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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我國現行法有關不合營業常規交易
之相關規定 

 

我國現行之實定法，為防止關係企業「不合營業常規交

易」之發生，基本上採行分散立法的體制，除從稅捐稽徵之

角度，就關係企業間所為不合營業常規之安排，設有調整營

利事業所得額之規定外（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另從

公司監控之觀點分別修正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的規定，對於

控制與從屬關係企業不合營業常規或其他不利益經營之民

事責任（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四、第三百六十九條之

七）；關係企業交易之資訊公開制度之強化（公司法第三百

六十九條之十二）；及公司內部人或受雇人從事不利益且不

合營業常規交易之刑事責任（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

二款），期能建立值得讓投資人信賴之經營規範49。 

另外，由於銀行業、信託業、保險業及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等金融機構，其主要是向投資大眾取得資金，以從事資產

管理及運用，具有高度之公共性，故為避免發生利益輸送之

情事，亦特別規定諸多禁止性或限制性規定，乃至於刑事及

行政處罰規定（銀行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三

條之一、第三十三條之三、第一百二十七條之一；信託業法

第七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第五十條、第五十四條；

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三、第一百六十八條第二項；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二條、第三十五條）50。惟該等

規定並未採取「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概念，而是針對銀行

業及保險業之授信對象、授信種類、授信額度，以及針對信

                                                 
49 王志誠，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判定標準與類型，政大法學評論第六十六期 ，

民國九十年六月，第 165-166 頁。 

5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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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業以信託財產進行交易之交易對象、交易種類所為之禁止

規定。故本文以下僅就公司法、所得稅法及證券交易法有關

「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規定加以論述。 

 

第一節、我國現行公司法之規定： 

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四第一項規定：「控制公司直

接或間接使從屬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或其他不利益之經

營，而未於會計年度終了時為適當補償，致從屬公司受有損

害者，應負賠償責任。」本條文之規定係為防止關係企業，

藉其緊密結合關係，進行「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以侵害從屬

公司少數股東及債權人之權利51，茲將本條項之規範要件及

規範效力析釋如次： 

第一項、規範要件 

一、行為主體：須為獨立存在且具有控制力之公司。 

(一)須獨立存在之公司： 

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一之規定，所謂「關係

企業」係指「獨立存在」而相互間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

或相互投資關係之「公司」。故其規範之行為主體限於公

司法所定之四種公司，且具有獨立存在之性質。非公司

型態之法人、非法人團體或自然人均非屬規範對象。具

有公司組織而不具有獨立性之分公司亦不屬之。只要不

符合「公司」或「獨立存在」之定義者，縱對他公司具

有實質的控制力，亦非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所規範之行

                                                 
51 立法院秘書處編印，法律專輯第二一二輯(上)經濟(四十四)公司法部份條文

修正案，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第 3至 4及 2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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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體52。故對特定公司具有控制力之自然人股東，只要

直接控制該從屬公司而不透過控制公司為之53，亦或雖透

過控制公司為之，但只要不在控制公司擔任形式負責人

之職務54，即不須負關係企業專章所課予之責任。 

(二)須具有控制力： 

關係企業專章將控制力區分為「法律擬制之控制力」

與「法律推定之控制力」55，法律擬制之控制力，公司不

得舉反證推翻。其中又可分為單向控制關係與雙向控制

關係。單向控制關係規定於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

二：「公司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

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數半數者為控

制公司，該他公司為從屬公司」、「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

他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亦為控制公司，該他

公司為從屬公司。」。雙向控制關係規定於公司法第三百

六十九條之九第二項：「相互投資公司各持有對方已發行

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者，或互可直

接或間接控制對方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互為控

制公司與從屬公司。」。而法律推定之控制力規定於公司

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三：「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推定為有

控制與從屬關係。一、公司與他公司之執行業務股東或

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者。二、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行有

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上為相同之股東

                                                 
52 方嘉麟，前揭文，第 300 頁。 

53 蓋此時該自然人股東雖具有控制力，但並非「公司」。 

54 蓋據控制力之自然人股東如透過控制公司行使其控制力且擔任控制公司之形

式負責人，則控制公司應依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四第一項負其責任，該自然人

股東則應依同條第二項連帶負責。 

5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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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或出資者。」故公司得舉反證加以推翻。 

關於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三之適用可分下列幾

點加以討論： 

1、當公司與他公司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

上相同，或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

總數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

資而推定具有控制從屬關係時，其「半數」之計算

係單純以人頭計算亦或彼此之間須具有某種特定關

係，法條並未明文規定。就文義解釋而言，似應以

人頭計算為斷。然就整體立法目的而言，則應解釋

為其彼此之間須具有某種特定關係。否則當各大基

金介入股市，對無任何關係之公司同時加碼買入超

過其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之半數時，即推定其

具有控制從屬關係，實令人倍感訝異56！ 

  然「特定關係」如何界定？應否具備一定親屬

關係、利益共享關係、共同投資關係或債權債務關

係？若相同之股東有屬自然人者是否有第三百六十

九條之十一之適用或類推適用？若採肯定見解則將

各公司股東或出資額交叉比對已屬浩大之工程，若

欲將不具特定關係者加以剔除，而將為他人持有股

份者納入，在技術上更屬不易。 

2、縱克服上述技術上困難而推定，具有控制與從屬關

係，則被推定者如何舉證推翻？若其相互間具有不

合營業常規之交易或許可作為推定其控制與從屬關

係之證明。然若其相互間不具有不合營業常規之交

易，欲令被推定者舉證證明其彼此間並無控制與從

                                                 
56 方嘉麟，前揭文，第 301 頁。 



 28

屬關係實非易事。若因此而令其依第三百六十九條

之十二之規定編制關係報告書、合併營業報告書及

合併財務報表，實屬不必要之資訊過度提供，且該

資訊反而可能扭曲投資大眾對投資資訊的解讀。 

3、當公司與他公司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

上相同，或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

總數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

資時，該公司與他公司應不生相互隸屬之關係，而

是受同一領導中心指揮。此時雖推定為有控制與從

屬關係，然對於何者為控制公司，何者為從屬公司，

亦或互為控制與從屬公司，法條並未明文規定。若

該公司與該他公司均為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則何者

應編製關係報告書？何者應編製關係企業合併營業

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或雙方均應編製，則生適

用上之困難。 

二、行為對象：須獨立存在且具從屬性之公司。 

(一)須獨立存在之公司： 

如前所述，關係企業係指「獨立存在」而相互間具

有控制與從屬關係或相互投資之公司，故非公司型態之

法人、非法人團體或自然人均非屬關係企業專章所規範

的行為對象。 

(二)須有從屬關係： 

因從屬關係即為控制關係之反面，關係企業專章將

之區分為法律擬制之從屬關係及法律推定之從屬關係
57，法律擬制之從屬關係又可區分為單向從屬關係與雙向

                                                 
57 方嘉麟，前揭文，第 301 至 3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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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關係。其適用上可能茲生之疑義已如前述，故不再

贅言。 

三、行為：「不合營業常規或其他不利益之經營」且「未於

會計年度終了為適當之補償」 

(一)不合營業常規或其他不利益之經營： 

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四第一項前段規定，須

控制公司直接或間接使從屬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或其他

不利益之經營。 

然則何謂「不合營業常規」?何謂「不利益之經營」?

而兩者關係如何?本法並未作明確之規範。故「不合營業

常規或其他不利益之經營」，雖是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四責

任規範之核心，卻也是本條文最不明確的部分58。 

1、不合營業常規之經營： 

所謂「不合營業常規」，依經濟部於立法院所作

之說明，係指於一般之情況下，以一般商業習慣來

判斷（即商業判斷原則）。例如從屬公司高價買進、

低價賣出給控制公司59。此係源自於所得稅法第四十

三條之一：「營利事業與國內外其他營利事業具有從

屬關係，或直接間接為另一事業所有或控制，其相

互間有關收益、成本、費用與損益之攤計，如有以

不合營業常規之安排，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稽

徵機關為正確計算該事業之所得額，得報經財政部

                                                 
58 楊建華，修正公司法之關係企業淺釋，司法週刊第八○四期，民國八十六年

六月二十日，第頁。 

59 立法院秘書處編印，法律案專輯第二一二輯(上)經濟(四十四)公司法部份條

文修正案，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第 246 及 2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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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按營業常規予以調整。」之概念而來60。惟所得

稅法及公司法並未對其意義作明確之規範，但學者

對於此一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仍有些描述性之說明，

例如： 

(1)「所謂非常規交易係指交易人間相互銷售或購買

貨物、動產或不動產移轉或接受之有償、無償

之交易行為，而這種交易隱藏著經營者操縱損

益、輸送利益或規避稅負之動機，致使其交易

條件異於常態。」61 

(2)「所謂不合營業常規或不利益之經營，應以控制

公司要求從屬公司進行交易行為時，是否依一

般商業交易原則或商業慣例，再進一步分析其

合理程度。」62 

(3)「不合營業常規，即依一般商業交易慣例，交易

條件顯不相當。例如關係企業間商品或股票之

銷售其交易價格，低於市場上正常交易之合理

價格，以及關係企業間相互融資而不計收利

息，或以低於融資成本之利率計收利息者，均

屬不合營業常規。」63 

                                                 
60 林誠二主持，公司法專題研討－從華隆等案論關係人責任範圍與免責設計，

政大法學論第五十九期，民國八十七年六月，第 314 頁。 

61 陳克和，企業關係人間非常規交易問題之研究，刊載於證券金融第二十九期，

第頁。 

62 王志誠，精算超額持股嚴防非常規交易－論關係企業之經營影響範疇與週邊

財經立法，會計研究月刊第一四一期，民國八十六年八月，第 25 頁。 

63 高靜遠，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立法沿革與條文說明，會計研究月刊第一四

一期，民國八十六年八月，第 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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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不合營業常規」之概念雖係源於所得

稅法，但因所得稅法與公司法之立法目的顯有差

異，可否為相同之法律解釋?過去行政法院及稅務主

管機關就所得稅法所為有關不合營業常規之判定、

判決或解釋，是否得以直接作為判斷公司法上所稱

不合營業常規之參考或依據?國內學者對此問題亦

存有不同見解： 

(1)公司法上之概念較所得稅法上之概念寬： 

主張此說之學者認為，公司法上所稱不合營

業常規，係仿自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依所

得稅上開條文之意旨，乃是指賣低買高之情形而

言，惟公司法所稱不合營業常規之意義，恐不止

於此64，似認為公司法所稱不合營業常規之概

念，應當寬於所得稅法而為解釋65。因為所得稅

法之規範目的，主要在於在防止關係企業逃漏應

納稅額，故依現行之稅務實務，其不合營業常規

之交易類型，似僅限於以移轉訂價或操控交易訂

價之手法，以從事智取型交易者﹔而公司法之規

範目的，主要在於謀求公司債權人、股東等投資

人之保護，舉凡其交易手法不符合一般之商業判

斷，而導致從屬公司發生損害致生不利益者，皆

包括在內，從而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上所稱不合

營業常規交易之類型，除涵攝榨取型交易外，其

他如財務支援型交易或投資研發型交易，自仍包

括在內66。 

                                                 
64 楊建華，前揭文，第頁。 

65 姚志明，前揭文，第 87 頁。 

66 王志誠，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判定標準與類型，政大法學評論第六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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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法上之概念與所得稅法上之概念相當： 

主張此說之學者認為公司法上所指「不合營

業常規交易」係仿自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

而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係承襲美國內地稅

法第四百八十二條，美國內地稅法第四百八十二

條對於關係企業間無形財產之購買或使用交

易、其他財產之交易、租賃、資金借貸等，均有

詳細規定，我國目前的法令，就此細節規定，尚

付諸闕如，如何認定成為頗棘手的問題，將來適

用時，或可參考美國內地稅法第四百八十二條及

其施行細則之規定67。，故似認為公司法「不合

營業常規交易」概念與所得稅法「不合營業常規

交易」之概念相若。 

(3)小結： 

管見以為，基於下列理由公司法不合營業常

規之概念應與所得稅法不合營業常規之概念相

同： 

A、就法條文義觀之： 

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四第一項與所

得稅法四十三條之一「不合營業常規交易」

之文義完全相同，應均係指交易行為的方

式、條件、結果，有異於在多數個同類交易

行為下，慣有的交易方式、條件、結果之常

態而言。 

                                                                                                                                            
民國九十年六月，第 170 頁。 

67 洪貴參，前揭書，第 2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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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就立法目的觀之： 

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規範之主要目

的係在防止關係企業逃漏稅捐，然不合營業

常規交易之概念並無需解釋為僅限於影響稅

捐負擔者，因為是否達到影響稅負，該法條

已另設有「⋯如有以不合營業常規之安排，

『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之要件加以

控制。另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四的立法

目的，係為防止控制公司以不合營業常規之

交易，損及從屬公司及其股東與債權人之權

益。然其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亦無需限縮於「對

從屬公司造成不利」者，因為若無不利之情

形，控制公司縱未對從屬公司加以補償，則

從屬公司亦無損失發生，控制公司亦不須負

損害賠償責任。故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

與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四第一項其立法

目的雖各不相同，但條文中已各設有貫徹其

立法目的之構成要件，不須因其立法目的不

同而為不同的解釋。 

C、就適用方便性觀之： 

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之施行時間尚短，

涉及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案例尚未多見，而

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雖自民國六十年十

二月三十日即已增訂，但稽徵機關援用本條

調整之案例亦相當有限，若就「不合營業常

規交易」為同一解釋，有利於實務案例的累

積與學說的發展。 

D、就立法過程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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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在制定關係企業專章時，就所欲規

範之行為是否要訂一個具體標準或作抽象的

規定即曾加以考量，但最後還是決定援引所

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乃是為引用所得稅

法第四十三條之一，在實務上之運作68。而於

適用公司法時欲引用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

一的實務運作，其隱含的前提是「不合營業

常規交易」在公司法與所得稅法上須為相同

之解釋。 

2、其他不利益之經營： 

所謂「其他不利益之經營」，依經濟部所作之立

法理由解釋，意指控制公司於控制從屬公司經營

時，利用其對從屬公司之影響力，從而使之對於從

屬公司產生不利。例如，從屬公司所生產之產品係

控制公司所需之原料，控制公司運用其對公司之影

響力，使得從屬公司所生產之原料，以較其他工廠

低之價格出售給控制公司69。該用語，當是仿自德國

股份法第三百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百十七條第一項

條文中「不利益」之概念而來70。而不利益之發生，

依德國股份法條文之內容觀之，其係指從屬公司受

控制企業之影響，而為或不為一定之法律行為或措

施，所致的一個經濟上損失之結果71。 

                                                 
68 林誠二主持，公司法專題研討－從華隆等案論關係人責任範圍與面則設計，

政大法學論第五十八期，民國八十七年六月，第 314 頁。 

69 立法院公報，第八十一卷，第四十八期，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八日，281 頁。 

70 姚志明，前揭文，第 88 頁。 

71 Vgl . Jörg H Geßler , Kommentator Verlag : Aktiengesetz , Band 2 , 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 , 1991 , AktG § 311 , S.5-6.轉引自王志誠，不合營業常規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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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合營業常規之經營」與「其他不利益之經營」之

關係： 

就上述內容觀之，尚難令人明確區分「不合營

業常規」與「其他不利益之經營」二者概念上之差

異。學說上對於「不合營業常規」與「其他不利益

之經營」之關係亦存有不同見解。 

(1)「其他不利益之經營」可涵蓋「不合營業常規經

營」： 

主張此說之學者認為，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

條之四第一項係將「不合營業常規」或「其他不

利益之經營」二者並列，而非「不合營業常規」

或「不利益之經營」。顯然，立法者於「不利益

之經營」之前面加上「其他」二字，意指「不合

營業常規」所生之不利益經營外，「其他不利益

之經營」亦在補償規範之範圍內。換言之，不合

營業常規為不利益經營之一種，而不合營業常規

乃為不利益經營之一種例示規定，從而不利益之

概念當可涵蓋不合營業常規72。 

(2)「不合營業常規經營」與「其他不利益之經營」

相當： 

主張此說之學者認為，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

條之四第一項係將「其他不利益之經營」與「不

合營業常規」併列，其程度上自應與「不合營業

                                                                                                                                            
易之判定標準與類型，政大法學評論第六十六期，民國九十年六月，第 188
至 189 頁。 

72 姚志明，前揭文，第 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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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規」相當。且就經濟部所舉之例明顯看出，不

利益之經營與非常規交易判斷標準殊無二致73。

似認為不合營業常規與其他不利益相當。 

(3)小結： 

     管見以為就比較法之論點觀之，「不利益之

經營」係源於德國股份法第三百十一條第一項及

第三百十七條第一項，其立法意旨，係在於保護

從屬公司之財產，從而間接的亦保護從屬公司之

股東及從屬公司債權人，而防止受控制企業之侵

害。德國股份法第三百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百十

七條第一項條文中，對於控制企業使從屬公司為

不當之經營，雖未如我國另有「不合營業常規交

易」之要件74。然德國法第三百十七條第二項規

定：「控制公司之法律行為或其他措施之決定或

不作為，如在一獨立自主公司謹慎忠實的業務主

管人亦將為同樣之作為、決定或不作為者，因並

非憑藉其控制公司之優勢地位而為，對於此類型

為之結果，不負賠償之責。」故其法律適用之要

件，除必須從屬企業採行不利於己之法律行為或

措施外，尚應有控制企業過度行使控制力之情

事。換言之，控制公司縱使令從屬公司為不利於

己之法律行為或促使其為不利於己之作為或不

作為，若其法律行為、作為或不作為，在依獨立

自主公司謹慎忠實業務主管亦將為同樣行為（亦

即符合營業常規），即不負賠償責任。故德國股

份法第三百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百十七條之不

                                                 
73 方嘉麟，前揭文，第 303 頁。 

74 姚志明，前揭文，第 88 頁。 



 37

利益法律行為、作為或不作為，實以不合營業常

規為限。因為關係企業間之交易若符合一般之營

業常規，即無過度行使控制力之情事，而非屬關

係企業之規範範圍，因此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

之四第一項之「其他不利益經營」，亦應以「不

合營業常規」為限，故可認為不合營業常規已涵

蓋其他不利益之經營。 

(二)未於會計年度終了為適當之補償： 

傳統上公司法係以單一企業為其規範對象。公司負

責人須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以追求單一公司之最大利

益。然因企業以集團方式經營具有規模經濟與創造綜效

等誘因。致集團企業在我國甚或其他工商業發達的國家

均行之有年且發展迅速。為了規範該等集團企業之營

運，致有「關係企業專章」之制定。 

關係企業之所以可以創造規模經濟與綜效，主要係

因關係企業間可以犧牲單一公司之利益以追求集團企業

之最大利益。然令公司放棄自身利益與他公司為交易行

為即屬「不合營業常規之經營」。若不允許關係企業間為

「不合營業常規交易」則關係企業便欠缺誘因而無由成

立，關係企業專章亦無須制定。依專章之規定，關係企

業間得為「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惟必須於會計年度終

了時為適當之補償。惟補償之性質為何？何程度之補償

方屬適當？法未明文，茲分別討論如下： 

1、補償之性質： 

補償係指對於因合法行為所致損失之填補，與

賠償係對於因違法行為所致損害之填補，其性質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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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75。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四第一項前段既

然允許控制公司可於會計年度終了時對從屬公司為

適當之「補償」，依此推論，控制公司直接或間接使

從屬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或其他不利益經營」之

行為應屬合法行為。故此時從屬公司之負責人為從

屬公司處理事務，意圖損害從屬公司之利益而為違

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從屬公司之財產或利

益，其構成要件雖該當於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第一

項之背信罪，然應可依刑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主張其行為係依法令之行為而阻卻違法。 

      另控制公司之所以能使從屬公司為「不合營業

常規或其他不利益之經營」，主要係運用其控制力所

致。而在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二第一項之場合，其控

制力多寓於控制公司所掌握的優勢表決權。關係企

業專章既允許控制公司使從屬公司為「不合營業常

規之經營」，只須於會計年度終了時為適當之補償。

故控制公司於從屬公司之股東會決議時似無適用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條而為迴避之必要。否則控制公

司即無從展現其控制力，亦無從使從屬公司為不合

營業常規之經營，如此將與關係企業專章之立法意

旨相違背。依此推論，當從屬公司之董事依控制公

司之指示而為不合營業常規之經營時，從屬公司之

股東依第一百九十四條規定所享有之制止請求權，

以及從屬公司之監察人依第二百一十八條之二規定

所享有之停止請求權亦應受到限縮，否則與關係企

業專章之立法意旨亦相違背。 

2、補償之程度： 

                                                 
75 王澤鑑，侵權行為法二○○○年九月修正六刷，第 28 至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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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償義務之發生必須以控制公司使從屬公司為

不合營業常規之經營致從屬公司發生損失為前提，

否則控制公司縱未為任何補償，因從屬公司並無任

何損失，控制公司亦無賠償之責任。故賠償是否適

當應以從屬公司之損失為衡量標準，若控制公司對

從屬公司之損失已為完全的填補，則從屬公司已無

損失，控制公司並無賠償責任。若控制公司對從屬

公司之損失未為填補或僅為部分之填補，則從屬公

司仍受有損失，控制公司仍應負賠償責任。 

      當控制公司使從屬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之經營

而獲有暴利時，控制公司對於從屬公司為適當補償

後應可保有剩餘之獲利，否則控制公司便欠缺為控

制行為之誘因，關係企業便無從創造綜效，此與關

係企業專章制定的本旨相違背。 

      另因「補償」與「損害賠償」之性質不同，故

應無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適用之餘地，故控制公司

對從屬公司為補償時，並無須以回復原狀為原則，

以金錢填補或其他方式之補償應無不可。否則雙方

回復原狀，對控制公司而言，無異白忙一場，控制

公司為控制行為創造綜效之誘因亦無從存在。 

四、結果：須從屬公司發生損害。 

  控制公司之行為應使從屬公司發生損害之結果，若無損

害之結果，控制公司即無補償之責任。縱控制公司未為補

償，並不構成義務違反，故亦無須負賠償之責。另對於損害

之性質在解釋上究僅含財產上損害，或尚應包括非財產上損

害，法條並未明文。就文義觀之，條文並未為特別之限縮，

故似應解釋為包含財產上損害與非財產上損害。惟如就公司

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二所規定關係企業應編制關係報告

書、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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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應現縮僅包含財產上損害，蓋非財產上損害並無法由關係

企業所編制之上開報表獲致相關資訊。管見以為，公司法第

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二僅賦予公開發行公司較一般公司高之

編制報表義務，並非因而限縮可能損害賠償之範圍，故應認

損害賠償範圍包括非財產上損害。 

五、因果關係：行為與結果間須具有因果關係。 

  控制公司之控制行為與從屬公司所受之損害結果應具

有因果關係。亦即當控制公司無此行為時，從屬公司必不生

此種損害，惟當控制公司有此行為時，從屬公司通常均生此

種損害，則具有因果關係。 

第二項、規範效力： 

一、控制公司負責人應與控制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一)請求權人：受有損害之從屬公司即從屬公司之少數

股東或債權人。 

1、受有損害之從屬公司： 

當控制公司未於會計年度終了時為適當之補償

時，受有損害之從屬公司，可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

九條之四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規定請求控制公司及該

控制公司之負責人中使從屬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經

營者負連帶賠償責任。因屬連帶責任，故從屬公司

依民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得對其中一

人、數人或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

付。 

2、從屬公司之債權人及少數股東： 

為避免從屬公司因受到控制公司之控制而怠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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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求償權，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四第三項特明文規

定，從屬公司之債權人或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從屬公

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百分之一之

股東，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從屬公司之求償權，請

求對從屬公司為給付。然從屬公司之債權人及少數

股東訴請控制公司為給付時，因須自負訴訟費用，

且若勝訴，其利益歸從屬公司全體債權人及全體股

東共享。若敗訴，則須自負其責。縱使債權人及少

數股東甘冒此風險，然其對於公司之運作畢竟是局

外人。而公司之交易型態不一，交易流程各異，欲

舉證公司間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已相當不易，若更

欲令其舉證有不合營業常規之經營存在似乎不切實

際。即使有關係報告書、關係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

務報表可供佐證，但一方面債權人及少數股東並非

均具有解讀該等報表的能力，一方面並非所有的關

係企業均需編制該等報表。因此，從屬公司之債權

人及少數股東欠缺依此項規定訴請控制公司為給付

之誘因，而有致該項成為具文之虞。 

(二)賠償義務人：控制公司及其負責人。 

依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四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規定，控

制公司之負責人使從屬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之經營者，

應與控制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其賠償義務人限於控制

公司及控制公司負責人中使從屬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之

經營者。若擔任控制公司負責人之職務，但並未參予使

從屬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之經營之決議，或雖參與決議

但表示異議者，應可類推適用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三條第

二項只要其異議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可證者，應可免其責

任。 

(三)賠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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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性質既屬損害，對該損害加以賠償應有民法第二

百十三條規定之適用。依該條第一項之規定，負損害賠

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

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因此當控制公司使從屬公司為

不合營業常規之經營而於會計年度終了已為適當之補償

時，基於關係企業專章制定之目的，並不以回復原狀為

必要。但關係企業專章一方面承認集團方式經營的法律

地位，賦予控制公司可運用其控制力使從屬公司為不合

營業常規之經營之權利，另一方面為防止其利益輸送，

而課與控制公司應於會計年度終了時為適當補償之義

務，若控制公司違反該義務，自應承受其法律上的不利

益而負回復原狀之責。否則賠償方法與補償方法殊無二

致，無異鼓勵控制公司待請求人訴求時方予賠償，在未

受訴求時，並不主動補償，則關係企業專章防止利益輸

送的目的將無法達成。 

二、賠償請求權之確保： 

  為避免從屬公司因受到控制公司之控制而就其求償權

與控制公司為和解或拋棄，致影響從屬公司債權人極少數股

東之權益，依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四第四項之規定，從屬公司

之債權人及少數股東之求償，並不因從屬公司就其請求賠償

全為和解或拋棄而受影響。 

 

第二節、我國現行稅法之規定： 

  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規定：「營利事業與國內外其

他營利事業具有從屬關係，或直接間接為另一事業所有或控

制，其相互間有關收益、成本、費用與損益之攤計，如有以

不合營業常規之安排，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稽徵機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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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計算該事業之所得額，得報經財政部核准按營業常規予

以調整。」 

  本條文係仿自美國內地稅法第四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任何兩個以上的組織、商業或事業(無論是否為公司、是

否在美國境內設立、是否為關係組織)直接或間接為同一權

益所有或控制者，財政部部長為防止其稅負或為正確反映該

等組織、商業或事業之所得，必要時得對該等組織之毛利、

扣除額、抵減額或優惠加以調整(分攤或重行分配)。其屬無

形資產之移轉或授權，有關該項移轉或授權之所得，應與使

用該項無形資產所產生之所得相當。」76其目的係為防止關

係企業，藉其緊密結合關係，進行「非常規交易」以規避賦

稅77，茲將本條之規範要件及規範效力析釋如次： 

第一項、規範要件：                                       

一、行為主體：須為營利事業。 

  該條文列於所得稅法之第三章－營利事業所得稅章之

第三節－營利事業所得額，且其條文規定：「⋯『營利事業』

                                                 
76  Internal Revenue Code, Section 482 ：「 In any case of two or more 

organizations ,trades ,or businesses (whether or not incorporated ,whether or not 
organiz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ether or not affiliated )owned or controll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the same  interests ,the Secretary may 
distribute ,apportion ,or allocate gross income ,deduction ,credits ,or allowances 
between or among such organizations,trades ,or businesses ,if he determines that 
such distribution ,apportionment ,or allocation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event 
evasion of taxes or clearly to reflect the income of any of such 
organizations ,trades ,or businesses .In the case of any transfer (or license)of 
intangible property (within the meaning of section 936(h)(3)(B)),the income with 
respect to such transfer or license shall be commensurate with the income 
attributable to the intangible. 

77 財政部賦稅改革委員會，關係企業課稅之研究，民國七十八年六月，第 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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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內外其他營利事業具有從屬關係，或直接間接為另依事

業所控制⋯」故其受規範之行為主體以營利事業為限，而所

謂營利事業係指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本法稱

營利事業，係指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以營利為目的，具

備營業牌號或場所之獨資、合夥、公司及其他組織方式之

工、商、農、林、漁、 牧、礦冶等營利事業。」此向定義

雖有以營利事業解釋營利事業之缺陷，但已指出營利事業之

性質及範圍。 

(一)以資本來源而言，包括公營事業、私營事業或公私

合資經營之事業。 

(二)以經營事業目的而言，營利事業係以賺取利潤為目

的。 

(三)以經營事業形式特徵而言，營利事業有營利牌號或

一定之營業場所。 

(四)以事業組織型態而言，營利事業包括獨資、合夥、

公司及其他型態(如合作社)等事業。 

(五)以所營項目而言，營利事業包括經營工、商、農、

林、漁、 牧、礦冶等項目之事業。 

  另營利事業之成立，不必具備私法上人格之要件，同時

亦不以已否辦理營業登記為要件。蓋租稅法為課稅目的，可

自行創設租稅法上之權利能力，而不必與私法之權利能力之

主體一致。其次辦理營業登記，乃便於稅籍管理以及稽徵作

業。如須以營業登記為營利事業單位之成立要件，則規避登

記而實際上從事營業之組織等，反可免納稅義務，有違租稅

公平原則。 

  然就立法論而言，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於所得稅之徵

收，除對個人徵收外，主要係以法人或公司為徵收對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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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日本有法人所得稅，美、加有公司所得稅），我國營利

事業所得稅以營利事業為納稅義務人似乎獨樹一幟，蓋因我

國營利事業所得稅於民國四十年代開徵，當時之經濟、社會

環境下，公司屬家族公司居多，故對獨資、合夥與公司組織

一視同仁。然經數十年之經濟發展，公司組織愈多，其資本

結構愈趨大眾化，故以分別對待為宜。且我國已實施營利所

得兩稅合一制度，獨資及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在實

務上係與獨資資本主及合夥人之綜合所得稅同時核定，故對

獨資及合夥組織而言，營利事業所得稅已名存實亡。為配合

現況及租稅制度之世界潮流，營利事業所得稅實宜全面改為

法人所得稅或公司所得稅。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行為主體，

亦應限於法人或公司以為配合。 

二、行為對象：須為另一營利事業或其他事業。 

  行為對象以另一營利事業或其他事業限，因本條條文之

用語為「⋯與國內外其他營利事業具有從屬關係，或直接間

接為另一事業所有或控制⋯」。而非「⋯與國內外其他營利

事業具有從屬關係，或直接間接為『其』所有或控制⋯」，

故其行為對象似不侷限於營利事業，而應包含其他事業在

內。國稅局歷年依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敘情報部處理的

案件中，亦有採此見解，以非營利事業為調整對象者，其調

整對象甚有擴張及於個人之趨勢。例如： 

(一)「財團法人 xxx 基金會六十九年向 xx 水泥、xx 紡

織等關係企業借入鉅款從產投資業務牟利，補稅金

額達五百萬，借款金額達九億餘元案。」78 

(二)「利用個人土地買賣所得免稅，而透過關係人轉購

土地達提高土地成本，xx 開發公司利用個人轉讓土

                                                 
78 財政部賦稅改革委員會，前揭書，第 1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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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提高土地成本而由個人賺取土地交易損益。xx 設

公司及其總經理 xxx 精密規劃安排資金流程達個人

賺取土地增額利益而公司取得高成本之地。」79 

(三)「財團法人帶 xx 學術獎助基金會及財團法人 xx 振

興基金會與 xx 公司具有關係人身份，其利用該兩財

團法人從事補習班業務，實有協助 xx 公司推廣業務

之嫌，經調整後不准免稅補稅三百萬。」80 

  最高行政法院之實務判決對於上述見解似亦肯認之。例

如八十五年度判字第四八七號判決： 

  「⋯查本件原告七十八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列報營業收入為六○六、○四九、五三六元，營業成本為四

四一、七二八、八八六元，嗣經財政部賦稅署於八十年十二

月三日查獲原告及關係企業於七十八年度分別以不合營業

常規之安排，將同一批面額一五○、○○○、○○○元之中

央政府公債，透過世華銀行信託部在旗下各關係企業間輾

轉，使非以買賣證券為專業之『公司或個人』均能低價買進

高價賣出，賺取鉅額差價而享受免稅，相對地以買賣證券為

專業之公司則都高價買進低價賣出發生虧損，致減少課稅所

得，藉以規避稅負。⋯堪認已構成非常規交易之課稅要件，

是被告依首揭規定調整系爭營業收入及成本，核無不合，原

告主張，顯難認為有理由。」即認為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交

易對象亦包括個人在內。 

三、行為主體與行為對象彼此間須具有「從屬關係」或「直

接間接為其所有或控制」： 

                                                 
79 同前註。 

80 財政部賦稅改革委員會，前揭書，第 1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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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條條文規定：「⋯與國內外其他營利事業具有『從屬

關係』，或『直接間接』為另一事業『所有或控制』⋯」，

但對於「從屬關係」、「所有」及「控制」等名詞並未加以

界定。所謂「所有」究以持有多少股權為標準?「控制」究

以控制特定之交易為已足?亦或必須對經常業務加以控制始

足當之?兄弟公司之間可否認為具有「從屬關係」?在解釋上

每生疑義。實務在適用本條文時對關係企業並未見詳細解

析，而係採逐案認定之方式，致欠缺客觀之判斷標準。惟根

據實務之案例加以分析，於判斷交易雙方是否屬「關係企業」

時，其通常考量之因素可歸納如下： 

(一)交易雙方負責人、股東是否相同，或彼此之間是否

具有特殊關係，如配偶、同家族等。例如： 

1、財政部六十九年一月十二日台財稅第三 O 二九七號

函 

      「甲公司與乙公司之『負責人及股東均屬相

同』，其於六十六年時二月二十五日訂約，以不合

營業常規安排，由甲公司支付乙公司廣告補助費及

售後服務補助費計新台幣一，三 O 六，三七八元，

致乙公司六十六年申報所得額恰與其前三年核定虧

損數額相同，致當年度課稅所得為零，從而規避納

稅義務，應准適用同法第四十三條之一規定營業常

規予以調整。」 

2、財政部七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台財稅第三八二二五

號函 

      「甲公司為國外公司於國內設立之子公司，向

同一國外公司於中華民國境內設立之乙公司融通資

金，彼此不計利息。該二公司之會計師以其不計利

息費用，就整體而言，並無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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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尚且多負擔 10%之所得稅，向財政部詢問是否

應依財政部六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六六)臺財稅第

三二五八五號函釋辦理，同時帳外調整該利息費用

及收入。財政部則答以：營利事業與其關係企業間

相互融資，不計收付利息，如彼此因適用之所得稅

級距不同，則有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之可能。受託

辦理所得稅核簽證申報之會計師，應依營業常規同

時作帳外調整，分別列報其利息收入及利息費用。」 

3、財政部七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台財稅第一九三三一

號函 

      「主旨：××麵粉公司與○○麥片公司相互間借

貸款項之利息收入與利息支出，應准適用所得稅法

第四十三條之一規定，按營業常規予以調整。說明：

××麵粉公司與○○麥片公司之『負責人及股東均屬

相同』，其於七十一年度以融資資金轉貸予○○麥

片公司，雙方雖收付利息，惟○○麥片公司該年度

經核定虧損，××麵粉公司以低於融資成本之利率計

收利息收入，顯有不合營業常規之安排，藉以減少

納稅義務，應依主旨辦理。」 

(二)企業彼此間是否具有相當控股關係。例如：查核單

位七四○○七八號案。 

「甲公司持有乙公司股權六七．三%，乙公司持有丙

公司股權九九．四五%，七十一及七十二年度丙公司帳上

之同業往來科目及預收貸款科目記載有應付甲公司之鉅

額款。查核單位以其性質上丙向甲之融資，因為計付利

息且該二年度丙公司為虧損，甲公司則適用 25%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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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依財政部 72.11.19.台財稅第三八二二五號函釋調整

增列公司款之月息利率」81 

(三)帳證及相關資料有否為關係企業或類似文意之表

示。例如： 

1、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臺財稅第三一三九三號函。 

「甲乙二公司同為陶瓷公司，經甲公司負責人 A

稱該公司為兄弟公司，且僅有一個工廠，甲將半成

品交乙公司製為成品，經稽徵機關調查，發現該公

司銷貨帳獨立，但成本帳合一，稅捐機關認為該公

司相互間有關收益、成本、費用、損益之攤計，有

不合營業常規之安排以規避納稅義務，為正確計算

其所得，擬依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規定，將該

二公司之收益、成本、費用及損益合併計算。唯財

政部鑑於該二公司係屬關係企業，其成本、費用及

損益之攤計，如有以不合營業常規之安排，藉以規

避或減少納稅義務，可依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

規定，按營業常規予以調整，但是前揭該兩公司係

屬不同之權利義務主體，稽徵機關自不當將其收

益、成本與損益合併計算。」係以公司負責人之陳

述內容，認定交易雙方屬於關係企業。 

2、七十五年度判字第一九九一號判決 

「⋯本件被告機關及一再訴願決定機關認定原

告有違反行為時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及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準則第三十八條上段之行

為，無非以原告公司前負責人楊××於法務部調查局

台北市調查處在七十二年八月十七日訊問時，經提

                                                 
81 財政部賦稅改革委員會，前揭書，第 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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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原告進口原料 Connector P\N Co19502 及 P\N 

CO15519 之 輸 入 許 可 證 ， 訊 以 『 經 查 上 述 

Connector,P/N CO19502 一般進口單價為美金○‧

九二元左右，而貴公司進口單價為金四、五元至六

元，另 PRINTED CTRCUIT BOARDS CO15519 P\N 110 

009-001 之一般進口單價為美金四元至四‧四元之

間，貴公司之進口單價為美金八元，均涉嫌高報單

價，請問你有何解釋？』楊答：『我因業務需要，

經常在國外，對上述情事我並不知悉。單價過高是

事實，我願負這個責任。』又答稱：『因上述進口

貨品，均係向香港 BOXHILL ENTERPRISE LTD.購買，

該公司係本關係企業之一，所匯出的金額均由該公

司收取。』等語，為唯一之論據。⋯本件香港 BOXHILL 

ENTERPRISE LTD.與原告間究竟具有何種之從屬關

係，或直接間接所有或控制之關係，原處分及一再

訴願決定，均未詳細敘明，徒憑原告前負責人楊××

在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訊問時一句泛泛之言：『該

公司（港商 BOXHILL 公司）是本關係企業之一』，

即認原告公司與港商 BOXHILL 間有所得稅法第四十

三條之一規定之從屬關係或直接間接為另一事業所

有或控制之關係，實有率斷之嫌。⋯」稽徵機關以

公司負責人之陳述內容，認定交易雙方屬於關係企

業。惟判決意指似認為，僅憑公司負責人之陳詞尚

不足以認定交易雙方是否屬於關係企業。 

(四)課稅主體相互間是否有顯然不合營業常規之安排。

例如：七十六年度判字第九八一號判決 

「⋯經查原告係於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核定調整之

事實發生後，始與杜○公司協議將減少之佣金退還杜○

公司。原告既已默認有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之不合

營業常規之調整，則其與杜○公司自有從屬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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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雖論列多端，無非自為曲解，難予採取。⋯」即以

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存再認定交易雙方屬於關係企業。 

(五)企業彼此間之交易密切程度。例如：八十年度判字

第三二八號判決。 

「⋯況原告本期原料百分之九十六購自阪田商會，

而產品回銷該商會亦高達全部營業額百分之四三‧六

二，業由被告機關查明，原告對之亦無爭執，是原告與

阪田商會間之關係甚為密切，原告以低於其他銷售對象

甚鉅之價格，將產品回銷阪田商會，貴買賤賣，且經被

告機關查明原告自七十一年至七十五年之情形均屬相

同，故其非短期利用閒置資產所為之權宜措施，係以長

期低於成本之價格回銷阪田商會，致發生鉅額虧損，與

營業常規不合，堪以認定，⋯」係以企業彼此間之交易

甚為密切而認定交易雙方屬於關係企業。 

(六)會計師之簽證報告內容。例如：八十五年度判字第

四八七號判決。 

「⋯經查，原告與其關係企業等十五家公司之違規

案情，各參與公司均由原告及其股東投資之比率逾百分

之五十以上，銀行資金統一調度，集中辦公及管理，統

一人事認免，簽證會計師依財務會計準則第七號第八點

之規定，認定互為關係人，即原告與其關係企業等十五

家公司間，有從屬關係。⋯」即以會計師之簽證報告內

容，而認定交易雙方屬於關係企業。 

四、行為：就有關收益、成本、費用與損益之攤計為不合營

業常規之安排。 

(一)有關收益、成本、費用與損益攤計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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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該安排係以交易或非交易之方式為之，凡能導

致有關收益、成本、費用與損益攤計之安排者皆屬之。

例如：總管理處費用，管理顧問費用之攤計，融資利息

之計收及財貨移轉之計價等都包括在內。惟若不涉及收

益、成本、費用與損益攤計之安排，縱其行不合營業常

規亦非屬本條之規範範圍，例如：1、公司為有利於上市、

上櫃，增資高估營業績效或財務預測，俟完成目的後再

更新。2、公司增資計畫項目、進度、效益變更。3、公

司負責人挪用公司資產等。 

(二)該安排須不合於營業常規： 

現行法並未對「營業常規」作一般性或例示性規定，

我國學者對此問題亦著墨不多，財政部則以為「應由稽

徵機關視個案實際發生情形查明認定」82，其判斷標準為

何，請詳本文第五章。 

五、結果：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 

  關係企業間須發生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之結果。若無此

結果發生，縱在關係企業間存有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亦不得

援引該規定調整其損益。例如： 

(一)財政部六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台財稅第三二五八五

號函： 

「××紡織公司與○○水泥公司雖為關係企業，惟××

紡織公司六十年度向○○水泥公司借債所支付之利息，

如經該公司及○○水泥公司分別列支利息費用及作為收

入課稅後，與各該公司不作為費用及收入列帳所適用之

                                                 
82 財政部七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台財稅第三六八八二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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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距稅率並無不同，故就整體而言，並無規避或減少納

稅義務情事，應不適用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規定。」 

(二)財政部七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台財稅第三八二二五

號函： 

「營利事業與其關係企業間相互融資，不計收付利

息，如彼此因適用之所得稅級距稅率不同，則有規避或

減少納稅義務之可能，受託辦理所得稅查核簽證申報之

會計師，應依營業常規同時作帳外調整，分別列報其利

息收入及利息費用。 」 

(三)財政部八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台財稅第八二一四九

一九九一號函： 

「營利事業銷售商品（含未上市公司股票）予其關

係企業，如經查明售價顯較時價為低，係屬不合營業常

規之安排，應再查明有無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情事，依

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規定辦理，尚無營利事業所得

稅查核準則第二十二條規定之適用。」 

至於關係企業間有否為規避或減少稅負之損益安排，實

務上係以個別課稅年度為時間上觀察基準。例如：甲麵粉公

司與乙賣票公司為關係企業，71 年度甲適用之稅率 25%，乙

虧損四八三,八二五.六一元﹔甲公司融資與乙，稽徵機關以

其間計付之利息有不合營業常規安排以規避納稅義務，應依

所得稅法第43條之一規定，按營業常規(銀行放款利率12.9%)

予以調整增列甲之 71 年度所得額。唯甲公司主張乙公司 71

年度因虧損故可減少納稅，但乙公司 72 年度申報純益為二

一,一二四,四二九.九三元，且係會計師簽證之藍色申報書

案件，依所得稅法 39 條規定，71 年度虧損可自 72 年度之純

益額中扣除，其結果並無規避稅負情事。而原機關以「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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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之課徵，係以獨立個體(企業)每一會計年度為結算申報基

礎」而未採納甲之主張。 

六、因果關係：行為與結果之間須具有因果關係。 

  「不合營業常規交易」與「納稅義務之規避或減少」須

具有因果關係。亦即經由不合營業常規安排，致使其總體稅

賦低於一般營業常規下所應負擔之租稅義務。 

第二項、規範效力： 

  稽徵機關關於調查時發現關係企業間有不合營業常規

安排致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之情形，得調整其所得額。但該

項調整應限於為正確計算該等事業之所得額而循合乎營業

常規安排的方式為之，且調整前應報經財政部核准。惟所應

調整者究係僅調整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一方之所得，或連同

與其交易相對人之所得亦應一併調整?目前實務則多採取一

併調整，例如： 

一、財政部七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台財稅第一九三三一號

函： 

「主旨：××麵粉公司與○○麥片公司『相互間借貸款項

之利息收入與利息支出』，應准適用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

一規定，按營業常規予以調整。說明：××麵粉公司與○○麥

片公司之負責人及股東均屬相同，其於七十一年度以融資資

金轉貸予○○麥片公司，雙方雖收付利息，惟○○麥片公司

該年度經核定虧損，××麵粉公司以低於融資成本之利率計收

利息收入，顯有不合營業常規之安排，藉以減少納稅義務，

應依主旨辦理。」 

二、財政部七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台財稅第三八二二五號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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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與其關係企業間相互融資，不計收付利息，

如彼此因適用之所得稅級距稅率不同，則有規避或減少納稅

義務之可能，受託辦理所得稅查核簽證申報之會計師，應依

營業常規『同時作帳外調整』，分別列報其利息收入及利息

費用。 」 

 

第三節、我國現行證券交易法之規定：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有左列情事之一

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 、 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

項或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之規定者。二 、 已依本法

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以直

接或間接方式，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

致公司遭受損害者。」，其立法目的為，已發行有價證券公

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受雇人等相關人員，使公司為

不合營業常規或不利益交易行為，嚴重影響公司及投資人權

益，有詐欺及背信之嫌，同時因受害對象尚包括廣大之社會

投資大眾，犯罪惡性重大，實有必要嚴以懲處，以收嚇阻之

效果，爰增列處罰之規定83。 

  因近年來我國甚多關係企業，利用各種不合營業常規交

易逐行其不法目的，例如：規避國家稅捐之繳納、公司利益

不正當之移轉、公司間不正當之競爭等，使得原本應歸屬於

參與經濟活動之投資大眾共同分享利潤，集中在少數特定人

手上，造成社會正義與經濟秩序受到嚴重之戕害，因此，八

十九年證券交易法修正時對不合營業常規交易增列處罰規

                                                 
83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之修正說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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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俾維持社會正義與正當經濟秩序，其構成要件及法律效

果解析如下： 

第一項、規範要件： 

一、行為主體：公開發行有價証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

理人或受雇人 

  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已

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

人，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

業常規，致公司遭受損害者。」，故行為主體限於已依本法

發行有價證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雇人。 

(一)「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或受雇人： 

所謂「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其包括已上市、

已上櫃但未上市、未上櫃但已公開發行之股份有限公

司，其適用範圍較內線交易、短線交易或操縱行為適用

之範圍為廣。 

(二)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

理人或受雇人」： 

1、董事、監察人： 

公司董事、監察人實際參與公司之經營管理，

較之一般股東有更多機會接觸公司內部決策，此項

優勢可直接或間接影響公司內部人使公司為不利益

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造成公司損害。故屬本

條規範的行為主體之一，然何時取得董事監察人身

分，始得符合本條董事、監察人之要件，證券交易

法未見明文，為防杜發行公司董、監事援引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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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七條在任期中轉讓持有公司股份數額超

過二分之一，當然解任，規避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

十一條規定之適用，宜比照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

七條內部人短線交易歸入權適用對象之認定標準，

即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或監察人雖然在任期中轉讓持

股逾選任當時持有股份二分之一而當然解任，惟其

使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交易時，如具有董事或監察

人身分者，應亦有本條之適用，俾發揮打擊公司內

部人利益輸送之功效84。 

若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其依公司法第二十七

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當選董事、監察人者，則所

謂「董事、監察人」應為該被指派之代表人或行使

職務之自然人85。 

 

2、經理人： 

經理人係指公司依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所設

置之經理86，另因公司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增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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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排除民法有關商號經

理人規定適用之意義87。故是否屬行為人是否屬於公
                                                 
84 李開遠，證券管理法規新論，二○○一年十月，第 299 頁。 

85 同前註。 

86 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公司得依章程規定置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

酬，依左列規定定之。但公司章程有較高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無限公司、

兩合公司須有全體無限責任股東過半數同意。 二、有限公司須有全體股東過

半數同意。三、股份有限公司應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

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經理人應在國內有住所或居所。」 

87 林國全，公司經理人之概念，台灣法學雜誌第四十八期，民國九十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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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之經理人應採取實質認定而非單以職稱為形式之

認定88。至於經理人於何時取得經理人身分，始有本

條之適用，應與上述董事、監察人身份之認定時點

相同。 

3、受雇人： 

受雇人之意義有多種解釋，因民法第一百八十

八條應負賠償責任雇用人，係以選任或監督受雇人

有過失為原因，則解釋受雇人之意義，並非僅限於

僱傭契約所稱之受雇人，應以雇用人對其選任或監

督有無責任為決定標準。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

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應認為受雇人89。即使構

成從事勞務基礎之法律行為無效，對於第一百八十

八條之適用亦屬無礙，至於報酬之有無、勞務之種

類，期間之長短，均非所問。所謂監督係指對勞務

之實施方式、時間及地點加以指示或安排之一般的

監督而言90。 

而本條之立法目的主要係在防止有能力影響公

司決策之人，不當使用其影響力，侵害公司及股東

權益其受僱人之意義應否與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為

相同之解釋，則不無疑義。另本條之規範對象除上

列各項，並未包括持股百分之十以上之大股東及利

用他人名義持股者，與短線交易、內線交易相較，

範圍較小。然事實上公司利益輸送案件中，可發現

                                                                                                                                            
第 131 至 135 頁。 

 
88 同前註。 

89 五十七年台上字第一六六二號判決。 

90 八十一年台上字第二六八六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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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操控非常規交易者，往往並非公司董、監事、

經理人，多半係利用他人名義持股之真正大股東，

因之在偵辦公司不合營業常規交易案件時，應將幕

後利用他人名義持股操控者以共犯論告，始可將公

司利益輸送情形減至最低 。本法亦應將適用對象擴

及幕後操控者，以資周延91。 

二、行為對象：行為人所屬之公開發行公司。 

行為對象為該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雇人所屬之公

司，且該公司如上所述，須以「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証券之公

司」為限。 

三、行為：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 

本條規範之行為係「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

業常規」。何謂「不利益交易」或「不合營業常規」?八十九

年立法時立法說明並未對此加以說明或列舉定義。就立法沿

革而言「不合營業常規」係仿自一九七一年修正之所得稅法

第四十三條之一：「營利事業與國內外其他營利事業具有從

屬關係，或直接間接為另一事業所有或控制，其互相間有關

收益、成本、費用與損益之攤計，如有以不合營業常規之安

排，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稽徵機關為正確計算該事業隻

所得額，得報經財政部核准按營業常規予以調整」而來92。 而

公司法於一九九七年六月修正時，亦增訂第三六九條之四，

其第一項規定：「控制公司直接或間接使從屬公司為不合營

業常規或其他不利益之經營，而未於營業年度終了時為適當

補償，致從屬公司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惟對於「不

合營業常規交易」均無具體認定標準，為避免執行時引發起

                                                 
91 李開遠，前揭書，第 300 頁。 

92 李開遠，前揭書，第 3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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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主管機關宜針對實際交易情形，制定具體之認定標

準，俾利各企業遵守。 

至於所謂「不利益交易」，本法未見定義及說明，參酌

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四規定，若控制公司

直接或間接使從屬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或「其他不利益經

營」，而未於營業年度終了時為適當補償，致從屬公司受有

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若控制公司負責人使從屬公司為不

合營業常規或「其他不利益經營」者，應與控制公司應負連

帶償責任。惟專章中對「不利益經營」並未加以說明或列舉

定義，故對「不利益交易」要件之解釋仍有待主管機關進一

步釐清，俾司法單位偵辦時有所依據。 

四、結果：須行為對象發生損害。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雇人之行為應使該公司發生

損害之結果。若無損害結果發生，即不影響公司及其投資人

之權益，與該法條之立法目的無違，故不屬規範範圍。 

五、因果關係：行為與結果須具有因果關係。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雇人之行為與公司所受之損

害結果應具有因果關係，亦即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

雇人無此行為時，公司必不生此種損害，惟當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或受雇人有此行為時，則公司通常均生此種損害，則

具有因果關係。 

第二項、規範效果： 

一、刑事責任： 

公司內部人從事利益輸送行為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

十一條規定處七年以下有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三百萬元以下

罰金，此處罰為證券交易法中最嚴厲之處罰，因為公司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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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關人員，使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或不利益交易行為，嚴

重影響公司及投資人權益，同時因受害對象尚包括廣大之社

會投資大眾，犯罪惡性重大，故嚴以懲處，以收嚇阻之效果。 

二、民事責任：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有關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

規定並未如同本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操縱行為，第一百五十七

條短線交易，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內線交易訂有損害賠償義

務之規定，證券投資人(公司股東)是否可依公司法第二十三

條規定「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至

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與公司付連帶賠償之責」，或依民

法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對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行為人請

求損害賠償，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