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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公司法上董事的受任人義務 

第一節 董事受任人義務之源起 

第一項 信託之源起 

信託乃為他人利益管理財產之一種制度。世界各國均有信託之觀念，因為

在古代各國只要人民擁有財產，皆可能發生財產管理或繼承等問題。易言之，

自「私有財產制度」確立時，信託之意念即開始發展
330。 

依據歷史記載，目前最早發現之信託紀錄係公元前 2548 年，古埃及人為信

託其財產所立下之遺囑（Egyptain wills）。其內容大體上是以遺囑將自己的財

產傳給繼承人（主要指長子），或將財產之一部分讓給繼承人以外之子女。在

羅馬時代，遺囑大致都依照一定格式之文書作成或是和他人訂定信託之契約，

再以明確之方式辦理。當時財產之受益人通常是有繼承權之子女（長子），否

則就由無繼承權之子女，享受利益。至基督教傳佈以後，亦有利用信託將其財

產移轉給教會之情形。且受託人並不限於親朋好友，以教會之教士或寺廟之僧

尼為受託人之情形亦逐漸增加。原因是人在臨終死亡懺悔時，對於前來聽取懺

悔之教士或僧尼，往往多以遺囑委託其代為處理財產。惟此種信託方式，在歐

洲大陸並不盛行，迄十一世紀，「諾曼人（Norman）」征服英國以後，始於英

國發展為明確之制度，而成為今日信託之起源
331。 

英國之信託起源於中世紀之「用益」（Use）設計。關於此種用益設計之

更早起源，有謂源於羅馬法者，亦有謂源自日耳曼法者332。惟無論其最初起源

為何，「用益」設計在十三至十五世紀，係為規避當時英國封建制度下的各種限

制及負擔（主要是稅賦），特別是針對封建制度下土地政策所發展出來的產物。

事實上，最初之用益設計僅為君子協定而已，英國當時之普通法院並不承認用

益設計，受益人並不能要求法院強迫受託人履行其承諾。用益制度直到衡平法

院出現始被承認，信託概念亦自該時起方正式納入英國之法律系統333。 

                                                 
330 徐國香，信託法研究，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8 年 5 月，頁 16。 
331 參閱吳明哲，信託金融，文京圖書有限公司，1999 年 6 月，頁 1-2。 
332 徐國香，前揭註 330，頁 2-3。 
333 方嘉麟，信託法之理論與實務，元照出版公司，初版，1994 年 5 月，頁 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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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1535 年時，亨利八世頒布了用益法典（Statute of Uses），其目的在

於遏阻當時盛行的用益設計，使國王能重新獲取民間藉由用益所規避之稅金以

支應戰爭的龐大開銷。故基於財稅收入及防杜逃稅之理由，頒布該條例來取締

用益設計334。用益法典使用益設計歸於無效之方式，係規定當事人一旦將「法

律上所有權」移轉給受託人，並指定受益人享受「用益權」時，該法典即自動

將「法律上所有權」由受託人處轉給受益人，視受益人為法律上所有人，謂之

「執行」用益（execute the use）。導致受益人因繼受法律上所有權人之地位，

而無法再規避所有權變動時所須繳納之稅金。 

雖然用益法典不承認用益設計之效力，但在普通法院採取嚴格的文義解釋

下，仍有數項之例外，如動產信託、積極信託
335及第二層用益336等，此些例外

規定亦成就了現代信託法之雛型。十六世紀用益法典制定後，法院開始統稱這

些未被「執行」之用益（即用益法典之例外）為「信託」（Trust），即現代信

託設計之先驅。自十六世紀至二十世紀初，由於客觀社會經濟背景的變遷，土

地不再是主要的財富來源，以股票、債券等動產為標的之信託逐漸成為財富傳

承之主流，並主導現代信託法律架構之發展。 

此外，由於所得稅及遺產稅等稅賦之急劇升高，信託因稅賦優惠常被作為

移轉財富並確保世代傳承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受託人角色之變遷，亦使信

託功能發生決定性之變化。中古世紀受託人之惟一功能，係作為土地名義上之

所有人，至於土地之占有及管理均由受益人為之，受託人係處於全然消極之地

位，因為當時信託之主要功能無非就是藉由人頭設計以迂迴規避法律規定。但

自十七世紀以後，家族財富累積逐漸由土地轉化為各式證券及投資工具時，受

託人面對瞬息萬變之投資環境，不得不以自己之經驗知識為積極管理，而信託

之功能，亦從脫法設計轉為提供專業管理之管道。其後，接著出現自由裁量信

託（Discretionary Trust）及保護信託（Protective Trust）。前者在二十世紀後更

因所得稅及遺產稅等稅賦之急劇升高而成為節稅之管道
337

。 

隨著信託設計之日益普遍使用及複雜化，英國國會亦陸續制定了一連串法

                                                 
334 賴源河、王志誠，現代信託法論，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 年 11 月，三版三刷，頁 3。 
335 受託人積極管理處分信託之財產者。 
336 係用益法典制訂後，民間為規避用益法典而廣為採行之設計。即委託人將財產移轉於某甲，

明訂此財產受某乙之用益權所及。復規定某乙之用益權為委託人及其繼承人用益權之客體。因

當時法院認為用益法典至多僅得用一次。換言之，在上例某乙將因用益法典之運作而取得委託

人財產「法律上所有權」。但某乙之所有權復為委託人及其繼承人用益權所及之條款（即「第

二層用益」之設計），卻不受用益法典之影響而有效。方嘉麟，前揭註 333，頁 68-69。 
337 方嘉麟，前揭註 333，頁 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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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規範此種設計之各個層面。其中第一個規範一般信託關係者為 1893 年公布

之受託人法（Trustee Act）（其後由於種種不便，遂被廢止，並由 1925 年之受

託人法所取代）。之後更陸續頒布了 1896 年的官設受託人法（Judicial Trustee 
Act）、1906 年的公設受託人法（Public Trustee Act）、1957 年的公設受託人報

酬法（Public Trustee Fees Act）及 1961 年的受託人投資法（Trustee Investment 

Act）等，從而確定現代信託制度的體系
338。 

第二項 董事受任人義務之源起 

我國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行業務並盡善良

管理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學者多

認為本條文為英美法上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與注意義務（duty of care）

之明文規定。在英美法上，忠實義務與注意義務合稱為 fiduciary duty，本文以

受任人義務339稱之。以美國德拉瓦州為例，其自 1985 年的關鍵判例 Smith v. Van 
Gorkom 開始，確認受任人義務包含「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340。然而，在 2006
年 6 月，該州最高法院在 In re the Walt Disney Company341一案中，將善意義務

（duty of good faith）342自注意義務中區分出來，使得受任人義務將有三個主要

內涵，即忠實義務、注意義務及善意義務。但學者多仍以傳統忠實義務與注意

義務來說明受任人義務，本文亦從之。 

fiduciary 一詞，源於拉丁字 fides，與信心（faith）、信任（confidence）同

義，本用於說明普通法（common law）上受任人之義務。例如受託人（trustee）、

遺囑執行人（executor）或遺產管理人（administrator）等，對受益人（beneficiary）

而言，係居於信託關係，對受益人負有受任人義務，於執行職務時須本於善意

                                                 
338 賴源河、王志誠，前揭註 334，頁 10-11。 
339 fiduciary duty 一詞，在我國並無統一的中文翻譯，故學者有譯為「受託人義務」，如王文宇，

新公司與企業法，2003 年 1 月出版，頁 57；有譯為「信賴義務」，如王文宇，同前書，頁 431；
有譯為「受託忠實義務」，何曜琛、陳俊仁，美國紐約州及德拉瓦州有限公司法之研究：兼論

受託忠實義務之理論，華岡法粹第 25 期，1997 年 10 月，頁 111-124；有譯為「受託責任」如

羅怡德，前揭註 128，頁 213-242；亦有譯作「忠實義務」如廖大穎，論公司與董事間之非常

規交易與利益衝突-淺論日本商法第二百六十五條的規定，月旦法學雜誌第期 54 期，1999 年

10 月，頁 127-140；謝哲勝，忠實關係與忠實義務，月旦法學雜誌第 70 期，2001 年 3 月，頁

127-140；曾宛如，公司管理與資本市場法制專論（一），學林出版，2002 年 10 月，頁 1-41；
亦有譯為「受任人義務」，如劉連煜，公司法理論與判決研究（一），三民出版，1995 年 1 月，

頁 76。本文以受任人義務較能表現 fiduciary duty 的內涵，故採之。 
340 Smith v. Van Gorkom, 488 A.2d 858(Del 1985).see also Polk v. Good, 507 A.2d 531(Del 1986). 
341 In re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Derivative Litigation, 906 A.2d 27(Del 2006). 
342 其內涵請參照本章第四節第三項關於「誠信」（good faith）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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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faith），且不得利用其身分與委任人之信賴圖利自己。依據信託法法律

整編（Restatement（First） of Trust）規定，受任人義務係受託人對受益人負有

忠實義務與注意義務。 

於 1742 年 Charitable Corpn. v. Sutton343一案，英國衡平法院將「信託」之

概念借用到「公司」組織中，以規範公司董事與公司間之關係，來補充羅馬法

天主教會法對於商人要求之忠誠義務之不足。衡平法院在本案判決中，首次將

信託法上受任人忠實義務引進公司法中，認為公司董事對公司負有受任人義

務。惟本案中，Charitable Corporation 如同當時大多數公司一樣，並未取得英國

皇室特許（King’s  Charter），成為一正式之公司組織，而係藉由發起人之「合

議權狀」的簽訂。該型態並非法律上所稱之公司型態，但實際運作下卻與公司

相同，藉以規避取得困難、費用昂貴且程序冗長的皇室特許。也因為此種類型

的公司並不是真正的公司，不具有法人地位，不能成為擁有財產權之主體，故

為使公司有效經營運作，通常由董事為公司持有資產，其情形也因此與信託相

似，故衡平法院進而要求董事負受任人義務。雖然如此，董事如同信託受任人

一般，對公司負有受任人義務之概念，自本案開始延續至今
344。 

雖然「合議權狀」類型的公司不能擁有財產，而有引進信託法上受任人義

務到董事身上之必要。但到了西元 1884 年，英國國會通過「股份公司法」（the 
Joint Stock Companies Act, 1844）。依該法所設立之公司可以擁有財產，無需移

轉所有權給董事，但對於董事受任人義務之要求，並未因此而消滅345，只是不

適宜完全比照援用346。基此，董事仍居於類似公司資產受託人之地位。 

此或可從兩層次加以說明。首先，公司董事與信託之受託人相同，皆為他

人利益計算而管理他人之財產。即董事和信託受託人一樣，皆對資產無所有權，

但卻擁有管理權。因此，為保護公司利益免於董事之侵害，法院仍類推適用信

                                                 
343 2 Atk. 400,26 Eng. Rep. 642 (Ch.1742). 
344 在歐洲中世紀時期，各國人民之行為皆不得違反羅馬天主教教會所設之規範。而羅馬天主

教會法將商業團體中之參予合作的商人與商人間之關係，界定為教會弟兄之關係。且當時商業

團體為羅馬天主教會規範下之自治團體，因此，上述團體中參與的商人若有自利（self-interest）
行為，而損及上述團體之利益、或是其他商人之利益時，其不僅間接損害羅馬天主教會之利益，

同時也違反了教會弟兄間忠誠友愛的教義。職是之故，商業團體的參與者，對商業團體本身參

與者，皆負有受任人義務。參閱 James Gordley, Why Look Backward, 50 Am. J. Corp. L. 
657,664(2002); Dennis J. Challahan, Medieval Church Norms and Fiduciary Duties in Partnership,26 
Cardozo L.Rev.215,232-33(2004).中文文獻請參考陳俊仁，由企業併購法第五條與第六條論我國

忠實義務規範的缺失，華岡法粹第 33 期，2005 年 6 月，頁 208-209。 
345 陳俊仁，前揭註 344，頁 215 
346 曾宛如，前揭註 339，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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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之法理，課以董事受任人責任。其次，自董事就任職務，領有報酬時，董事

即已默示同意將負責為公司之利益而經營管理公司的資產。此負責盡職的默示

同意背後，包括積極為公司利益計算的作為義務，與消極不為自己利益而損及

公司利益之不作為義務。上述兩點，與信託之受託人非常相似，故學界與法院

會將董事比擬信託受託人。 

但二者仍有顯著之不同。一般而言，信託之受託人應基於受託之本旨，經

營管理信託財產，並以保存財產為原則，將信託財產為高風險之經營為例外。

而公司經營本身即為一高風險之行為，如果法律將受託人之經營要求強加於董

事身上，則董事隨時會因公司的經營，而負擔損害賠償責任，進而造成董事為

避免損害賠償責任，而回歸保守的經營，成為單純財產的保管者，拒絕為冒險

的商業活動。此與當時賦予公司投資人有限責任以鼓勵投資的立法原意，顯相

違背。 

因此，英國衡平法院將受任人義務之原則做了部份的修正，以適用於董事

身上。其中最重要的，應屬將信託原則中，受託人不得為高風險投資行為之規

定排除適用。並且，衡平法院將信託原則中受任人義務之「絕對責任」(strict 
liability)修正，於董事違反受任人義務之損害賠償責任訴訟中，要求原告提出董

事違反受任人義務，與公司損害的發生，有「直接因果關係」
347。依此舉證責

任之要求，將造成董事義務追究的困難。即使董事的行為明顯違反股東會的決

議，或者董事從未參與公司之經營管理，原告往往因無法證明公司所受損害與

董事的作為或不作為有直接因果關係348。故英國衡平法院對於董事的受任人義

務係採一低標準。 

因董事受任人義務之修正，加上董事因同意出任職務所伴隨默示為公司盡

職的作為與不作為義務，使得董事與公司間之關係不像傳統信託的受任人關

係，反而較像代理關係(agency relationship)。即董事為公司之代理人，對本人－

公司，負有忠實義務。這種代理關係的見解，不但為英國公司法學界所接受，

英國公司法改革研議委員會(Company Law Review Steering Group)及 2005 年英

國政府頒布的「公司法改革白皮書」 (Company Law Reform White Paper of 
March, 2005)亦明文化，認為董事與公司間的關係，為代理人與本人之關係。此

亦為美國法學界之通說349。 

                                                 
347 陳俊仁，前揭註 344，頁 216-217。 
348 Laquans Nitrate Co. v. Laquans Syndicate, 2 Ch. 392(1899).轉引自陳俊仁，前揭註 344，頁 217。 
349 陳俊仁，前揭註 344，頁 217-218。 



敵意併購中 
目標公司的董事義務 

 

 102 

此外，美國德拉瓦州法院350亦在 1939 年表示，公司董事必須351： 

1. 盡其最大的努力執行職務； 
2. 積極地在工作中保障公司利益； 
3. 禁止從事任何可能會傷害公司之行為；而且 
4. 不得剝奪任何屬於公司的利益或機會，即便這些利益或機會係公司董

事，因其個人之能力、技術而可以單獨得到的。 
而我國公司法第二十三條於民國三十五年四月十二日時，修正第三十條規

定為「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行。如有違反法令。致他人受有損害時。

對他人應與公司連帶負賠償之責。」而與民國五十五年七月十九日修正時之規

定：「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行，如有違反法令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

人應與公司負連帶賠償之責。」並無實質上之差異，並未規定董事對公司本身

所負義務之內容。 

然民國九十年十一月十二日修正時，將該條文增訂第一項：「公司負責人應

忠實執行業務並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

害賠償責任。」並將原條文移至第二項。其修正理由謂：「為明確規定公司負責

人對於公司應踐行之忠實義務及注意義務，並對公司負責人違反致公司受有損

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爰增訂第一項。」依據我國公司法第八條第一項及第

二十三第一項規定，董事對公司負有忠實義務與注意義務
352。關於忠實義務與

注意義務之內涵，簡言之，忠實義務係指董事在處理其與公司間事務時，若發

生利益衝突，董事應以公司利益為優先考量353。而注意義務，指董事在處理公

司事務或是做成決策時，應盡適切之注意。 

                                                 
350 德拉瓦州雖是美國一個比較小的州，然美國 Fortune 雜誌全球 500 大企業中，約有 60%之公

司係於德拉瓦州註冊，該州法院所為事項之判決，為全美各州法院處理公司案件之重要參考依

據，德拉瓦州衡平法院堪稱為對全美公司法最有影響力的法院。 
351 Guth v. Loft, Inc, 5 A.2d 503 (Del 1939). 
352 有學者認為我國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即為受任人義務的明文規定，陳俊仁，前揭註

344，頁 223；吳淑莉，論企業併購實務中董事之義務與責任，萬國法律第 145 期，2005 年 2
月，頁 80。但有抱持懷疑態度者，認為今以概括規定而欲全面引進適用英美等國發展良久之受

任人義務，似嫌不足。如王文宇，公司法論，元照出版，2006 年 8 月三版，頁 29-30。也有認

為英美法上的受任人義務與我國公司法第二三條之忠實義務與注意義務略有不同。如曾宛如，

前揭註 339，頁 5 以下。 
353 王文宇，前揭註 352，頁 57。 



第肆章 公司法上董事的受任人義務   

 103

第二節 忠實義務 
忠實義務在處理公司負責人與公司間利益衝突之問題354，董事必須出自為

公司之最佳利益之信念而為行為，不得圖謀自己或第三人之利益355。學說上有

認為
356，利益衝突之行為，須從實質觀點認定，避免利用人頭規避法律之情形。

此外，縱使有設計完善的行為規範要件與監控機制，若董事之行為並未讓監控

機關知悉，監控機制根本無法發揮作用。故學者進一步建議，在立法例上，增

加董事應將相關行為通知或報告董事會及監察人之義務357。特定重大行為更應

通知股東（如股東人數過多，則以公示方式通知）。惟學者未建議違反之效果，

勢將影響董事盡其通知行為之義務。 

忠實義務之本質，是董事行為道德的法制化，即在具體個案中，若公司與

董事有利害關係的情形下，董事須將公司利益置於個人利益之前，不可與公司

競爭，使公司受到競業禁止或禁止擷取公司財產等規範之保障。即便不會損害

公司利益，亦須將公司業務範圍內的商機轉給公司（擷取商機）；在消極方面，

董事應公正地為交易行為，避免以董事報酬之形式移走公司財產，或非法篡取

公司財產358。 

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雖對於董事之忠實義務有概括規定，但公司法中

另有忠實義務之具體規範，如董事利用業務執行機關之便，從事與公司同類業

務之行為（第二０九條），或是董事利用其身分，要求公司給予不當報酬（第一

九六條）359。因此，本文除討論上述三者外，並認為可將英美法上另一重要忠

實義務的類型：擷取公司機會，或是其他法無明文者，皆可由第二十三條第一

項所含括360。 

                                                 
354 柯芳枝，公司法論（上），三民出版，2002 年 11 月增訂五版，頁 51-52。王文宇，前揭註

352，頁 123。 
355 劉連煜，公司監控與公司社會責任，1995 年 9 月，五南出版，頁 148。 
356 王文宇，前揭註 339，頁 81-82。 
357 報告義務之內容，除通知將有此項交易行為之外，也包括將董事本身在交易中之利害關係，

交易行為之重要內容等，一併告知，以供董事會、監察人或股東會有審查其內容，判斷是否有

害公司利益之情形。王文宇，前揭註 339，頁 81-82，註 20。 
358 Committee on Corporate Laws, Corporate Directors Guide-book-1994 Edition, 49 Bus. Law 1243 
(1994). See also, Guth. 5 A. 2d 503 (Del. 1939). 
359 王文宇，前揭註 339，頁 75。 
360 對於忠實義務，美國若干州係以公司法明文規定，如紐約、加州等。See H. Henn & J Alexander, 
Law of Corporations, at 611~663 (West, 1983w/ 1986 Supplement). 但德拉瓦州公司法卻是以判例

形成忠實義務之規範。See Veasey & Manning, Coclified Standard-Safe Harbor or Uncharted Re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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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利害關係董事之交易 

第一款 公司法第二０六條第二項準用第一七八條 

第一目  立法目的 

公司法第一七八條：「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利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

利益之虞時，不得加入表決，並不得代理他股東行使其表決權。」該規定立法

原意係為避免股東對於會議事項有利害關係時，若仍得行使表決權，恐因其私

利而危害公司其他股東利益，故禁止其參與表決或代理其他股東行使表決權。

並依公司法第二０六條第二項361準用於董事362。 

第二目  法條文義 

所謂有自身利害關係，指無涉及一般股東利益，而與特定股東有利害關係。

易言之，即「因其事項之決議該股東特別取得權利或負義務，又或喪失權利或

負新義務」363。且本條為強行規定，股東會若有違反，依公司法第一八九條規

定，其他股東得於決議後一個月內，訴請法院為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 

有疑義者，董事會違反本條規定，該決議之效果為何？公司法雖未明文規

定，但有學者認為該決議當然無效364，決議不得執行365，另外實務認為，當董

事會欲決議一董事為經理人時，因該董事有利害關係，故不得加入表決，但仍

得列席董事會表示意見366。若再從條文文義觀之，條文僅謂「…不得行使其表

決權。」而非限制有利害關係董事不得參與該董事會，或是不得於董事會討論

時發表意見，故而即便是有利害關係董事，應仍得列席董事會表示意見，上述

實務見解應值贊同。 

                                                                                                                                             
An-Analysis of the Model Act Standard of Care Compared with Delaware Law,35 Bus. Law. 
919(1980). 
361 

公司法第二０六條：「（第一項）董事會之決議，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數董事之

出席，出席董事過半數之同意行之。（第二項）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之規定，

於前項之決議準用之。」 
362 吳碧雲，董事的注意義務，私立中原大學財經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 年 6 月，頁 19。 
363 大理院十一年度統字 1766 號判例。 
364 經濟部 80 年 6 月 12 日商字第 214490 號函。 
365 王文宇，前揭註 339，頁 105-106。 
366 最高法院 70 年台上字第 3410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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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對於「有自身利害關係」之範圍為何，並無加以定義，導致在適用上

可能產生疑義。即所謂「有自身利害關係」，是只指董事本身之利害關係，或是

與董事有關係之人的利害關係，亦包括在內？學說上有認為，就法條規範目的

而言，應指後者367。即與董事有關係之人有利害關係時368，皆應為本條規範效

力所及，方能避免利益衝突之目的。惟此之「有利害關係」又應如何認定？即

有關係之人之範圍如何？在現行條文下，似乎仍有待學說與實務釐清
369。或有

謂可以參照證券交易法或相關行政規則中，有關內部人或利害關係等標準370來

認定本條規定之「有利害關係」。但本法所規範之對象為股份有限公司，證券交

易法所規範者為公開發行公司，二者規範之對象並不相同。以證交法相關規定

直接適用到公司法上，對於非公開發行的股份有限公司，似乎負擔過重之責任。

然本文認為，證交法之規定是針對董事的行為規範，而非要求公司負有更高之

義務（如揭露義務）。對於非公開發行公司亦不會造成過重之負擔，為避免董事

決策事後再被追究，不如在做成決策前，就先減少董事違法之可能。故類推證

券交易法（如第一五七條之一第一項）似無不妥。 

本條之規定係使董事會決議時，排除有利害關係之董事，使得有利害關係

交易之決議無法通過。然而，若公司董事由大股東所控制，則單一董事雖被排

除，大股東仍可再運用其影響力，使其他董事通過該決議。若再加上董事間有

同事情誼，甚至可能有利益輸送之問題，故此規定仍有被規避之可能
371。學者

甚至認為，本條應該擴張解釋，讓有自身利害關係董事除了不得表決外，亦不

得參與該會議事項討論372。同時，條文規定本身有相當的缺陷，從上述董事得

列席董事會表示意見，賦予利害關係董事有說服其他董事之機會，進而影響其

                                                 
367 吳碧雲，前揭註 362，頁 20。 
368 上述大理院十一年度統字 1766 號判例，解釋之對象係針對股東，而在公司法第二０六條第

二項準用於董事時，其解釋應為「因其事項之決議『該董事』特別取得權利或負義務，又或喪

失權利或負新義務」。 
369 吳碧雲，前揭註 362，頁 20。 
370 

如證交法第一五七條之一第一項：「下列各款之人，獲悉發行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

價格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未公開或公開後十二小時內，不得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買入或賣出：一、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

理人及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指定代表行使職務之自然人。二、持有該公司之股份

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三、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四、喪失前三款身分後，未滿

六個月者。五、從前四款所列之人獲悉消息之人。」 
371 王文宇，前揭註 339，頁 80。 
372 王志誠，金融機構關係人交易之監控機制－從力霸企業集團事件談起，月旦法學雜誌第 143
期，2007 年 4 月，頁 202。其更以「公開發行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十六條第一項之規定，即

明定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利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利益之虞者，不

得加入討論及表決，並不得代理其他董事行使其表決權」加以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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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董事行使表決權。但本文認為，若不讓有利害關係董事有表示意見之機會，

則本法不啻認為，只要董事與董事會決議事項有利害關係，該決議事項就有損

公司之虞。否則為何不予該董事表示意見之機會？這樣的立法方式，反表現對

董事的不信任，殊難肯定。故本條條文之缺陷似為不得已的情況。 

第三目  第一七八條存廢之爭論 

第一七八條為避免股東對於會議事項有利害關係時，若仍得行使表決權，

恐因其私利而危害公司其他股東利益，故禁止其參與表決或代理其他股東行使

表決權。但有利害關係股東亦為公司意思表示之ㄧ部分，完全不予其表決權反

造成公司「多數決」的不完全，有違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理論。因此，對於第

一七八條的存廢，學說上就有肯否二說，茲分述如下： 

1.否定論 

(1)就本質言，股東與股東間似乎並無義務存在373，為何禁止有利害關係股

東參與表決或代理他人表決？ 

(2)即便有利害關係，有可能做出有利自己的決議，造成大股東拿小股東的

錢來做有利自己的決議。然從「股份平等」原則來看，有利害關係股東如同無

利害關係股東一般，皆為公司決議意思之ㄧ部分，如果有利害關係股東需要迴

避，反倒成為公司的意思形成不完全。 

(3)從關係人交易的成本角度來看，大致上來說，公司股東應該較公司外之

人更清楚公司本身的現況及所需，若由公司股東與公司為交易，可以適度減少

雙方為交易所需付出的資訊搜尋成本(information costs)。 

(4)從控制權溢價而言，若有利害關係之股東為公司的大股東，其所特有的

控制權溢價(premium control)，代表著控制股東擁有較少數股東更多的利益。禁

止其行使表決權將造成其無法保衛這部分的利益，而與控制權溢價理論相違背。 

(5)就認定難易上，學者甚至認為，本條構成要件不甚明確欠缺具體標準。

                                                 
373 美國法制上認為，控制股東(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原則上」對小股東不負受任人義務，

只有當其運用控制力時，受任人義務於斯產生。See Allied Chemical & Dye Corp v. Steel &Tube 
Co., 120 A 486 (Del. Ch. 1923).； Southern Pacific Co. v. Bogert, 250 U.S. 483 (1919). Comments, 
Fiduciary Duties of Majority or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44 Iowa L. Rev. 734 (1959). 即控制股東

必須節制其控制力的行使，避免侵害小股東之權益，否則應負法律上責任。See Pepper v. Litton, 
308 U.S. 295(1939). See also Cox, Hazen & O’Neal, Corporations, Aspen Law & Business, 1997Ed., 
at 250-258.但是大股東對小股東負有受任人義務的情況，在美國法上也是例外，在我國更不會

認為大股東對小股東負有受任人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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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理論上任何股東會之決議皆涉及股東與公司之利益，造成本條規定解釋更為

困難。加上股東乃公司實質上所有者，其出資之目的係為了自身之經濟利益，

若股東會決議事項與其有利害關係即須限制其表決，實與股東持股之原有動機

矛盾。 

(6)就比較法觀點，日本商法特例法於 1981 年已將類似規定刪除，美國及

法國亦無類似之規定。德國雖有相似規定，但其構成要件較為明確：凡依股東

決議是否解除該股東責任或免除其義務、或決議公司是否應對其股東主張權利

等事項，該股東不得為自己或為他人行使表決權。 

因本條規定不甚明確又與股東持股之目的不合，建議將本條刪除。若大股

東不當利用其多數股份做成壓榨少數股東之決議，可考慮賦予少數股東撤銷該

決議之權利，以資平衡374。 

2.肯定論 

(1)就本質而論，允許有利害關係股東無須迴避，也可以投票，根本上會帶

給人不公平的想法。 

(2)有多數強暴嫌疑，因公司並不是少數股東所有，如果允許利害關係股東

投票，支持該關係人交易的決議，不啻造成利害關係股東拿非利害關係股東的

錢來玩。 

(3)雖然公司與公司股東交易可能可以適度減少資訊搜尋成本，但若該決議

確實會帶給公司利益，無利害關係股東自然樂於同意該決議。 

(4)就保護小股東及鼓勵投資而言，如果有利害關係股東為大股東，而該決

議對公司不利，在該大股東可以投票表決甚至代理他人表決的情形下，將侵害

小股東之權益。若小股東訴諸無門，其最後只得賣股退出該公司，進而造成小

股東對於資本市場的裹足不前。站在保護散戶並鼓勵投資的角度而言，這樣的

結果係吾人最不願意見到的。 

因此，公司法第一七八條方有限制有利害關係股東投票或代理他人投票之

規定。 

3.本文見解 

本文認為，若採否定論並建議刪除本條規定，再賦予少數股東撤銷決議之

                                                 
374 王文宇，前揭註 352，頁 29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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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利，只是將問題延後處理。亦即不在股東會中解決該爭議，而是先開完股東

會後，反對的股東再透過訴訟方式，撤銷該決議。這樣反而增加了一次訴訟程

序，並不能有效的節省商業成本。再加上該撤銷權的構成要件應如何設計，可

能尚待學者提出配套措施。故對於第一七八條之存在，本文暫採肯定見解375。 

然而上述的爭議準用到董事會時則無疑義。因董事與公司間為委任關係，

故董事對公司負有義務，因此禁止其參與表決，就是避免董事為己身之利益，

侵害公司利益。加上董事仍可陳述意見以盡其對公司之義務，因此有利害關係

董事之迴避似不產生上述的疑義。 

第四目  其他問題 

實務上，公司法之主管機關經濟部認為，法人股東之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時，

該代表人即有知悉公司營業秘密之機會。又因其與法人股東間有委任關係，依

民法第五百四十條規定，受任人(代表人)應將委任事務進行之狀況報告委任人

(法人股東)，則法人股東亦有知悉公司營業秘密之機會。是以，法人股東之代

表人於董事會行使董事職權時，就其代表人之法人股東與公司締結買賣契約等

相關議案，應以「有自身利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利益之虞」，依公司法第二０六

條第二項準用第一七八條規定，不得加入表決376。 

但是第一七八條準用於董事，可能會產生其他的疑義。本文認為，主要問

題會發生在條文所規定的「有自身利害關係」及「致有害公司利益之虞時」。即

便採實務見解，第二０六條第二項準用到第一七八條之適用範圍僅為「該董

事」，但是可否再擴張適用到與該董事有利害關係之人
377？若否，適用範圍是

否過狹，造成本規定功能有限？若可以再擴張，其依據為何？有無超越法律解

釋的界限？再者，何謂「有害於公司利益之虞」378？認定寬鬆時會否造成董事

動輒迴避？更極端者，可能導致全部董事都要迴避，造成決議無法做成。進而

須依第二０八條之一，選任臨時管理人。再依第一九三條第二項來看，對於迴

                                                 
375 其他關於第一七八條存廢更詳細的說明，請參照廖大穎，論股東行使表決權迴避之法理－

兼評台北地院九十一年訴字第三五二一號民事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99 期，2003 年 9 月，頁

236 以下。其亦認為本條之構成要件的模糊不清，造成適用上的難以認定。且排除有利害關係

股東行使表決權，反而可能造成少數股東即可決定公司的意思表示，與股份有限公司的「資本

多數決」及「一股一表決權」之設計相扞格，而認為核心問題為濫用多數決時該如何救濟。 
376 經濟部民國 91 年 12 月 16 日經商字第 09102287950 號函釋（一）。 
377 當然，同樣問題在第一七八條也會發生。 
378 經濟部民國 91 年 12 月 16 日經商字第 09102287950 號函釋（三）認為：「第一百七十八條

所謂「致有害於公司利益之虞」，應包含所有可能對公司利益造成損害之情形。具體個案，屬

法院認事用法之範疇，應由法院本其確信之法律見解妥為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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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的董事，因其未做成決議，並不須對該決議負責，這時，董事既不用作決議，

也不會對不作決議負責，反而失去設置董事應有的功能。反之，董事幾乎不用

迴避，本條文勢成具文，造成公司利益易遭侵害。惟本問題過於複雜，本文暫

無定論。其具體認定，仍待法院於個案中判斷。 

第二款 公司法第二二三條 

第一目  立法目的 

公司法第二二三條：「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律行

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本條即學說上所稱「自己交易行為」

（self-dealing）379。本條規定之立法目的係爲避免董事爲自己或他人利益而犧

牲公司利益之道德危險發生，以確保交易公正與公司利益380，亦可防患董事礙

於同事間之情誼，致損害公司之利益。 

第二目  法條文義 

依條文文義，本條可能被認為係民法雙方代表或自己代表之明文規定。然

正確之解釋，係指董事無論是否有代表公司之權限，皆須由監察人代表公司為

上述行為，此從條文文字用「董事」而不用「董事長」或「代表公司之董事」

等文字自明。即本條適用範圍較民法雙方代表381或本人代表更廣。當交易之人

為同時代表 A、B 兩家公司之董事甲，自為民法雙方代表所規範。若甲為 A 及

B 公司兩家公司的董事，並代表其中一家公司（如 A）與另一家公司（如 B）

為交易行為，則符合董事甲為 A 公司（他人）與 B 公司為交易，則該交易即須

由 B 公司之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但若該交易非由甲代表 A 公司或者是 B 公

司時，則毋須由任一公司之監察人為之，即不受本條之規範。就此而論，只要

不是由擔任雙方董事之甲為任一公司之代表，即可迴避本條規定，似易遭有心

人士操作。雖有本法第二０六條第二項準用第一七八條，由無利害關係董事先

做成為交易行為之董事會決議，但決議之作成，仍要靠其他無利害關係董事能

夠客觀公平的投票，否則仍有操作空間。 

                                                 
379 本條文亦會產生公司法關係企業中之一大問題：關係人交易。惟該問題過於複雜，非本文

之重點，詳細說明請參照劉連煜，關係人交易與控制股東之義務，公司法理論與判決研究（四），

元照書局，2006 年 4 月，頁 159-201。 
380 王文宇，前揭註 352，頁 327-328。 
381 民法第一０六條條文文字雖規範雙方代理，但通說認為雙方代表亦應類推適用。參王澤鑑，

民法總則，作者自版，1986 年 5 月增訂三版，頁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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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限制之行為包括買賣、借貸或其他法律行為。其中公司借錢給董事的

借貸行為，亦受本法第十五條382之限制。而公司與董事間之訴訟行為，因本法

第二一三條已有規範，故不在本條「其他法律行為」之規範內。 

當董事與公司為交易時，由監察人代表公司，因監察人係監督機關，立法

者似認為，由其代表公司，較不易產生弊端。但若配合公司法第二七條第一、

二項觀察，早期實務見解認為「法人股東依公司法第二七條第一項當選為董事，

復指派代表人依同條第二項當選為監察人，如其指派行使董事職務之代表人與

監察人非同一自然人，自難謂其為違法。」383卽法人股東 A 可能同時有自然人

代表甲及代表之自然人乙擔任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則當 A 與公司為交易時，

A 董事依第二二三條，其自然人代表甲不能代表公司，但其擔任監察人的代表

之自然人乙並無準用之規定，故乙得代表公司與股東 A 為交易，則仍無法避免

本條所要避免之弊病。然而實務認為，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與第二項規定

之運作方式不同，自僅能擇一行使
384，使得法人股東無法在一家公司中，同時

擁有董事及監察人，避免上述法人股東「分身」所可能產生之弊病。且就理論

上言，不論是否為法人股東分身之情形，在董事、董事長與監察人均與公司有

交涉時，法律雖無明文，但爲維護公司權益，宜由股東會推選代表為之385。此

外，監察人與公司間為有償委任
386（本法第二一六、二二七及一九六條），故

監察人代表公司與董事為交易時，亦須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民法第五三

五條）。更甚者，即便董事、監察人與公司間非有償委任，但依公司法第二十三

條第一項及第八條第一項、第二項，董監為公司負責人，須對公司負善良管理

人之注意義務387。 

第三目  為公司代表之意涵 

                                                 
382 

公司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公司之資金，除有左列各款情形外，不得貸與股東或任何

他人：一、公司間或與行號間有業務往來者。二、公司間或與行號間有短期融通資金之必要者。

融資金額不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的百分之四十。（第二項）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應與

借用人連帶負返還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害者，亦應由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383 經濟部 80 年 12 月 12 日商字第 231395 號函。 
384 經濟部 89 年 8 月 10 日經商字第 89215323 號函；經濟部 87 年 9 月 29 日商 87223431 號函。

此二函雖僅針對法人股東以第一項及第二項同時競選董事，但經濟部內部認為，基於同一法

理，法人股東應不得分別以第一項及第二項當選監察人及董事。 
385 經濟部 80 年 8 月 28 日商字第 220732 號函。 
386 詳細推論，請參見第三項董事報酬之說明，而監察人依第二二七條準用第一九六條。 
387 相同見解，見劉連煜，公司負責人之忠實及注意義務，月旦法學教室第 7 期，2003 年 5 月，

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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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條所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究何所指？究竟是由董事會為內部

決策，監察人僅單純的代表公司為交易行為？抑或是涉及該交易之事項，包括

內部決議與外部交涉，完全由監察人代表公司？若是前者，該自己交易仍是由

董事會為決議388，再由監察人對外代表公司交涉，同時行使其監察權。若是後

者，該自己交易須由監察人同意方得為之。也就是由監察人取代董事會與董事

長之地位
389。 

探查本條之立法目的，應為避免有利害關係董事牽涉其中，而影響到公司

之利益，因此，重點應在於該交易是否能公平的維護公司之利益。在第一種情

形，監察人單純代表公司為交易行為，內部決策仍由董事會為之，易言之，似

乎只要將董事會中利害關係董事排除後再加以決議，該決議即為合法390。但若

再考慮董事間可能因同事情誼而犧牲公司利益，由董事會決議是否為該交易，

似無法貫徹立法目的。加上違反本條規定後，董事長代表公司交易為無權代表，

須經監察人代表公司承認，始生效。因此學者認為事後承認須由監察人為之，

則事前同意，也應交由監察人行使391。但細探究之，本說似有疑問。本說既然

認為內部意思形成由董事會事先做成，即事前同意之權限在董事會，則其事後

承認之意思形成亦應由董事會為之。若是認為須經監察人事後承認，顯然是先

立足於事前同意之權限屬監察人，才會有事後承認亦屬監察人之推論。故上述

推論，將陷於循環論證之泥淖中。或者我們可以用另一種思考方式，即內部意

思雖然由董事會形成，但監察人可以藉由不為該交易行為之不作為來達監控之

功能。如此，似可自圓其說，且不違反監察人監控公司業務執行之本質392。並

且實務上認為，監察人各得單獨代表公司與董事交涉，其理由為第二二一條之

規定393。而第二二一條即為監察人行使其監察權得單獨為之。故此種解釋和實

務見解相契合，而無矛盾處。 

在第二種情形，交易之內部決議與對外之交易行為完全由監察人為之，雖

可使監察人充分發揮監控公司之功能。但在董監關係密切之情形下，監察人是

否會受到利害關係董事的影響，頗值思考。加上監察人是否真的具有業務執行

                                                 
388 該決議當然排除有利害關係之董事參與決議。 
389 王文宇，前揭註 339，頁 103-104。 
390 吳碧雲，前揭註 362，頁 21。 
391 王文宇，前揭註 339，頁 78。 
392 本說為賴源河老師於 2006 年 12 月 26 日上課時所提出。本說之基本觀點仍認為監察人僅為

監察機關，而第二說則認為，監察人已代替董事會為業務決策機關而與第一說不同。 
393 經濟部 91 年 7 月 4 日經商字 0919213160 號函。本函釋所用「交涉」一詞，係因當時公司

法第二二三條規定為「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有交涉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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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能力，亦令人起疑。監察人與董事有本質上之不同，由平常不接觸公司業務

執行之監察人貿然代表公司為決策，是否為公司之福祉，似有再深究之必要
394。然從第二一八條第一項規定「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行，……」，若

監察人不具某程度的業務執行能力，如何監察董事行為？更甚者，若監察人不

適合決議，此種情形是否要召開股東會決議或是依循其他途徑解決？這樣是否

耗費更多之成本（如召開股東會）？故而，本文認為，由監察人為內部決議，

並無不妥。 

若監察人有二人以上時，應由全體監察人共同代表公司，亦或是個別監察

人即得代表公司？依上述實務見解，監察人各得單獨代表公司與董事交涉395。

惟本說認為，內部決議與外部代表行為皆由監察人為之，故須探究經濟部所謂

之代表，在本說中係指內部決議行為亦或外部代表行為，或者包括兩者。首先，

該函釋所持理由為第二二一條，然第二二一條係指監察權之行使，而公司內部

決議，係業務決策行為，並非監察權之性質，故本函釋所持理由似無法涵蓋到

內部決議。再者，在監察人暫時代替董事為交易決議時，監察人此時應為業務

決策機關。而公司法要求公司為業務決策時，原則上由董事會決議之，是希望

藉由董事合議的方式，俾達到集思廣益之效果，做出較為慎重的決策
396。因此，

在監察人為內部決議時，以合議的方式形成意思表示，似乎較為妥適
397。加以，

董事會自己為業務執行要以合議為之，由監察人「暫代」職務時，卻得單獨為

之，似乎有理論上之扞挌。故本文認為，上述經濟部認為監察人得單獨代表之

見解，並不及於公司內部決議。而依第一說所推論，經濟部所指者，應為監察

人得「單獨」對外代表公司為交易行為。 

此外，若未由監察人代表公司所為之法律行為，應屬效力未定，非經監察

人代表公司承認，對公司不生效力。依通說見解，應類推適用無權代理（民法

第一七０條第一項），因該行為係屬逾越代表權之行為398。然效力未定，將使

                                                 
394 吳碧雲，前揭註 362，頁 21。 
395 經濟部 91 年 7 月 4 日經商字 0919213160 號函；劉連煜，前揭註 269，頁 394 採相同見解。 
396 Robert C. Clerk, supra note 272 , at 110. 
397 學者亦認為「監察人代表公司與董事為法律行為，並非監察人監察權之行使，故不應適用

本法第二百二十一條：『監察人各得單獨行使監察權』之規定。按法人之代表機關代表法人而

為法律行為時，實質上可解為於機關擔當人與法人之間，成立代表關係，故其代表行為之形式

與要件等，皆應適用代表之規定［洪遜欣教授著中國民法總則（民國六十五年一月版）一六０

頁註三（2）］。準此，監察人有數人時，其代表行為除法律另有規定或公司另有意思表示外，

應同為之（參照民一六八）。」見柯芳枝，前揭註 354，頁 319。 
398 學者認為，本條之缺失可歸納為：一、本法就自己交易之定義過狹，以致規範密度不夠，

應放寬其定義包括董事與公司間之「間接交易」（如董事設立人頭公司與公司進行交易）；二、

監察人功能不彰：實務上監察人多由掌握公司之大股東操控，而大股東亦為公司董事；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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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公司處於自由選擇是否承認該交易或契約之優勢地位，也將決定權與責任，

移轉至有權代表公司同意該交易或契約之人身上。如果公司不承認，則公司未

受有損害，自不得向無權代表之董事主張損害賠償，該董事又不必對相對人負

無權代表（類推民法第一一０條）之責。因為相對人為該董事或該董事所代表

之他人，並非善意之人
399。若是公司因承認該交易而受有損害，雖可向承認之

監察人以違反注意義務請求損害賠償，但對於受有利益之董事，並無利益返還

請求權。這會造成自己交易之董事坐享其成，而不須負擔任何責任之不合理現

象。故而學者主張參考法國和日本立法例，對於該董事亦可請求損害賠償400。 

第四目  其他問題 

美國法（美國多數州所採用的一九八四年模範公司法版本）規定，法院對

符合程序規定的自己交易作實質公平性審查，而我國沒有。故似乎經監察人事

前同意或事後承認，該交易即為有效。即使股東日後對於監察人提起訴訟，主

張其違反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致公司受有損害（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時，也只能請求其賠償公司之損害，不能請求法院撤銷該不公平的契約
401。 

對於公開發行公司，因股權分散且資本龐大，對於市場秩序與公共利益之

影響，尤甚於一般股份有限公司。故證期局曾頒佈「公開發行公司向關係人購

買不動產處理要點」402，以規範不動產之交易。該要點雖詳細指出「非常規交

易」之範圍，並以要求公司提列特別盈餘公積與揭露相關資訊等為手段，來規

範公開發行公司403。惟缺點在於，本要點多為事後規範，且制裁對象為公開發

行公司，而非同意公司非常規交易之董事，因此其遏阻效用仍然有限404。 

                                                                                                                                             
較於美國法，我國並無規範利害關係董事與公司間交易後之揭露義務，應增訂之。此外，於訴

訟中，須由原告舉證該交易未由監察人代表為之，而原告往往無法掌握充分之證據下，易造成

董事對謀求不法利益有僥倖之心態。王文宇，前揭註 339，頁 132-133。 
399 民法第一０五條：「代理人之意思表示，因其意思欠缺、被詐欺、被脅迫，或明知其事情或

可得而知其事情，致其效力受影響時，其事實之有無，應就代理人決之。但代理人之代理權係

以法律行為授與者，其意思表示，如依照本人所指示之意思而為時，其事實之有無，應就本人

決之。」因代表準用代理之規定，代表公司之董事為惡意，其所代表之公司被認定為是惡意。 
400 王文宇，前揭註 339，頁 134。 
401 王文宇，前揭註 339，頁 132-133。王師原文的法律依據為民法第五四四條，但關於監察人

之規定，應優先適用公司法。故本文將法律依據改為公司法第二三條第一項。 
402 財政部民國 86 年 1 月 27 日（八十六）臺財政（一）第 00526 號令。 
403 要點肆、要點伍。 
404 王文宇，前揭註 339，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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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條規定，有學者建議405可以參考美國法制：首先，美國德拉瓦州公

司法允許公司成立一「不具利害關係之董事委員會」（a committee of disinterested 
directors）來允許該關係人交易；其次，若無法成立上述委員會時，由股東會多

數決來批准該交易，或由法院審查系爭交易的公平性（fairness）406。所謂公平

性，包含兩個層面，即公平交易（fair dealing）與公平價格。公平交易包括系

爭交易在何時提出、由何人提出、如何規劃、談判，如何向董事會提出報告，

以及如何取得未由交易中獲得私利之董事與股東之同意；公平價格則包括了公

司所付之價錢，與交易中所得到的回收
407。 

在美國亦有學者建議，可採原則上禁止內部人自己交易行為，例外經美國

證管會（SEC）同意而許可之。許可之事由，可以「類型化」及「特殊情形並

符合特定標準的正當理由」為標準408。我國學者更建議，在我國除了可採用上

述例外允許作法，並由關係人舉證該交易之公平性，以減輕行政機關的負擔。

本文亦認為，上述建議殊為可行。 

此外，外國立法例上尚有所謂「幕後董事」（shadow director 或稱實質董事）

之概念，即不居於董事地位卻事實上發揮如同董事影響力之股東。對於此種幕

後董事若不加以規範，勢將無法杜絕有心人士藉此營私舞弊而有害於公司及股

東之權益。學說上有認為，立法論上，於特定情況下應將幕後董事視為本法上

                                                 
405 以下主要參照劉連煜，前揭註 269，頁 394-395。 
406 8 Del. C. §144: 
(a) No contract or transaction between a corporation and 1 or more of its directors or officers, or 
between a corporation and any other corporation, partnership, association, or other organization in 
which 1 or more of its directors or officers, are directors or officers, or have a financial interest, shall 
be void or voidable solely for this reason, or solely because the director or officer is present at or 
participates in the meeting of the board or committee which authorizes the contract or transaction, or 
solely because any such director's or officer's votes are counted for such purpose, if: 
(1) The material facts as to the director's or officer's relationship or interest and as to the contract or 
transaction are disclosed or are known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the committee, and the board or 
committee in good faith authorizes the contract or transaction by the affirmative votes of a majority 
of the disinterested directors, even though the disinterested directors be less than a quorum; or 
(2) The material facts as to the director's or officer's relationship or interest and as to the contract or 
transaction are disclosed or are known to the shareholders entitled to vote thereon, and the contract or 
transaction is specifically approved in good faith by vote of the shareholders; or 
(3) The contract or transaction is fair as to the corporation as of the time it is authorized, approved or 
ratifi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 committee or the shareholders. 
(b) Common or interested directors may be counted in determining the presence of a quorum at a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of a committee which authorizes the contract or transaction. (8 
Del. C. 1953, § 144; 56 Del. Laws, c. 50; 56 Del. Laws, c. 186, § 5; 57 Del. Laws, c. 148, § 7; 71 Del. 
Laws, c. 339, §§ 15-17.) 
407 See Weinberger v. UOP, Inc, 457 A.2d 701 ,711 (Del. 1983) . 
408 Robert C. Clerk, supra note 272, at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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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董事，並科以董事責任409。 

關於本條之規定，已有公司法修正計畫條文第 131 條410： 

「公司有左列情形之一者，有利害關係之董事應於董事會為決議前，對董

事會據實說明該交易及利害關係之重要內容，並取得董事會之許可： 

一、公司與董事間之買賣、借貸或其他法律行為。 

二、公司與他人間之買賣、借貸或其他法律行為，而公司與他人有一名以

上共通董事、出資人、執行業務合夥人、理事或其他類似地位者。 

三、董事就公司與他人間之買賣、借貸或其他法律行為享有財產上之利益

者。 

董事會決議是否許可前項行為時，有利害關係之董事不得加入表決。 

決定董事有無利害關係時，應包括其配偶、未成年子女之利害關係。 

有利害關係之董事未依第一項規定為說明，或故意為不實之說明者，應對

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其有二人以上者，應連帶負責。 

第一項之交易行為未經有利害關係之董事依本條規定據實說明並取得董事

會之許可者，其他董事、監察人、繼續六個月以上持有股份之股東或公司債權

人，得於知悉行為後三十日內訴請法院撤銷其行為，但自行為發生後已逾一年

者，不在此限。 

第一項行為已取得股東會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

及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承認者，除債權人外，不得請求撤銷。 

被訴之董事能證明第一項之行為非屬重大，且交易條件公平合理者，法院

得駁回撤銷之請求。 

已依第一項規定取得董事會之許可者，公司為該項行為時，不受民法第一

                                                 
409 王文宇，前揭註 339，頁 92-93。並請參閱徐小波、劉紹樑、王文宇、劉連煜、林國全等教

授受行政院經建會委託提出之「公司法制全盤研究與增訂建議」第三冊，2000 年 3 月 31 日，

頁 126。建議條文第一九二條之ㄧ：「非董事而可直接或間接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

者，對公司應與董事負同一之責任。」 
410 行政院經建會委託萬國法律基金會進行之「公司法制全盤修正計畫」研究之期末報告，萬國法

律基金會，2004 年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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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零六條之限制。」 

第二項 競業禁止 

第一款 立法目的 

董事之競業禁止義務，係因董事為董事會成員，在參與董事會決議時常會

獲得公司營業上機密，若容許董事在公司外與公司自由競爭，難免造成利害衝

突而損及公司利益之情形。公司法第二０九條第一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

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之行為，應對股東會說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

可。」 

第二款 法條文義 

本條所謂「爲自己或他人」，係指為自己或他人之計算，即其行為之經濟上

效果歸屬於自己或他人。所謂「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行為」，指章程所載公司

業已著手準備或僅暫時終止之事業在內411。因此，對於公司尚未著手準備或已

完全廢止之事業則不受限制。然而，公司法第十八條第二項修正後412，原則上

對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行為，應不限於章程所載者，上述實務見解似有疑義
413。此外，學說上也有認為，董事之行為應以具有營利性或商業性者始應禁止。

亦即，若完全不具營利性或商業性之行為應不受限制414。又有學者認為，僅限

於使公司蒙受不利益之營業範圍內之行為，方在禁止之列415。但本條第一項違

反之效果在第五項，公司對該董事之行為所得有歸入權。而該歸入權之行使，

又不以公司受有損害為必要，故應不限於董事行為致公司受有損害為必要416。

另外，依實務見解，董事應於「事前」「個別」向股東會說明行為之重要內容，

並取得許可，並不包括由股東會「事後」「概括性」解除所有董事責任之情形417。 

                                                 
411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95 年 11 月 15 日金管証一字第 0980148433 號函及經濟部 95 年

10 月 12 日經商字第 09500626690 號函釋。 

412 
公司法第十八條第二項：「公司所營事業除許可業務應載明於章程外，其餘不受限制。」 

413 其他關於第十八條之說明，請參照林國全，章程所營事業之意義，月旦法學教室第 17 期，

2004 年 3 月，頁 32-33。 
414 柯芳枝，前揭註 354，頁 303。 
415 梁宇賢，公司法論，三民出版，2006 年 3 月增訂六版，頁 451。 
416 王文宇，董事競業禁止義務，月旦法學雜誌第 61 期，2000 年 6 月，頁 20。 
417 經濟部 86 年 8 月 20 經商字第 8621697 號函。另參閱柯芳枝，前揭註 354，頁 280。柯師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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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所規範之主體，係指全體董事，而不區分是否有代表權。實務上尚認

為，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欲擔任另一同類業務之股份有限公司經理人時，亦

應受競業禁止之規範418。 

第三款 漏洞的填補 

惟若係無代表權之董事擔任他公司經理人時又如何？上述實務見解，雖未

明確說明，但從第二０九條之規定與董事是否有代表權無關，因此對於其他董

事亦應有其適用。即便不從上述實務見解之觀點出發，競業禁止之立法目的，

即是在避免董事自公司內部獲取營業上的機密，並給予公司外之第三人利益。

因此，問題的重點應不在於董事是否有代表權，因為無論是否有代表權之董事，

皆可參與董事會，並進而將營業秘密交付公司外之人。本文認為，問題的癥結

應該在第二０九條第一項的「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行為」。詳言之，依第三十

一條，經理人有為公司管理事務及簽名之權。而在公司內部之權力，大抵可分

為由股東會所掌管的立法權，董事會所掌的行政權及監察人所代表的監察權，

產生公司內部三權分立的現象。而經理人的職權，與董事會相似，亦屬行政權。

且我國實務上，經理人通常是董事會的下轄機關，由董事會為重大決策，而由

經理人為一般日常業務之執行，或是經理人會提供意見給董事。因此，即便是

無代表權之董事甲，若其擔任同類業務公司 B 公司之經理人，基於經理人對公

司之忠實義務（第八條第二項及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甲勢必將自 A 公司所聽

到之營業秘密交付予 B 公司，或為其他與 B 公司爭利之行為，實質上違反甲對

A 公司之競業禁止義務。因此，本文認為，對於無代表權董事可否擔任其他同

類業務範圍公司之經理人，應採否定見解，即該董事須經第二０九條規定取得

股東會同意後，始得擔任之
419。另一方面，第三十二條亦要求經理人不得自營

或為他人經營同類之業務。故若甲先在 B 公司擔任經理人後，欲在 A 公司擔任

董事時，亦應經 B 公司依第三十二條但書規定，經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方

式同意，方得出任。 

又董事可否擔任他公司監察人？例如甲為 A 公司董事，可否擔任 B 公司監

察人。對於 A 公司而言，甲在 B 公司所為之監察行為，應不屬於第二０九條第

                                                                                                                                             
認為：「就關於在一地域為貨物運送之類之同種同型之反覆行為」，則得例外為概括之許可。 
418 經濟部 66 年 8 月 29 日經商字第 25392 號函。 
419 相同見解，參陳國華，董事忠實義務之研究，私立輔仁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7
年 7 月，頁 60。惟其對前述經濟部 66 年見解，未論述如何將函釋所稱之「董事長」推論到無

代表權之董事兼任經理人之情形，逕認為董事兼任他公司經理人時，需經原公司股東會及他公

司董事會之同意，不免有邏輯跳躍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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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所謂的「屬於公司營業範圍之行為」。因本條針對業務執行行為，不及於監

察行為已如前述。故甲在 B 公司兼任監察人不違反甲對 A 公司競業禁止之義

務。而甲在 A 公司擔任董事亦無違反甲對 B 公司監察人兼職禁止之義務。按第

二二二條監察人兼職之禁止是禁止監察人兼任「本公司」經理人或董事，而不

包括他公司
420。故甲亦不違反其對 B 公司監察人兼職禁止之規定。惟甲若以聽

自 A 公司之機密，在 B 公司開董事會時421洩漏給 B 公司或禁止 B 公司董事為

相關行為，雖無第二０九條第一項之違反，但若造成 A 公司之損害，A 公司仍

得依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向甲請求損害賠償。反之亦然。 

若為法人股東指派代表人當董事時，因該法人與該代表人為委任關係，該

代表人依民法負有報告義務，而該法人亦可能獲知公司之營業秘密，故應認法

人及其代表人皆受競業禁止規範之限制422。 

第四款 競業之許可 

因競業禁止係保障公司股東之利益，若股東認為董事與公司間競業不會損

害其利益時，得免除董事競業禁止之義務。故本法規定，若董事對股東會說明

其行為之內容並取得股東會之許可時，即得為競業行為。惟依同條第二項規定，

須經股東會之特別決議為之；若為公開發行公司，其股東得以有代表已發行股

份總數過半數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行之。若公司

章程有就前二項表決權有較高規定者，即依章程規定定之（同條第四項）。同時，

依據證券交易法第二十六條之一規定，公開發行公司不得以臨時動議之方式決

議該事項。 

所謂董事說明其行為之「內容」，係指董事應提供足夠之資料使股東會為許

可與否之決議，而該資料應包括使公司股東得以預測營業將受影響之具體事

實。實務認為，董事是否須親自出席說明，公司法尚無明文，如有爭議，應循

司法途徑解決
423。 

第五款 歸入權 

董事若有違反說明義務所為之競業行為，股東會得以決議，將該行為所得

                                                 
420 經濟部 93 年 8 月 26 日經商字第 09302139530 號函。 
421 依公司法第二一八條之二第一項，監察人得列席董事會陳述意見。 
422 經濟部 89 年 4 月 24 日經商字第 89206938 號函。 
423 經濟部 94 年 9 月 15 日經商字第 0940213327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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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公司之所得。此權利為歸入權，係形成權性質424。又本法未規定歸入權之

行使，須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因此僅需普通決議即可。另外，條文所稱「將其

行為視為公司之所得」，係指董事因此負有將該利益移轉給公司之義務425。該

歸入權之除斥期間，依同條第五項，自所得產生時起一年內不行使而消滅426。 

實務上，股東會通常由大股東把持，且大股東亦多同時擔任董監的情形下，

此一歸入權得否順利行使不無疑問。學說上有主張，可仿照証交法第一五七條

規定，使此一歸入權之行使無須經股東會之決議。即在董事會不代表公司行使

此一請求權時，股東得以三十日之期限，請求董事會行使之，逾期仍不行使者，

該股東即得爲公司行使此一請求權427。 

實務又認為，董事之行為違反公司法第二０九條第一項規定時，其行為尚

非無效，僅該行為之所得是否應履行所謂歸入權利問題428。 

第三項 董事報酬 

第一款 立法目的 

亞當史密斯在 1776 年所觀察，董事擔任經理人會濫用公司的錢，並會想

辦法將這些錢據為己有429。依公司法第一九六條規定，「董事之報酬，其未經

章程訂明者，應由股東會議定之」。學說上有認為，鑑於董事為公司業務執行機

關，除須具備專門知識外，同時亦負有相當之經營責任，故與世界各國立法例

相同，對董事報酬設有規定。因此認為，董事必有報酬，但其細節性規範則委

由章程規定，於章程未規定時，始交由股東會決議430。此外，有學者認為，依

                                                 
424 然學說上有認為，該條之性質為法定請求權，股東會之決議係決議公司是否行使該請求權。

而該條第五項則為消滅時效之規定，此說頗值參考。林國全，證券交易法第一五七條短線交易

歸入權之研究，中興法學第 45 期，1999 年 9 月，頁 307 以下。 
425 王泰銓，公司法新論，2004 年 10 月增訂 3 版，三民出版，頁 445。 
426 經濟部 90 年 05 月 21 日(90)商字第 09002095350 號函。 
427 劉連煜，董事競業禁止與概括許可，月旦法學雜誌第 1 期，1995 年 5 月，頁 67；劉連煜，

前揭註 269，頁 372-373。 
428 經濟部 82 年 1 月 22 日台商(五)發字第 203809 號函；經濟部 71 年 8 月 27 日經商字第 31182
號函。 
429 3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239 (Edinburgh, 
A. Balfour and Co. 1828) (1776) ;also cited in Michael C. Jensen & William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12 (1976), 
http://papers.ssrn.com/abstract=94043. 
430 王文宇，前揭註 352，頁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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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九六條文義，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為有給職」431。有認為「董事必有報

酬」432。然上述學者皆未說明其理由。另有認為，公司法修正一九二條後，董

監不再以具有公司股東身分為必要，欲要求與公司無利害關係之人無償爲公司

服務，殊難想像。相較於無限公司、兩合公司與有限公司，其董事皆為公司股

東，後者爲自身利益無償擔任董事，則非不可想像433。本文以林師之理由得支

持其見解而採之，認為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應為有給職，而本條之立法目的，

即在避免董事利用經營者地位對公司恣意索取高額報酬。 

第二款 報酬之內容 

章程通常規定董事報酬之比例，該比例以現金為分配，不得以發行新股為

之。蓋以發行新股配股者，僅得對股東及員工為之434。原則上，公司之股東會

亦不得以決議將報酬額之決定委諸董事會定之，但若係將各個董事分配之報酬

額委由董事會決定，並經股東會事後追認，則許之
435。 

第三款 報酬之範圍 

本條所謂之報酬其範圍如何，頗需探究。是否董事自公司所受之經濟上利

益皆及之？抑或是部份經濟利益屬之，其餘部分不是？實務上認為，公司以章

程將其可分派盈餘一定比例分配給董事之酬勞，為盈餘分配項目，尚非公司法

第一九六條規定之範圍436。並認為該酬勞屬紅利性質，股息及紅利之分派基準

日亦可分派董監事酬勞437。且該酬勞之分派係在公司有可分派盈餘之前提下，

故具有「成功報酬」之性質
438。董事報酬則指董事、監察人爲公司服務應得之

酬金439，且為經常性給付，無論公司是否有盈餘均應給付，是以具有「薪資」

                                                 
431 如曾宛如，前揭註 339，頁 50。 
432 如柯芳枝，前揭註 354，頁 272。 
433 如林國全，董事報酬請求權－評最高法院九十四年度台上字第二三五０號判決，月旦法學

雜誌，第一三五期，2006 年 8 月，頁 251、252；Robert C. Clerk, supra note 272, at 148. 
434 經濟部 78 年 01 月 06 日經商字 000262 號函。 
435 最高法院 93 年台上字第 1224 號判決。 
436 經濟部 93 年 1 月 20 日經商字 09302005550 號函。 
437 經濟部 94 年 8 月 17 日經商字 09400586770 號函。 
438 林國全，前揭註 433，頁 247。林師更認為，因董監通常擔任公司對外保證人之身分，而承

擔種種法定義務與責任，故該酬勞亦可稱為董監之「風險承擔對價」。 
439 經濟部 94 年 12 月 26 日經商字 0940219967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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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質440。 

酬勞與報酬之區分實益在於，第一九六條之報酬，屬於勞務對價，縱然章

程未規定，股東會亦未決議，董事仍有報酬給付請求權。而董事酬勞屬盈餘分

派，係股東自主性之權益移轉。若章程未規定，股東會亦未決議，董事就酬勞

部分無請求權。學者更有精確的區分，若董事自公司所受經濟上利益，得自由

處分使用於個人私益，該部份始為本條所定之報酬，至於該利益是否定期給付，

在所不問441。 

此外，實務上董事尚有一些取自公司的經濟上利益，如車馬費
442、特支費、

伙食津貼、房屋津貼、配車等業務執行費。依經濟部 93 年 1 月 20 日商字第

09302005550 號函：「二、又所謂『董事之報酬』，係指董事為公司服務應得之

酬金而言；所謂『車馬費』，顧名思義，則指董事前往公司或為公司與他人洽商

業務所應支領之交通費用而言，自與董事之報酬有別，所詢薪資、車馬費、交

際費、伙食津貼、各項獎金、退職金等，公司應據上揭說明依其性質分別認定

之。至『董監事酬勞』為盈餘分配項目，尚非公司法第一百九十六條規定之範

圍。」可知董事報酬又與業務執行費不同。業務執行費不得任由董事自由使用

於個人私益之經濟上利益，且為董事一般日常執行職務所必須，由董事會為其

決定機關，不經章程或股東會決議，應不違反忠實義務之精神。有疑問者，董

事會決定業務執行費是否有公司法第二０六條第二項準用第一七八條規定迴避

的問題？惟第一七八條規範者，係有「自身」利害關係。業務執行費非董事所

得自由使用於個人私益，應不具有「自身」利害關係。若真有浮濫的問題，還

是可藉由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追究責任443。 

關於「董事退職酬勞金」，最高法院曾認為「通常係指對於退職董事給與金

錢，以資酬庸，並非董事處理委任事務之對價，性質上似不在公司法第一九六

條所訂董事報酬之列。」卽最高法院以董事受領報酬時是否仍具董事身份，來

判斷「董事退職酬勞金」是否為第一九六條所訂董事之報酬。然而，董事受領

退職金時雖不具董事身分，但公司係以其之前具有董事身分為發放之根據，且

                                                 
440 84 年台上字第 632 號判決。 
441 更詳盡之解說，請參見林國全，前揭註 433，頁 244 以下。 
442 69 年台上字第 4094 號判決、71 年台上字第 4154 號判決認為：車馬費則指董事前往公司或

為公司與他人洽商業務所應支領之交通費用，與董事報酬有別。 

443 公司法修正計畫條文第一一二條規定：「公司對於董事之報酬、紅利、酬勞金、津貼、車

馬費及其他具有報酬性質之給付，其數額及分配方法除章程已經訂明者外，應由股東會決議定

之。」本修正條文似未區分報酬、酬勞和業務執行費之不同，而逕由股東會決議，似嫌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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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職董事得任意使用該退職金，故應屬第一九六條之董事報酬444。 

此外，關於發起人之特別利益（第一三０條）：發起人係在公司設立登記前

公司之代表機關，為補償其在公司設立中所負擔之風險（如公司未能成立時，

關於公司設立所為之行為與所需之費用，發起人須負連帶責任（第一五０條）；

此外，尚有第一五五條等風險），因而有受特別利益之必要。由於此特別利益並

非基於董事身分所得，故非本文所探討之對象。  

第四款 報酬外利益之分派決定機關 

依本法第一九六條只規定董事報酬，未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東會議定。

似乎未明確規定，報酬以外之酬勞及業務執行費用等，是否應經股東會議定？

關於酬勞之部分，本文認為，若從董事和公司間利益衝突為著眼點，只要董事

多取得一些利益，自然就會減少公司的利益。而依本條立法意旨係避免董事恣

意向公司取得過高之利益，造成董事置個人利益優於公司利益，故似乎應由董

事會以外之公司機關決定該利益的分發。基於公司為股東所有，公司最終之利

益成敗亦由股東承受，故董事酬勞似乎應由股東會決定，是較為妥適的想法。

從另一面思考，董事酬勞為公司可分派盈餘，由股東決定如何分配，為其本質

上所必然。或有認為，通常在大股東兼董事時，大股東是否藉由操控股東會達

到「自肥」的目的。本文認為，或有這樣的可能，但也要大股東對股東會有相

當的控制力，才有可能達成上述的效果。並且，大股東對於其他股東是否負有

忠實義務，這個問題在外國都還有爭議，似乎無法因此而否認股東會的決定權
445。更甚者，若股東會不適宜決定董事酬勞，基於相同的考量，應該也不適宜

決定董事報酬。如此，將由何機關決定董事報酬？因此，本文認為，董事的酬

勞，亦應由股東會決定為宜。 

至於業務執行費之部分，因為董事不得自由支配處分使用於個人私益，其

決定機關為董事會，並不會有董事「自肥」的情形。而且，在董事執行業務時，

需要哪些執行費用，亦應由董事自行決定較具有彈性。因此，關於業務執行費

之部分，由董事會自行決定，惟該執行費部分，董事不得自由支配處分使用於

個人私益。 

                                                 
444 林國全，前揭註 433，頁 248-249。 
445 請參註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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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 其他問題 

學者認為446，「若係政府或法人股東，其情形可能係政府或法人股東本身

當選為董事而指派自然人代表行使職務，或係其指派之代表當選為董事（公

27），公司所付之報酬均歸政府或法人股東，蓋該自然人或代表與政府或法人股

東之間亦屬民法委任之關係，故其因處理事務所收取之金錢、物品及孳息自應

交付予委任人（民§541I）。」但若為上述業務執行費，則由代表法人行使職務

之自然人領取
447。 

又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規定第二十六條規定：「上市上櫃公司應於章

程或依股東會決議明訂董事之薪資報酬，對於獨立董事得酌訂與一般董事不同

之合理薪資報酬」，其所稱「報酬」，應係指公司法第一九六條所稱「董事之報

酬」，尚非指盈餘項目中的「董監事酬勞」。惟經濟部 93 年 3 月 9 日函釋：「有

關公司章程另訂立獨立董事酬勞乙事，按現行公司法架構下，尚無區分獨立董

事及非獨立董事，公司章程自不得記載獨立董事之酬勞。」448但證券交易法已

於 95 年 1 月 11 日增定第 14 條之 2 以下之規定，明文增訂了獨立董事一職，因

此，在有獨立董事的公開發行公司，將不再有本號函釋的適用。 

第六款 美國法上董事的報酬 

美國法院對於董事報酬的監控選擇一個較折衷的態度，其主要採取兩種方

法：市場加強措施（market-enhancement measures ）和無效防免措施(fail-safe 
device)。前者著重在揭露和決定報酬的程序上。尤其是美國證券管理委員會

（SEC）要求在年報上揭露報酬的分配449。且在 1992 年，SEC 發布了新的報酬

揭露規則450和股東通訊規則451。關於決定報酬的程序上，法院會依據報酬是給

予內部人或外部人，來決定採取嚴格或寬鬆的審查452。針對決定報酬的程序，

                                                 
446 王文宇，前揭註 352，頁 323。 
447 經濟部 63 年 8 月 5 日經(63)商字第 20211 號函。 
448 經濟部 93 年 3 月 9 日經經商字第 09302025400 號函。 
449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Rule, Schedule 14A, item 7. See also Ferrara , Starr & Steinberg,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Bearing on Management Integrity and Competency, 76 New. U.L. Rev. 
555(1981). 
450 Executive Compensation Disclosure, 17 C.F.R. §228, 229, 240, 249 (1992).但揭露董事及經理

人的報酬，可能會造成競爭者知悉，並導致董事的招募困難 See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Related Party Disclosure, Exchange Act Release No. 33-8655, 34-53185, 71 Fed. Reg. 6546 
(proposed Feb. 8, 2006) .。 
451 Regulation of Communications Among Shareholders, 17 C.F.R. §240, 249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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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拉瓦州法院認為，如果系爭報酬經過股東會的決議，則將由原告證明系爭報

酬對公司而言是一種浪費453。而無效防免措施，則是由市場運作和程序導向的

司法制度來操控，以防止給予董事過多的報酬454。除了上述市場加強機制和無

效防免措施外，董事報酬的決定亦可從程序要件和實質要件來討論。 

一、程序要件 

一般而言，董事的報酬若有下列兩種情形，會被法院認為有效：（1）揭露

所有相關事實後，由無利害關係董事多數決同意455；（2）揭露所有事實後由股

東會多數決同意。 

經由上述程序所為決定，原則上法院即以經營判斷法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456承認之，而不被認定為浪費（waste）或是贈與。因為報酬決定通常是

在當事人不在場下，由無利害關係人所決定。加以，報酬決策本為一商業判斷，

法院原則上會尊重公司的決定。然而，若是該報酬有「過多」或「不合理」的

現象，而與董事提供公司的服務無「合理關聯」的情況，法院就會例外介入。 

亦即，除非有等同浪費的極端情形，德拉瓦州衡平法院表示：若原告並未

陳述具體事實，證明系爭報酬不是一個完善的經營判斷（sound business 
judgment），或公司已習慣由董事會的多數決，使個人從交易中取得利益。這個

原則亦可擴及董事離職後的報酬與回溯的報酬。前者，如 Steiner v. Meyerson 案
457中法院駁回原告的控訴，認為經由非利害關係董事決議與離職的 CEO 兼董

事所訂的僱傭契約，內容雖有利該董事，但原告未能具體指摘，故仍不被認為

是浪費。後者如 Blish v.Thompson Automatic Arms Corp.案458中法院表示：經理

人的服務，有其獨特的特色與特殊性，且讓公司享有極高的收益與利潤，則給

                                                                                                                                             
452 Robert. C. Clerk. supra note 272, at 194. 
453 Saxe v. Brady , 184 A. 2d 602 (Del. Ch.1962). See also Gartenberg v. Merrill Lynch Asset 
Management, Inc., 528 F. Supp.1038(S.D.N.Y. 1981), aff’d, 694 F. 2d 923 (2d Cir. 1982). 
454 Robert. C. Clerk supra note 272, at 194. 
455 8 Del. C. §141 (h) Unless otherwise restricted by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r bylaw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hall have the authority to fix the compensation of directors.但多數美國法院仍認為，主要

是由非利害關係董事或非利害關係股東決議，其程序才合法。see, e.g. Rogers v. Hill, 289 U.S. 582, 
91 (1933), Resolution Trust Corp. v. Dean, 854 F. Supp. 626,645 (D. Ariz. 1994).且現在美國實務上，

獨立董事占公司董事過半數的席次，加上公司現在多設有由獨立董事所組成的報酬委員會

（Committee of Compensation）。因此，由無利害關係董事決定報酬，似無太大之利益衝突的問

題。 
456 因為報酬的決定仍為一商業上決定。關於經營判斷原則，詳情請見後述。 
457 1995 Del. Ch. LEXIS 95; Fed. Sec. L. Rep. (CCH) P98,857 
458 64 A.2d 581; 1948 Del. LEXIS 24; 30 Del. Ch.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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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經理人一份回溯的薪資（retroactive feature of the salary）459並不會被認為是

不適當的460。最有名的一個例外案例就是 Dogers v. Hill 案461，本案中公司細則

（by-laws）規定，依據公司獲利給予公司職員獎金。開始時，這些獎金是合理

的，但當公司的獲利巨幅成長後，依比例給予員工的獎金將變的非常的多。因

此，最高法院認同原告的請求，認為獎金數額變得這麼龐大，已是一種浪費。

若這種情形在我國，裁減獎金似乎違反了契約當初的約定，同時也違反股東意

思（依公司獲利比例給予員工獎金）。但即便是我國，亦可藉由民法第二二七條

之二的情事變更原則調和公司與董事間的酬勞，以避免因公司獲利巨幅成長，

所帶給董事不合理的高額酬勞。。 

二、實質要件 

即便董事報酬是未經非利害關係董事決定或非利害關係股東會認可之情

形，法院亦表示462：其承認董事可以基於默示服務契約的理由向公司請求其服

務應有的價值，如果其能充分舉證說明：（1）董事是在了解其會受到報酬之情

形下提供服務；（2）董事並未賦予自己過多的報酬以至於構成獲取不正當利益

（unjustly enrich）；且（3）公司從其服務中受益，且公司若未給予報酬，會構

成公司自己獲取不正當利益。 

在 Black well v. Nixon 案463中法院認為，被告已舉證證明其報酬是公平的：

（1）股息與報酬亦如往常；（2）自 1980 至 1987 消費者指數提升 5.8%，而高

級職員前五名則提升 6.3%，而公司其他職員則為 7.9%，故已實質地與其表現

                                                 
459 回溯薪資是針對經理人過去之服務給予額外報酬，即使經理人於該期間已領有報酬。Id. at 
592,607. 
460 惟學界上似有誤會原文之意，其認為：「Blish v.Thompson Automatic Arms Corp. 案中法院表

示：從經理服務中，其有著不尋常的特色與特殊性，且是公司享有極高的收益與利潤，則此數額

從默示契約顯示（an implied contract is shown）一份回溯的薪資是適當的。」陳介山，董事的忠

實義務－以企業併購法制為中心，國立中正大學法律研究所博士論文，2004年5月，頁278-279。 

然原文為：Conceding the general rule to be as stated, nevertheless,  [***589]  we find its application 
subject to two well recognized exceptions; (1) Where [**79]  an implied contract is shown; (2) Where 
the amount awarded is not unreasonable in view of the services rendered. Osborne v. United Gas 
Improvement Co., 354 Pa. 57, 46 A. 2d 208, 164 A.L.R. 1119; Wyles v. Campbell, (D.C.) 77 F. Supp. 
343; Koplar v. Warner Bros. Pictures, (D.C.) 19 F. Supp. 173. 
 [*607]  We conclude from the evidence that the services rendered by Maguire were unusual in 
character and extraordinary, from which TAAC received great gains and profits; therefore, the 
retroactive feature of Maguire's increases in salary and tax reserves, as indicated, were proper under the 
second exception as noted above.即法院認為(1)默式契約和(2)服務的獨特性及公司享有特別利益，

皆可為回溯契約的合理原因。而本案是符合第二種情形。 
461 289 U.S. 582; 53 S. Ct. 731; 77 L. Ed. 1385; 1933 U.S. LEXIS 194; 88 A.L.R. 744 
462 Technicorp , 1997 Del. Ch. LEXIS 126 ,at 45～46. 
463 17 Del. J. Corp. L. 1083, 1090 (Del. Ch. Sept. 26,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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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結合；（3）專家證詞明白地表示其報酬標準是公平的。在 Wilderman v. 

Wilderman 案464中法院便認為被告給付給自己的報酬是不合理的，原因在於：

（1）被告未能證明在相同情形下，其他職員於公司獲利時亦有相同的報酬；（2）

報酬數額與公司獲利不成比例，董事報酬五年內由三萬提至九萬，而公司收益

由三十八萬提升至六十八萬，前者增幅是三倍，後者增幅不到一倍；（3）報酬

數額過高以至於國稅署不同意以被告報酬為公司納稅的扣除額；（4）被告的報

酬與公司規模不成比例。 

三、多樣的董事報酬 

美國不同於我國，其認為董事的報酬不限於發放現金
465，但是必須與其職

務關係有「合理關聯」466。報酬內容包括退休金、終身人壽保險、新股認購權、

股份選擇權等。如，Zupnick v. Goizueta467 案中法院便表示：若董事會可適當

地以現金形式為額外津貼，則基於相同的推論（a fortiori），可以給予等同現金、

可即刻實行的選擇權。然而，股份選擇權與現金薪資，最大的差異即在於前者

實現時，公司可能會承受很大的負擔，造成龐大的損失，且該損失有時並非公

司發行時所得預估的，故德拉瓦州大部分的判決認為，股份選擇權計劃須受兩

部分的審查：第一，所有股份選擇權均應審查其是否包含有條件，和客觀情事

顯示，公司可預期藉由給予選擇權以取得期待利益；第二，公司獲利的價值與

給予選擇權的價值間，需有合理的關聯
468。 

第七款 小結 

目前實務認為董事報酬僅得以現金給付，但未來似可參考美日實務，於一

定認股權比例下，使董事具有取得股票股利或認股權憑證等證券之可能性，以

鼓勵董事發揮其效能。亦必須避免董事可能為取得股權而輕忽其他責任之情形

發生。例如美國近年來即因選擇權制度導致公司執行長於公司虧損情形下，仍

有優渥之報酬，甚至為使公司股價拉高，而玩弄財務報表使投資人受損害等，

故必須就該等股權為一定金額之限制。而原則上，仍以與現金報酬為等價之股

                                                 
464 315 A.2d 610; 1974 Del. Ch. LEXIS 106. 
465 似乎是因美國並不區分「報酬」和「酬勞」的不同，通稱為 compensation。 
466 Glenmore Distilleries Co. v. Seideman, 267 F. Supp. 915 (E.D.N.Y. 1967) ; Beard v. Elster, 16 
A.2d 731(Del.1960); Black v. Parker Mfg. Co., 106 N.E.2d 544(Mass 1952); Berman v. Meth, 258 
A.2d 521(Pa. 1969) 

467 698 A.2d 384, 388 (Del. Ch. 1997). 

468 陳介山，前揭註 460，頁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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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為報酬較為妥適。 

總而言之，有提出貢獻之人就應得到合理之報酬，至於獨立董事部分，若

無合理之報酬，如何期待其能有應有之表現，但是相關報酬給付的配套措施亦

應一併建立，否則極有可能影響其獨立性。若從公司治理之角度來看，董事之

報酬應以其表現為指標，但是此一表現並非是指與公司之短期績效有直接關

聯，以避免董事短視近利，只求公司之短期發展而不顧長期表現
469，而是致力

於公司永續經營為其報酬標準。 

第四項 美國法上忠實義務之類型— 

擷取公司機會（usurp corporate opportunity） 

在比較法上，以美國法之經驗為例，學說上認為常見違反忠實義務之型態

可分為四種：（一）董事與其公司間之交易（通常稱為「自己交易」(self-dealing)）；
（二）有共通董事之兩家公司間的交易；（三）董事侵吞、利用屬於公司之機會

(corporate opportunity)；（四）董事私下與公司為業務競爭之行為470。 

上述四種型態，有些在我國已有具體法條的規定，如第二二三條和（一）、

（二）兩種型態相當，第二０九條和（四）相當。對於沒有具體規定的（三）

則可以我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的概括規定包括之。以下，就尚未說明的（三）

為簡單解說。 

擷取公司機會係指公司董事擷取原本屬於公司之商業上機會。此種行為有

點類似利害關係董事與公司交易的情形，當董事以類似個人身分所從事之交易

如涉及公司利益時，就會產生競業的問題。然而，在某些情形下，允許董事在

不違反忠實義務的情形下，追求其個人之商業利益
471。 

學說上認為，在擷取公司機會的爭議中，董事是否違反忠實義務，需視董

事是否有在將此機會據為己有前，先將該機會提供給公司。當董事未踐行上述

程序時，公司得主張享有因該交易所得之利益。在美國實務上最困難的問題在

於判斷系爭商業機會屬於公司，並因而引發的忠實義務問題；或者，董事本來

                                                 
469 吳碧雲，前揭註 362，頁 40-41。 
470 劉連煜，前揭註 387，頁 25；Robert Hamilton, The Law of Corporations, West, 1996 4th Ed., at 
398. 
471 Dennis J. Block et al., supra note 193,at 29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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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自由使用此一機會，而不必理會公司利益472。該機會若是公司所有，自

然需要經過先告知公司的義務。若否，董事可自行使用，無須經過上述程序。

在分秒必爭的商業活動中，二者差異自然造成是否有利可圖的結果。 

美國法院在處理此一問題時，至少有五種以上之標準，包含（一）利益或

期待性標準、（二）營業範圍（line of business）標準、（三）公平性標準、（四）

包含營業範圍以及公平性的雙重檢驗標準、（五）由美國法律協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提出的事前揭露程序。茲簡述如下： 

（一） 利益或期待性標準 

若該機會為公司現存利益或有期待利益，則董事或經理人即不得使用該機

會473。本標準是藉由公司現在或過去之活動去定義何謂公司機會。亦即本基準

將構成公司機會之情形限縮在：根據公司現存之契約上權利，對該計畫已有實

際利用或合理認知之情形。因此法院在適用此一基準時，比起其他標準是較不

會引起爭議，但會有失狹隘之嫌。 

（二） 營業範圍標準 

若有一商業機會出現，且該機會在邏輯及性質上屬於公司原先所從事之商

業活動種類中，且該機會符合公司合理的需要與發展方向，則此機會即屬於公

司營業範圍內之範疇474。本標準亦為德拉瓦州法院多年來所採用。在實際操作

上，法院會著眼於該機會與公司營業活動的親疏程度來做區分。即本標準的問

題會是該機會與公司的遠近程度。因此會造成法院主觀認定上的不同，而有相

當大的差異。 

（三） 公平性標準 

在判斷是否為公司機會時，需視董事使用該機會的個案事實是否公平。故

此標準較像是道德標準，在實際適用上，是更不容易操作的。 

（四） 包含營業範圍以及公平性的雙重檢驗標準 

本標準認為，判斷系爭機會是否屬於公司，須從公司營業範圍及公平性兩

                                                 
472 Matthew G. Dore, The Duty and Liabilities of Iowa Corporate Director, 50 Drake L. Rev. 207, 
258(2002).  
473 Abbot Redmont Thinlite Corp. v. Redmont, 475 F.2d 85,88(2d Cir. 1973);Burg v. Horn, 380 F.2d 
897,899(2d Cir. 1967). 
474 Equity Corp. v. Milton,221 A.2d 494,497(Del.1966);Guth v. Loft, Inc., 5A.2d 503 (Del.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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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標準檢驗。首先，在考量個案的事實及情況後，判斷該機會是否與公司現在

或將來之行為有密切之關係，而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情形；其次，公司董事

使用自公司取得之機會，是否有不公平的現象。前者的舉證責任在於主張該董

事不當取得機會之人，後者之舉證責任則在於取得該機會之董事475。但此一方

法卻飽受批評，批評者認為「這是將具有不確定性又含糊的公平性標準，建構

在基礎薄弱的營業範圍標準上」
476。 

（五） 由美國法律協會提出的事前揭露程序 

美國法律協會在其公司治理原則§5.05(b)477對於公司機會之定義：本章節公

司機會係指： 
(1)任何從事商業上活動之機會，而為董事或高級行政主管人員所知情，並具備

下列情形之一： 
(A)與其身為董事或高級行政主管人員之職位有關，或依其情況，使董事或高級

行政主管人員合理相信，提供機會之人係期望將此機會提供給公司者； 
(B)透過使用公司之機會或財產，若其產生之機會係可以合理期待董事或高級行

政主管人員相信對公司有利。 

                                                 
475 Miller v. Miller, 222 N.W.2d 71 (Minn. 1974). 
476 Harvey Gelb, The Cooperate Opportunities Doctrine—Recent Cases and The Elusive Goal of Clarity, 
31 U. Rich. L. Rev. 371, 379 (1997).  
477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 5.05(b)(1994): Definition of 
a Corporate Opportunity- For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a corporate opportunity means: 
 (1) Any opportunity to engage in a business activity of which a director or executive becomes aware, 
either: 
(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functions as a director or senior executive, or under 
circumstances that should reasonably lead the director or senior executive to believe that person offering 
the opportunity expects it to be offered to the corporation; or 
(B) Through the use of corporate information or property, if the resulting opportunity is one that the 
director or senior executive should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believe would be of interest to the 
corporation. 
(2) Any opportunity to engage in a business activity of which a senior executive becomes aware and 
knows is closely related to a business in which the corporation is engaged or expects to engage.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 5.05(a): General Rule. A 
director or senior executive may not take advantage of a corporate opportunity unless: 
  (1) The director or senior executive first offers the corporate opportunity to the corporation and makes 
disclosure concerning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the corporate opportunity; 
  (2) The corporate opportunity is rejected by the corporation; and 
  (3) Either: 
(C) The rejection of the opportunity is fair to the corporation; 
(D) The opportunity is rejected in advance, following such disclosure, by disinterested directors , or, in 
the case of a senior executive who is not a director, by a disinterested superior, in a manner that satisfies 
the standards of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 or 
(E) The rejection is authorized in advance or ratified, following such disclosure, by disinterested 
shareholders, and the rejection is not equivalent to a waste of corporate assets.. 
中文翻譯引自吳碧雲，前揭註362，頁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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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何從事商業上活動之機會，而為高級行政主管人員所知悉，且明知與公司

現在從事或預期將從事之營業有密切關係者。 

公司治理原則 §5.05(a)：原則上公司董事或高級行政主管人員不可利用公

司機會，除非： 
(1)公司董事或高級行政主管人員先將公司機會提供給公司，並且對利益衝突之

情形及公司機會作完全之揭露。 
(2)公司拒絕此一公司機會；並且 
(3)符合下列情形之一： 
  (A)拒絕機會對公司係公平的； 
  (B)在為揭露後，由無利害關係之董事，或在非董事的高級行政主管人員之情

形，由無利害關係之上級主管，以符合商業判斷原則標準之方法，事先拒絕該

機會； 
  (C)在為揭露後，由無利害關係之股東事先授權或事後同意該拒絕，且該拒絕

並非浪費公司資產。 

故本標準是藉由董事的事前揭露，避免事後的認定困難。 

就結論來說，上述五種標準，第一種過於狹隘，第二至第四種則過於抽象，

有失之抽象，認定困難，或是範圍過於狹隘等問題。第五種標準雖有流於形式

的疑義，但相較其他標準，似乎較容易操作，較可作為實際上運作的準則。 

而我國公司法修正計畫條文第一三０條第一項規定
478：「除經股東會許可

者外，董事不得利用職務上之權力、機會或方法，謀取自己或第三人之利益」，

亦有意將擷取公司機會這種違反董事忠實義務的類型明文化，使追究董事責任

較為容易。

                                                 
478 行政院經建會委託萬國法律基金會進行之「公司法制全盤修正計畫」研究之期末報告，前

揭註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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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注意義務 
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行業務並盡善良管理

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可見公司法

要求董事執行業務所須負之責任為一種過失責任。因為要求經營者負擔「只准

成功，不許失敗」的責任，會使經營者心理上產生不利的影響。易言之，當經

營者盡心盡力為公司經營時，卻因市場情勢造成公司損失，而仍須負責，則不

如不擔任董事職務，如此將造成公司不易找到經營者。尤其當公司本身營運狀

況不佳，或經濟環境惡劣時，更無人願意擔任公司經營者。加以公司董事是為

他人（股東）管理財產，並應對股東、員工、債權人甚至是公司所在之社區負

責，此種對不同利益者負擔責任之義務，亦成為應排除董事責任之理由。惟若

是董事完全不負責任，將造成其任意妄為之狀況。故董事應負相當之過失責任，

使權責相符479。 

所謂注意義務係指，董事在做成決策前，有義務了解所有可合理取得之重

要資訊，據此做成決策。而關於董事是否稱職並發揮其業務執行機關之角色，

英美法將其歸類為「注意義務」（duty of care），我國則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

務檢視之。即便二者不完全相同，我國董事注意義務的內涵，仍像美國法一般，

約可分為「決策」與「監督」兩方面480。 

第一項 決策 

在決策方面，係依公司法第二０二條規定：「公司業務之執行，除本法或章

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行之。」而依公司法規定，

應經董事會決議之事項包括：會計師及經理人之委任、解任、報酬（第二０條

第三項、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發行新股作為受讓他公司股份之對價（第

一五六條第六項）；收買公司股份充作員工庫藏股（第一六七條之一）、與員工

簽訂股權契約（第一六七條之二）、為公司營業政策之重大變更之提案（第一八

五條第五項）、選舉公司董事長、副董事長、常務董事（第二０八條第一、二項）、

以發行新股分派股息、紅利（第二四０條第六項）、公積轉增資（第二四一條第

                                                 
479 洪秀芳，董事會獨立經營權及董事注意義務，政大法學評論第 94 期， 2006 年 12 月，頁

237-238。 
480 MBCA 8.30(b): 
(b) The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a committee of the board, when becoming inform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decision-making function or devoting attention to their oversight function, shall 
discharge their duties with the care that a person in a like position would reasonably believe 
appropriate under similar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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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公司債之募集（第二四六條第二項）、發行新股（第二六六條第二項）、

聲請公司重整（第二八二條第二項）、公司進行簡易合併（第三一六條之二第一

項）、決議公司進行分割、合併（第三一七條第一項）之提案等481。 

第二０二條規定公司業務之執行，由董事會決議之，將董事會定位為業務

執行機關，而與德拉瓦州公司法第 141(a)482及模範公司法(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8.01(b)483稍有差異。德拉瓦州公司法和模範公司法將董事會定

位為決策機關，公司業務由董事會管理或指導。在大型公司中，多由專業經理

人實際為公司業務之執行。我國則將董事會定位為股份有限公司法定、必備、

常設之集體業務執行機關。然而實務上，我國大部分的上市、上櫃公司，平均

一個月開會不到一次，其多將公司業務執行分為業務執行及業務決策。前者由

經理人為之，後者由董事會負責484。因此，學說上有建議，參照上述德拉瓦州

公司法 141(a)及模範公司法 8.01(b)之規定，修正讓董事為業務決策，經理人為

業務執行485。然本文認為，似無修法之必要。首先，第二０二條立法目的，應

為區分股東會與董事會之權限，而在公司內部之權力區分，大致可分為股東會

的立法權，董事會的行政權以及監察人的司法權已如前述。經理人為公司業務

之執行，本質上亦屬行政權的範疇，非屬於股東會權限，因此，第二０二條似

不需要再將經理人權限與股東會為區分。其次，實務上大型公司董事會開會次

數雖不多，但多由常務董事會代替董事會處理公司日常業務。此作法符合第二

０八條第四項規定，使經理人仍在常務董事會的指揮下執行業務。易言之，經

理人有如董事會或常務董事的手足，殊無另立法確定經理人在大型公司中的業

務執行權限之必要。再者，即便立法明確經理人在執行業務之地位，董事也不

會因此而不負監督之責，其立法實益何在？在美國有立法之必要，係因美國無

                                                 
481 柯芳枝，前揭註 354，頁 324-325。 
482 8 Del. C. §141(a): 
(a) The business and affairs of every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is chapter shall be managed by or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 board of directors, except as may be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is chapter or in 
its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If any such provision is made in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the 
powers and duties conferred or imposed up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by this chapter shall be exercised 
or performed to such extent and by such person or persons as shall be provided in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483 MBCA §8.01(b)(2002): 
(b)All corporate powers shall be exercised by or under the authority of, and the business and affairs 
of the corporation managed by or under the direction of, its board of directors, subject to any 
limitation set forth in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or in an agreement authorized under section 7.32. 
484 王文宇，公司法論，2003 年 10 月初版，元照出版，頁 353-354。惟王師於該書第三版中已

刪除該段敘述。 
485 楊竹生，論董事注意義務中監督公司業務執行之義務，中原財經法學第 13 期，2004 年 12
月，頁 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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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之監察機關，而是由董事監控經理人之業務執行行為。但我國已有監察人

為監控機關，是否有必要疊床架屋，明文讓經理人為業務執行機關，再讓董事

和監察人共同為監察機關（當然董事還有業務決策權）？若由二者同時發揮監

控功能，當舞弊事件發生時，應由何人負責？董事和監察人同時擔任監控機關，

是否耗費過多的監控成本？更極端者，是否會造成公司日常業務之執行過於綁

手綁腳？最後，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經理人在公司章程或契約規定授權範

圍內，有為公司管理事務及簽名之權。」在「為公司管理事務」部分，已足為

經理人為公司為業務執行之依據。然第三十一條規定係經理人權限由章程或契

約賦予，故仍為公司自治事項，由公司自行決定，而非法律強行規定，賦予公

司ㄧ定的彈性。因此，本文認為在現行公司監控機制下，無須修法明文使經理

人為業務執行機關。 

董事對於業務執行之決策負有義務，但其所負義務之標準如何？董事應負

何種程度之注意義務？ 

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行業務並盡善良管理

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而第八條第

一項規定：「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無限公司、兩合公司為執行業務或代表公

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因此，董事應盡善良管理人

之注意義務。 

在我國民法體系下，注意義務之過失程度分為三類，即抽象輕過失、具體

輕過失及重大過失
486。 

抽象輕過失者，指債務人欠缺善良管理人之注意，致履行債務之障礙事實

發生者而言。所謂善良管理人，指一般交易上，認為有相當知識、經驗及誠意

之平均理念人，並非現實社會生活個人注意之平均值，而係觀念上之概念，且

為抽象標準，故一般稱之為抽象輕過失。具體輕過失者，指債務人欠缺與處理

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至履行障礙事實發生者而言。因係依各債務人個人之

注意能力為標準，故一般稱之為具體輕過失。重大過失者，指欠缺一般普通人

                                                 
486 最高法院 41 年台上字第 865 號判例：「因過失不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固應負民法第一百九

十二條、第一百九十四條所定之損害賠償責任，惟過失為注意之欠缺，民法上所謂過失，以其

欠缺注意之程度為標準，可分為抽象的過失、具體的過失，及重大過失三種。應盡善良管理人

之注意 (即依交易上一般觀念，認為有相當知識經驗及誠意之人應盡之注意) 而欠缺者，為抽

象的過失，應與處理自己事務為同一注意而欠缺者，為具體的過失，顯然欠缺普通人之注意者，

為重大過失。故過失之有無，抽象的過失，則以是否欠缺應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定之，具體的

過失，則以是否欠缺應與處理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定之，重大過失，則以是否顯然欠缺普通

人之注意定之，苟非欠缺其注意，即不得謂之有過失。」即實務將抽象輕過失和具體輕過失分

別稱為抽象過失及具體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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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注意，至履行障礙事實之發生者而言。由於普通人既能注意，然債務人卻反

不能注意，其疏於注意情節顯然重大，故稱為重大過失487。 

有疑問者，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善良管理人注意義務，是否與民法

上之善良管理人注意義務488相同？學說上有持肯定見解，其認為依公司法第一

九二條第四項明定，公司與董事間為委任關係，因此其基本關係之內涵當回歸

民法觀察，認為注意義務之程度為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程度（民法第五三五條科

以有償受任人之注意程度）489。亦有認為兩者內涵完全不同490，其謂：「公司

負責人之『注意義務』，係指公司負責人在處理公司事務時，必須要負之注意義

務，但不等於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491本文認為，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已明

文規定負責人負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而不區分其是否為有償。所謂善良管

理人之注意義務，係一抽象客觀之概念。並不會因在民法上或是在公司法上改

變其概念。最多只是在適用上，會因一般民法上受任人和公司法上負責人，對

於所謂「有相當知識、經驗及誠意之平均理念人」的要求程度不同，而造成不

同的效果。但應該都是各該領域所謂的「有相當知識、經驗及誠意之平均理念

人」。因此，本文認為，民法上的善良管理人與公司法上的善良管理人，其內涵

並無不同。 

對於民法上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實務上認為，善良管理人之注意 ，即

依交易上一般觀念，認為有相當知識經驗及誠意之人應盡之注意
492；「善良管

理人之注意…應依抽象之客觀標準定之，亦即質權人主觀上有無盡此注意之能

力，在所不問493」；「行為人過失責任之最重者，莫過於『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

                                                 
487 邱聰智，民法債篇通則（下），輔仁大學法學叢書編輯委員會，2001 年 2 月，新訂一版，頁

418。 
488 如民法第五三五條、第六七二條。 
489 曾宛如，前揭註 339，頁 5；劉連煜，前揭註 269，頁 93。 
490 學者認為，有償委任與無償委任之區別，與公司法之本質有所衝突。即依民法第五三五條

歸定，於無償委任的情形，受任人僅須盡到與處理自己事務同一之注意，若是有償委任，則應

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套用在公司負責人身上，將因有償與無償之不同，造成公司負責人

有不同程度之注意義務。而如此解釋顯不合理，因民法委任關係原則上是針對委任人對受任人

為特定事務處理之授權而設計，受任人通常依委任人之指示而行動，而董事為公司法定、常設、

必要機關，股東不可能鉅細靡遺的指示，而包括董事在內之公司負責人亦須主動審查各項商業

狀況、公司情勢以決定經營策略，其所處地位與民法上一般受任人顯有不同。依此，若引用民

法的觀念來解釋公司負責人之注意義務，顯有不足之處。王文宇，公司適用民法原則之探討，

法令月刊第 54 卷第 2 期，2003 年 2 月，頁 45。 
491 賴源河等，新修正公司法解析，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1 年 1 月，初版一刷，頁 76；羅怡

德，前揭註 128，頁 214。 
492 42 年台上字第 865 號判例、29 年滬上字第 106 號判例。 
493 49 年台上字第 2423 號判決，本判決係質權人保管質物對出質人所負義務之案件，即質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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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為之』，亦即學者所謂『抽象的輕過失』，申言之，行為人注意之程度，依一

般社會上之觀念，認為具有相當知識及經驗之人對於一定事件所能注意者，客

觀的決定其標準；至行為人有無盡此注意義務之知識或經驗，在所不問。494」；

「地政機關辦理土地登記業務之人員為不動產之登記時，應盡善良管理人之注

意義務，自應本於專業知識及技術，盡其職務上相當之注意義務，據以審查不

動產登記申請之文件是否真實，而為准否登記之處分。
495」等。對於公司法上

的善良管理人，因第二十三條係民國九十年修法才新增，實務上所累積之判決

似無法使吾人判斷，法院對公司法上善良管理人的看法。因此，本文不擬再此

多作贅述，而將此回歸民法之範疇。 

相對於我國法所採之客觀標準，美國法上公司業務之執行，多交由經理人

為之，故實務上對董事要求的過失程度，漸漸趨向為「重大過失」（gross 

negligence）496，即其注意義務不僅為客觀上認定，亦著重於主觀意圖之判斷。

析言之，英美法上之董事責任，不似我國善良管理人注意義務為一種程度之描

述，而是將義務與個人之地位緊密結合，並且對於不同職位之人，有其不同之

期許與規制；對於義務之內涵與適用皆詳盡探討之，而非單純論斷過失責任之

有無，更非空泛之標準，認定行為是否合於大眾之期許497。 

第二項 監督 

就監督方面，董事會雖就業務執行有決定權，但具體執行，仍得交由其他

機關執行，如董事長、常務董事等，因此，董事會對於交由其他機關執行之事

項，自有監督之權限與義務498。 

對於董事會監督之權限與義務，須先探究者，係公司是否僅得為法令範圍

                                                                                                                                             
為債務人之情形。 
494 79 年台上字第 1203 號判決。 
495 90 年台上字第 1372 號判決。 
496 See Aronson v. Lewis, 473 A.2d 805 (Del. Supr. 1984); Smith v. Van Gorkom, 488 A.2d 858, 873 
(Del.1985); Citron v. Fairchild Camara & Instrument Corp., 569 A.2d 53 (Del. 1989); Cede & Co. v. 
Technicolor, Inc., 634 A.2d 345 (Del. 1993).惟英美法上的重大過失，其內涵與我國法上的重大過

失並不完全相同，係指連稍微的勤勉或注意都沒有；或是以一種故意、有意的行為或是以不在

意法律上責任的態度，忽略可能對造成他人損害的態度（1. A lack of slight diligence or care. 2. A 
conscious, voluntary act or omission in reckless disregard of a legal duty and of the consequences to 
another party, who may typically recover exemplary damages. -- Also termed reckless negligence; 
wanton negligence; willful negligence; willful and wanton negligence; hazardous negligence; magna 
neglegentia.）Black's Law Dictionary , Bryan A. Garner, Editor in Chief (8th ed. 2004). 
497 王文宇，前揭註 352，頁 118。 
498 吳碧雲，前揭註 362，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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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行為？若公司可以為違法行為（如違反外國的環保法規），則公司嗣後因違

法行為受罰時，董事應可免責，否則應認為公司不得為違法行為。若認為公司

不得為違法行為，則不論是否造成他人損害，董事皆應負責。 

 本文認為公司應僅得為法令範圍內之行為。理由在於：從第二十三條第二

項規定，董事於公司業務之執行，如有違法造成他人損害時，董事對他人應與

公司連帶負責。依第一九三條規定「（第一項）董事會執行業務，應依照法令章

程及股東會之決議。（第二項）董事會之決議，違反前項規定，致公司受損害時，

參與決議之董事，對於公司負賠償之責；但經表示異議之董事，有紀錄或書面

聲明可證者，免其責任。」而第一九四條規定「董事會決議，為違反法令或章

程之行為時，繼續一年以上持有股份之股東，得請求董事會停止其行為。」，學

者並以為：（1）本條之違反法令或章程之行為，不僅指如違反公司法第一六七

條之情事，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忠實義務與善良管理人注意義務、怠忽職

守，均包括之。（2）民國九十年公司法修正第二一八條之二，將該條第二項修

正為「董事會或董事執行業務有違反法令、章程或股東會決議之行為者，監察

人應即通知董事會或董事停止其行為。」由於第二一八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較第

一九四條周延，故認為於第一九四條修正前，宜類推適用第二一八條之二第二

項之規定，認為本條規範之對象尚應包括個別董事的行為499。另有學者認為，

第一九四條雖限於「董事會決議」有違反法律或章程之行為，然如董事長或董

事未經董事會決議而為違反法令或章程之行為，仍得類推適用第一九四條，否

則將喪失第一九四條規定保護公司及股東利益之立法原旨500。實務亦採相同見

解501。 
惟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一九三條之規定，皆以造成公司或第三人損害為

前提。若董事會或董事之行為僅單純違反法令，但未導致他人或公司受損，董

事可否為該行為？例如董事或董事會向公務員行賄，以為公司爭取合約或其他

利益。學說上有認為，依第一九四條持有公司股份一年以上之股東雖可請求董

事會停止其行為，或依第一九九條、第二００條規定，解任該董事。但在公司

因違法行為而未受損，甚至受有利益之情形下，少數股東是否有足夠的誘因請

求董事會或董事停止為其行為？進而建議，參考美國模範公司法第 3.01 條(a)

項、德拉瓦州公司法第 102 條(a)項(3)502，明文規定公司僅得從事法令範圍內之

                                                 
499 柯芳枝，前揭註 354，頁 282、303-304；另請參考王文宇，前揭註 352，頁 346-367、361。 
500 曾宛如，董事不法行為之制止及濫權行為之處理，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9 期，2002 年 10
月，頁 154。 
501 最高法院 80 台上字第 1127 號判決。 
502 M.B.C.A. §3.01(a)(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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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503。 

本文認為，就法規形式上而言，似乎沒有足夠的誘因促使少數股東願意制止公

司的違法行為。但是從第一九三條第一、二項第一九四條及第二一八條之二第

二項，「董事會或董事執行業務有違反法令、章程或股東會決議之行為者，監

察人應即通知董事會或董事停止其行為。」監察人得制止董事之違法行為。加

上人民本來就有守法之義務，故另外明文規定公司有守法之義務，似有蛇足之

嫌。此外，若為公開發行公司，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ㄧ，本身即有內部控

制制度的要求，其目的之一即在確保公司能遵循相關法律。 

在確定董事會有義務確保公司業務執行符合法規後，公司是否應設立符合

法律之機制？似乎應採肯定見解。依我國公司法及證券交易法相關規定，公司

之行為應符合法規。若再觀察美國公司法發展，德拉瓦州法院於一九九六年 In 

re Caremark International Inc.一案
504中開始認為，公司應設立符合法律之機制。 

若公司應設立符合法律之機制，應由何機關設置？第二一八條之規定505，

係將公司內監察權交由監察人行使，是否代表董事會欠缺監督公司業務執行之

權限？學者有採否定說506。其認為監察人之人數遠少於董事，且現代之公開發

行公司業務複雜，少數監察人實無法監控公司龐大之管理部門。反觀董事會人

數眾多，專業領域較廣。加上依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經理人由董事任免，

其監督自較監察人有效。此外，公開發行公司董事多將業務執行權交由經理人，

此一授權行為自然產生董事監督經理人之權限。此亦可從近來實務上大力推廣

獨立董事與審計委員會，尤其是於民國 95 年 7 月 1 日施行的證券交易法第十四

條之二至之五的規定可得證明。因此，董事就其本身業務範圍內負有監督義務，

似無疑問。而監督時所須負之注意程度，應仍為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 

                                                                                                                                             
(a) Every corporation incorporated under this Act has the purpose of engaging in any lawful business 
unless a more limited purpose is set forth in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8 Del. C. §102(a)(3): 

(3) The nature of the business or purposes to be conducted or promoted. It shall be sufficient to state, 
either alone or with other businesses or purposes,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corporation is to engage in 
any lawful act or activity for which corporations may be organized under th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of Delaware, and by such statement all lawful acts and activities shall be within the purposes of 
the corporation, except for express limitations, if any; 
503 楊竹生，前揭註 485，頁 197-198。 
504 In re Caremark International Inc. Derivative Litigation,698 A.2d 959 (Del. 1996).  
505 公司法第二一八條：「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行，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狀況，

查核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理人提出報告。」 
506 楊竹生，前揭註 485，頁 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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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美國法上的經營判斷法則 
相較於我國公司法要求董事須盡到忠實義務與善良管理人的注意義務，美

國除了對於董事執行業務的過失，採取低度的重大過失外，其實務上更採取經

營判斷法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簡稱 BJR）507，來判斷董事在具體個案

中，是否有盡到注意義務（duty of care）（甚至某程度判斷董事有無盡到忠實義

務），以保護董事所為的商業決策，避免董事事後被股東或是法院追究責任。 

第一項 起源 

在英國，法院不願對董事的經營行為做事後的審查。此一原則係自 1742

年 Charitable Corp. v. Sutton508一案建立，並行之二六０年有餘。由於董事注意

義務內涵的發展，法院認為，對於董事單純錯誤的判斷，有需要限制其負責之

範圍。故而，藉著免除董事錯誤判斷所應負之責任，以限制董事責任之範圍，

係來自英國普通法之概念。Charitable Corp. v. Sutton 一案，可說是經營判斷原

則的濫觴509。 

十九世紀中，美國社會中自由放任主義與開放主義之發展，遂逐步強化此

法律概念在美國本土上的適用，以減輕企業經營者之法律責任，使其能發揮積

極創新之能力，為公司追求最大之利益。因當時社會中，個人與企業竭盡地追

求自身利潤，故要求公司給予其最大之經濟自由，並減少政府之管制。因此，

當時社會與法院皆普遍的認為，若對於企業經營者過度之限制，將會抑制其積

極的為企業賺取利益的意願，影響企業的生存。因此，為使企業在社會經濟上

更有競爭力的發展，遂主張應給公司董事更廣泛之裁量權限。縱使其經營判斷

上有錯誤，致結果不如其所預期時，仍可免除其法律上之責任，以便其發揮積

極創新的能力。因而藉由法院判決，逐步形成美國法上經營判斷原則之內涵510。 

於 1829 年路易斯安納州最高法院在 Percy v. Millaudon 一案確定經營判斷

原則為美國法體系中的原則。該案中，法院認為：「有一個兩難的情形存在，而

我們只能選擇其中一個：若採用此項策略會造成公司的損害，而該策略係謹慎

                                                 
507 關於 Business Judgment Rule，有譯作商業判斷法則，亦有譯作經營判斷原則。 
508 2 Atk. 400, 26 Eng. Rep. 642 (Ch. 1742). 
509 Henry Ridgely Horsey , The Duty of Care Component of the Delawar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19 Del. J. Corp. L.971,975(1994).  
510 戴志傑，公司法上之「經營判斷原則」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第 106 期，2004 年 2 月，頁

164。 



敵意併購中 
目標公司的董事義務 

 

 140 

之人可能採用者，則不能要求董事負責；另一種相反的論調，是要求董事應保

持及擁有全知全能。當然，沒有任何人願意在如此嚴苛之條件下對人提供服務。

因此，確認責任之基準應不在董事有無智慧，而是有無具備普通知識，並顯現

出其重大錯誤，係具普通知識與通常注意之人不可能犯之錯誤。」511 

在 1850 年，羅德島最高法院在 Hodges v. New England Screw Co.512一案中，

法院為免除董事因錯誤判斷所負之責任，明確的宣示經營判斷法則之適用。其

認為「若該董事不論是否盡到適當之注意義務，都會犯下該錯誤，且該董事係

基於善意及為公司之利益而行為，則不應要求其負責」。 

其後，於 1872 年之 Spering’s Appeal513案，法院進一步表示，「董事於其權

限範圍內，基於誠實（honest）行為所做的決定，即便該經營上的判斷是如此

重大的錯誤而幾近於荒謬的（absurd）、可笑的（ridiculous）判斷，亦不應使董

事負責」，已明確的指出經營判斷法則之意義。最後於 1887 年的 Witters v. 

Sowles514案與 1891 年的 Brigges v. Spaulding515案中，經營判斷原則已為聯邦法

院所採用。 

到了 1994 年的 Casey v. Woodruff516案中，法院認為：「董事被委以鐵路業

務的經營，若關於路線方向的經營判斷係基於合理的根據 （reasonable basis），

獨立的且未受其他考量因素的影響下，以誠信（in good faith）且誠實地相信

（honestly believe）其係為公司最佳利益而為行為，法院便不能提出不同的經

營判斷決定，並課予董事負擔任何造成公司損失或支出的責任。」故而，此時

法院除了詳細地提出經營判斷法則之意義外，並首次表示法院不得以後見之明

對董事的經營判斷事項為事後審查。因此，在法院建立起對公司董事經營判斷

事項予以尊重，不為事後審查之原則後，經營判斷法則變成董事抵抗股東代表

訴訟的保護傘，而具有訴訟上防禦的價值。蓋因在經營判斷法則下，若公司董

                                                 
511 8 Mart. (n. s.) 68 (L a. 1829).’ The occurrence of difficulties … which offer only a choice of 
measures, the adoption of a course from which loss ensues cannot make the [director] responsible, if the 
error was one into which a prudent man might have fallen. The contrary doctrine seems to us to suppose 
the possession, and require the exercise of perfect wisdom in fallible beings. No man would undertake to 
render a service to another on such severe conditions … The test of responsibility, therefore, should be, 
not the certainty of wisdom in others, but the possession of ordinary knowledge; and by showing that the 
error of the [director] is of so gross a kind that a man of common sense, and ordinary attention, would 
not have fallen into it.’ 
512 1 R.I. 312 (R.I. 1850), reh’g granted, 3 R.I. 9 (R.I. 1853).  
513 Spering’s Appeal, 71 Pa. 11(Pa. 1872).  
514 Witters v. Sowles, 31 F. 1(C. C. Del. 1880).  
515 Brigges v. Spaulding, 141 U.S. 132 (U.S. 1891).  
516 Casey v. Woodruff, 49 N.Y.S.2d 625 (N. Y. Sup.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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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符合該原則之要件，法院便不能對該經營判斷之妥當性進行審查，相對地，

該股東訴訟即無任何價值可言。因此，又有稱此一時期之經營判斷法則為「傳

統的防禦性經營判斷法則」。 

由於美國法院開始適用經營判斷法則，使得公司董事在關於公司的組織再

造；經理人或董事長的選任；公司部分資產的出賣；無收益礦產的關閉等方面，

若造成公司不利益的結果時，都可以經營判斷法則的適用，免除其法律上責任。

此外，經營判斷法則甚至被適用到公司經營權爭奪與派生戰爭中。因此，在大

量適用經營判斷法則之同時，該原則亦於 1970 年代後期，發展成「攻擊性的經

營判斷法則」。即允許公司以特別訴訟委員會（Special Litigation Committee）

之方式，決定公司股東對於董事所提起的代表訴訟是否係為公司之最佳利益而

為。倘委員會之決議為否定，則法院會引用經營判斷法則，尊重公司之請求而

駁回股東代表訴訟。故現今的經營判斷法則除保有訴訟上防禦的價值外，更具

有攻擊股東代表訴訟的價值。也造成股東與公司間內部糾紛改以非訟方式解決
517。 

在德拉瓦州，法院試著去描述董事責任的標準，係發端於 1923 年的 Allied 

Chemical & Dye Corp. v. Steel & Tube Co. of America.一案518。該案中法院並認

為：「僅僅是價格的不適當並不會構成詐欺，除非這樣的不適當已達到詐欺的

程度，董事的行為才會被認為是不被允許的。」在 1931 年的 Cole v. National Cash 

Credit Ass'n519中，法院開始要求，經營判斷法則的前提是董事的行為是基於善

意或誠信。到了 1963 年的 Graham v. Allis-Chalmers Manufacturing Co.一案520，

法院進一步要求董事必須要盡到蒐集資訊的要求並符合謹慎之人的注意521。而

William Duffy 法官在 1971 年的 Kaplan v. Centex Corp.522案中表示，要適用經營

判斷法則的前提是董事在事實上已善盡調查能事（informed）。在 1971 年的

Aronson v. Lewis523更可說是經營判斷法則的集大成。該案表示：要採用該法則

的保護，董事在做成經營決策時，要先盡可能的調查所能取得到的資料。然後

他們必須要按照所要求的注意來盡他們的責任。雖然德拉瓦州的判決使用許多

                                                 
517 戴志傑，前揭註 510，頁 164-165。 
518 Allied Chemical & Dye Corp. v. Steel & Tube Co. of America.,120 A. 486 (Del. Ch. 1923). 
519 Cole v. National Cash Credit Ass'n,156 A. 183 (Del. Ch. 1931). 
520 Graham v. Allis-Chalmers Manufacturing Co.,188 A.2d 125 (Del. 1963). 
521 而在 1963年之前德拉瓦州的受任人義務的發展，多數是因股東主張董事浪費公司資產而生。 
522 Kaplan v. Centex Corp.,284 A.2d 119 (Del. Ch. 1971). 
523 Aronson , 473 A.2d 805 (Del. Ch.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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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來描述所採用的注意標準，我們的所用可以滿足我們的分析是，在經營判

斷法則下所採用的董事責任標準是重大過失（gross negligence）524。而從 Smith 
v. Von Gorkom525案的判決更可看出，董事之決定受法院尊重者，其前提是董事

為決策之過程必須經完全且詳盡的討論，特別是必須提供董事詳細的書面資

料，並給予董事足夠的時間消化及思考。易言之，德拉瓦州法院所強調者，已

不再是「結果」，反而著重在「過程」的遵循。 

晚近，美國學界已開啟一反思的風潮，認為經營判斷法則不停的被法院所

誤用。學者認為，要適用經營判斷法則的前提，應該是要先證明董事判斷的合

理性，並已盡到一般謹慎之人的注意義務。但現在法院多先推定董事的行為受

經營判斷法則的保護。在某些案件中，因為法院傾向採用經營判斷法則，而忽

略了謹慎之人的標準，採用了近似詐欺（fraud）或是惡意（bad faith）的標準
526，

有本末倒置之嫌疑。惟無論如何，在美國，經營判斷法則已成為董事經營決策

的保護傘是無庸置疑的。近來前德拉瓦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Veasey 甚至明白表

示，「經營判斷法則假定法院不會事後的干涉或是事後的批評董事的決策」（the 

rule is a presumption that courts will not interfere with, or second-guess, decision 
making by directors.）527。 

第二項 理論基礎 

經營判斷法則使董事會在經營管理事項之決策不受司法審查，其理論基礎

主要有以下幾點528：  

                                                 
524 Id, at 812: [T]o invoke the rule's protection directors have a duty to inform themselves, prior to 
making a business decision, of all material information reasonably available to them. Having become 
so informed, they must then act with requisite care in the discharge of their duties. While the 
Delaware cases use a variety of terms to describe the applicable standard of care, our analysis 
satisfies us that under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director liability is predicated upon concepts of 
gross negligence. 
525 Smith, 488 A.2d 858, 874-875 (Del. 1985). 

See Saxe v. Brady, 184 A.2d 602, 610 (Del. 1962); Gottlieb v. Heyden Chem. Corp., 91 A.2d 57, 
58-59 (Del. 1952); Kaufman v. Shoenberg, 91 A.2d 786, 791 (Del. Ch. 1952) 
526 George W. Dent, Jr., The Revolution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Monitoring Board, and the 
Director's Duty of Care, 61 B.U. LAW REV. 623, 644- 47 (1981).see also S. Samuel Arsht,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Revisited, 8 HOFSTRA L. REV. 93 (1979).; Stuart R. Cohn, Demise of the 
Director's Duty of Care: Judicial Avoidance of Standards and Sanctions Through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62 TEX. L. REV. 591, 593 -94(1983) 
527 E. Norman Veasey & Christine T. Di Guglielmo, What Happened in Delaware Corporate Law 
and Governance from 1992-2004? A Retrospective on Some Key Developments, 153 U. Pa. L. Rev. 
1399, 1422 (2005). 
528 Dennis J. Block et al, supra note 193, at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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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若以事後的觀點來看，即便是一個無利害關係、善意且善盡調查能事

之董事，其做出之決定亦有可能是一個不當或錯誤的判斷，造成公司鉅額的損

失。亦即人都有可能犯錯，為鼓勵有能力之人勇於擔任公司的董事，為公司決

策，故以本法則減輕其責任。 

（二） 因為商業決策多伴隨著風險與不確定性，本法則鼓勵董事從事某些對

公司而言，是高報酬但也是高風險的行為。且就效率而言，我們應允許公司決

策者果斷的決策，並免除法院對其決策的事後審查。因為風險和報酬本是相對

的。 

（三） 經營判斷法則可避免法院陷入公司複雜的商業決策過程。董事應比法

院更適合為商業決策。此外，藉由事後訴訟審查公司經營決策行為，亦非常不

適當。因為下判決時和董事做成決策時的時空背景已不同。第二聯邦巡迴法院

在 Joy v. North 一案中認為，「事後訴訟是判斷公司經營決策好壞最不適當的方

法」、「當時公司決策之時空背景，在數年後的法庭上不易重新建構，由於經營

任務經常要求迅速決策，該決策不可避免的係基於不充分之資訊做成的。企業

家的功能在對抗風險與面對不確定。一項當時認為合理之決策，數年後，可能

被認為荒謬無用。」
529 

（四） 確保公司經營者為董事而非股東。若股東有權利時常要求法院去審查

董事的決策，將造成公司最終決策並非董事決定。而經營判斷法即為維護董事

經營公司之法則，並保護董事免於其他股東濫訴之侵害。 

（五） 股東對於董事之經營決策不滿時，可以藉由股東會決議更換董事。此

外，其他的市場運作亦可對怠忽職守或營私舞弊之董事做出種種制裁530。而法

院之司法審查不若市場機制有效率，故法院就司法審查應採節制立場531。 

因此，經營判斷法則之適用，正好可以提升董事的經營效率，使董事更果

斷地決策，為公司謀取最大的利益。 

                                                 
529 Joy v. North, 692 F. 2d 880,886(C. A. Conn. 1982.).  
530 本文認為，若經營者經營不善，會反應在市場的股價上，或是投顧公司對其低落的評價上。

股東可以藉由股價了解董事經營之良善與否。甚至，在公司經營不善時，會引來其他人的併購

動機，藉由併購驅逐經營不善的董事。  
531 吳姿璉，論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者與公司間利益衝突交易－以關係人交易為中心，國立政治

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2000 年 7 月，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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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要件 

傳統上，經營判斷法則有程序與實體兩要件。程序要件建立在一個假設的

前提上532，即董事「係在善盡調查能事之基礎，以善意及真誠的相信該決策係

為公司之最佳利益所為之行為」。實體要件則是阻止法院對董事決策的價值加以

審查，並避免該決策受到質疑。而 S. Samuel Arsht 將該原則整理如下： 

「公司之交易未有利害關係交易或授權該交易之董事未有個人利益牽涉其

中，則該交易不會因董事未盡到其履行職責時應有之標準而受影響，而授權該

交易之董事亦不用對任何之損害負個人責任，除非審理事實後發現： 

A. 董事在投票或授權該交易之前未盡到注意義務去確定相關可得之事

實；或 

B. 董事投票或授權該交易並非合理確信，或不足以合理確信該交易係為公

司之最佳利益；或 

C. 其他董事授權該交易具有不忠誠之情形。 

其後，經營判斷法則在成文化時，也保留了這些主要特性」
533。 

也由於經營判斷法則具有程序與實體兩個面向，便有學者依其保護目的之

不同，將此原則再細分為:「經營判斷法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及「經

營判斷原理」（Business Judgment Doctrine）。前者為保護董事免於個人責任；後

者則保護商業決策本身。此區分理論認為，原則上法院可以在不追究董事個人

責任之情形下，對交易加以審查534。反之，若不採此見解，法院必須將二者一

同審查，在審查交易的同時，亦須追究董事責任。不過在法院實際適用上，通

常不區分個人免責事由或商業決策本身，因為在傳統理解上，rule 已含括

doctrine 的概念，且二者構成要件並無不同535，故似無區分必要。 

                                                 
532 這也是上述晚近學者攻擊之處。 
533 R. Franklin Balotti, Joseph Hinsey IV, Director Care, Conduct, and Liability: The Model Business 
Corporate Act Solution, 56 Bus. Law.35,37-38（2000）.  
534 例如在某一特定情形下董事毋須負擔個人之損害賠償責任，但其判斷決策卻遭法院禁制

令。此時若不將 rule 和 doctrine 區分，而以 rule 通稱之，將造成同一推定效力有部分受保護，

另一部分卻不受保護的情形。 
535 Joseph Hinsey IV, American Law Institue’s Corporate Government Project: Duty of Care: 
Business Judgment and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s Corporate Government Project: the Rule, the 
Doctrine, and the Reality, 52 Geo. Wash. L. Rev. 609, at 611-612(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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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無論對該原則有何改革意見，經營判斷法則仍有其核心要件536，即： 

A.須為經營判斷事項（A Business Decision） 
B.須為誠信（Good Faith） 
C.須無利益衝突（No Conflict of Interest） 
D.須無濫用裁量權（No Abuse of Discretion） 

E.須具有合理的注意（Due Care）
537。 

若符合該要件，則董事之決策將被推定為適當的行為，法院亦不再對該行

為做事後審查。進而保護該商業決策免受批評，董事亦免除其金錢賠償責任538。 

A.須為經營判斷事項（A Business Decision） 

經營判斷法則的適用，以董事所為之業務與經營風險之事項有關為必要
539。維吉尼亞州最高法院在其判決中亦說到：「此原則之名稱，乃暗含經營判

斷法則適用之必要屬性，係董事之經營判斷決策。然有關成文法與公司章程之

解釋，非屬經營判斷之決定」540。 

紐約州最高法院在 Casey v. Woodruff 案541表示：「董事行使其經營判斷，是

法院不會干涉董事之決策的前提」。德拉瓦州最高法院在 Aronson v. Lewis 案中
542 認為：「經營判斷只適用在董事的作為。若董事棄守其職責或未曾深思即為

不作為，自無該法則的適用。進一步言，若董事於深思後而不作為，其不作為

仍受該法則的保護。」 

惟公司業務之執行並非皆涉及經營上的風險。故「經營判斷事項」即為本

法則適用的範圍，其中應包括所有物的取得、資產出售、參與新企業、股利分

                                                 
536 國內有學者認為，經營判斷法則之五個要件如下：1.系爭案件涉及商業決策的爭議；2.董事

對系爭案件不具有個人利害關係；3.已履行其注意義務；4.已履行其忠實義務；5.並無濫用裁量

權之情事。請參見劉連煜，前揭註 355，頁 151。另有與本文類似之見解，即：1.商業決策；2.
善意；3.無利害關係之當事人；4.一個明智之決定，即善盡調查之能事；5.確信該行為係為公司

之最佳利益。詳情請參見吳碧雲，前揭註 362，頁 73-81。 
537 另請參照戴志傑，前揭註 510，頁 168 以下。其雖認為另有消極要件：1.詐欺（Fraud）；2.
不法行為（Illegality）；3.不合理的決定（Irrational Decision）。但本文認為，若有消極要件，自

然不符合積極要件，故無再重複探討之必要。 
538 R. Franklin Balotti, supra note 533 ,at 38. 
539 Dennis J. Block et al, supra note 193, at 41. 
540 Lake Monticello Owners' Ass'n v. Lake, 463 S.E.2d 652(Va. 1995). 
541 Casey v. Woodruff, 49 N.Y.S.2d 625(N.Y. Sup. 1944). 
542 Aronson, 473 A.2d 805(Del.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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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資本投資、借貸、股票發行、合併、設立新部門或事業規模之擴大及經營

困難下事業之繼續等事項543。通說認為，即便是董事消極不作為之決定，若是

因董事有意識的經營判斷且為董事深思熟慮下所為，仍應受該法則的保護544。 

若董事的行為係以契約之方式排除其應遵循法令和信託義務履行者，該行

為已不屬於經營判斷的範圍，係違法與否之法律問題。 

B.須為誠信（Good Faith） 

誠信係指具備誠實信念或目的以履行其忠實責任或義務，而於貿易或商業

過程中遵守合理商業標準而為公平交易，且無意從中詐欺或獲取不公正利益之

一種狀態。即要求董事在做成決策時，需要是誠實相信、無利益衝突及無非法

活動。也就是董事在做決定時，其主觀上認為，該決定會促進公司之利益。關

於此點，美國實務原則上皆尊重董事的決定，使董事享有誠信的推定。 

因此，經營判斷法則先推定董事之行為係「出於誠實信念，為公司之最佳

利益而為其行為」。並認為「與利害關係之審查相同，原告應主張董事之決策，

其動機主要為圖個人利益，並非為公司之最佳利益」545。 

換言之，經營判斷法則並不保護出於惡意之行為。所謂惡意，係指「不僅

是拙劣判斷或是過失，更包含因不誠實目的或背德而故意為不當行為；其與過

失之消極概念不同，係企圖以陰謀詭計或惡劣的意念運作之心態。」546又惡意

乃意指「一項交易之准許，係非真正為公司謀取利益或明知違反實體法而仍欲

為該行為。」547至於惡意之認定，得「以董事為誤導股東，故意或深思熟慮地

把持其所知悉之重要資訊以證明之」
548，亦得基於「決策遠超乎合理判斷之範

圍，以致於除了認定為惡意外，別無解釋」而推論之。此外，在麻州之聯邦法

院，於 In re Healthco International, Inc.一案，詮釋德拉瓦州法院指示陪審團關

於惡意之認定如下：「為證明特定被告董事之行為出於惡意，應證明該特定董事

之表決贊成合併，係為企圖增進 Healthco 利益以外之其他目的，或基於不正當

                                                 
543 吳秉佑，論關係企業不合營業常規之經營，輔仁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 年 8 月，

頁 58。 
544 Aronson , A.2d 805; see also Lewis D. Solomon and Alan R. Palmiter, Corporations: examples 
and explanations , Aspen Law & Business, New York, 3rd ed., 1999,at 207-208.  
545 Washington Bancorp v. Said, 812 F.Supp.1256, 1269(D.D.C.,1993). 
546 Desert Equities. Inc. v. Morgan Standley Leveraged Equity Fund, II, L.P., 624 A.2d 1199,1208 
n.16(Del. 1993) 
547 Gagliardi v. TriFoods Int’l, Inc., 1996 Del. Ch. LEXIS 87 ,at 18 n.4. 
548 In re J.P. Stevens & Co. Shareholders Litig., 542 A.2d 770, 780-781(Del. Ch.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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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或其故意或深思熟慮地違背 Healthco 利益、或故意忽視資訊、或報告資

訊系統之不足。僅是拙劣判斷或未盡合理注意，並不構成惡意」，足供參照549。 

C.須無利益衝突（No Conflict of Interest） 

所謂無利益衝突，係要求董事在無利害關係與具有獨立性下為決策。為受

經營判斷法則之保護，董事不能為交易之一方，亦不能基於為自己交易之意圖

下，自該交易取得任何個人經濟利益。若在與公司或所有股東之利益相悖之情

形下而為交易，將違反賦予董事免受司法審查利益的目的550。因為經營判斷法

則的前提建立在董事係為公司最大利益所為決策。若董事有利害關係，將失去

該前提，既而不受到保護。同樣的，若董事被有利害關係的個人或團體所控制，

亦將因不具獨立性而不受到經營判斷法則的保護。在判斷董事有無利益衝突，

主要在判斷董事有無利害關係；若有，則再探討董事有無獨立性，以及該利益

是否具重要性。 

(a)利害關係 

董事具有利害關係，指董事自交易中取得之個人經濟上利益係股東所無法

分享；或是經營決策僅對該董事產生重大的損害，而對公司或股東並未有所影

響
551。因此，原告若已證明董事享有超過擔任公司董事以外之利益，經營判斷

法則即不能適用。若參與決策之董事過半數有利害關係，該決策自不能適用經

營判斷法則，法院可以審查交易之實質內容。惟所謂利害關係，應限縮於「金

錢利益或侵害」552，如原告主張決策係侵害公司，「應主張充分之事實，以證

明系爭董事會行為之唯一目的或主要目的，在於使董事永久控制公司」
553。至

於「單純利害關係之主張」、「關於特定之金錢利益無具體事實」，或僅主張「特

定之決策可能使董事有較長之任期」，均無法推翻經營判斷法則之推定554。 

(b)獨立性 

董事獨立自主係經營判斷法則固有之概念。所謂「獨立自主」，係指董事之

                                                 
549 No. 97-70020, Tr. at 32, 42。 

550
 Aronson, 473 A.2d at 812 (“ directors can neither appear on both sides of a transaction nor

 expect to 

derive any personal financial benefit from it in the sense of self-dealing, as opposed to a benefit which 
devolves upon the corporation or all stockholders generally.” ) 
551 Rales v. Blasband, 634 A.2d 927(Del 1993). 
552 Grobow v. Perot, 539 A.2d 180, 188(Del. 1988) 
553 Green v. Phillips, 22 Del. J. Corp. L. 360,369 (Del. Ch. 1996). 
554 Washington Bancorp. v. Said, 812 F. Supp. 1256,1268,1269 (D.D.C.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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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乃基於該議案對公司之真正價值而為考量，並非依據外在因素或影響。

在特定交易中，若董事的決策係受他人所支配、控制或影響，即非獨立自主。

單純持有公司股權，並不足以證明支配或控制之事實，因為法院認為：「具控制

股權利益，不足推翻經營判斷法則之推定或質疑董事之獨立自主」555，並且，

「公司有畏懼控制力股東之事實，在法律上，尚不得據以確認董事被該股東支

配或控制」
556。惟董事若係律師、銀行家或供應商，而其事務所或公司自其擔

任董事之公司，或其關係企業或高級職員受領鉅額報酬，即非獨立自主。又參

照美國現今公司實務，單純招待或是派別對立之董事會，不得據以認定會影響

董事之獨立自主性。又或是冷漠的董事會氣氛、膽怯以及敵對危機等情況，亦

同。此外，除非已證明可以合理懷疑董事會因為友誼出賣靈魂，否則友誼、高

爾夫球伴與社會關係並非當然為否定獨立自主之因素557。 

(c)重要性 

德拉瓦州最高法院在 Cede & Co. v. Technicolor, Inc.558與 Cinerama, Inc. v. 
Technicolor, Inc.559 兩案判決中指明，股東若欲推翻董事無個人利害關係與獨立

性之推定，應舉證證明（1）董事本身之利益對特定董事之獨立性具有重要性，

以及（2）董事本身之利益對董事會集體獨立自主有重要性。針對 Technicolor
基準之第一部份，個別董事會成員之無利害關係及獨立性，最高法院對於被聲

稱具有個人利益或缺乏獨立性之董事，在評估重要性時，拒絕適用「理性之人

（reasonable person）」的標準，因為其認為理性之人的標準是沒有幫助的，且

會造成事實上混淆。因此，法院採取「實際人之主觀上（a subjective actual 
person）」之標準。此一標準要求法院「並非判斷一個理性之人在相同或類似情

況下，是否會受到在該案中所呈現出相同種類財務利益之影響，而是該董事在

事實上是否有可能被影響。此「實際人之主觀上」之標準要求對於該董事個人

利益之重要性做一獨立之司法判斷560。 

對於 Technicolor 基準之第二部份，也就是關於董事會全體之獨立性，最高

法院認為：若原告證明，利害關係董事能控制董事會全體，或利害關係董事未

                                                 
555 Benerofe v. Cha, 1996 Del. Ch. LEXIS 115, at 20, 1996 WL 535405, at 7(Del. Ch. 1996). 
556 Aronson, 473 A. 2d at 816; see also Katz v. Halperin, 21 Del. J. Corp. L. 690, 704(Del. Ch. 
1996). 

557 Dennis J. Block et al, supra note 193,at 45-46. 
558 Cede & Co. v. Technicolor, Inc., 634 A. 2d 345 (Del. 1993). 
559 Cinerama, Inc. v. Technicolor, Inc.,634 A. 2d 1156 (Del. 1995). 
560 Dennis J. Block et al, supra note 193, at47-48( 5th ed.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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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董事會揭露其在交易中之利益，且該事實為一理性之董事在評估系爭交易

時，會認為重要之事實，則即使參與投票的中大多數董事沒有重大利益，仍會

推翻經營判斷法則之適用561。 

為了解除具利害關係或缺乏獨立性之情形，必須經過大多數董事同意該行

為或交易。即使大多數的公司董事都具有利害關係或缺乏獨立性，只要該行為

或交易經過公司大多數無利害關係董事或無利害關係董事委員會之同意，則仍

可適用經營判斷法則562。 

D.須無濫用裁量權（No Abuse of Discretion） 

此要件涉及實質審查公司決策，故法院盡可能不判斷。但不意味著董事可

以濫用其裁量權而不受限制。美國法院在 Cramer v. General Tel. & Elec. Corp.

案563中表示，當股東主張董事的決定不明智到超出裁量權所得容許的範圍時，

法院即可對該經營判斷之合理性（reasonableness）加以審查。此外，並可以「其

表面上為如此過份，致董事會之准許不符經營判斷標準」564或「如此過份致等

同於不贏之政策」565。當然此概念乃「賦予董事廣泛之裁量權空間」。 

根據上述見解，經營判斷法則並未完全排除法院審查董事會決策的實質內

容。惟法官審查董事會決策之實質內容，並非以自己之觀點取代董事之觀點，

而是認定董事之行為是否構成裁量權之濫用。「一項決策遠過於合理範圍，或不

合理致逾越完善判斷之可接受範疇，係為裁量權濫用」566，而不受經營判斷法

則之保護。聯邦第三巡迴法院闡釋此原則如下：「股東主張董事之判斷如此不智

或不合理，致逾越董事完善判斷可接受之範疇，法院應從事該經營判斷之合理

性分析」。德拉瓦州最高法院院長 E. Norman Veasey 亦持相同見解：「縱若適用

經營判斷法則，仍有某些狹小的、剩餘的司法審查空間。經營判斷法則本質上

意含一項不雅之稱謂即『出牆』之基準。若董事之決策係過份或重大濫用裁量

權或不能歸諸合理經營目的或其他類似情況，則不容許其存在」
567。 

                                                 
561 Cinerama, Inc. v. Technicolor, Inc.,634 A. 2d 1156, at 1168. (Del. 1995). 
562 Oberly v. Kirby. 592 A.2d 445, 466(Del. 1991); Marciane v. Nakash, 535 A.2d 400,405 n.3 (Del. 
1987). 
563 Cramer v. General Tel. & Elec. Corp., 582 F 2d. 259(C.A. Pa. 1978).  
564 Aroson, 473 A.2d at 815(Del. 1984). 
565 Joy, 692 F. 2d at 886.(2d Cir. 1982). 
566 M.B.C.A. §8.30(2002) :”…a decision that is so removed from the realm of reason or so 
unreasonable as to fall outside the permissible bounds of sound discretion, and thus an abuse of 
discretion.” 
567  Veasey, Duty of Loyalty: “The Criticality of the Counselor’s Role, 45 Bus. Law. 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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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拉瓦州衡平法院在 1989 年的 In re RJR Nabisco, Inc. Shareholders 

Litigation568一案持不同看法。本案重點在上開法院與論者提出之問題，就 1. 商

業判斷；2. 由不具個人利害關係與獨立自主董事；3.出於合理注意；與 4. 依誠

信而為之決策內容，法院究竟有無審查之空間。 

RJR 案之判決採取消極見解，其理由指明：「此法則肯認董事為有限之實

體審查（如董事審查過份或非理性或不合理之判斷，）將被推論為惡意。本院

認為就不具個人利害關係之董事，事實上出於誠信，已盡合理注意，且所決策

事項是針對公司事務者，若課予董事賠償責任，並無合法之基礎。故本院不得

不採取此觀點。若承認法院擁有權限，對真正不具個人利害關係之董事，誠信

並盡合理注意所為之決策，為其公平性或合理性或理性審查，將使法院成為超

級董事。無論依個人因過分或不理智之決策推論惡意（藉以剝奪經營判斷法則

之保護），或是依據認定，直接剝奪該決策之受保護，本院都認為不具實務上

之重要性。本院並未肯定本案的判斷會存在於其他人類組織，但無論如何，在

法律上可能最終仍歸於以理性判斷該原則，如同其行為本身所具有之理性一般」
569。嗣該衡平法院 1996 年在 Gagliarli v. Trifoods International, Inc.570 與 In re 
Caremark International Inc. Derivative Litigation571兩案均探討此問題，並贊同

RJR 案之觀點。Tri-Foods 案判決內指明，縱使董事並無利害衝突或不當動機，

但其所為經營判斷是如此的過分，致負損害賠償責任，係經營判斷法則之「理

                                                                                                                                             
2071-2072(1990):” even if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is applicable, there is some narrow, residual 
judicial review.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at bottom, implies a test which has sometimes been 
inelegantly described as the ‘off-the-wall’ test. That is, a directorial decision cannot be allowed to stand 
if it is ‘egregious’ or  ‘a gross abuse of discretion’ or a decision which ‘cannot be attributed to any 
rational business purpose,’  or the like.” 
568 Fed. Sec. L. Rep. P 94,194 (Del.Ch. 1989). 
569 Id. at 91, 710 n.13 :“such limited substantive review as the rule contemplates (i.e., is the 
judgment under review "egregious" or "irrational" or "so beyond reason," etc.) really is a way of 
inferring bad faith. I am driven to this view because I can understand no legitimate basis whatsoever 
to impose damages (or enter an injunction) if truly disinterested directors have in fact acted in good 
faith and with due care on a question that falls within the directors' power to manage the business and 
affairs of the corporation. To recognize in courts a residual power to review the substance of business 
decisions for "fairness" or "reasonableness" or "rationality" where those decisions are made by truly 
disinterested directors in good faith and with appropriate care is to make of courts super-directors. It 
might be correctly said that whether one infers bad faith from an "egregious" or "irrational" decision 
(thus depriving it of business judgment rule protection) or directly strips the decision of that 
protection upon such a finding, is of little practical importance. I am not sure that this is the case, but 
in any event in the law, to an extent present in few other human institutions, there may be in the long 
run as much importance ascribed to the reasoning said to justify action, as there is in the actions 
themselves. 
570 Gagliarli v. Trifoods International, Inc.,683 A.2d 1049 (Del. Ch. 1996). 
571 In re Caremark International Inc. Derivative Litigation,698 A.2d 959 (Del. Ch.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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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上例外」572。然原則上，法院不會干涉董事的實體審查。 

E.須具有合理的注意（Due Care） 

董事應經合理勤勉的對於公司判斷上的業務或重要資訊加以斟酌。即經營

者係在善盡調查之能事，充分掌握資訊下所為之決定，才符合合理的注意573。

易言之，本要件係要求董事做成決定時，要踐行相關資訊之掌握並理解的步驟，

而與其決策之內容無關。因此，「董事遵守合理注意義務後，法院將不會以董事

會導致公司損害之決策內容為審查，但誠信或程序合理性之審查不在此限」574。 

原告欲主張董事未盡合理注意，負有義務證明，過半數董事在作成系爭決

策時欠缺合理資訊。此外，針對個別董事，得以該董事「就其決策並無任何資

訊，不閱讀開會前分發之資料，開會遲到，至表決前始到場，而且只因為其他

董事贊成，其亦投贊成票」575為理由質疑之。 

就具體經營判斷是否具備充分資訊，「須視董事於作成經營決策前，是否

已知悉其合理可取得之所有重要資訊為判斷576。」經營判斷法則並非要求董事

符合侵權法下以「結果」為導向之注意義務標準，而是完全依據決策做成之「過

程」之注意義務為準，即董事在作決策之前有無採取適當之步驟，使自己對於

所有相關之資訊有充分之瞭解577。 

既然合理注意審查之重點在「董事會決策過程」並探求「有關董事會是否

以小心謹慎與知識豐富之方式確認與尋求其他取代方法之證據」578，惟此並無

「先例公式可供董事會依循，資以認定為具充分資訊」579、「無法定程序」、「並

無應遵循之特定方法，以符合合理注意義務」。尤有進者，合理之注意並非要求

董事應從事「理性與完全的調查，預設所有議案並禁得起任何股東代表訴訟原

告之批判與未來法院之審查」。因此項要求與社會經驗不符，蓋「在商業世界中，

人們通常或經常以較不完整之資訊為其行為」。合理注意所要求者應僅係是否

                                                 
572 陳錦隆，美國法上董事「經營判斷法則」之概說（三），會計研究月刊第196期，2002年3月，

頁134。 
573 Smith, 488 A.2d at 872 (Del. 1985). 
574 In re Caremark Int’l Inc. Derivative Litig., 698 A.2d 959, 967(Del. Ch. 1996).. 
575 M.B.C.A. §8.31(2002). 
576 Smith , 488 A.2d at 872. 
577 Charles Hansen, The Duty of Care,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and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ject, 48 Bus. Law. 1355, 1363 (1993). 
578 Citron v. Fairchild Camera & Instrument Corp., 569 A.2d 56,66 ( Del.1989). 
579 Stepak v. Addison, 20 F.3d 398, 410(11th Cir.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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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合理努力以獲致具充分資訊之經營判斷」。有鑑於此，法院就合理性之認

定，「不得以後見之明評斷公司決策者之程序選擇，並以自己之合理標準取代合

理商人認可接受之標準」580。 

雖然經營判斷原則推定董事的決策係出於合理的注意，惟不因之免除所要

求的注意程度581。因此，法院所認定或立法機關明文的注意義務之標準即顯得

重要。倘若該項標準過於嚴苛，則經營判斷法則將無存在之必要；另一方面，

若注意義務過於寬鬆，則等於無庸審查董事的注意義務，且董事亦將不再謹慎

及勤勉地任事582。德拉瓦州最高法院即以重大過失作為認定注意義務之違反以

及有無合理注意之標準583。詳言之，董事如故意漠視或毫不在乎公司全體股

東，抑或行為欠缺合理之理由，即謂有重大過失
584，董事已不能謂其善盡調查

之能事，故其決策係缺乏合理之注意。 

第四項 小結 

在美國法上，經營判斷法則與注意義務仍為不同的概念。若董事做決策時

已盡調查之能事，則董事已達合理之注意（經營判斷法則的要件之一），並遵守

了對公司的注意義務，該董事得享有經營判斷法則推定效力之保護。是以善盡

調查之能事，實為一體之兩面：一方面，其係經營判斷法則中合理注意要件之

實質內涵；另一方面，也是注意義務之判斷標準585。換言之，經營判斷法則之

合理注意，所著重者，是董事為經營判斷時行為之程序面；注意義務所著重者，

是董事為經營判斷時行為之結果面，基於有義務始有責任之前題下，若董事為

決策時不盡調查之能事，其即具有可歸責性586。 

                                                 
580 Dennis J. Block et al, supra note 193, at 77-78. 
581 Seafirst Corp. v. Jenkins, 1986 U.S. Dist. LEXIS 23919, 6、7（the court finds that the Schwarz Mann 
court was deliberately referring to the standard of care with which directors must comply before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becomes applicable）. 
582 Edward Brodsky & M. Patricia Adamski, Law of Corporate Officers And Directors — Rights, 
Duties and Liabilities, at 2-26（1984 & Supp. 1997.） 
583 Smith, 488 A.2d at 872-873. 
584 Tomczak v. Morton Thiokol, Inc., 1990 Del. Ch. LEXIS 47, 35（In the corporate context, gross 
negligence means "reckless indifference to or a deliberate disregard of the whole body of stockholders" 
or actions which are "without the bounds of reason）. 
585 Smith, 488 A.2d at 872-73（Thus, a director's duty to exercise an informed business judgment is in 
the nature of a duty of care, as distinguished from a duty of loyalty……We think the concept of gross 
negligence is also the proper standard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a business judgment reached by a board 
of directors was an informed one）. 
586 許復欣，董事信託義務之研究－以注意義務為中心，私立中原大學財經法律學系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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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原告股東已推翻經營判斷法則之推定效力，則舉證責任將轉由董事擔

負，證明其行為符合必要之注意程度587。惟須注意者，縱使經營判斷法則之推

定效力遭原告股東推翻，且董事亦無法證明其行為符合必要之注意程度，原告

股東所提之「董事違反注意義務之訴」如欲勝訴，尚須證明其他要件，諸如系

爭交易之公平性、損害之發生、原因以及董事之行為與損害間的因果關係
588

等，此乃因董事欠缺必要之注意程度，僅代表董事無經營判斷法則之適用，有

可歸責性，但不等於其已具備損害賠償之所有要件；倘係請求法院給予禁制令，

原告尚須証明有禁制之必要性589。 

原則上，法院廣泛地運用經營判斷法則之目的，在保護董事出於誠信之錯

誤判斷行為，免於事後被追究責任之恐懼而勤於任事。然而誠信之錯誤判斷行

為易與過失行為相混淆，以致常遭人誤認經營判斷法則亦適用於經營者之過失

行為。事實上，董事如有重大過失之情事，即可認定其行為不具備必要之注意

程度，而應認為董事違反注意義務。職是，經營判斷法則既不擴大董事之職權，

更無減低其注意義務之可能。吾人所須警醒者係應如何區分符合經營判斷法則

推定效力之錯誤判斷行為，以及不受經營判斷原則所保護之過失行為590。 

另一方面，經營判斷法則之推定效力，包括推定董事為誠信。「誠信」係

指公司董事之決定乃本於圖利公司之誠摯意圖，非為其他之目的。而公司經營

者對於公司誓言忠誠，並置公司及股東之利益於自身利益之前，縱使犧牲個人

利益亦在所不惜，此即符合忠實義務。換言之，誠信要件之滿足，即代表公司

董事已踐履忠實義務之要求591。 

惟有學者將經營判斷法則視為董事執行職務時，是否違反注意義務之判斷

標準，甚至是否引發忠實義務之違反亦以之為斷的爭議
592

，學說上有認為此看

                                                                                                                                             
2001 年 6 月，頁 135。 
587 Hanson Trust PLC v. ML SCM Acquis ition Inc., 781 F. 2d 264, 275-76（C. A. 2. (N.Y.) 1986）. 
588 See, e.g., Federal Deposit Ins. Corp. v. Bierman, 2 F.3d 1424, 1434(C.A.7 (Ind.),1993)（a director 
will not be liable for losses to the corporation absent a showing that his act or omission proximately 
caused the subsequent losses ）；Cinerama, Inc. v. Technicolor, Inc., 1991 Del. Ch. LEXIS 105, 57（the 
plaintiff bears the burden to establish that the negligence shown was the proximate cause of some injury 
to it and what that injury was）. 
589 See, e.g., Cinerama, 1991 Del. Ch. LEXIS 105, 57 n.21（On an application to preliminary enjoin a 
merger this element can play little or no part since the transaction has not yet be effectuated and any 
damage at all is prospective only）. 
590 許復欣，前揭註 586，頁 136-137。 
591 吳秉祐，前揭註543，頁59。 
592 認忠實義務之違反亦得以經營判斷原則為斷者，例有劉連煜，前揭註355，頁151；賴英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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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似乎未精確區分經營判斷法則與受任人義務。其認為「蓋經營判斷原則初始

即推定董事之行為係 due care 和 good faith，故或可謂推定董事之行為符合注意

義務與忠實義務。當原告股東反證推翻經營判斷原則之推定效後（如董事因有

重大過失而未善盡調查能事或惡意），始有信託義務違反與否之問題。注意義

務違反的認定除董事具可歸責性外，尚須公司之受有損害係董事之行為所致

者，即二者間有因果關係方可。而忠實義務違反之認定更須視其具體類型，如

自易行為(self-dealing)、僭取公司機會等而異其判定標準。故經營判斷原則與信

託義務違反與否之認定無涉。」 

忠實義務既是經營判斷法則適用之前題，則違反證券交易法從事內線交

易、公司控制、與公司競爭、竊取或侵奪公司機會與資產、經營決策涉及個人

私益等違反忠實義務之類型，即易被認定為惡意，一旦原告股東因此而推翻誠

信之推定，舉證責任將轉由被告董事負擔，如其無法證明系爭行為之實質公平，

或業經非利害關係董事多數之同意，董事即須負違反忠實義務之責任
593。 

本文認為，當董事行為無 due care 時，程序上效果是不受經營判斷法則之

保護，對於該決策之結果而言，董事因重大過失而欠缺注意義務。同樣地，董

事行為係 bed faith 時亦同。因此，經營判斷法則在適用上，可作為董事是否違

反受任人義務之標準。關於原告股東是否要再舉證公司受有損害、董事行為與

公司損害發生有因果關係等，是在股東訴訟中須證明者。董事違反受任人義務

僅為股東訴訟勝訴的其中一個要件事實。 

經營判斷法則是否可以直接適用到我國？對此似有極大之疑問。英美國家

適用該法則，是先由「司法自制」（即法院自認為不適合處理商業決策）之後，

產生許多實務判決，進而發展成該原則。在沒有這些實務判決的我國，若直接

適用，可能會有水土不服之問題。加上英美法系國家崇尚自由經濟，認為由市

場這隻看不見的手即可調節經濟活動及資本市場，在我國是否相同，也會產生

困擾？加上以目前諸多公司舞弊案的發生，現今趨勢似乎在想辦法增加董事的

責任，而與經營判斷法則減輕董事責任之原意相牴觸。 

然而在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財團法人萬國法律基金會所做的公司法

制全盤修正計畫研究案總報告中，第一０七條規定：「（第一項）董事應以誠信，

為公司之利益執行其職務。（第二項）董事所為之商業判斷，如符合下列各款條

                                                                                                                                             
公司法論文集，1990年三版，中華民國證券市場發展基金會出版，頁155-156。持反對說者如黃銘

傑，股東有限責任制度之省思－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啟示，收錄於商事法暨財經法論文集—王仁

宏教授六十歲生日祝賀論文集，元照出版，1999 年8月，第344-345 頁。 
593 許復欣，前揭註 586，頁 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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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者，視為董事已盡其應盡之義務：一、該董事、其配偶或未成年子女非該商

業判斷之利害關係人；二、依該董事合理認定，已取得適當之資訊以作成該商

業判斷；三、依該董事合理認定，該商業判斷符合公司之最大利益。594」立法

理由明確表明，係引進美國之經營判斷法則。故董事之經營判斷若符合上述第

二項時，即認為其已盡注意義務，進而免除董事責任。 

本文基本上認為，法院並不適合判斷公司經營者是否已盡其注意義務。蓋

商業活動有許多是策略考量，且相同情勢會因經營者本身背景、學養、個性等

而有不同之決策。法院原則上似應站在司法自制的立場下不追究董事責任，例

外才由原告證明董事之責任。若股東對董事不認同，應循解任董事之途徑，以

解決雙方之問題，而不是針對其經營判斷加以追究責任。否則動輒得咎，董事

每天面對不同股東之提告而疲於奔命，這對公司正常營運並非好事。 

但從另一面言，我國法上雖對董事科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當董事為

決策前，已經盡力蒐集資訊，又無利害關係等，原告股東即便可以再找出其他

專家意見，認為董事並未盡到蒐集資訊之義務，於我國實務下，似乎仍不會科

以董事違反注意義務之責。故有學者認為，我國法下的董事責任未必比英美法

上的董事責任要重
595。 

 

 

                                                 
594 財團法人萬國法律基金會，公司法制全盤修正計畫研究案總報告第一冊，行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財經法制協調服務中心出版，2003年2月，頁5-59。 
595 方嘉麟老師於 2007 年 4 月 30 日上課之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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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總結 

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於民國九十年十一月十二日修正時，增訂第一

項：「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行業務並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

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關於忠實義務與注意義務之內涵為何，實關

係到公司負責人之賠償責任。關於忠實義務，除了公司法已明文的第二０六條

準用第一七八條、第一九六條、第二０九條、第二二三條，關於其他董事為將

公司或股東利益至於優先考量之行為，將由第二三條第ㄧ項之概括規定所規

範。建議法院在執法時，針對董事違反忠實義務之行為可以精確說明，避免有

濫用該項概括規定之虞。 

針對注意義務所要求的善良管理人注意義務，則回歸民法操作。然可供立

法者考量者，係商業決策不適合以結果來斷定當初決策之良窳，故英美法上遂

有經營判斷法則之適用。該法則原則上尊重董事之決策的精神，頗值吾人參考，

但在欠缺相關判決之我國，並不適合直接拿來適用。而是由法官在個案中，以

經營判斷法則之精神，降低董事的責任。例如將供司法上之善良管理人的注意

義務降低為民法上的重大過失或是具體輕過失，即符合民法上之重大過失或具

體輕過失，即等同於公司法上之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或是在董事違反忠實

義務時，須先由原告負舉證責任。使董事得盡力為公司及股東爭取最大之利益，

而成為具本土化特色的受任人義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