制設計與契約規劃，月旦法學雜誌，第 287 期，2019 年 4 月，頁

133。 
415 少數股東否決權除就特殊事項賦予否決權外，也可以依協議保障少數股東其他權利以達到事實

上否決權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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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公司的議案，股東可以協議約定表決權行使之方式，實務上常見者

為表決權拘束契約（shareholder vote pooling agreement）與表決權契約

（shareholder voting agreement），股東透過此協議可以確保特定議案於表決

時，以多數決通過或反對。美國 2016 年修訂之模範商業公司法（Revised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RMBCA）第 7.31 條416除於第 a 項賦予表決

權契約之法源依據外，更於第 b 項明文提供表決權契約之執行機制

（enforcement mechanism），原則上股東可以透過第 7.22 條不可撤銷之代理

權417委任代理全部投票權，如果沒有提供執行機制，法院可命令具體執行內

容，並命令依照契約進行投票。 

另外在英國，雖然公司法並無表決權契約之明文規定，但並不禁止股東

訂定此契約，因此實務上公司股東也會彼此約定表決權之行使。值得注意者

為表決權契約仍有其界限，在 Cook v Deeks418案中，股東（也為董事）利用

表決權契約掌握多數表決權通過一項議案，使該位股東可以代表公司與他公

司簽訂契約以圖利自己，其他股東無法分享此項利益。法院認為此情形多數

股東不當剝奪少數股東表決權以圖利自我，應認該決議不生效力。因此如股

東利用契約進行表決的結果會損害少數股東之利益，該契約之效力便不會被

承認。 

二、 表決權分配條款 

股東除可約束表決權行使方式外，也可藉由協議在彼此之間分派表決

權。美國 RMBCA 第 7.32 條第 a 項第 4 款規定419股東間、董事間或股東與董

 
416 RMBCA § 7.31 Voting Agreements 

（a) Two or more shareholders may provide for the manner in which they will vote their shares by signing 

an agreement for that purpose. A voting agreement created under this section is not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7.30. 

（b) A voting agreement created under this section is specifically enforceable. 
417 此一代理權與一般代理權不同，一旦授權他人代理行使表決權，即不可撤回，在代理期間股東

喪失對於表決權之控制權。 
418 Cook v Deeks （1916), 1 AC 554. 
419 RMBCA §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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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間，可以就任何或特定事項約定不同表決權利或董事代理權。依此條款股

東之間可約定享有不同的表決權，達到與雙層股權結構相當的效果，然不同

之處為多數股東或掌握多表決權股東無法任意以多數決修改契約，改變表決

權數以進一步鞏固權力。 

三、 重大決策條款 

為避免多數股東於股東會或董事會濫用多數決，股東之間亦可協議就股

息紅利之分派、企業併購或其他重大事項，應經過特別決議通過

（supermajority agreement），或甚至應經過全體股東同意而生效，並將之定

於章程之中。如此一來，實質上無異於賦予少數股東否決權（veto power），

以確保少數股東之利益420。 

依美國 RMBCA 第 7.25 條規定421，特別決議門檻之條款須訂定於章程方

可生效，有些州則規定此條款之設定亦須以特別決議為之。此條款賦予的權

利可涵蓋股東會、董事會參與的許多事項，如企業併購、發行新股、股利分

派數額等，但於運用上極有可能導致股東僵局，因此決定設置重大決策條款

時應更為謹慎422。 

四、 人事權條款 

 
(a) An agreement among the shareholders of a corporation that complies with this section is effective 

among the shareholders and the corporation even though it is inconsistent with one or more other 

provisions of this Act in that it： 

（4) governs, in general or in regard to specific matters, the exercise or division of voting power by or 

between the shareholders and directors or by or among any of them, including use of weighted voting 

rights or director proxies 
420 王志誠，股東書面協議法制（下）－公開化或閉鎖化之判定基準？，月旦法學雜誌，第 175

期，2009 年 12 月，頁 105。 
421 RMBCA § 7.25 Quorum and Voting Requirements for Voting Groups 

(a) Shares entitled to vote as a separate voting group may take action on a matter at a meeting only if a 

quorum of those shares exists with respect to that matter. Unless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provide 

otherwise, shares representing a majority of the votes entitled to be cast on the matter by the voting 

group constitutes a quorum of that voting group for action on that matter. Whenever this Act requires a 

particular quorum for a specified action,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may not provide for a lower 

quorum. 

（c)  If a quorum exists, action on a matter （other than the election of directors) by a voting group 

is approved if the votes cast within the voting group favoring the action exceed the votes 

cast opposing the action, unless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require a greater numb，er of 

affirmative votes. 
422 林佩瑩，同註 169，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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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非公開發行公司或閉鎖性公司之股東經常會參與經營，於公司會擔

任職務，少數股東便可利用股東協議保障自身與公司間之雇傭關係。美國

RMBCA 第 7.32 條第 a 項第 3 款即規定股東可以彼此協議何人應擔任公司董

事或經理人，並可協議職務範圍以及選任與解任的辦法423。依此條款，少數

股東便可保障自身獲得一定之董事會席次，即便自身不參與經營，也可事先

協議董事會決議事項，以避免經營者濫權，此條款可搭配表決權條款、委託

書契約（proxy agreement）、表決權信託等方式運用，以達到公司分配人事之

目的424。 

另即便保有職位，如無法有適切查閱公司財務簿冊等資訊，以等同於被

排除於經營階層之外，因此少數股東也可以協議明訂資訊權的範圍以保障自

身參與經營的權利425。 

五、 公司組織調整條款 

有時為因應公司組織規模與成本，股東可能會希望股東會與董事會權間

之限能夠重新調整，美國 RMBCA 第 7.32 條第 a 項也賦予股東彼此約定權限

之條款： 1.股東間可協議廢除董事會或限制董事會之權力426；2. 可協議分

派股息紅利之權利，無論是否依照第 6.04 條依持股比例分派427；3. 可協議

董事或經理人之人選、任期、選任或解任之決定權428；4. 將公司之業務及事

務一部或全部之經營權移轉於一個或多個股東或其他人，包括處理董事、股

東間因任何爭議產生之僵局（deadlock）429；5. 其他關於公司業務及事物之

 
423 RMBCA  § 7.32 （a)（3） 

establishes who shall be directors or officers of the corporation, or their terms of office or manner of 

selection or removal; 
424 王志誠，同註 420，頁 105。 
425 王文宇，同註 414，頁 134。 
426 RMBCA § 7.32 （a) （1) 

eliminate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restricts the discretion or pow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427 RMBCA § 7.32 （a) （2) 

governs the authorization or making of distribution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are in proportion to 

ownership of shares, subject to the limitations in section 6.40; 
428 同註 423。 
429 RMBCA § 7.32 （a)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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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權，股東、董事與公司間之協議，且該協議不違背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430。 

利用此條款，股東即可針對特定事務掌握經營權或控制權，而不論表決

權之差異，甚至未掌握經營權之股東也可事先約定條件，待條件觸發後廢止

原經營階層之權利，並將經營權移轉於自身。 

第二款 少數股東優先權 

一、 強制買賣條款 

為解決公司僵局，股東可協議強制買賣條款 （Buy-sell agreement），強

制公司或特定股東於發生特定事件時 （例如死亡、僵局）時，依序應依特

定價格購買或賣出手中持股。強制買賣條款與一般條款之差異在於，可使特

定股東負有收買或賣出股份義務，以保有決定允許第三人介入經營之權利，

另一方面，少數股東也可藉以維持同持股比例（pro rata）收益或同比例之經

營權保障。舉例而言，股東可協議當大股東欲出售手中持股予外部第三人

時，少數股東有依比例承購之優先權；又如當少數股東被解除職務時，具有

要求公司或特定股東買回其持股之權利431，此於實務上多以「股份買回條

款」（stock redemption agreement） 或「相互承購條款」（cross-purchase 

agreement）呈現432。 

此種條款可進一步發展出更符合實際價格的決定方式，例如隨賣權

（Tag Along Right）為當大股東欲出售手中持股於第三人時，少數股東享有

以相同條件附隨大股東出售持股的權利；又如領賣權 （Drag Along Right）

為少數股東欲出脫手中持股時，有權強制大股東以相同條件出售股份予第三

 
transfers to one or more shareholders or other persons all or part of the authority to exercise the corporate 

powers or to manage the business and affairs of the corporation, including the resolution of any issue about 

which there exists a deadlock among directors or shareholders 
430 RMBCA § 7.32 （a) （8) 

otherwise governs the exercise of the corporate powers 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business and affairs of the 

corporation or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hareholders, the directors and the corporation, or among any of 

them, and is not contrary to public policy. 
431 王文宇，同註 414，頁 134。 
432 王志誠，同註 420，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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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433。藉由此方式，少數股東與大股東於交易時利益趨於一致，而可使少數

股東免於受到大股東壓迫。另也有解決股東僵局的「點殺出局條款」（Shot 

Gun Clause），股東 A 可出價使股東 B 購買其全部股份並約定一定期間，若

經過此期間股東 B 無法接受 A 股東之條件，A 股東應以其自身提出之條件

購買股東 B 全部之股份434。 

二、 強制解散條款 

除了收購股份的方式解決僵局外，股東之間亦可能協議在特定情形最終

解散公司，美國 RMBCA 第 7.32 條第 a 項除於第 6 款規定股東得書面約定解

決公司僵局的方法外，更於第 7 款規定當特定事件發生時，得經一個或多個

股東之請求將公司解散435。 

然而解散的手段實質上過於強烈，法院處於公司外部而有資訊不對稱之

情形，常難以為公司資產價值之計算獲分配，故通常會持較為保守之態度，

此外，如為小型或閉鎖之公司，股東常會投入以經營為目的之「專屬性資

產」，如經營目的尚未達成而將公司強制清算，這些資產之價值將大幅下降

436。故較適宜的方式應協議斡旋條款（mediation clause）或仲裁條款 

（arbitration clause），當爭議發生時採用成本較低的解決機制，並將強制解

散條款作為談判籌碼，減少壓迫情形發生。 

 

 
433 王文宇，同註 414，頁 134。 
434 同前註，頁 134-135。 
435 RMBCA § 7.32 （a) （7)： 

) requires dissolution of the corporation at the request of one or more of the shareholders or upon the 

occurrence of a specified event or contingency; 
436 王文宇，同註 414，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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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股東事後救濟措施 

第一項 不公平救濟制度 

第一款 制度背景 

不公平救濟制度為源自於英國對於少數股東的救濟措施，此導因於英國

歷史上的代表訴訟適用要件十分嚴格，而 1986 年破產法（Insolvency Act 

1896）規範之「公正衡平解散公司制度」（just and equitable winding up）僅

限於對公司有貢獻資產責任之人才可行使，亦即全額支付股款的股東無法適

用，故 1945 年柯恩委員會 （Cohen Committee）著手檢討少數股東保障制

度，建議新增少數股東受壓迫時的救濟管道，惟當時法院將要件解釋得十分

嚴格，故成功案例十分少見。 

待 1962 年詹金斯委員會（Jenkins Committee）提出建議將對少數股東壓迫改

為「少數股東之不公平侵害」並放寬要件後，被往後的英國公司法所承襲。

現今英國 2006 年公司法第 994 條訂定不公平侵害救濟之要件，第 995 條規

定主管機關發動不公平侵害救濟之要件，第 996 條規定法院可以選擇的法律

效果437。 

第二款 不公平侵害救濟制度之要件 

英國不公平侵害救濟之要件規定於 2006 年公司法第 994 條第 1 項438，其

要件可分為限於公司事務、股東利益受侵害，以及遭受不公平侵害三個要

件： 

一、 限於公司事務 

 
437 邵慶平，國家發展委員會「強化保護少數股東法制之研究」委託研究計畫，2016 年 5 月，頁 44-

45。 
438 The Companies Act 2006 Sec 994 （1)： 

A member of a company may apply to the court by petition for an order under this Part on the ground— 

（a) that the company's affairs are being or have been conducted in a manner that is unfairly prejudicial to 

the interests of members generally or of some part of its members （ including at least himself）,or 

（b) that an actual or proposed act or omission of the company （ including an act or omission on its 

behalf）is or would be so prejud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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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英國公司法之規定，不公平侵害之緣由必須是公司的作為或不作為，

而一般而言公司董事會或個人董事依經營權限所為之決策，極可能被認為是

公司事務439。 

二、 股東利益受侵害 

所謂股東利益不僅包括股東於依據法律以及公司章程或賦予其得享有的

權利，也包括權利以外之利益440。英國 Hoffmann 法官曾對股東利益予以詮

釋，並受到英國審判實務廣泛運用，其謂股東利益為一廣大集合，此一要件

應與不公平要件結合判斷，進而可包括少數股東之合理期待在內，然對於合

理期待不可恣意判斷，應由契約出發，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合理期待存在，

例如參與閉鎖性公司之股東多以參與經營為目的，在此即有合理期待存在

441。而自 1989 年修正公司法後，在此股東利益不僅包括特定股東利益受侵

害，亦包括全體股東利益受侵害之情形，故不論是侵害係針對公司，亦或全

體股東所為，少數股東均得提起不公平侵害救濟442。 

三、 不公平侵害 

關於不公平侵害之標準，一開始於 Re Bovey Hotel Venture Ltd（1981）一

案中被提出，該案法官認為不公平標準應由理性的第三人（reasonable 

bystander）在就事件之前因後果觀察後，如認為系爭行為不公平侵害了原告

之利益時，該行為即屬於所謂的不公平侵害行為。然此標準於後來有所改

變，Hoffmann 法官認為，成立公司之當事人彼此間信任與共識繫於公司章程

中，如當事人彼此信任不復存在時，仍以理性第三人標準判斷是否公平，將

使問題變得複雜且模糊443。故 Hoffmann 法官於 O'Neill v Phillips 案中建立新

 
439 魏薇，公司法上少數股東訴訟救濟途徑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39 頁；邵慶平，同註 437，頁 46。 
440 邵慶平，同前註，頁 46。 
441 同前註，頁 46。 
442 枋啟民，少數股東民事訴訟救濟制度之檢討，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94 頁；邵慶平，同前註，頁 46。 
443 邵慶平，同前註，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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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公平標準： 原告必須證明被告違反契約（公司章程或股東協議），如被

告未違反契約依衡平原則屬非誠信之行為，仍構成不公平侵害，其也強調非

法行為並非即等同為不公平侵害，而違反章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也非不公

平侵害444。 

而英國長期審判實務累積的案例中，不公平救濟制度最常於 4 種不公平

侵害樣態被提起： 1.不當排除少數股東參與公司經營（exclusion from 

management）；2.不當經營（mismanagement）；3.董事違反受任人義務

（ breach of directors’ fiduciary duty）；4. 經營者過高報酬及未給付或不足給

付股息（excessive remuneration and the failure to pay dividends）445。 

第三款 法院就法律效果之裁量 

當原告股東向法院訴請不公平侵害救濟時，英國公司法第 996 條446第 2

項賦予法院相當大的裁量權，法院得依本條項得依個案選擇採用 5 種不同的

救濟措施： 

第 a 項規定法院得就未來公司事務之處理加以規範。依此法院得發出一

規制命令，強制公司為一定行為以介入公司經營，例如要求公司於特定時間

召開股東會447。 

 
444 同前註，頁 47。 
445 同前註，頁 48。 
446  Companies Act 2006 Sec 996： 

（1) If the court is satisfied that a petition under this Part is well founded, it may make such order as it 

thinks fit for giving relief in respect of the matters complained of. 

（2)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generality of subsection （1), the court's order may— 

（a) regulate the conduct of the company's affairs in the future; 

（b) require the company— 

（i) to refrain from doing or continuing an act complained of, or 

（ii) to do an act that the petitioner has complained it has omitted to do; 

（c) authorise civil proceedings to be brought in the name and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by such person or 

persons and on such terms as the court may direct; 

（d) require the company not to make any, or any specified, alterations in its articles without the leave of 

the court; 

（e) provide for the purchase of the shares of any members of the company by other members or by the 

company itself and, in the case of a purchase by the company itself, the reduction of the company's capital 

accordingly. 
447 張庭維，股東直接訴權之研究：以契約、侵權與法定救濟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2015 年，37 頁；邵慶平，同前註，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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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b 項規定法院得命令公司：1.不得從事或繼續進行聲請人所指陳其不

應從事之行為，或 2. 應積極從事聲請人所陳指其應為而不為之行為。本款

與 a 款之差異在於法院以禁制令方式，命令公司提出一實際行動避免現在或

計畫中對股東不公平侵害之事務448。 

第 c 項規定法院得授權聲請人依其所指示之方式為公司提起民事訴訟。

依此若股東符合第 994 條第 1 項之要件，得依法院授權以公司名義對違反責

任董事提起訴訟。 

第 d 項規定法院得命令公司未經其許可，不得為章程任何或特定之變

更。依此法院得以命令方式防止多數股東藉由修改章程，對少數股東造成壓

迫行為。 

第 e 款規定法院得命令公司或特定股東收買聲請人之股份，如為公司買

受並應減資。此救濟方式於公司股東關係明顯產生齟齬時可適用，又如公司

經營者就是否分派股息與股東產生不同意見時，股東亦可依此而請求449。 

第四款 學者見解 

就我國目前之救濟制度而言，有學者認為代位訴訟（公司法第 214 條）

門檻過高（要求持股期間、持有股份限制、訴訟先行程序、負擔訴訟費

用、勝訴利益歸於公司、敗訴少數股東賠償），以致於代位訴訟數年來形同

虛設，於企業發生弊案時實質上無法為少數股東提供保障450；另也有認為我

國公司法上救濟制度皆為獨立條文而有其個別之構成要件，法規於適用上

相當不明確，且法院並無彈性之裁量權限，進而導致無法為少數股東提供

即時有效之救濟，因此有引進英國不公平侵害救濟制度之必要451。 

 
448 邵慶平，同前註，頁 48。 
449 同前註，頁 49。 
450 方嘉麟．黃銘傑．朱德芳等，變動中的公司法制：17 堂案例學會《公司法》，元照出版公司初

版，2018 年 10 月，頁 285-286。 
451 邵慶平，同註 437，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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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代位訴訟 

鑒於我國代位訴訟實施成效不彰，2009 年增訂「證券投資人與期貨投資

人保護法」第 10 條之 1，規定「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

心」（下稱「投保中心」）如發現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執行職務，

有重大損害公司或重大違反法令或章程之行為，得請求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

提起訴訟，反之，亦可請求董事會為公司對監察人提起訴訟。如受請求之監

察人或董事會於 30 日內不提起訴訟，投保中心可代位公司起訴，不受公司

法第 214 條或第 227 條準用 214 條之限制。此規定制定後雖大幅提升代位訴

訟之成效，然而因為投保中心半官方色彩雖提起訴訟更為便利但也並非毫無

缺陷452，此外投保中心僅能代位上市或上櫃公司提起訴訟，未上市上櫃或非

公開發行公司之少數股東即無法受惠此一保障機制，因此較為妥適之方式為

提供少數股東運用更周全的代位訴訟機制。針對代位訴訟制度，本文欲針對

引進雙層股權結構，著重降低股東起訴之困難度，故區分提起救濟之條件、

必要費用之負擔，比較外國立法例，最後引介學者見解： 

第一款 提起救濟之條件 

一、 美國法 

就提起代表訴訟之資格，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Revied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RMBCA）第 7.41 條規定「同時擁有股份原則」

（contemporaneous ownership requirement），即起訴主張之不法行為發生時，

須具有公司股東身分453。此一原則被許多州法中的民事程序規定或公司法所

 
452 例如投保中心為公司提起訴訟是否具有公益性目的即存有疑義，另投保中心可能與投資人存有

潛在利益衝突。參邵慶平，投保中心代表訴訟公益性：檢視、強化與反省，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44 卷第 1 期，2015 年 3 月，223-262 頁；廖大穎，論證券投資人保護機構之股東代表訴訟新制，月

旦民商法雜誌第 32 期，2011 年 6 月，頁 5-20。 
453 RMBCA § 7.41 Standing： 

A shareholder may not commence or maintain a derivative proceeding unless the shareholder  

（i) was a shareholder of the corporation at the time of the act or omission complained of or became a 

shareholder through transfer by operation of law from one who was a shareholder at that time and 

（ii) fairly and adequately represents the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 in enforcing the right of the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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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於美國十分普遍454。為防止濫訴法院有相當之裁量權，原告股東必須

是「公平地且適當地代表公司利益」（fairly and adequately represents the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法院才會准許其提起訴訟。 

美國也有訴訟先行程序，依 RMBCA 第 7.42 條規定，股東須以書面請求

公司採取行動並等待 90 天過後，始可提代表訴訟。但股東於 2 種情形下不

必等待 90 天即可提起訴訟： 第一種為公司於 90 天內通知拒絕其請求，第

二種為公司 90 天內可能因不法行為遭受不可回復之損害455。另德拉瓦州有

「雙叉測試法」（two-prong test），如原告股東能對：1.過半數董事對於訴訟

請求不具利害關係與獨立性或 2.就系爭交易得否受經營判斷原則保護，二者

之一提出合理懷疑時，即可豁免請求456。然而雙叉測試原則須由原告提出客

觀事實證明，使法院對於董事的客觀判斷能力產生懷疑，於實務運作上頗具

難度，故成功通過測試的案子並不多457。 

另依據 RMBCA 第 7.44 條規定，如對於訴訟進行，董事會全體獨立董事

或由獨立董事組成之委員會 （特別委員會 Special Litigation Committee, 

SLC），或是法院選派由獨立人士組成之特別小組，本於誠信、進行合理調

查後認為股東提訴訟並不符合公司最大利益，法院即依公司之請求可駁回訴

訟458。 

 
454 邵慶平，同註 437，頁 62。 
455 RMBCA § 7.42 Demand： 

No shareholder may commence a derivative proceeding until （i) a written demand has been made upon 

the corporation to take suitable action and （ii) 90 days have expired from the date delivery of the demand 

was made unless the shareholder has earlier been notified that the demand has been rejected by the 

corporation or unless irreparable injury to the corporation would result by waiting for the expiration of the 

90-day period. 
456 周振鋒，論股東代表訴訟的變革方向—以美國法為研析基礎，政大法學評論，第 115 期，2010

年 6 月，264-267 頁。 
457 同前註，頁 267。 
458 RMBCA § 7.44 Dismissal： 

(a) A derivative proceeding shall be dismissed by the court on motion by the corporation if one of the 

groups specified in subsection § 7.44（b) or subsection § 7.44（e) has determined in good faith, after 

conducting a reasonable inquiry upon which its conclusions are based, that the maintenance of the 

derivative proceeding is not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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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法 

依據日本公司法之規定，提起代位訴訟之資格為須持股持續 6 個月以上

（得以章程縮短），惟日本法並未對持股數有所要求，縱使持有一股也得起

訴459。但仍必須遵守期間規定且持續持有460，如訴訟進行期間未繼續持股或

喪失股東身分，即代表喪失原告身分，惟日本公司法第 851 條提供一例外，

如因公司合併導致喪失股東身分，則得例外續行訴訟461。另股東若為圖利自

己或他人之不正當利益，或以損害公司利益為目的時，即不得請求公司或自

身提起代為訴訟462。 

另就訴訟先行程序方面，日本公司法第 847 條規定，符合持股期間要件

之股東得以書面或主管機關所規定之方式，向公司提出對發起人、董監事、

經理人、清算人，對公司提供不法利益之股東，或支付不該當對價之認股

人，追究法律責任。如於 60 日內公司不提起訴訟，股東得代位公司提起訴

訟463。股東原則上應先請求公司提起訴訟，並等待 60 日才可提起訴訟，然

 
(b) Unless a panel is appointed pursuant to subsection § 7.44（e), the determination in subsection § 7.44

（a) shall be made by： 

（1) a majority vote of qualified directors present at a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f the qualified 

directors constitute a quorum; or 

（2) a majority vote of a committee consisting of two or more qualified directors appointed by 

majority vote of qualified directors present at a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egardless of whether 

such qualified directors constitute a quorum. 

（e) Upon motion by the corporation, the court may appoint a panel of one or more individuals to make a 

determination whethe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derivative proceeding is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 In such case, the plaintiff shall have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at the requirements of 

subsection § 7.44（a) have not been met. 
459 惟公司仍得透過章程排除畸零股股股東。參戴銘昇，台灣股東代表訴訟制度之現在與未來，台

灣法學雜誌，第 278 期，2015 年 8 月 28 日，頁 31。 
460 未公開發行公司可不受 6 個月期間限制。同前註，頁 31。 
461 同前註。 
462 日本公司法第 847 條第 1 項但書。 
463 第八百四十七条  

六箇月（これを下回る期間を定款で定めた場合にあっては、その期間）前から引き続き株式を有

する株主（第百八十九条第二項の定款の定めによりその権利を行使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単元未満

株主を除く。）は、株式会社に対し、書面その他の法務省令で定める方法により、発起人、設立

時取締役、設立時監査役、役員等（第四百二十三条第一項に規定する役員等をいう。以下この条

において同じ。）若しくは清算人の責任を追及する訴え、第百二十条第三項の利益の返還を求め

る訴え又は第二百十二条第一項若しくは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一項の規定による支払を求める訴え

（以下この節において「責任追及等の訴え」という。）の提起を請求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た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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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該條但書規定，如 60 日過後公司將可能產生無法回復之損害時，股東

得立即為公司提起訴訟，無須等待 60 日。 

三、 英國法 

依據英國 2006 年公司法第 260 條規定464，提起代位訴訟之資格並無持股

數或持股期間之限制，任何股東皆可提起，且並無「同時擁有股份原則」之

適用，縱使股東取得股份於不法行為之事發生後，也可為公司提起訴訟。 

另英國並無訴訟先行程序之規定，亦即股東無須事先請求公司對董事追

究責任並等待一段期間，而可逕行向法院起訴。然儘管採如此寬鬆之起訴條

 
し、責任追及等の訴えが当該株主若しくは第三者の不正な利益を図り又は当該株式会社に損害を

加え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場合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Article 847（1)： A shareholder （excluding a Holder of Shares Less than One Unit who is unable to 

exercise rights pursuan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having the shares consecutively 

for the preceding six months or more （or, in cases where a shorter period is prescribed in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such period or more) may demand the Stock Company, in writing or by any other method 

prescribed by the applicable Ordinance of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to file an action for pursuing the liability 

of an incorporator, Director at Incorporation, Company Auditor at Incorporation, Officer, etc. （meaning 

the Officer, etc. prescribed in Article 423 （1); hereinafter the same shall apply in this Article) or 

liquidator, an action seeking the return of the benefits set forth in Article 120 （3) or an action seeking 

payment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212 （1) or Article 285 （1)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an 

"Action for Pursuing Liability, etc." in this Section);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is shall not apply in cases 

where the purpose of the Action for Pursuing Liability, etc. is to seek unlawful gains of such shareholder or 

a third party or to inflict damages on such Stock Company.) 
464 Companies Act 2006 Sec 260： 

（1) This Chapter applies to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Wales or Northern Ireland by a member of a 

company— 

（a) in respect of a cause of action vested in the company, and 

（b) seeking relief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This is referred to in this Chapter as a “derivative claim”. 

（2) A derivative claim may only be brought— 

（a) under this Chapter, or 

（b) in pursuance of an order of the court in proceedings under section 994 （proceedings for 

protection of members against unfair prejudice). 

（3) A derivative claim under this Chapter may be brought only in respect of a cause of action arising from 

an actual or proposed act or omission involving negligence, default, breach of duty or breach of trust by a 

director of the company. The cause of action may be against the director or another person （or both). 

（4) It is immaterial whether the cause of action arose before or after the person seeking to bring or 

continue the derivative claim became a member of the company. 

（5)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hapter— 

（a) “director” includes a former director; 

（b) a shadow director is treated as a director; and 

（c) references to a member of a company include a person who is not a member but to whom shares in 

the company have been transferred or transmitted by operation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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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當股東向法院起訴時，法院會進行審查以防弊濫訴，審查可分為兩個階

段： 

 第一階段規定於公司法第 261 條第 2 項465，股東須向法院提出證據，使

其主張獲得初步證明（ disclose a prima facie case），如法院認為股東無法提

出必要性之初步證明可直接駁回其訴。 

第二階段規定於公司法第 263 條第 3 項466，此階段法院會綜合判斷諸多

因素以決定是否續行訴訟，包括：1. 股東起訴是否基於善意；2. 自為促進

公司利益董事之角度觀之，該訴訟之重要性；3. 其所請求之作為或不作為，

是否已經或可能得到公司的事前同意或事後承諾；4. 公司是否決定不支持此

一代位訴訟；5. 其所請求之作為或不作為是否可能衍生出另一請求，而該請

求可由原告以自己名義起訴主張，而無須以公司名義提起代位訴訟。 

第二款 必要費用之負擔 

一、 美國法 

美國法代位訴訟之費用究竟由何人負擔由法院進行裁量，依 RMBCA 第

7.46 條規定467，如法院認為訴訟之提起對於公司具有顯著之利益，可以命公

 
465 Companies Act 2006 Sec 261 （2)： 

If it appears to the court that the application and the evidence filed by the applicant in support of it do not 

disclose a prima facie case for giving permission （or leave), the court— 

（a) must dismiss the application, and 

（b) may make any consequential order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466 Companies Act 2006 Sec 263 （3)： 

In considering whether to give permission （or leave) the court must take into account, in particular— 

（a) whether the member is acting in good faith in seeking to continue the claim; 

（b) the importance that a person 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172 （duty to promote the success of 

the company) would attach to continuing it; 

（c) where the cause of action results from an act or omission that is yet to occur, whether the act or 

omission could be, and in the circumstances would be likely to be— 

（i) authorised by the company before it occurs, or 

（ii) ratified by the company after it occurs; 

（d) where the cause of action arises from an act or omission that has already occurred, whether the act or 

omission could be, and in the circumstances would be likely to be, ratified by the company; 

（e) whether the company has decided not to pursue the claim; 

（f) whether the act or omission in respect of which the claim is brought gives rise to a cause of action that 

the member could pursue in his own right rather than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467 RMBCA § 7.46 Payment of Expenses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872

126 

 

司為原告股東負擔於訴訟程序中招致之費用；反之，如法院認為原告股東起

訴並無合理理由或是基於不正當之目的，可命原告股東支付被告於程序中招

致之費用。 

二、 日本法 

依日本公司法第 852 條規定468，提起代位訴訟之股東如勝訴（含一部勝

訴），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不含訴訟費用）與律師費，於支出範圍內得請求

公司支付相當數額。而必要費用不包括訴訟費用因為依照日本民事訴訟法規

定，訴訟費用由敗訴一方負擔469。另儘管股東敗訴，除了因為惡意而起訴

外，對於公司也無任何賠償義務。 

另就訴訟費用之部分，依日本公司法第 847 條之 4 規定，股東代表訴訟

之訴訟標的價額，視為非財產權上之訴。依照日本民事訴訟費用法之規定，

無論原告或被告人數多寡或訴訟標的物數量之多寡，訴訟費用一律皆為

 
On termination of the derivative proceeding the court may： 

（1) order the corporation to pay the plaintiff’s expenses incurred in the proceeding if it finds that the 

proceeding has resulted in a substantial benefit to the corporation; 

（2) order the plaintiff to pay any defendant’s expenses incurred in defending the proceeding if it finds that 

the proceeding was commenced or maintained without reasonable cause or for an improper purpose; or 

（3) order a party to pay an opposing party’s expenses incurred because of the filing of a pleading, motion 

or other paper, if it finds that the pleading, motion or other paper （i) was not well grounded in fact, after 

reasonable inquiry, or warranted by existing law or a good faith argument for the extension, modification or 

reversal of existing law or （ii)was interposed for an improper purpose, such as to harass or cause 

unnecessary delay or needless increase in the cost of litigation. 
468 第八百五十二条 責任追及等の訴えを提起した株主が勝訴（一部勝訴を含む。）した場合にお

いて、当該責任追及等の訴えに係る訴訟に関し、必要な費用（訴訟費用を除く。）を支出したと

き又は弁護士若しくは弁護士法人に報酬を支払うべきときは、当該株式会社に対し、その費用の

額の範囲内又はその報酬額の範囲内で相当と認められる額の支払を請求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Article 852（1) In cases where a shareholder who has filed an Action for Pursuing Liability, etc. wins the 

suit （including cases of partially winning the suit), if the shareholder has paid the necessary costs 

（excluding court costs) or is to pay a fee to an attorney or a legal professional corpor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suit relating to the Action for Pursuing Liability, etc., the shareholder may demand the relevant Stock 

Company to pay an amount that is found to be reasonable, not exceeding the amount of such costs or the 

amount of such fee. 

２責任追及等の訴えを提起した株主が敗訴した場合であっても、悪意があったときを除き、当該

株主は、当該株式会社に対し、これによって生じた損害を賠償する義務を負わない。 

（2) Even in cases where a shareholder who has filed an Action for Pursuing Liability, etc. loses the case, 

the shareholder shall not be obligated to compensate the relevant Stock Company for the damages arising as 

a result thereof, except when the shareholder was in bad faith. 
469 戴銘昇，同註 459，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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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 日圓。此係因股東提起代位訴訟不能獲得直接利益，故將之視為非財

產權訴訟470。 

三、 英國法 

英國代位訴訟之股東是否可請求費用補償也是繫於法院之裁量。依據

1975 年 Wallersteiner v. Moir （No.2）471之見解，如 1.股東起訴係本於於善

意且具有合理基礎且；2.勝訴之利益歸於公司，原告僅是以股東身分間接受

益且；3. 對於具有獨立性之董事會而言，該訴訟之提起為合理，則股東可請

求公司為費用補償472。 

第三款 學者見解 

就我國代位訴訟提起之條件，多數學者認為起訴門檻不宜過於嚴苛，包

括持股期間與持股數，有學者參考外國法建議將持股數的門檻予以刪除473，

而持股期間之條件，有認為制定 6 個月的持股期間可避免股東濫訴474，然亦

有學者認為持股期間之門檻可完全刪除，理由在於代位訴訟之勝訴利益完全

歸屬公司，此使濫訴機率大幅降低，其次在現行訴訟費用制下，原告會將訴

訟成本納入考量，另雖商業判斷法則（ business judgment rule）未明確引入

我國，但於此精神下追究董事責任並不易，若原告濫行起訴可能弊大於利，

反之，如原告有確切證據，降低其門檻即有必要475。此外，既刪除持股期間

與持股數之門檻，也明文規定排除「同時擁有股份原則」進一步降低對原告

之起訴限制476。 

就訴訟先行程序部分，學者則認為美國委員會制度於現行法採用監察人

制度下，較具實施難度。而請求監察人起訴之先行程序，一方面會延宕時

 
470 同前註，頁 35。 
471 [1975] 1 All ER 849 
472 邵慶平，同註 437，頁 66。 
473 曾宛如，公司法制基礎理論之再建構，承法數位文化，一版，2011 年，頁 190-191；劉連煜，

現代公司法，新學林，增訂第十一版，2015 年，頁 499-503；邵慶平，同註 437，頁 67。 
474 曾宛如，同前註，頁 190-191；劉連煜，同前註，頁 499-503。 
475 邵慶平，同註 437，頁 67。 
476 同前註，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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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造成公司難以回復之損害，另一方面監察人可能會虛應故事造成訴訟程

序更加繁冗，此外，先行程序或有防止濫訴之意，但縱監察人拒為起訴亦不

能阻止股東待 30 日過後自行起訴。考量現行制度已有預供擔保與損害賠償

之規定，原則上應可免除請求監察人起訴的強制先行程序，而將此程序作為

法院衡量訴前預供擔保與訴後損害賠償之因素477。 

另就代位訴訟所產生之費用部分，多數學者皆認同股東可向公司請求補

償必要費用，且應參考日本制度，將代位訴訟視為非財產權訴訟，適用民事

訴訟法第 77 條之 14 規定，將訴訟費用一律訂於 3000 元，以降低原告起訴

之困難度478。 

 

第四節 小結 

 本章將雙層股權結構之配套措施區分為控制代理成本之措施、投資人事

前保障措施與股東事後救濟措施。本文依我國的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體制，

配合不同公司規模，將股份有限公司區分為三大種類： 1. 公開發行並已上

市或上櫃公司；2. 公開發行但未上市或上櫃公司；3. 非公開發行公司。本

文認為上述的配套措施，部分措施應一體適用所有類型之公司；部分規定雖

可適用於所有公司，但應根據不同類型的公司，分別設定為強制規定或任意

規定；部分規定僅適用特定類型之公司。 

 於下一章節，本文將對於提出的配套措施進行上述三大分類，並配合我

國不同類型的公司探討是否應強制規定公司採用，抑或可將上述規定設為任

意規定，讓公司選擇自行納入或不加以採用（如設置為預設規定），並進一

步對我國立法提出建議。 

 
477 同前註，頁 67。 
478 廖大穎，企業經營與董事責任之追究-檢討我國公司法上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經社法制論叢，第

37 期，2006 年 1 月，頁 116-127；林國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民事賠償責任之追究，月旦民商法雜

誌，創刊號，2003 年 9 月，頁 56-62；王文宇，同註 8，頁 334-335；劉連煜，同註 473，頁 499-

503；曾宛如，同註 473，頁 19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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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對於我國之立法建議 

第一節 僅適用於特定公司之措施 

第一項 上市上櫃門檻 

此項措施針對之規範對象為已公開發行且欲申請上市或上櫃之公司。本

文認為因上市上櫃公司的公司治理良窳，會因為集中市場之高度流通性，而

受影響的投資人範圍較一般公開發行公司廣，在引進以複數表決權股架構雙

層股權結構之發展初期，本文認為可以分階段實施，先允許第二上市上櫃公

司申請，待國內監理機關與投資人較熟悉雙層股權結構之治理模式後，再進

一步允許雙層股權結構公司申請第一上市上櫃。 

另就基本上市上櫃之條件，本文認為可參考香港交易所之規定，原則上

僅得允許新申請上市上櫃之公司採用雙層股權結構，已上市上櫃者不得適

用，以保障投資人之權益，另也應要求申請公司向交易所說明採用雙層股權

結構之合適性與原因。 

而究竟是否應對雙層股權結構公司另提高上市上櫃之門檻，本文認為市

值的大小雖於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市場對於公司評估，但這僅能呈現一時公司

經營狀況之良窳，並不能實質反映公司內部治理機制是否運行良好，以及對

於少數股東之保障程度，故不建議採用。而專業投資人對於公司治理之良

窳，具有比一般投資人更專業之判斷能力，故本文認為不妨先以專業投資人

之參與程度做為參考指標，並以申請前一段期間為觀察期，以屏除參與程度

的不確定性，讓其作為投資先驅，再漸使散戶投資人參與其中。 

 另為控制現金流與控制權偏離所可能產生之代理成本，本文建議要求複

數表決權股之持有人須有一定程度之經濟利益比例方可申請上市上櫃，並配

合落日條款要求其維持一定之經濟利益。本文認為將採用雙層股權結構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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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作為上市上櫃之審查條件，將可能因審查方式過於主觀而可能產生類似

案例有不同審查結果，而有不公平情形發生，故不建議採用。 

第二項 股東協議 

 我國目前股東協議的法源有企業併購法第 11 條479，規定於企業併購時，

股東得以契約限制股份轉讓或設質之自由，而此無論適用於公開發行公司或

非公開發行公司皆適用。除上述情形外，我國以往審判實務見解對於，對於

表決權拘束契約等協議，多認為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於選舉董事時更是如

此480。而我國公司法於 2018 年修正後，已開放一般非公開發行公司與閉鎖

性公司之股東訂定表決權拘束契約與表決權信託契約481，然除此之外即欠缺

明文規定，故而股東協議之效力為何即會存有疑義。 

 原則上股東之間基於契約自由原則應可自由以股東協議安排經營事項，

然而契約仍不得違反強行規定，如有違反即會無效。依照現行公司法制，得

以章程排除之事項原則上即為任意規定，而亦可以契約約定之；然而，若未

規定得排除之事項，是否即為強行規定而不得以契約排除即有疑義。在此脈

絡下，有學者即認為在不違反公司治理機制之建立與經濟效率下，部分傳統

上可能被認為公司法強行規定，應可藉由股東協議加以調整。 

 其一為股份自由轉讓原則482，參照現行公司法可發行限制轉讓之特別

股，應可允許股東以書面協議限制股份轉讓或設質，並要求其載於章程以達

到公示效果；其二為多數決原則，為防止少數股東於董事會或股東會受到多

 
479 企業併購法第 11 條第 1 項 

公司進行併購時，得以股東間書面契約或公司與股東間之書面契約合理限制下列事項： 

一、股東轉讓持股時，應優先轉讓予公司、其他股東或指定之第三人。 

二、公司、股東或指定之第三人得優先承購其他股東所持有股份。 

三、股東得請求其他股東一併轉讓所持有股份。 

四、股東轉讓股份或將股票設質予特定人應經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之同意。 

五、股東轉讓股份或設質股票之對象。 

六、股東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將股份轉讓或股票設質予他人。 
480 最高法院 71 年台上字第 4500 號民事判決、96 年台上字 134 號民事判決。 
481 參公司法第 175 條之 1、第 356 條之 9。 
482 參公司法第 163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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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股東之壓迫，應可允許其訂定人事條款或重大決策條款；其三為股東平等

原則，在股東間存有高度信賴之公司，為確保少數股東參與經營之權利與預

防多數決之濫用，應允許股東得本於契約自由與私法自治加以調整；其四為

股份自己取得禁止原則483，強制收買條款會約定於一定條件下由公司收買股

東手中持股，以達到控制股東成員或破除僵局之目的，故如欲引進股東書面

協議，應再鬆綁此原則484。 

 另股東協議一般而言適用主體除閉鎖性公司外，是否適用於一般非公開

發行公司? 按照我國現行之公司法體制，除有限制股東人數與股份轉讓限制

之閉鎖性公司外，尚有既未申請公開發行亦未受章程限制股份轉讓，遊走於

公開化與閉鎖化之間的非公開發行公司，且亦可能因員工人數或經營規模大

小而有相當差異。因股東協議實質上適合股東間存有高度信賴、人合性質較

強烈之公司，原則上適合小型公司，但本文認為一般非公開發行公司之股東

訂定股東協議並無不可，因其股份轉讓之方式透過私下磋商，股東間已具有

一定程度之人合性質，且現行法下非公開發行公司已可發行限制轉讓之特別

股，性質已與閉鎖公司趨近。 

惟股東協議仍須遵守其界限，亦即不得更以契約作為壓迫少數股東之手

段，否則應視為無效。最後，股東契約基於契約相對性，如股東違反彼此協

議，原則上僅生債務不履行責任，不影響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對外效力485。 

第三項 突破規則 

 突破規則適用情形為市場上發生併購活動，主要目的避免雙層股權結構

公司完全喪失市場監督，不適任的經營持續鞏固公司經營權，故本文認為適

用的主體為所有公開發行公司。然而，參照歐盟會員國納入國內法不活躍之

情形，以及考量雙層股權結構之本質，本文認為相較於歐盟指令採取兩階段

 
483 參公司法第 167 條。 
484 王志誠，同註 420，111-113。 
485 王志誠，同註 420，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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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法模式，建議參考日本僅就規定突破規則之第二階段，亦即當收購方持

有公司一定比例之股份數時，所有股份具有之特別權利皆終止，包括複數表

決權股與選任董事等股份皆回復為一股一表決權。如此可避免雙層股權結構

公司容易遭致併購而無法達其目的，另一方面，當市場上收購者可集結一定

比例之股份，亦可反映出公司股東對於現任經營者之不信任，而可適時發揮

淘汰機制。 

 至於突破規則之規範特質，本文認為原則上屬於強行規定，但仍保留公

開發行公司一定之自治空間，亦即可允許公司可自行訂定啟動突破機制之股

份比例門檻，並將之訂入章程中，此應經股東會特別決議，並以加強表決程

序為之，使公司全體股東為最終決策者，且往後若要變更皆須以相同程序為

之。 

 

第二節 依不同公司類型區分效果之措施 

 本節所提及之配套措施將依據不同公司類型進行適用效果之區分，公司

類型主要區分為上市上櫃公司、非上市上櫃之公開發行公司，以及非公開發

行公司，但部分類型措施會因其性質僅區分公開發行公司與非公開發行，區

分適用效果，甚至部分措施不適用小型之非公開發行公司。 

 在規範適用上，本文依適用效力之強制性依序區分強制規定、遵循或解

釋基礎 （comply or explain）、適用或解釋基礎 （apply or explain）、預設但

可加以排除之任意規定，以及可自由選擇納入之任意規定。而排除規定適用

的方式可以股東會特別決議與加強表決程序，或是單純以章程排除之。 

簡單整理規範效力 

 

 

表格 3 及表格 4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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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 規範效力 

規範效力強度（由強到弱排

序） 

說明 

1. 強制規定 例外事項僅得以股東會特別決議與

加強表決程序為之 

2. 遵循或解釋基礎 原則上皆應遵守，否則即須說明理

由並提出相對應之措施以符合規範

目的 

3. 適用或解釋基礎 原則上建議公司遵守，公司未遵守

可以彈性方式說明如何達到規範目

的 

4. 任意之預設規定（opt-out） (1) 公司排除規定須經股東會特別

決議與加強表決程序為之 

(2) 公司直接以章程排除規定 

5. 任意之選擇納入規定（opt-in） 公司得自由選擇是否納入章程 

             來源： 本文自行整理 

表格 4 配套措施及規範效力 

 上市上櫃公司 非上市上櫃之公

開發行公司 

非公開發行公司 

落日條款 強制規定 任意之預設規定 任意之納入規定 

限制股份發行內

容 

強制規定及遵循

或解釋原則 

強制規定及任意

之預設規定 

任意之預設規定

及不加以限制 

公司治理強化 強制規定及遵循

或解釋原則 

強制規定及任意

之預設規定 

適用或解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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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上櫃公司 非上市上櫃之公

開發行公司 

非公開發行公司 

代表少數股東之

董事 

任意之預設規定 任意之預設規定 任意之納入規定 

最低表決權數保

障 

強制規定 強制規定 任意之納入規定 

控制權變更條款 任意之預設規定 任意之預設規定 任意之納入規定 

加強表決程序 強制規定  強制規定  強制規定  

資訊揭露 強制規定 強制規定 任意之納入規定 

來源： 本文自行整理 

第一項 落日條款 

第一款 上市上櫃公司 

對於上市上櫃公司，因影響範圍涉及廣泛之投資人，本文認為可利用上

市或上櫃規則強制規定公司應將特定落日條款納入章程。本文認為可參考香

港與新加坡交易所之規定，要求以下情形為回復一股一表決權之觸發條件： 

1. 股份持有人死亡；2.未擔任董事職位；3. 喪失工作能力；4. 違法或違反

忠實義務；5. 轉讓股份。這些落日條款可確保雙層股權結構用於發揮經營能

力之目的，然而本文亦認為可保留公司一定之自治空間，除違法或違反忠實

義務之情形外，允許以股東會特別決議與加強表決程序，讓特定人承繼複數

表決權股或特殊權利股份，阻止觸發條件生效。 

其中違法或違反忠實義務之觸發條件，本文認為可參考學者見解，原則

上經一審判決損害賠償之歸入權或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即應暫時回復一股一

表決權，除非經過股東會特別決議與加強表決程序豁免之，而經三審定讞無

罪或無違反忠實義務時，才可全然恢復特殊表決權利486。 

 
486 朱德芳，同註 47，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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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本文所提及其他類型落日條款，本文認為可作為任意規定，讓公司

自由選擇是否納入章程（opt in），而此亦須經股東會特別決議與加強表決程

序自不待言。 

第二款 未上市上櫃之公開發行公司 

未上市上櫃之公開發行公司涉及之投資人範圍較小，本文認為上述規定

上市上櫃公司應納入章程之落日條款，除違法或違反忠實義務者，可容許公

司較大之自治空間，將其訂為任意之預設規定，故原則上公司會將之訂於章

程，但允許公司經股東會特別決議與加強表決程序，將之排除於章程外。而

違法或違反忠實義務之條款，本文認為仍應作為強行規定，要求公司應訂入

章程，整體適用方式亦與上市上櫃公司相同。至於上述類型以外之落日條款

仍可作為任意規定，讓公司自由選擇是否納入。 

第三款 非公開發行公司 

對於所有類型之非公開發行公司，本文認為除了違法或違反忠實義務之

情形外，應給予高度之自治空間。違法或違反忠實義務之落日條款，應與公

開發行公司相同，要求公司應納入章程之中，至於其他類型之落日條款，本

文認為可允許公司自由選擇是否納入章程，但此程序應經股東會特別決議與

加強表決程序為之。 

給予非公開發行公司高度自治空間同時，本文寄望能搭配股東書面協議

之運用，讓非公開發行公司股東運用協議彼此調和權利，使低表決權股東能

藉此與高表決股股東協調如何保障自身的權利，以避免壓迫之情形發生。 

第二項 限制股份發行內容 

第一款 上市上櫃公司 

本文針對限制股份發行內容的配套措施，分為限制表決權差異倍數上

限、限制發行無表決權股與限制表決權股，以及限制發行複數表決權股。針

對表決權差異倍數上限，本文認為可參考多數國家立法，先以上市或上櫃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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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訂定遵循或解釋基礎（comply or explain），原則上要求高低表決權股之表

決權比例不得大於 10：1 之比例，如公司欲採行大於此一差異倍數應加以解

釋原因，並提出可能之風險與其相對應之配套措施。 

有鑑於我國特別股權利性質不明確，以複數表決權股架構雙層股權結構

實質上較能保障投資人之權益，故本文建議如將來公司欲申請上市或上櫃，

應限制其不得以無表決權股或限制性表決權股架設雙層股權結構。 

另關於複數表決權股發行之限制，美國交易所限制已上市公司不得發行

新層級之複數表決權股，其主要原因在於此等資本重組之形成過程，將可能

使原股東作出不利於自身的選擇，此種規範模式確有保護股東實益，但自公

司角度出發，並非所有資本重組皆以侵害股東權益為目的，因此實屬過度規

範487，故本文建議可參考香港與新加坡立法，允許公司於一定條件下發行新

層級之複數表決權股。而香港與新加坡雖皆另有配套措施，限制複數表決權

股發行，然香港採用複數表決權股份數佔總發行股數比例之模式，且若比例

往後降低僅能適用較低之比例，公司如要發行新股，則必須同時發行高低表

決權股，如此可能會導致將低公司發行低表決權股之誘因。相較之下，新加

坡高低表決權股間之表決權比例作為配套措施，如此一來，一方面可確實掌

握高低表決權股間之表決權差異倍數，另一方面也不會降低發行低表決權股

之誘因，故本文建議採取新加坡之立法模式。 

第二款 未上市上櫃之公開發行公司 

對於未上市上櫃之公開發行公司，本文認為應可將 10：1 的表決權差異

倍數上限作為預設規定，如公司欲採取更高之比例，應經股東會特別決議與

加強表決程序為之。另如前所述，本文不建議以無表決權股或限制表決權股

架設雙層股權結構，然鑒於我國發行此類型特別股已於實務上施行多年，故

 
487 蔡英欣，同註 4，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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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可參考日本法，限制公開發行公司發行無表決權股與限制表決權股份

數，不得大於已發行總股份數之 50%。 

對於發行複數表決權股之限制，本文認為此涉及公司控制權之分配，原

則上仍應參照上市上櫃公司之規定，僅允許於各特定情形下才可發行複數表

決權股，且必須維持一定之表決權差異倍數，每當發行複數表決權股皆應經

股東會特別決議與加強表決程序。 

第三款 非公開發行公司 

對於非公開發行公司，本文認為仍應採用高低表決權股 10：1 表決權差

異倍數上限，公司若要採更高比例應經股東會特別決議與加強表決程序，以

防止權利失衡而有股東間壓迫情形發生。另考量非公開發行公司之人合性質

較高，原則上股東彼此之間較容易協調彼此之權利關係，故參酌日本法不對

非公開發行公司無表決權股或限制性表決權股之發行予以限制。此外，鑒於

鼓勵非公開發行公司之股東彼此以股東書面協議分配權利，本文尊重其私法

自治之本質，不再限制其複數表決權股之發行，希股東以協議平衡彼此之權

利。 

第三項 公司治理強化 

第一款 上市上櫃公司 

依照我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政策，目前已全面要求資本額達 20 億

以上之上市上櫃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未來至 2022 年全面要求

所有上市上櫃公司皆應設置審計委員會488。此意謂未來上市上櫃公司無論規

模大小將全面採用單軌制，獨立董事將取代監察人作為監督角色。雖然獨立

董事是否確實可發揮其職能並非無疑慮，尤其當公司存在控制股東，對董事

 
488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擴大強制設置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之適用範圍，2018 年 11 月， 

https：

//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8112000

01&%20aplistdn=ou=news,ou=multisite,%20ou=chinese,ou=ap_root,o=fsc,c=tw&dtable=News  （最後

瀏覽日： 2019/5/25)。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811200001&%20aplistdn=ou=news,ou=multisite,%20ou=chinese,ou=ap_root,o=fsc,c=tw&dtable=News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811200001&%20aplistdn=ou=news,ou=multisite,%20ou=chinese,ou=ap_root,o=fsc,c=tw&dtable=News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811200001&%20aplistdn=ou=news,ou=multisite,%20ou=chinese,ou=ap_root,o=fsc,c=tw&dtable=News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811200001&%20aplistdn=ou=news,ou=multisite,%20ou=chinese,ou=ap_root,o=fsc,c=tw&dtabl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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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具一定程度之影響力時，獨立董事是否能秉持其獨立性，即為決定公司治

理之重要因素。除此之外，獨立董事如何掌握公司資訊，確實監督經營階層

以符合其受任人義務，也是決定公司治理良窳的關鍵。 

本文認為以獨立董事強化公司治理應為可行之方式，尤其於雙層股權結

構公司，強化董事會獨立性具有相當重要性，故初步而言，本文建議可以遵

循或解釋基礎，上市規則規定雙層股權結構公司，原則上董事會三分之一席

次應由獨立董事組成，如無法遵循應加以說明原因與風險，並提出相對應措

施以健全公司內控機制。 

關於風險管理委員會或公司治理委員會，本文建議可參考新加坡立法，

以遵循或解釋基礎要求上市上櫃公司原則上設置委員會，專門處理雙層股權

結構的特殊風險，但公司也可不設置而具體說明理由，例如將此任務由審計

委員會負責，由其負責審議複數表決權持有人之交易，此範圍大於現行證券

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涉及董事利害關係之事項489。另為屏除經營階層利益衝

突交易與薪酬過高之風險，本文建議參考學者見解，除強制要求雙層股權結

構公司，無論規模大小，均應設置審計委員會外，亦應設置薪酬委員會且成

員皆須由獨立董事擔任490。 

配合上述政策，本文亦建議我國主管機關逐步加強提名委員會之設立，

由其審視董事之獨立性與專業性，並建全公司治理人員制度，協助提供獨立

董事公司經營資訊以提升其專業度，達到監督職能。為確保公司治理人員對

於治理實務之熟捻，本文亦建議公司治理人員應由具備律師、會計師或於公

開發行公司從事法務、財務與股務等工作十年以上經驗者擔任491。 

 
489 朱德芳，同註 47，頁 191。 
490 同前註。 
491 現行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3 條之 1 規定公司治理人員應由「律師、會計師執業資格或

於證券、金融、期貨相關機構或公開發行公司從事法務、財務、股務或公司治理相關事務單位之主

管職務達三年以上。」惟相較於前者律師、會計師，後者僅以三年工作經驗具有相當差距，故建議

提高為十年工作經驗。參朱德芳，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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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未上市上櫃之公開發行公司 

現行我國未上市或未上櫃之公開發行公司可選擇設立審計委員會或是監

察人492，除興櫃公司應依主管機關要求設立獨立董事外493，如公司設有監察

人者可自由選擇是否設立獨立董事494。鑒於董事會之獨立性對於雙層股權結

構公司尤具重要性，本文建議採用雙層股權結構之公司皆應設立獨立董事、

審計委員會與薪酬委員會，以避免不具獨立性之監察人更易受到經營階層或

控制股東之影響。 

另風險管理委員會或公司治理委員會，本文認為可無須有上市上櫃公司

嚴格之說明義務，可設為任意之預設規定，可由公司依章程排除之。 

第三款 具一定規模之非公開發行公司 

原則上非公開發行公司相對於公開發行公司，因股東人數少故無嚴格之

公司治理要求，然而受公司治理之良窳影響者，可能涉及股東以外之第三

人，包括公司員工、債權人等。如雙層股權結構公司之規模龐大，例如雇用

的員工人數多，或有巨額的營業額與淨值，則受其公司治理影響的利害關係

人範圍，有不容小覷的規模。基於上述考量，以及雙層股權結構公司治理之

需求，本文建議可參考英國沃提斯原則，針對員工人數 2000 人以上，或營

業額達 80 億台幣且淨值達 800 億台幣之大型非公開發行公司，發布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作為公治理指導原則，同時採用「適用或解釋基礎」（apply or 

explain），給予公司遵循之彈性。 

其主要方針可設定為：  

1. 目標： 董事會應維護公司長期價值，並與短期價值取得平衡； 

2. 董事會組成： 考慮任命獨立董事，並視公司規模大小、治理結構與複

雜程度，將董事會職權，例如風險管理與薪酬等事項，分設專門委員會； 

 
492 參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493 同註 488。 
494 參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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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董事責任： 董事會應就內部事項制定政策與準則，包括董事職權、責

任，以及股東協議與少數股東保護等股東資訊，並適切處理利益衝突； 

4. 機會與風險： 董事會建立決策與管理風險之整體方法，並建立控制風

險之內控機制； 

5. 薪酬： 董事會評論管理階層的報酬如何符合該行業中普遍慣例，或自

願揭露管理階層之報酬比率； 

6. 外部利害關係人： 董事會適時將外部關係人之價值觀納入決策考量。 

第四項 代表少數股東之董事 

第一款 公開發行公司 

允許少數股東取得一定比例席次之董事，確實可藉此保障少數股東權

益，然而爭取董事會席次，亦可能使激進派投資人進入董事會，影響公司整

體政策、產生董事間齟齬，以及短期主義再次影響公司經營之風險，故本文

認為此項措施對於所有公開發行公司，無論是否申請上市上櫃，應設為任意

之預設規定，允許公司可以章程排除之。 

另若引進少數股東董事之制度，為避免雙層股權結構公司受到短期主義

投資人干擾經營權，本文建議可制定相關提名董事規則，限定一定持股期間

以上，並且限定提名的股東人數，符合條件者才能確保其當選一定席次，以

平衡少數股東權益與公司長期發展之需求。 

第二款 非公開發行公司 

目前非公開發行公司皆可透過發行特別股，使特定股東當選一定席次之

董事495，為使非公開發行公司擁有經營之彈性，本文認為代表少數股東之董

事制度可作為選擇納入之任意規定，允許非公開發行公司自由選擇是否使低

表決權股股東或少數股東得取得一定比例之董事席次。另因非公開發行公司

原則上較無受短期主義投資人影響之風險，故無須適用上述董事提名條件。 

 
495 參公司法第 157 條第 1 項第 5 款、第 356 條之 7 第 1 項第 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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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保障少數股東最低表決權數 

第一款 公開發行公司 

為降低持有高表決權股之經營階層過度鞏固權力之風險，本文建議應將

保障低表決權股東之表決權數規定，設定為強行規定，而此規定應適用於所

有公開發行公司。相較於要求讓少數股東取得一定席次之董事，保障少數股

東於股東會中之表決權數，除可緩和高低表決權股之間差異倍數，並可降低

短期主義投資人進入董事會之風險外，也可適時反映市場對於公司經營政策

之觀點，給予經營階層一定警惕，故本文建議可參考新加坡交易所之規定，

保障低表決權股股東於股東會中至少有 10%之表決權比例。 

第二款 非公開發行公司 

未來如引進股東協議，非公開發行公司股東可彼此以協議進行權力安

排，甚至可自行決定決議門檻，故本文認為可保留其自治空間，將保障少數

股東之最低表決權數設定為公司可自由選擇是否納入章程之任意規定，給予

股東私法自治之彈性。 

第六項 控制權變更條款 

第一款 公開發行公司 

控制權變更條款可防止於外部人收購股份時，僅與高表決權股股東交

易，使低表決權股股東被排除於外，同時也可大幅降低控制股東或經營階層

謀取私利的機率，故本文建議可適用於所有公開發行公司。然而，如前文所

規畫，將來公開發行公司強制納入股份轉讓之落日條款，已可大幅控制謀取

私利的風險，故本文建議可將控制權變更條款作為任意之預設規定，原則上

公司應當適用，但可以章程加以排除之。 

另如收購方已持有公司 50%以上一表決權之普通股，此表示收購方已有

一定之控制權，應可作為控制權變更條款之例外。故本文建議參考加拿大的

立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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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收購方收購時，原則上不同表決權股皆可轉換為一股一表決權之普通

股參與出售股份； 

2. 如被收購對象為持有複數表決權股者，收購方應向所有股東以同一條件

收購股份，否則複數表決權股持有人不得出售股份； 

3. 如收購方已持有 50%以上一表決權以上股份，則不適用此規定。 

第二款 非公開發行公司 

鑒於非公開發行公司已可使用章程發行特別股進行權利安排，未來如引

進股東協議更能已隨賣權、領賣權等強制買賣條款保障自身權益，故本文認

為應給予其相對於公開發行公司較高的自治彈性，建議對於非公開發行公

司，將控制權變更條款設定為選擇納入的任意規定，由公司自行決定是否將

此條款納入章程中。 

第七項 加強表決程序 

第一款 上市上櫃公司 

當決議事項重大且涉及少數股東權益時，雙層股權結構公司應適時回復

為一股一表決權原則，參考新加坡與香港交易所之上市規則，本文建議上市

或上櫃規則應規定，當涉及以下事項應依加強表決程序為之： 1. 修改章

程；2. 改變任一類別股份權利；3. 選任或解任獨立董事；4. 選任或解任會

計師；5. 被反向收購；6. 終止營運；7. 下市；8. 排除法規關於表決權之預

設規定；9. 訂定突破規則之門檻。其中改變任一類別股份權利之事項，如涉

及特別股股東權益，仍應依我國法經過股東會特別決議加上特別股股東會決

議496；然而，於雙層股權結構中，低表決權股可能即為一股一表決權之普通

股，故本文建議特別股股東會決議可改成權利受影響類別股份之股東會。 

 
496 參公司法第 15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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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未上市上櫃之公開發行公司 

如公開發行公司未上市或上櫃，本文建議以下事項須強制公司須以加強

表決程序為之： 1. 修改章程；2. 改變任一類別股份權利；3. 選任或解任獨

立董事；4. 選任或解任會計師；5. 終止營運；7. 排除法規關於表決權之預

設規定；8. 訂定突破規則之門檻。其中第 3 點選任獨立董事，於我國目前公

開發行公司若未上市或上櫃，設有監察人者得自由選擇是否設置獨立董事

497，然如前文所述，本文建議採行雙層股權結構公司皆應採行單軌制，故於

選舉獨立董事時應採加強表決程序，在此思維下，本文亦建議禁止公開發行

公司發行選舉獨立董事之特別優先權股，以發揮加強表決程序之功能。至於

第 2 點改變任一類別股份權利，與前述相同，應另經該類別股份之股東會決

議為之。 

第三款 非公開發行公司 

對於非公開發行公司，本文認為應著重者為股東間對於經營權之安排，

以達股東投資公司之合理期待，故本文建議以下事項要求應以加強表決程序

為之： 1. 修改章程；2. 改變任一類別股份權利；3. 終止營運；4. 排除法

規關於表決權之預設規定。強制要求此些事項為加強表決之理由在於避免股

東間的權利分配受到任意變更，產生少數股東受到壓迫之情形。本文並未納

入選任或解任監察人、會計師，因如引進股東書面協議制度，股東本可互相

安排董事與監察人之職位，且公司的財務並無如同公開發行公司有嚴格的要

求。 

現行法下閉鎖性公司已可發行選舉一定席次監察人之股份498，甚至發行

複數表決權股亦得用於選舉監察人499，然而一般非公開發行公司依公司法第

157 條第 2 項之規定，仍不得以複數表決權股選舉監察人。本文建議未來如

 
497 參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2。 
498 參公司法第 356 條之 7 第 1 項第 4 款。 
499 參公司法第 356 條之 7 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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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配合股東協議之法制，可進一步開放一般非公開發行公司，使用複數表決

權股或特殊優先權股選舉監察人。 

第八項 資訊揭露 

第一款 公開發行公司 

因公開發行公司之股份具有對外之流通市場，若一般投資人對於雙層股

權結構具有資訊不對稱性，除無法根據公司的投資成本進行估價外，也可能

面臨公司經營不善或是控制股東壓迫的風險，故資訊揭露對於所有公開發行

公司皆為必要措施。故本文建議可參考新加坡與香港交易所之規定，規定公

開發行公司應於公開說明書、週期性財務報告、股東會通知詳細載明：1.公

司採用雙層股權結構；2. 採用之理由；3. 雙層股權結構詳細資訊與相關風

險；4.應經加強表決程序之事項與對普通股持有人之影響；5. 組織章程重要

條款；6. 複數表決權股之受益人等資訊。如公司有上市或上櫃，應於其上市

上櫃之文件，以及其他根據上市上櫃規則所須提出公告中呈現上述資訊。 

除此之外，為使投資人區別雙層股權結構公司與一般公開發行公司，應

要求股份標記應有區別性之標示，例如標示「W」500。 

第二款 非公開發行公司 

原則上非公開發行公司並無如同公開發行公司嚴格之揭露要求，且使其

承擔鉅額的揭露成本亦不合理。鑒於非公開發行公司之股份多為私下交易，

投資人原則上可透過彼此磋商減少資訊不對稱性。然而為盡量使投資人適度

評估風險，並進行權利分配之安排，故本文建議主管機關可發布行政指導，

使非公開發行公司告知投資人組織章程重要條款、雙層股權結構相關資訊與

風險，以及應以加強表決程序之事項等，使股東進行妥適權利安排，以避免

未來產生紛爭。 

 

 
500 按我國公司法第 161 條之 1 所有公開發行公司皆應發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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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5 配套措施之規範總結 

配套措施 立法建議 

落日條款 1. 上市櫃公司強行遵守落日條款包括： (1）股

份持有人死亡；(2）未擔任董事職位；(3） 喪

失工作能力；(4）違法或違反忠實義務；(5）

轉讓股份。其餘類型公司可選擇自行納入。 

2. 非上市櫃之公開發行公司，除違法或違反忠實

義務外，將上市櫃公司應遵守之條款設為預設

規定。 

3. 非公開發行公司，除違法或違反忠實義務外，

所有條款選擇納入。 

限制股份發行內容 1. 上市櫃公司以遵循或解釋基礎採行 10：1 表決

權差異比例倍數；不得以限制表決權股架構雙

層股權結構；特定情形下才可發行複數表決權

股。 

2. 非上市櫃之公開發行公司： 10：1 表決權差

異比例倍數為預設規定；限制性表決權股不得

發行超過總股數 50%；特定情形下可發行複數

表決權股。 

3. 非公開發行公司： 10：1 表決權差異比例倍

數為預設規定；不對發行限制性表決權股或複

數表決權股予以限制。 

公司治理之強化 1. 上市櫃公司以遵循或解釋基礎規定董事會三

分之一以上成員須為獨立董事，並設立風險

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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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措施 立法建議 

2. 非上市櫃之公開發行公司： 皆須設立

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

風險管理委員會為預設規定。 

3. 具一定規模之非公開發行公司以適用或

解釋基礎達到政策核心目標。 

代表少數股東之董事 1. 公開發行公司設為預設規定。 

2. 非公開發行公司為選擇納入規定。 

保障少數股東最低表決

權數 

1. 公開發行公司為強行規定少數股東至少可投下

10%表決權。 

2. 非公開發行公司為選擇納入。 

控制權變更條款 1. 公開發行公司將對所有股東平等收購之條款設

為預設規定。 

2. 非公開發行公司為選擇納入。 

加強表決程序 1. 上市櫃公司以下事項強制所有股東一股一表決

權決議： (1）修改章程；(2）改變任一類別股

份權利；(3）選任或解任獨立董事；(4）選任

或解任會計師；(5）被反向收購；(6）終止營

運；(7）下市；(8）排除法規關於表決權之預

設規定；(9）訂定突破規則之門檻。 

2. 非上市櫃之公開發行公司以下事項強制所有股

東一股一表決權決議： (1）修改章程；(2）改

變任一類別股份權利；(3）選任或解任獨立董

事；(4）選任或解任會計師；(5）終止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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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措施 立法建議 

(7）排除法規關於表決權之預設規定；(8）訂

定突破規則之門檻。 

3. 非公開發行公司以下事項強制所有股東一股一

表決權決議： (1）修改章程；(2）改變任一類

別股份權利；(3）終止營運；(4）排除法規關

於表決權之預設規定。 

資訊揭露 1. 公開發行公司應於公開說明書、週期性財務報

告、股東會通知詳細載明：(1）公司採用雙層

股權結構；(2）採用之理由；(3）雙層股權結

構詳細資訊與相關風險；(4）應經加強表決程

序之事項與對普通股持有人之影響；(5）組織

章程重要條款；(6）複數表決權股之受益人等

資訊。 

2. 非公開發行公司以行政指導方式促使資訊揭露 

            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第三節 所有公司皆適用之配套措施 

第一項 不公平救濟措施 

 對於非公開發行公司而言，為避免發生控制股東壓迫少數股東，又或者

是股東產生僵局之情形，可藉由章程或股東協議保障自身權益，然而契約仍

有其不完整性，股東無法將未來可能產生情形皆列入契約中，此時如股東無

法出脫股份501，則永久無法收回投入資本，如此時強行解散對於股東而言也

可能產生專用性資產之損失。而對於公開發行公司之股東，雖然其具有外部

 
501 例如股份轉讓限制或第三人因公司問題不願購買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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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市場，然而市場上投資人多會根據公司經營狀況予以折價，進而使原股

東產生損失，故即使將股份出脫，未必對於股東而言是最好的選項。 

 當股東進入公司後，儘管為一股一表決權結構之公司，往往會有許多決

議並非股東所贊同，以本文探究的雙層股權結構為例，若公司決議通過後發

行複數表決權股，若股東認為不能符合期待該如何救濟? 本文認為儘管針對

雙層股權結構提供了事前保障措施，如股東投資仍有可能因為股東間對於公

司經營事項之認知不同，而不能符合其投資的合理期待，無論對於非公開發

行公司或公開發行公司，提供一妥適的事後救濟管道，去探究公司行為是否

屬於不公平之侵害實屬必要。而事後救濟之首要目的，應為保障股東能依比

例獲得盈餘分配，以及股東資訊權502。 

然而，相較於現行代位訴訟制度，本文認為提供不公平救濟制度更能符

合股東直接需求，除股東無需將利益歸於公司，不公平救濟制度也賦予法院

更為彈性的裁量效果，可以根據股東需求提供適切保障。而此對於雙層股權

結構之低表決權股東或少數股東尤為重要，例如公司經營階層不分派盈餘或

給予自己過高薪資時，少數股東可以請求法院發布規制命令，直接要求分派

盈餘或禁止高薪之分派；甚至，如非公開發行公司股東發生僵局而契約條款

無法處理，也可請求法院使公司購買股東之股份。故本文認為除了健全代位

訴訟制度外，無論我國是否進一步放寬雙層股權結構之運用，不公平救濟制

度皆以引進之價值。 

第二項 代位訴訟 

 我國公司法於 2018 年修正後已放寬股東代位訴訟之門檻，將持股期間

要求自 1 年期間降至 6 個月，而持股已發行總股份數比例自 3%調降為 1%。

然而本文認為如為監督經營階層之不法行為，持股數多寡並非必要條件，故

建議刪除持股比例的條件，並明文規定不採「同時擁有股份原則」，即使股

 
502 王文宇，同註 41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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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於經營階層不法行為發生後取得股份，也符合起訴門檻。至於持股期間，

本文建議如刪除持股比例規定後，仍應保留此持股期間 6 個月，作為檢視股

東是否為公司利益而起訴之門檻，此亦可降低法院檢視權利保護必要性的負

荷。 

 而現行法下欲行代位訴訟之股東仍需進行訴訟先行程序，亦即先請求監

察人並等待 30 天後才可提起訴訟，本文認為以監察人作為濫訴控制閥，並

無法發揮實質效果，尤其於監察人與經營階層關係良好的公司。此外，因為

是代表訴訟，股東勝訴後利益歸於公司，股東自身也會考量訴訟所耗費之成

本，任意起訴也會有損害賠償，濫訴機率已非常低，故建議刪除訴訟先行程

序。 

 關於因訴訟產生之費用部分，本文認為如股東實質上為公司利益起訴，

即應由公司補償，而此無關勝訴與否，故本文建議參考英美法制由法院裁量

是否由公司補償股東訴訟之必要費用。另訴訟費用部分，本文建議參考日本

法，將代表訴訟一律視為非財產權上訴訟，使訴訟費用一律 3000 元，提升

股東起訴之誘因。 

 

第四節 小結  

隨著採用新經濟型態與商業模式的企業不斷嶄露頭角，為了成長茁壯必

定需要一個具有集資彈性的市場，無論是公開發行公司或非公開發行公司，

如能給予經營者股權規畫之彈性，實質上給予了經營者發揮經營能力的場

域，而能回頭激發出更多以往未曾出現的新經濟。本文認為引進一項新的資

本制度雖並非毫無弊端，然而如能克服這些風險，相對而言可全面提升經濟

與法律制度之競爭力。而開放雙層股權結構，讓公司自由安排股權結構，正

是可以啟動新經濟發展之動力，不僅非公開發行公司有此需求，公開發行公

司亦有此需求。如何將雙層股權制度發揮淋漓盡致的核心，應在於如何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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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階層之控制股東與少數股東之間的權力關係，對此不同類型公司應有不

同因應方式。 

未來我國如進一步開放所有公司發行複數表決權股，本文建議可採漸進

式立法模式，先自控制代理成本與投資人事前保障著手，制定相對應預防措

施制度，再逐漸延伸至事後救濟措施，此方式相較於美國，和同為亞洲國家

的香港與新加坡較相近，此種模式的優勢在於由主管機關與立法者作為風險

之控制閥，為股東提供事前保障，而事後救濟措施仰賴股東私法救濟，須與

國家訴訟制度與社會風氣相配合，新制度與國家社會間之磨合過程會較長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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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一股一表決權原則在我國已長年實施，近年來我國已逐漸開放閉鎖性股

份有限公司乃至於一般非公開發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複數表決權股，惟對於

公開發行公司仍受制於股份平等原則等強制規定。本文認為股份平等原則上

僅為集資方便而因應法技術而產生，並不能作為一股一表決權為強制規定的

基礎。股東平等原則追求乃股東對於公司權利的實質平等，而非過度僵化的

股份劃分，在公司契約觀點下，投資人獲得充足資訊以評斷公司的風險與成

本下，實無過度規定的必要而導致交易之僵化成本。 

雙層股權結構在美國已施行多年，為美國帶來多元的資本結構，近年來

科技公司發展大部分皆願意前往美國上市或發展。而香港或新加坡因措施優

良企業在該國上市發展的機會，紛紛開放雙層股權結構上市。然而雙層股權

結構並非全然無弊端，本文也對於雙層股權結構進行利弊分析。雙層股權結

構的優勢在於可使表決權集中於最適合經營的人手中，讓公司專注於長期發

展，並降低公司被敵意併購的風險，此外，相較於其他控制權集中的手段，

雙層股權結構屬於較為透明的集權機制。但相對而言雙層股權結構仍有其風

險，與一般公司遇到的經營階層或控制股東的代理成本不同，雙層股權結構

公司有著雙重代理成本的風險，此導源於雙層股權結構經濟利益與表決權利

的偏離，傳統公司中股東壓迫或不平等待遇更可能加劇，控制代理成本機制

的有效性會下降。對於此，本文認為雙層股權結構帶來的效益並非必然低於

其所有的代理成本，應著重的是，如何提出相對應的配套措施，以降低可能

的代理成本，讓所有公司都能享有雙層股權結構帶來的效益。 

就配套措施而言，本文分為控制代理成本之措施、投資人事前保護措

施，以及股東事後救濟措施。各配套措施皆參考各國立法而擬定，其中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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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著重者為控制代理成本措施與投資人事前保障。與美國強調事後救濟不

同，香港或新加坡也重視投資人購買股份前的事前保障，以及如何降低雙層

股權結構公司的代理成本，因此本文為多為參考香港或新加坡對於上市公司

的立法規定，探討運用雙層股權結構之公司，對於股份內容有哪些限制、公

司治理如何強化、少數股東權利應如何保障，最重要的是，如何給予投資人

為投資決策前充分的事前保障。然而因本文認為雙層股權結構公司是用於不

同類型公司，於第六章立法建議中，將配套措施與公司類型進行分類，公司

區分為上市上櫃公司，非上市上櫃之公開發行公司以及非公開發行公司，當

中配套措施有僅適用特定類型公司者，也有如事後救濟適用於全部類型公司

者，然大部分皆依不同公司區分規範效力之強弱。其中上市上櫃公司因為影

響投資人最為廣泛，其所運用者大部分皆為以上市上櫃規則訂立的強行規

定；未上市上櫃之公開發行公司運用者，多為可以特定程序加以排除的預設

規定 （opt out）；非公開發行公司因為搭配本文建議的股東書面協議制度，

以及公司彈性自治的需求，所運用者多為可以選擇納入的任意規定 （opt 

in）。如此依不同類型公司區分適用不同效力規範也符合公司法修正後大小公

司分流的觀點。 

最後股東事後救濟的部分，本文認為可適用於全部類型公司。我國代位

訴訟依投保法修正後更為保障股東權利，但並非全然無弊端，且我國保障股

東權益之法律條文分散公司法各處，實有引進不公平救濟制度之必要。然而

本文認為事後救濟制度需要國家訴訟制度與社會風氣相互配合，故認為這屬

於中長期的配套措施，短期而言，本文認為雙層股權結構之配套措施可著重

於如何控制代理成本與投資人事前保障之措施。如此層層制度相互搭配，本

文認為建立一個資本多元化的經濟社會並非毫無可及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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