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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企業透過併購追求外部成長，一直以來是個不可忽視的趨

勢。其中私募股權基金積極尋求併購之可能，同時亦活絡了

資本市場。惟併購必然會觸及資金需求的議題，併購者或可

透過財務工程以融資併購的方式取得資金，尤其在經濟活

絡、低利貸款資金的挹注下，更促成私募股權基金與融資併

購的蓬勃發展。但在歷經 2008年的金融危機後，私募股權基

金與融資併購所引發的風險受到重視，包括資訊不透明、資

本弱化、市場力量的濫用與利益衝突的問題。   

  本研究計畫在我國與對岸經貿交流日漸密切的背景下，針

對私募股權基金與融資併購之法制進行檢討與研究，尤其國

內的遨睿收購國巨案、環球視景收購億豐案、凱雷投資集團

收購日月光案、橡樹資本管理基金收購復盛案凸顯了小股東

權益保護議題，香港有科亞洲拓展收購電訊盈科案引發私有

化下市的爭議，大陸則有凱雷併購徐工案所面臨行政審批制

度與立法不完善的問題，皆有加以探討之必要。 

  本文先簡介私募股權基金來台投資的相關規範，並以實務

上近期發生的私募基金併購案，就我國所發生的併購案來探

討實務運作與法制層面的議題，之後分別以香港以及大陸的

案例作為兩岸法制的對照呼應，期待能為我國法制指引方

向。總結來講，對照大陸與香港個案，我國私有化併購就行

政管制的有效度遜於大陸，而少數股東之保障設計遜於香

港，管理階層營運彈性勝過香港。較特殊的是我國對大陸投

資上限等規範引發了不少以規避法令為目的之私有化併購。

本計劃建議降低行政事前管制，或至少減少多重政策目標，

以提升個案可預期性，強化對投資人的吸引力；但同時要加

強併購程序中少數股東的發言權，以及事後司法審查，落實

對少數股東的保障。 

 

中文關鍵詞： 企業併購、私募股權基金、融資併購、下市交易、股東權益

保護、資訊揭露 

英 文 摘 要 ：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it is the trend that 

enterprise pursues external growth through merger and 

acquisition. Private equity fund seeking the 

possibility to practic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has 

become an ambitious bidder and has meanwhile 

activated the capital market. Undoubtedly, the need 

of capital concerns bidder in merger and acquisition. 

However, bidders can acquire the capital through 

financing engineering, especially with the help of 

boosting economy and low-interest loan. This directly 



caused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merger and 

acquisition practiced by private equity fund. 

Nevertheless, after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the 

society also noticed the risk of private equity funds 

and leveraged buyout, including 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in capitalization, market abuse and 

conflict of interest.  

This project aims at private equity funds and the 

legal system. The cases like Core acquired State, 

Global visual acquired Yifeng , Carlyle Group 

acquired ASE , Oaktree Capital management fund 

acquired Fusheng highlight the interests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protection issues. Moreover, PCRD 

acquired PCCW case leads to the controversial issue 

of privatization. China has a case of Carlyle 

acquired XCMG which expose the problem of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inadequate 

legislation. The issues above are needed to be 

explored.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regulation and recent 

cases related to private equity fund in Taiwan. By 

compared the case occurred in Taiwan and China, this 

article will provide suggestion to current 

regulation.  

 

英文關鍵詞： merger and acquisition； private equity fund； 

leveraged buyout； tender offer； management buyout； 

going p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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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研究計畫中文摘要   

  企業透過併購追求外部成長，一直以來是個不可忽視的趨勢。其中私募

股權基金積極尋求併購之可能，同時亦活絡了資本市場。惟併購必然會觸

及資金需求的議題，併購者或可透過財務工程以融資併購的方式取得資金，

尤其在經濟活絡、低利貸款資金的挹注下，更促成私募股權基金與融資併

購的蓬勃發展。但在歷經 2008 年的金融危機後，私募股權基金與融資併購

所引發的風險受到重視，包括資訊不透明、資本弱化、市場力量的濫用與

利益衝突的問題。    

  本研究計畫在我國與對岸經貿交流日漸密切的背景下，針對私募股權基

金與融資併購之法制進行檢討與研究，尤其國內的遨睿收購國巨案、環球視景

收購億豐案、凱雷投資集團收購日月光案、橡樹資本管理基金收購復盛案凸顯了小股

東權益保護議題，香港有科亞洲拓展收購電訊盈科案引發私有化下市的爭議，大

陸則有凱雷併購徐工案所面臨行政審批制度與立法不完善的問題，皆有加

以探討之必要。  

  本文先簡介私募股權基金來台投資的相關規範，並以實務上近期發生的

私募基金併購案，就我國所發生的併購案來探討實務運作與法制層面的議題，之後

分別以香港以及大陸的案例作為兩岸法制的對照呼應，期待能為我國法制指引方向。

總結來講，對照大陸與香港個案，我國私有化併購就行政管制的有效度遜於大陸，而

少數股東之保障設計遜於香港，管理階層營運彈性勝過香港。較特殊的是我國對大陸

投資上限等規範引發了不少以規避法令為目的之私有化併購。本計劃建議降低行政事

前管制，或至少減少多重政策目標，以提升個案可預期性，強化對投資人的吸引力；

但同時要加強併購程序中少數股東的發言權，以及事後司法審查，落實對少數股東的

保障。 

 

關鍵字詞: 企業併購、私募股權基金、融資併購、下市交易、股東權益保護、資訊揭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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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研究計畫英文摘要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it is the trend that enterprise pursues external growth through 

merger and acquisition. Private equity fund seeking the possibility to practic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has become an ambitious bidder and has meanwhile activated the capital 

market. Undoubtedly, the need of capital concerns bidder in merger and acquisition. 

However, bidders can acquire the capital through financing engineering, especially with the 

help of boosting economy and low-interest loan. This directly caused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merger and acquisition practiced by private equity fund. Nevertheless, after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the society also noticed the risk of private equity funds and 

leveraged buyout, including 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in capitalization, market abuse and 

conflict of interest.  

This project aims at private equity funds and the legal system. The cases like Core acquired 

State, Global visual acquired Yifeng , Carlyle Group acquired ASE , Oaktree Capital 

management fund acquired Fusheng highlight the interests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protection issues. Moreover, PCRD acquired PCCW case leads to the controversial issue of 

privatization. China has a case of Carlyle acquired XCMG which expose the problem of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inadequate legislation. The issues above are needed 

to be explored.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regulation and recent cases related to private equity fund in 

Taiwan. By compared the case occurred in Taiwan and China, this article will provide 

suggestion to current regulation.  

 

Key word: merger and acquisit ion; private equity fund; leveraged buyout; 

tender offer; management buyout; going p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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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研究計畫內容  

壹、 前言 

  企業利用併購擴張其事業版圖為不可忽視的趨勢之一，其中利用私募股權基金

與融資併購的方式達成其目的更屢見不顯。所謂私募股權基金係以私募方式向特

定人士募集資金，依標的公司的特性設計不同的控股架構，有一定之投資期限，

通常為 5至 7年，並以大量借款之財務操作，取得標的公司之經營控制權，於經

營績效提昇後或投資期限到期時，再轉手出售以取得利潤。融資併購者，係利用

被併購公司的資產與經營所得及資金來支付併購的對價，亦即併購者本身並不需

要擁有巨額資金。此係以目標公司的資產及營運所得作為融資擔保與還款來源所

貸得之金額，即可進行併購目標公司，而私募股權基金併購即為典型的融資併購

之一。 

  企業併購為一連串複雜之決策所形成，從確立公司本身經營方向，擬定併購策

略，根據產業結構與投資環境選擇適當之市場，並找尋適當之購併標的進行評估，

衡量公司財務狀況與經營策略，決定併購型態與併購價格，最後，基於前階段審

慎之評估與篩選後，才進入併購計畫之法律層面設計與執行。法律規範的妥適性

是資本市場有效率運作，以及企業能否利用組織調整藉以提昇競爭力之重要關鍵，

進行兩岸併購法制之研究，促使兩岸間之併購活動法制能更加完善並富有彈性，

均能在良善的投資環境與完備的法制規範下進行，進而為我國企業國際化與兩岸

交流上有所貢獻。 

  本文採比較研究法，以先進國家之立法例作為研究對象，並結合該國學說及實

務見解，綜合比較其異同，並探究該等制度之背景，與兩岸之民情作一比較，以

供兩岸法制於解釋適用時之參考，進而做為未來兩岸法律強化之基礎。以及實務

分析法，理論之探討仍應回歸於實際案例之分析始有意義，涉及併購個案於兩岸

實務運行所生之相關問題，是以除觀察私募股權基金與融資併購之現行法規範外，

並將兩岸實務發生之個案分析，輔以學理及比較法參考，以提出立法建議。例如

遨睿收購國巨案、環球視景收購億豐案、凱雷投資集團收購日月光案、橡樹資本

管理基金收購復盛案凸顯了小股東權益保護議題，香港有科亞洲拓展收購電

訊盈科案引發私有化下市的爭議，大陸則有凱雷併購徐工案所面臨行政審

批制度與立法不完善的問題。除個案分析外更聚焦在法制分析比較以

及議題探討，聚焦在何種設計最能保障少數股東權益，同時也兼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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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產業政策與資本弱化帶來的債權人保障問題。  

貳、 兩岸私募股權基金與融資併購之規範 

（一） 台灣 

1. 私募基金在我國之發展 

境外私募基金來台投資，受我國「外國人投資條例」與「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

券管理辦法」規範。若其欲以公開收購方式取得公司經營權，需向經濟部之投資審

議委員會申請核准。而經濟部在核准前，通常會徵詢證券主管機關即金管會之意見。

又如果投資標的受特別法管制者，尚須獲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如 NCC等。 

從過往案例觀之，主管機關對於國外私募基金之併購似乎偏向保守立場，一來

也許是擔心 LTCM(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L.P)垮台案1 在我國重演，故

對其交易限制頗多。二來亦帶有政治、經濟等層面的考量，如博智併南山案即為適

例。 

此外，我國境內之私募基金發展似乎並不順遂2。究其原因，可能在於我國對其

並未提供妥適而完整的法制規範。蓋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 55條第 1項

規定可知，私募基金準用大部分共同基金之規定，造成其經營彈性不大，與共同基

金相較之下優勢不明。再者，我國缺乏有限合夥此一國外最常見之私募基金組織型

態，再加上證券投資信託與顧問法之適用結果，使我國境內之私募基金無法獨立於

投信公司之外，導致私募基金參與公司經營之獲利方式與目前投信公司之投資策略

迥異，遂至國內私募基金幾乎沒有發展空間。 

2. 資本弱化與稅盾效果 

國外私募基金從事融資併購時，通常會先於國內設立子公司，並用該子公司名

義以舉債方式募集併購所需資金，而將來目標公司與該子公司合併時將繼受此一債

務。由於私募基金本身的出資比例很低，致使舉債金額龐大，造成目標公司負債比

率大幅提升，即為所謂資本弱化。而隨之產生的利息費用因為可以自所得中扣除，

故能產生稅盾效果。 

我國近年對於國外私募基金向國內金融機構借貸的限制逐漸放寬3，使得其投資

國內有價證券得向國內金融機構辦理新臺幣借款，不受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

                                                           
1
 易秋明，私募基金管理初探--從美國法觀察台灣制度之發展。收於東吳法律學報第二十卷第一期，頁

252~256 
2
 參閱易明秋，私募基金管理初探--從美國法觀察台灣制度之發展。收於東吳法律學報第二十卷第一期，

頁 270~271 
3
 參閱金管會 95.11.05 金管證八字第 0950150335 號及金管會 96.01.12 金管證八字第 0950159353 號函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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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三款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之限制。然而面對目標公司可能過高

之財務槓桿負擔，究竟是否應該管制，及管制程度如何拿捏，仍然有待研究。我國

金管會亦曾研擬私募基金的融資上限4。 

另外關於稅盾的問題，為避免國家稅基遭到侵蝕，所得稅法於 2011年修正時

新增第 43-2條5規定，正式引進反資本弱化條款。然而其具體適用辦法仍待財政部

制定。而其實際施行後將對私募基金從事融資併購產生何等影響，亦有待觀察。 

3. 強制公開收購與下市規範 

證券交易法第 43-1條第 3項規定之強制公開收購，其本意雖在保護小股東，

惟會否提高私募基金的收購成本，阻礙私募基金的股權投資運作，恐非無疑。如我

國喧騰一時的凱雷併購日月光案，最後即因公開收購價格過高而作罷6。因此，公開

收購機制有無再探討空間，誠值研究。 

又近來私募基金的融資併購，常伴隨併購後將公司下市進行體質改造的措施。

然我國對於公司下市並無特別規定，導致小股東權益受損之爭議不斷。從早前凱雷

併購東森媒體案到最近 KKR與陳泰銘收購國巨下市案可見一斑。此部分如何作因應

實已迫在眉睫。 

4. 私募基金之管理與資訊揭露 

私募基金因其投資計畫之擬定完備，又無須背負長遠的財務規劃負擔，故其資

金運用較有效率。而私募基金的一大優勢就在於其非公開之特性，因此免除了資訊

揭露成本，並能保有營運上的彈性。惟有鑑於私募基金零售化現象產生，及私募基

金的規模和影響力與日俱增，在 LTCM案後，國際間開始重視私募基金的監督與資

訊揭露。而我國因為證券投資信託與顧問法僅規範證券投資信託公司所發行之基金，

對於國外常見合夥制私募基金則鞭長莫及，可以說就此部分付之闕如。是否有必要

為保護我國投資人進行修正，及如何同時兼顧私募基金經營彈性、出資者隱密性等，

須仔細斟酌。 

5. 私募基金與公司治理 

私募基金從事融資併購除可活絡控制權市場，間接監督公司經營階層外，亦具

                                                           
4
 王文宇，日無私照--論私募股權基金的蛻變，台灣法學雜誌，第 128 期，2009 年 5 月 15 日，頁 30 

5
 所得稅法第 43-2 條：「自一百年度起，營利事業對關係人之負債占業主權益超過一定比率者，超過部

分之利息支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前項營利事業辦理結算申報時，應將對關係人之負債占業主權益比

率及相關資訊，於結算申報書揭露。第一項所定關係人、負債、業主權益之範圍、負債占業主權益一定

比率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銀行、信用合作社、金融控股公司、票券金融公司、保

險公司及證券商，不適用前三項規定。」 
6
 參閱自由電子報「價格談不攏 凱雷收購日月光破局」網址：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apr/18/today-e7.htm（最後瀏覽日期:2011/5/8）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apr/18/today-e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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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改善企業經營體質之功能。然近來論者開始注意到由美國 Mylan藥廠案7所引發，

私募基金投資避險策略可能與其他股東權益產生衝突，造成「空洞投票」影響公司

治理之問題。我國未來如何因應類似議題，值得思考。 

（二） 大陸 

1. 大陸私募基金的發展 

私募基金做為一種投資工具儘管在外國已有很長的發展歷史，然在大陸受到關

注是近十幾年的事。大陸投資基金業是為適應當時的投資體制改革，為一些地方投

資專案籌集資金並從事部分證券投資，故從 20世紀 90年代初產生開始，最初基金

的出現都是公募的或者說是公開發行的， 監管機關也未對基金的投資對象做嚴格

限制。即使 1997年中國國務院證券管理委員會發佈「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

以至以後據此設立的證券投資基金也都是公募基金。8 

相對於公開募集的基金，私募投資基金是只通過「非公開」的方式向少數特定

對像募集資金而形成以投資為目的的集合型投資理財。9隨著民間財富增加、投資擴

張，私募基金即需法律於以承認，然新增訂之「證券投資基金法」並無關於私募基

金的內容，使得目前在市場上被稱為「私募基金」的投資工具，並沒有明確法律界

定和法律地位。 

2. 私募股權基金法律規範 

對於私募股權基金中國目前還沒有制定專門的法律進行規範，相關規範散於各

財經法。中國大陸目前形成了公司制、信託制和有限合夥制私募股權基金的基本法

律框架：公司制私募股權基金是以「公司法」、「外商投資創業投資企業管理規定」、

「創業投資企業管理暫行辦法」、「證券法」為主要的法律規範；信託制私募股權基

金是以「信託法」、「信託公司管理辦法」、「信託公司集合資金信託計劃管理辦法」、

「信託公司私人股權投資信託業務操作指引」、「信託投資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暫行辦

法」為主要的法律規範；合夥制私募股權基金是以｢合夥企業法」、「創業投資企業

管理暫行辦法」、「外商投資創業投資企業管理規定」為主要規範依據。10 

3. 監管法律依據不足 

雖然私募股權基金因其設立的形式仍有法律規範，然主要以相關部門針對其監

                                                           
7
 關於 Mylan 案始末，參閱易明秋，私募基金管理初探-從美國法觀察台灣制度之發展。收於東吳法律學

報第二十卷第一期，頁 256~259 
8
 金明、馬運寧，我國私募基金合法化之路，稅務與經濟，總第173期，2010年11月，頁21 

9
 宋征，關於私募投資基金監管體制的思考，證券市場導報，2010 年 11 月號，頁 30 

10
 范登虎，論我國私募股權基金的准入監管，暨南大學經濟法碩士學位論文，2010 年，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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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機構所管理的私募基金制定監管規則，這些監管規則的法律效力層級較低，無

法對私募投資基金的法律性質、監管體制等重大基本法律問題做出規定，而不利於

打擊非法私募基金、保護投資者利益。因此，建立清晰的法律監管體系，對依法監

管有基礎性和綱領性的建構意義。11 

4. 對外資私募股權基金的監管趨嚴 

出於對產業安全的考慮，2006年 9月，六部委聯合簽發「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

境內企業的規定」，對外資併購進行了限制。12大陸目前對外資投資活動進行的限制，

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1)外資私募股權基金的法律地位，目前外資只能和大陸本

土企業合資設立私募股權基金管理企業，而且組織形式只能是非法人制和公司制；

(2)投資行業的限制，2007年修訂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對外商投資行業

進行了相對性和絕對性的限制。13此對於私募股權基金投資中國市場，豎立一個障

礙，成為投資時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5. 區域政策差異較大。 

大陸各省間為吸引私募股權基金落戶投資，不少地方政府推出了減免企業和

個人所得稅的優惠政策。其中，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方政府之間的優惠競爭更

是達到了白熱化程度，
14
這些地方性法規和政策推動了當地私募股權基金及金融創

新與當地產業發展的更多結合。其他地區由於政策方面的滯後，私募股權基金的

發展相對緩慢，如果有優質項目的配合，該地區如虎添翼，則對私募股權投資者

更有吸引力。整體看，東部地區及開放城市股權基金優惠政策多，專案多，對私

募基金具有更好地法律人文環境；西部地區及內陸省份鼓勵政策推出晚，優質專

案少，私募基金則註冊少。15因區域間優惠差異大，造成區域相互競爭，對於私募

股權基金投資發展是否會造成不利影響，不得不加以探討。 

6. 資金來源有限，資本結構單一 

大陸私募股權基金的資金來源結構存在不合理、不穩定的現象。按照大陸現行

                                                           
11

 宋征，關於私募投資基金監管體制的思考，證券市場導報，2010 年 11 月號，頁 32、33 
12

 關於外國投資者並購境內企業的規定第 4 條第 2 款規定:「依照《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不允許外

國投資者獨資經營的產業，併購不得導致外國投資者持有企業的全部股權；需由中方控股或相對控股的

產業，該產業的企業被併購後，仍應由中方在企業中占控股或相對控股地位；禁止外國投資者經營的產

業，外國投資者不得併購從事該產業的企業。」 
13

 黃亞玲、賴建平、趙忠義，我國私募股權基金監管芻議，證券市場導報，2010 年 4 月，頁 68 
14

 如 2009 年以來，上海浦東新區發佈了《上海市浦東新區設立外商投資股權投資管理企業試行辦法》，

天津市發佈了《天津市促進股權投資基金業發展辦法》，北京市發佈了《在京設立外商投資股權投資基

金管理企業暫行辦法》，均鼓勵外國投資者在當地設立外商投資股權投資管理企業。 
15

 黃亞玲、賴建平、趙忠義，我國私募股權基金監管芻議，證券市場導報，2010 年 4 月，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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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領域法律和政策，除了國家特批外，金融機構不得混業經營。國家除了對社保

基金作出可以少量投資人民幣私募股權基金的明確規定外，尚未對銀行、保險公司

和國有企業涉足私募股權基金行業作出明確規定。只有極少數金融機構獲准參與投

資私募股權基金。在私人資本來源方面，大量資金不具備長期性，不少基金投資人

是在私募股權基金的財富神話吸引下才慷慨解囊的。一旦形式反轉，私募股權基金

的資金命脈將收到嚴重威脅。16資金來源不穩定，可能影響私募基金投資標的選擇，

對收益亦造成不當影響。在此應從開放金融機構投資著手，並且完善的多層次資本

市場體系是穩定私募股權基金資金來源之管道。 

參、 遨睿收購國巨案 

一、摘要 

 2011年，人稱併購天王之陳泰銘又宣布一樁併購案，但令外界驚訝的是併購的標

的公司是自己擔任董事長的國巨。上市公司管理階層和國外私募股權基金共同收

購並將公司下市在台灣已非首例，但本案卻遭到外界大力抨擊，甚至最終主管機

關以駁回外資投資申請為收購案劃下失敗之句點。收購方跳腳認為收購價格已是

標的公司七年來股價高點加上溢價之合理價格，小股東則義憤填膺認為管理階層

透過收購下市逐出小股東而欲獨享公司利益。究竟在本案之利益拔河中，身兼管

理階層之收購方是否單純於目標公司董事會決議時迴避即確保公平性？合理價格

決定標準僅依股價是否真的合理？除了主管機乖之外，是否有公正第三人可為目

標公司公平價值與併購交易整體公平性，為小股東之權益把關？本案以下將一一

探討。 

  二、案件事實 

(一) 當事人 

1.國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巨）與陳泰銘 

國巨（上市代號 2327）由陳木元(陳泰銘兄長)於 1977年成立，1983年上市。

為被動元件製造及服務的領先公司，提供一般規格及客制化的電阻、陶瓷電

容、磁性材料、天線、鋁質電容、電感等產品及各項產品設計和運籌相關之

各項服務。與陳泰銘創立之台灣阻抗公司合併後，陳泰銘屢次透過併購積極

擴張事業版圖。本案發生時國巨股本為 290億元，陳泰銘時任國巨董事長。 

2.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 L.P. (以下簡稱 KKR) 

                                                           
16

 薛潔，我國私募股權基金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特區經濟，2011年1月，頁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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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R於 1976年由 Henry Kravis 及 George Roberts 成立，為全球頂尖的私募

基金投資公司。截至 2010年 12月 31日 KKR 總管理資產達 610億美元，透過

全球 14 個辦公室管理其旗下多個投資基金及多樣資產。其最著名之惡意槓桿

收購菸草商 RJR Nabisco案，收購資金的規模雖然超過 250億美元，KKR使用

的現金卻不到 20億美元。 

2007年 6月，KKR(透過 CIHL)投資國巨發行的海外可轉換公司債約 2.3億美

元，當時設定投資年限為七年，並以台幣兌美元匯率 33.01、每股 16.15元為

轉換價，國巨配股、增資或股價表現較差時，皆可據以調整轉換價格，截至

2011年 4月 6日(公開收購前)，KKR的轉換價格已經調低到 10.955元，如全

部行使轉換權，將占稀釋後股權之 23.76%17，即一經行使可直接躋身國巨最大

股東。 

3.遨睿投資股份有限公司(Orion Investment Co., Ltd.，以下簡稱遨睿） 

2010年 12月成立，由陳泰銘及其關係人透過 TMPC Holdings Limited，與

KKR透過英屬開曼群島商 CIHL Parent及其 100%持有之 CIHL，雙方共同投

資英屬開曼群島商 AIHL，再由 AIHL投資設立荷蘭商 AINC，並由 AINC為唯

一股東所投資設立，資本額 50萬元
18
。陳泰銘間接持有遨睿約 55％股權，

KKR則為 45%。 

(二) 重要事實 

1.管理階層公開收購 

遨睿宣布以每股 16.1元現金公開收購國巨在外流通全部普通股。其唯一股

東荷蘭商 AINC亦向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申請申請增加投資及貸款投資遨

睿以支應收購對價。遨睿收購前陳泰銘家族與 KKR 所持有之國巨普通股及可

轉換公司債等證券，共佔國巨完全稀釋股權（目前在外流通股份加計可轉換

公司債及可行使員工認股權）之 34.3%；完成公開收購後，預計遨睿將可持

有國巨完全稀釋股權之 50%以上19。 

收購案雖形式上收購人為遨睿，但遨睿之股東荷蘭商 AINC係國際私募股權

基金 KKR集團及國巨董事長陳泰銘先生透過多層次投資架構以 45.64％：

                                                           
17
 公開收購說明書 

18
 公開收購說明書 

19
 遨睿投資公開收購國巨新聞稿 

http://www.yuanta.com.tw/files/20110406/images/0406_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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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6％所投資設立之控股公司。因此實質上遨睿為國巨董事長陳泰銘與美

國私募基金 KKR共同成立之公司，且由於陳泰銘為國巨之管理階層並合意收

購後將繼續經營存續公司，故本案屬於管理階層收購。陳泰銘並對外聲明將

國巨收購下市之動機係為解決股本膨脹之問題，將公司經營聚焦於長期策略，

並使員工分紅制度更有彈性20。 

2.槓桿融資收購 

又本案亦為槓桿融資收購，因遨睿公開收購的資金來源，主要為股東借款與

金融機構貸款。整理如下21： 

(1)遨睿增資 156億元新台幣，由唯一股東荷蘭商 AINC認購。 

(2)荷蘭商 AINC借款約 46億元新台幣。 

(3)遨睿向國內金融機構借款約 270億新台幣。 

(4)荷蘭商 AINC向國外金融機構借款約 270億新台幣，視遨睿向國內金融機

構融資情況與需要，以股東借款方式融資給遨睿。 

(三) 併購程序 

1. 遨睿公開收購 

2011年 4月 6日，遨睿宣布以每股 16.1元現金公開收購國巨在外流通全

部普通股，共計 2,905,822,211股，總金額達新台幣 467.8億元。應賣之

數量未達預定收購數量，但已達 776,897,934(約占 27%)股本公司普通股

時，則公開收購之條件即告成就。 

遨睿所提出的收購價 16.1元，相較於前一營業日國巨普通股在台灣證券

交易所收盤價（每股新台幣 14.1元）溢價約 14.2%，高於國巨近 7年來最

高收盤價。公開收購之消息發布後，國巨股價在當日開盤即漲停。 

而遨睿預計於公開收購完成後，將與被收購公司國巨進行現金合併，以遨

睿為存續公司，國巨為消滅公司。未來國巨全部已發行股份亦將於合併基

準日銷除，國巨之股票將無從在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繼續掛牌交

易22。國巨下市後並將進行減資，未來 2~3年後再於適當時間重提上市。 

2. 國巨董事會回應 

                                                           
20
證交所重大訊息公告 (2327)國巨-陳泰銘先生說明 

21
 公開收購說明書 

22
遨睿投資公開收購國巨 Q&A 

http://www.yuanta.com.tw/files/20110406/images/pj_q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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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巨召開董事會討論相關事項時，利害相關之董事為遵守利益迴避之原則，

依公司法第 206條準用同法第 178條規定迴避而不參與任何決議。故授權

由無利害關係之個人董事林來福委任外部專家如財務顧問及法律顧問等，

評估收購價格的合理性。外部專家之評估意見如下：(1)安侯國際財務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依可比較公司法及市價法計算每股之權益價值區間為新

台幣 15.21元至新台幣 20.26元。(2)中華無形資產鑑價股份有限公司依

市價對淨值比法、現金流量資本化法及市價法計算國巨於 2011年 4月 8

日，在企業繼續經營假設的基礎之下，並考量控制權溢價之每股股權公平

價值應介於新台幣 14.77元至 17.48元。因此董事會(董事林來福一人)作

成決議，認定有關公開收購價格尚無偏離合理範圍，建議股東自行決定是

否參與應賣23。 

3. 遨睿延長公開收購期間 

遨睿於 2011年 4月 23日宣布，公開收購國巨股權案截至 23日累計收購

股數已達 10億 6141萬 2539股，超過預定公開收購之最低數量收購門檻 7

億 7689萬 7934股24。即累計收購股數已超過最低門檻，且已取得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許可，但由於依外國人投資條例申請之主管機關經濟部投

資審議會仍在審理本案，遨睿將延長公開收購期間至2011年6月24日止。  

4.外界之質疑 

(1)收購價格偏低－犧牲小股東，成全大股東25 

依陳泰銘與 KKR的規畫，國巨下市後進行減資然後再重新上市，包括減資

退回的現金、未來兩年國巨營運獲利以及重新上市的釋股利益，其獲利空

間將遠高於小股東的收購價格。且過去七年在全球金融風暴下國巨的經營

狀況不佳，加上平均偏低的配息率，國巨股價表現始終低迷。故若僅以過

去七年的基礎來評判收購價並不公平。而就在遨睿宣布收購的同一時間，

各大投資機構發表對被動元件產業未來前景的預估均一片看好。故此時自

行收購下市，價格應屬偏低。 

(2)下市的必要性與合理性 

                                                           
23
 國巨（2327）重大訊息與公告，公開資訊觀測站。 

24
 2011/05/24 遨睿投資公開收購國巨超過最低收購門檻新聞稿 

http://www.yuanta.com.tw/files/20110406/images/Newspaper_05242011.pdf 
25
 劉俞青、林宏文、賴筱凡，大老闆的野蠻金錢遊戲，今周刊，頁 84-98，第 747期，2011年 4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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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泰銘提出三點下市理由，包括國巨的股本過大、希望聚焦長期策略而非

短期效益，以及下市後員工紅利制度將更有彈性，作為國巨此時「非下市

不可」的理由。但股本過大公司可以透過減資、退還股東現金，以解決股

本過大的問題，並非必須下市。而所有上市公司，都是必須在兼顧短期利

益之餘，同時還需著眼於長期策略。且國巨平均占稅後盈餘 2%的員工分紅

比率，對於競爭力之影響並不大。而在市場前景看好國巨未來發展之情形

下，陳泰銘與 KKR實際擁有公司股權也同時掌握公司經營權，如果對於公

司經營方向認有改變之需求可逕行為之，無須大費周章收購合併下市26。 

外界解讀因 KKR自 2007年投資國巨海外可轉換公司債後，國巨股價始終

偏低，故遨睿收購案係 KKR希望得到投資回報獲利出場；而陳泰銘控制公

司的經營資源，希望維持現有經營權，兩者之間的利益及權力分配的結果

才是下市真正原因27。 

(3)獨立審議委員會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以下簡稱投保中心)公開呼

籲國巨就這次公開收購案應組成客觀獨立審議委員會，來審議收購價格及

收購計畫的合理性，以保障股東權益並避免引發爭議。國巨委任安侯國際

財顧及中華無形資產鑑價公司就公開收購價格進行評估，充其量只是提供

國巨諮詢顧問意見，並不能因此取代審議委員會的功能，因為按審議委員

會成員的功能，除了收購價格外，還包括整個收購計畫合理性的評估，這

部分也未見國巨有相關說明，似乎只由董事林來福一人依據財務顧問及鑑

價公司關於收購價格的諮詢服務意見，就決定整個收購計畫及收購價格合

理與否，並不符合上市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12條關於組成獨立審議委

員會的規範意旨28。 

4. 經濟部投審會未通過荷蘭商 AINC增資借貸案-公開收購破局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投審會)就遨睿併國巨一案函詢金管會，

金管會回函初步認定遨睿公司公開收購國巨及合併，有資本弱化疑慮，同

時，對保障股東權益亦有不足，小股東應有更多選擇性；尤其，資訊透明

                                                           
26
 賴筱凡，駁回私募基金收購國巨台灣資本市場鎖國？證期局長李啟賢：國巨沒有下市的必要，頁 76，

今周刊，第 764期，2011.08.15。 
27
 張珊，讓國巨下市—陳泰銘在打什麼算盤，財訊雙週刊，頁 58-62，第 370期，2011年 4月 14日。 

28
國巨收購案未組審議委員 投保中心不認同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apr/15/today-e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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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疑慮。此次國巨股東會中，投資人保護中心即親赴會場，建議國巨應

讓小股東有保留股份的選擇。當時陳泰銘以緘默期間未正面回應。因此，

金管會認為，國巨並未妥善處理公開收購案，遨睿公開收購國巨股權，大

股東未來重新洗牌，但小股東未能保有股權，並未做好股東權益保障，且

社會觀感不佳。同時，KKR將舉債進行公開收購，金管會認為，在遨睿與

國巨合併後，負債比可能過高，有資本弱化疑慮。而國巨董事會討論公開

收購案時僅一名董事開會和表達同意，在資訊透明度方面也有問題29。 

2011年 6月 22日投審會召開委員會，由 18名委員出席，並全數做成不予

通過決議。決議內容認為荷蘭商AINC申請增加投資及貸款投資遨睿公司，

雖尚符合外國人投資條例第 8條規定，惟國內遨睿將前述資金及國內銀行

借款，以公開收購方式轉投資國巨，對我國資本市場有重大影響，且合併

後之存續公司有資本弱化之情形，此外，本案有關對股東及投資人之保障、

公開收購價格之合理性及資訊揭露透明度等並未釐清說明，爰此，本案相

關主管機關仍有疑慮，經出席委員討論後，未獲得通過30。 

對於駁回決定，投審會執祕范良棟表示：「由於國巨是國內相當重要的被

動元件廠，以去年每股純益 1.89元來看，遨睿的收購價 16.1元明顯偏低；

且若舉債進行現金收購，也將導致新公司負債比超過 2/3，資本將出現弱

化危機。」此外，委員們質疑，遨睿的財務顧問缺乏透明性與獨立性，恐

影響股東權益；再加上購併過程中的獲利、財務狀況，均未明確向主管機

關揭露，恐對國內產業造成重大衝擊，因而予以駁回31。 

對此市場上出現不同聲音，諸如認為國巨案將引發寒蟬效應，讓想來台灣

投資的私募基金望之卻步。或甚至認為在 KKR收購國巨案、凱雷收購日月

光案雙雙失敗後，不利台灣資本市場開放化，可能加深外資對台灣政府箝

制經濟的疑慮。對此，主管機關則表示過去仍有多起主管機關同意之案例，

本案實因國巨本身經營策略並不受小股東影響，而無下市必要，既對小股

                                                           
29
 遨睿公開收購國巨案，金管會首度表示反對 

http://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a30a9856-3ee1-4291-9de8-b4b1ed6b0f55#i

xzz1sezc4r7k  

財經知識庫 
30
2011-06-22國內上市公司國巨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案件新聞稿 

http://www.moeaic.gov.tw/system_external/ctlr?PRO=NewsLoad&id=778 
31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inance/20110623/33478380 

遨睿收購國巨 投審會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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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權益保障有疑慮自應替小股東把關也是職責所在32。 

(四) 後續發展 

 

 

2011年 6月，遨睿收購國巨案因投審會否決其股東荷蘭商 AINC增資及貸款案

而失敗告終。國巨之股價亦由 2011年 5月 31日的 15.65元一路下跌至年底

的 7.84元，此後至 2012年 8月，股價在 7~9元間震盪，始終未再突破 10元。

而國巨之淨利從 2011年第二季至 2012年第一季，均較前一年同期減少至少

約一半左右，似乎未如外界所預期之前景看好。 

(淨利單位:千元) 

  三、本案爭點  

管理階層收購，本質上存在個人利益與公司利益間之利益衝突，此時受任人究竟有

無盡到受任人義務？由於管理階層存在資訊優勢，因此利益迴避及股東權益保障更

有加強之必要。 

(一)利益迴避與單一董事決議之效力 

公開收購過程中，管理階層於目標公司董事會決議時，因利益衝突而應依公司

法第 206條規定迴避。而本案中迴避後國巨僅有董事一人做成決議，依據經濟

部 99年 04月 26日經商字第 09902408450號函：「倘公司有 8位董事，召開董

事會時，8位董事全部出席（符合法定開會門檻），如其中 7席於決議事項有利

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依本部 91年 5月 16日經商字第 09102088350

號函釋，僅餘 1人可就決議事項進行表決，該１人就決議事項如同意者，則以

1 比 0之同意數通過（符合決議門檻）。」認為只要出席數符合開會門檻，縱

                                                           
32
賴筱凡，駁回私募基金收購國巨台灣資本市場鎖國？證期局長李啟賢：國巨沒有下市的必要，頁 76，

今周刊，第 764期，2011.08.15。 

 99二 100二 99三 100三 99四 100四 100一 101一 

淨

利 

2,108,371 1,128,840 3,365,091 1,550,648 4,147,537 1,667,810 644,949 224,448 

EPS 0.96 0.51 1.53 0.70 1.89 0.76 0.29 0.10 

増/

減 

 -46%  -53%  -59%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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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避後僅由一人決議仍符合決議門檻。故本案中國巨董事會針對公開收購案之

決議形式上仍屬合法有效，但實質上其決議是否中立客觀或有代表性，則屬另

一問題33。 

(二)資訊揭露與價格合理性 

公開收購依我國證券交易法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以下

簡稱公開收購辦法)之規範，對於小股東之保障似乎著重於資訊之揭露與交易

條件之公平。就資訊揭露方面，公開收購人依證券交易法第 43條之一與第 43

條之 4及公開收購辦法第 7條與第 9條應公告申報並交付公開收購說明書等文

件與資訊；被收購公司依公開收購辦法第 14條應公告申報對其公司股東之建

議及公司董監事與大股東等相關資訊。就收購價格，依證券交易法第 43條之

二及第 43條之三，除確保交易條件不能為不利益變更外，也明文使控制權溢

價應由全體股東分享，應賣股東間之價格不得有不公平之情事。 

惟公開收購價格本身之合理性？依我國法似乎是由股東自行依公開收購人及

被收購公司所公開之資訊自行判斷。但現行法下公開之資訊是否足夠股東判斷

價格合理性？或實質上是否享有判斷而選擇是否應賣之權利？ 

過去美國法院曾一度僅以 Delaware block method作為公平價格之判斷基準。

Delaware block method係以被收購公司市價、盈餘及資產價值之加權來計算

收購公平價格之方法。但此一標準因未考量被收購公司之未來價值，因而自

Weinberger v. UOP案開始，法院即揚棄僅以 Delaware block method判斷公

平價格之方式34。因此本案如僅以股價計算溢價 14.2%似尚不足以認該價格之高

低獲合理性。本案選擇的時點，依當時各大投資機構研究顯示，可謂是被動元

件產業長期低迷觸底即將大幅反彈時刻，而各專家意見恰恰未充分考量國巨之

「未來價值」。 

因而就本案之收購價格，學者認為僅憑過去某段時間之股價來決定收購價格，

合理性稍嫌不足，由於台灣股每日市漲跌幅限制與波動幅度較大之市場特性，

光憑一段時間之股價難以評斷股份之真實價值。因此合理價格應以市場狀況、

被收購公司前景預測、產業景氣…等相關因素綜合考量。學者並建議法規應明

                                                           
33
 王文宇，從國巨案談管理階層收購的爭議，會計研究月刊，頁 84，第 308期，2011年 7月。 

34
 盧曉彥，美國母子公司合併子公司少數股東保護之研究—兼評台灣實務案例與相關規範設計之缺憾，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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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公平價值之認定原則，以便於實質有效掌控收購價格之合理性35。 

按依我國企業併購法第 6條雖明文：「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於召開董事會決議併

購事項前，應委請獨立專家就換股比例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

表示意見…」而本案中董事會也請專家評估收購國巨股份合理價格之區間。然

評估價格之過程，其評估之標準是否妥適？或是否公正？都有待釐清。因此我

國除評價機制有待成熟外，評價原則亦應明確規範，評價報告應公開揭露，使

主管機關及投資大眾得以解讀或審視。 

又股東如認定收購價格不合理，雖形式上有權不應賣。但實質上考量未來無力

阻止依大股東合併計畫仍然會被現金逐出，此時依稅法規定可能會被認定有股

利所得而須課所得稅；如行使異議股東收買請求權，實務上對於公平價格之認

定又傾向公開收購之價格。則一般股東形同被迫於公開收購時應賣以確保自身

利益。因此就企業併購法第十二條之「公平價格」其定義及評估方式仍應明確

訂定，以確保小股東權益 。 

(三)審議委員會 

本案收購過程中，投保中心一直呼籲國巨成立審議委員會。按依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第 12條第二項：「上市上櫃公司發生管理階層收購（Management 

Buyout，MBO）時，除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外，宜組成客觀獨立審議委員會

審議收購價格及收購計畫之合理性等，並注意資訊公開規定。」但本條規定並

非強制規定。如成立客觀獨立之審議委員會，可對收購價格及計畫合理性進行

評估，亦避免董事會因利益迴避導致少數人做成決議，遭受違反忠實義務之質

疑。因此，學者建議有必要強制設置獨立審議委員會36。金管會於 2012年 7月

修正「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新增第 14條之一：「被收

購有價證券之公開發行公司…應即設置審議委員會，並於七日內公告審議結

果…」即明文強制設置審議委員會，審議公開收購條件之公平性、合理性並就

本次收購對其公司股東提供建議。 

肆、 環球視景收購億豐案 

  一、摘要 

相較於其他類似併購案件發生時鬧得沸沸揚揚，環球視景與億豐之收購及合併順

利通過且沒有受到太多討論。但其中存在著我國併購法制之問題並不因未受討論

                                                           
35
 黃曉雯編輯，遨睿收購國巨，為何破局收場，頁 73，會計研究月刊，第 308期，2011年 7月。 

36
 黃曉雯編輯，遨睿收購國巨，為何破局收場，頁 74，會計研究月刊，第 308期，2011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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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存在。CVC在已取得億豐 79.83%股東承諾出售之前提下，一開始即註定公開

收購及合併案之成功。制度設計上原本應是自由買賣之公開收購，因為控制股東

的加入而改變。大股東主導了全局且留住經營權，而小股東無力反抗被迫拿錢走

人是否算是一場不公平的交易？或是因為控制股東的控制權優勢而理所當然之結

果。如果大股東投入公司的大量資金與公司的龐大經濟利益，才是法律在利益衡

平下之選擇。則小股東的權利保護何在？上市公司股份自由轉讓之「自由」被剝

奪的股東應受更有利之保障。 

  二、案件事實 

(一) 當事人 

1. CVC Capital Partners Ltd.(簡稱 CVC) 

CVC 是全球知名的私募基金投資公司，2007年時資本 260億美元，企業市

值 910億美元，同時也是歐洲一線通路商在歐洲有 12個據點。CVC 在家用

裝飾及建築產品領域居於全球領導者地位，在歐洲零售市場及全球木製品

領域具有相當豐富的經驗及銷售網路。 

2. 億豐 

億豐綜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億豐，上市代號 9915），1974年成

立的億豐綜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1993年掛牌上市，是台灣窗簾產業的

龍頭廠商，百葉窗的年銷量居世界第一。億豐的全球營運總部設在台中市，

主要生產基地集中於廣東省東莞市，海外行銷與客服中心則設於美國的洛

杉磯和亞特蘭大市。主力銷售市場於美國，第一大客戶為家喻戶曉的 Home 

Depot。億豐 2006年的營業收入約為 92億元，每股純益約為 3.31元，績

效頗佳37。 

3. 環球視景股份有限公司 

由 CVC旗下基金轉投資開曼群島商 Global Viewcomp Group Limited(簡稱

開曼商 GVGL），開曼商 GVGL 與億豐大股東許碧珠及楊玟美等人在英屬開曼

群島當地共同投資成立開曼群島商 Global Viewcomp Holdings Limited（簡

稱開曼商 GVHL），再由開曼商 GVHL 透過其間接子公司荷蘭商 Global 

Viewcomp Holdings B.V.（簡稱荷蘭商 GVH）於台灣境內新設成立環球視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環球視景）。 

                                                           
37
 黃日燦，黃日燦看併購／獨立、客觀、公正，經濟日報，2011.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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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要事實 

1. 管理階層收購 

億豐大股東間接控股環球視景 59%，CVC則是 41%。且雙方約定併購後原經

營團隊(原大股東)全部留任。因此環球視景宣布收購億豐，實屬管理階層

收購。億豐發言人並對外說明與 CVC合作係基於 CVC在家用裝飾布與產品

領域居領導地位，在木製品領域極有管理經驗且銷售通路，欲藉由其歐洲

市場多據點與網路，將可協助偏重於經營北美市場的億豐順利擴大歐洲地

區營業， 

2. 槓桿併購 

荷蘭商 GVH 獲得經濟部投審會核准對子公司環球視景增資 1.8644 億美金

（約 61.49 億新台幣），並透過銀行聯貸（美商花旗銀行與摩根大通台北分

行聯貸 107.5 億 521）共募集約 184 億資金，以支付第一階段約 160 億元

收購價金，以及第二階段合併總對價的 20 億元。故造成億豐負債比從 2007 

年 9 月 30 日的 21.7％迅速提高至同年底的 62％。 

(三) 併購程序 

1. 環球視景宣布公開收購億豐 

2007年 7月 31日，環球視景宣布對億豐以每股 41.28 元進行 100%公開收

購，消息公告前億豐之股價為每股 36.35 元，溢價約 13.56％。億豐的普

通股股數約為 4.37 億股，總收購金額超過 180億元。 

2007年 10月 16日，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第 1022次委員會議，核准荷蘭

商 GVH，申請匯入 1億 8644萬 6331美元，增資環球視景公司，並由環球視

景以上述金額、所募集特別股及借款，用以公開收購億豐綜合工業 100％股

權38。環球視景最後取得約 88％股份，順利完成收購案。 

2. 被收購方億豐回應 

億豐在收到公開收購要約後，由於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億寶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均為利害關係人，為利益迴避之考量及保障股東權益，於 2007年 7月 31

日董事會決議授權監察人黃續鐔代表億豐聘任會計師，對環球視景所提出

的收購價格出具獨立專家意見書，並聘任法律顧問於必要時提供法律意見

以保護少數股東權益。董事會也授權黃監察人在收購條件完成後，代表億

                                                           
38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96年 10月 16日第 1022次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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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與環球視景就後續合併事宜進行協商。 

2007年 8月 6日召開董事會討論依法須公告、申報之事項。監察人聘任獨

立專家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就公開收購價格進行專業評估意見結論

如下：「依據億豐公告之民國九十六年第一季及九十五年度經會計師查核之

財務報告書及上述評價模式之計算結果，本會計師認為環球視景股份有限

公司於交割日以普通股每股股價新台幣 41.28元計算現金收購價格，應屬

允當」。全體董事及列席監察人黃續鐔依照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

管理辦法第 14條第 1項第 2款之規定，就本次公開收購對於本公司股東之

建議進行討論。惟全體董事考量本次公開收購可能涉及自身利害關係，故

就此部分放棄表決權，並由全體董事及列席監察人黃續鐔提出如下建議：

「本公司股東應詳閱公開收購公告及公開收購說明書，自行決定是否參與

應賣。」 

3. 公開收購完成 

2007年 9月 19日環球視景公告同意公開收購之股權數已達公開收購說明書

所定之最低收購數量(50%)。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於 2007年 10月 16日

核准荷蘭商 GVH申請匯入 1億 8,644萬 6,331美元增資環球視景股份有限

公司，並由環球視景股份有限公司以上述金額、所募集特別股及借款，用

以公開收購億豐股權。2007年 10月 29日，環球視景完成公開收購取得億

豐股份數量為 385,558,505股，約占億豐已發行股份之 88.17%。 

4. 現金逐出合併 

因環球視景對億豐持股未達到 90%的門檻不能適用簡式合併，故於 2007年

12月 7日召開臨時股東會，改選董監事並決議通過與環球視景以現金為對

價合併及終止上市案。合併基準日為 2008年 3月 1日，並終止上市，現金

合併對價亦為每股 41.28 元，預計未來仍會申請上市。合併由環球視景為

存續公司，億豐因解散而消滅，環球視景概括承受億豐所有資產及負債，

並更名為億豐綜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39。 

  三、本案爭點 

(一)併購目的分析 

億豐大股東對外表示與環球視景收購合併係希望借助 CVC拓展歐洲市場，但其

                                                           
39
 陳錫山，我國企業併購法租稅措施之適用疑義—以本國個案為例，政治大學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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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億豐在歐洲營收比僅占 3.8%。因此除此之外最主要目的應係億豐在中國大陸

有億豐（東莞）製簾、兆豐（東莞）製簾、億陽實業及東莞泛昌40窗簾等子公

司與關係企業，對中國大陸的投資總額據聞於 2006年時已接近相關法令允許

的淨值 40%41上限。若須繼續擴充投資，勢將面臨法令困境。 

於是其解套方式，就是與私募股權基金聯手，透過私募股權基金入股或甚至入

主台灣企業，然後將公司在台灣下市，變成私募股權基金的子公司，接著再由

海外的控股公司以外資企業身分赴大陸投資，繞過台灣政府對企業投資中國大

陸的限制42。 

(二)管理階層收購與公開收購條件之公平性 

公開收購應對所有股東以同一收購條件為之，依證券交易法第 43條之二及第

43條之三的規定可知，而實務上，主管機關曾對管理階層收購中，管理階層

於取得公開收購對價後，將應賣所得用以認購公開收購人或其母公司股份之

作法認為恐有違同一收購條件。因此主管機關要求管理階層最遲應於公開收

購屆滿前，先行認購公開收購人或其母公司股份43。 

民國 98年 12月新增訂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7條之一

第二項明文規定：「公開收購人與被收購公司之特定股東不得藉由協議或約定，

使該股東於參與應賣後得取得特別權利，致生股東間實質收購條件不一致之

情事。」其增訂之立法理由說明：「為維護應賣人權益，對於管理階層收購（MBO）

等案件，如有協議或約定涉及被收購公司股東參與應賣後可取得額外權利者，

將使實質收購條件不一致，爰於第二項明定，公開收購人與被收購公司之特

定股東不得藉由協議或約定，使該股東於參與應賣後得取得特別權利，始符

合同一收購條件規定（例如：被收購公司之股東如有得參與公開收購人及其

關係人相關投資情事者，則應賣人應先完成投資後，再進行公開收購之應賣，

或者投資資金來源與應賣所得款項係為兩套資金並無關聯）。」即實際操作上，

只要目標公司管理階層在應賣股份前，以自有資金或融資完成對收購公司之

                                                           
40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100年 8月 26日第 1072次委員會議：同意億豐自 CVC與自然人股東受讓東莞

泛昌之 100%持股。 
41
 2008年 3月修訂＜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審查原則＞第二點，將企業對大陸投資累計金額上

限提高為淨值之百分之六十。 
42
 黃日燦，黃日燦看併購／獨立、客觀、公正，經濟日報，2011.08.18。 

43
 林進富、盧曉彥，台灣 MBO相關重要規範及實務運作問題分析，月旦財經法雜誌，頁 63，第 15期，

2008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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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即無違反本規定之疑慮44。 

本案發生時前開辦法雖未新增，但主管機關對此已有要求如前所述。而本案

在公開收購前億豐之大股東即與 CVC共同設立環球視景，再由環球視景為公

開收購人，因此符合主管機關之要求。 

本文認為，如認定管理階層投資公開收購人有違收購條件之公平性，則事前

投資與事後投資於經濟實質上有何不同？且依管理階層收購之本質，在我國

身兼大股東之管理階層，投資公開收購人或其母公司幾乎是必然之結果。如

此之規範與要求，或許實質效果係在於使管理階層收購現形，避免於公開收

購時隱而不顯。 

(三)現金逐出合併對公開收購之小股東壓迫 

本案值得注意的是，參與應賣的億豐總股數 88.17%扣除大股東(包括外資)應

賣的 79.83%後，小股東應賣者雖只有 8.34%，卻僅占所有小股東持股 20.17%

的四成左右，並未過半45。即億豐案小股東雖在未應賣亦確定將來必然會因現

金合併而遭逐出(因大股東持股相當高)及稅賦之壓力下，應賣卻仍未過半。

小股東真實的想法雖不得而知，卻不禁另人猜想是否小股東無言的抗議。 

本案中公開收購後，雖未達 90%持股而仍需股東會決議合併，但 88%持股足以

使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現金合併案而綽綽有餘。縱使合併自動下市實務上仍

要求需依決議下市之規定，環球視景之持股也超過「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上市公司申請有價證券終止上市處理程序」第 2條規定：「為維護投資

人之權益，上市公司申請其有價證券終止上市案，應經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

通過，且表示同意之董事或股東，其持股需達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

所需成數。故最終小股東無論如何會被迫出脫持股。 

相較於我國法將收購與合併或下市分開規範，且依企業併購法第 18條：「公

司持有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股份，或該公司或其指派代表人當選為其他參加

合併公司之董事者，就其他參與合併公司之合併事項為決議時，得行使表決

權。」。香港＜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購回守則＞則將「收購後下市」列為一

種情況而為整體規範，並規定須「無利害關係股份」的投票權至少 75%的票數

投票批准，且反對決議的票數不得超過附於所有無利害關係股份的投票權的

                                                           
44
 王文宇，從國巨案談管理階層收購的爭議，會計研究月刊，頁 84，第 308期，2011年 7月。 

45
 黃日燦，黃日燦看併購／獨立、客觀、公正，經濟日報，2011.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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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等條件46。 

對於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間之合併，美國 Lynch案對母公司責任之判斷標準

採完全公平標準來檢驗，而不適用經營判斷法則。即法院會介入審查該合併

交易是否具備公平程序與公平價格。但在 Solomon案中，法院認為在控制股

東發動公開收購時，對控制股東並不採用 Lynch案中嚴格之完全公平標準來

檢驗。法院之所以在 Solomon案對控制股東採較寬鬆標準除了個案差異外，

亦基於公開收購小股東有決定應賣與否之自由權限。但以是否有公開收購作

為不同標準之類型區分是否妥當，美國法院在 In re Pure Resources案中，

法院即指出縱使是公開收購，在小股東擔心未應賣之種種不利益之情形下，

對小股東其實存在著不得不應賣之內在壓迫。但最後法院仍採 Solomon案標

準僅予以稍微修正，其理由認為仍應尊重小股東接受公開收購而應賣之選擇47。

但該案法官仍對公開收購設下限制，最主要的是無利害關係股東應賣需過半，

收購條件方能成就。 

在利益衝突之下，法規的天秤究竟應偏向對公司投入較多資金之大股東？或

是對大股東壓迫毫無招架之力的小股東那一端？法規的選擇偏向大股東係一

種價值的選擇，則此時最需要著重的即在於小股東權益的確保或補償，以平

衡小股東的利益。但如果實質上小股東的權利亦形同虛設，任人擺布，則吾

人不得不思考，一開始即讓天秤傾向小股東也許是更好的選擇。 

伍、 凱雷投資集團收購日月光案 

一、 摘要 

  2006年年底投資市場因凱雷投資集團宣佈將併購日月光公司而引起多方的注

目及討論，透過管理階層併購，先與目標公司的經營階層協議將其持有股份於

公開收購應賣，後階段再用現金逐出合併完成收購。對於私募基金併購多少會

持有開放卻又多疑的心態，蓋私募基金進行併購大多採管理階層併購模式，與

目標公司管理階層合作，更能確保得到多數股權完成併購。並且在目標公司下

                                                           
46
 2.2 獨立股東批准公司取消上市地位 

如果建議的要約完成後，受要約公司的股份須取消在聯合交易所的上市地位，則要約人或任何與該要約

人一致行動的人士，均不可以在有關受要約公司的股東根據《上市規則》而召開的會議（如有）上投票。

批准取消上市地位的決議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a) 在適當地召開的無利害關係股份的持有人的會議上， 獲得親身或委派代表出席的股東附於該等無

利害關係股份的投票權至少 75%的票數投票批准； 

(b) 投票反對決議的票數不得超過附於所有無利害關係股份的投票權的 10%；及 

(c) 有關要約人行使及有權行使其強制取得證券的權利。 
47
 In re Pure Resources, Inc. Shareholders Litigation 808 A.2d 421(Del, Ch.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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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後除能讓公司盡情發展，專注於長遠的表現，重點在於獲利可以由私募基金

及繼續經營的管理階層獨享而不用與小股東分享，這也是為人所詬病之處，認

為私募基金以低價買到公司逐出小股東下市後，等到公司調整體質再重新上市，

賺取股票從下市至上市的差價。同時，管理階層併購不免有個人利益與公司利

益相衝突之疑慮，因其多會以所持股權交換私募基金所提續任公司之條件，如

此難免被懷疑管理階層在考量併購決定之客觀性。另外，在公司發展上，管理

階層面對大陸崛起的趨勢，多會希望到大陸上市以獲取更多資金，然而卻受限

於台灣法令規定對陸投資比例。不過日月光公司在併購案失敗後，藉由收購環

電公司，將所屬大陸子公司環旭公司上市，遂行在大陸上市的目的。 

二、 案件事實 

(一) 當事人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日月光公司)成立於 1984年，目前實收資本

額約 665億元，所營事業主要從事各型積體電路之製造、組合、加工、測試及

外銷等，其開發的積體電路用途廣佈，是電子產業界不可或缺的產品，且在 1999

年及2004年分別併購其他封測廠，使其地位躍居全球半導體封測產業的龍頭48。

董事會由創辦人張虔生先生擔任董事長，其弟張洪本先生為總經理，其家族所

持日月光股份約 18.4%。 

  而國際私募基金凱雷投資集團(Carlyle，凱雷集團)創立於 1987年，總部設

立於華盛頓，係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權投資集團之一，投資地域及產業繁多，就

台灣而言，目前投資標的有凱擘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為東森媒體科技)、自然美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眾銀行49。 

(二) 重要事實 

     在 2006年 11月 24日晚間，日月光公司公開宣布凱雷集團將以每股新台幣

39元的價格(相當於每單位日月光美國存託憑證(ADR)5.94美元)，現金收購日月

光公司已流通之股份及可轉換公司債和員工認股權憑證，預計收購總額將上達新

台幣 2100億元，收購完畢後在台上市的股票及在美國發行的海外存託憑證將同

步下市50。並且日月光董事長張虔生表示，同意於一定條件下加入凱雷集團組成

                                                           
48
方嘉麟、林進富、樓永堅 審定，凱雷‧日月光併購案，收於企業併購個案研究，2007 年初版第一刷，

頁 458~459。 
49

 http://www.carlyle.tw/tc/Portfolio/page0001.html 最後瀏覽日：2012.04.21。 
50
同註 48，頁 458。 

http://www.carlyle.tw/tc/Portfolio/page0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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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資團隊，並將就其及家族控制的香港商微電子國際公司所持有日月光之股份

(18.4%)轉換為投資團隊之股權。另外，日月光也與凱雷集團簽訂獨家合約同意

於一定期間內不與凱雷集團以外之人洽談加入其他投資團隊之事宜51。 

  雙方的互動可追溯於東森媒體收購案，其合作轉投資東森媒體科技 2000萬美

元，或許是因為當時互動良好，故而當凱雷集團認為可在台灣投資高科技產業時

即以日月光為詢問對象。而事實上，凱雷集團在提出併購日月光要約之前已握有

全球第二大封測廠─南韓艾克爾公司不少股權，若併購日月光成功則不難想像凱

雷集團可以掌握全球的半導體產業52。 

  自日月光公司角度觀察，雖然其在半導體封測領域位居翹楚，但是要維持地位

卻不容易，除了技術面需不斷精進外，人才培養也相當重要，然而台灣人力有限，

若企業欲往上成長，就很容易遇到瓶頸，除非政府開放高科技人才的移民政策，

不然台灣企業僅能向外發展，尋找合適的人員。而大陸的崛起，不僅在人事成本

上可降低，每年相關領域畢業的人才也能補足所欠缺的部分，而且在同文同種的

優勢下，不論是在台灣或大陸設廠，相處、互動上不致有太大隔閡53。但是由於

政策上針對封測產業投資大陸仍須受一定限制下(企業投資大陸不得超過公司淨

值 40%)，企業其實很難有所作為。從而多方揣測，日月光接受凱雷集團的要約

不失為此一限制的脫困之道。 

  本件併購案進行至 2007年 1月，凱雷集團向經濟部申請設立在台子公司以收

購日月光公司的股票，並且在同月 10日向經濟部投審會遞出申請併購日月光一

案54，看似進行順利，然而在同年 2月 15日，日月光公司表示已終止與凱雷集團

間的獨家合約，但不影響雙方併購的進行。此舉被外界解讀是併購案破局的表徵。

最後在同年 4月 17日宣告因雙方就併購價格無法達成共識，併購案正式破局。 

(三)併購程序 

   2006年 11月 24日凱雷集團宣布以每股新台幣 39元公開收購日月光股份，溢

價幅度為日月光公司 30日平均股價的 23.5%55，就此之潛在要約，日月光公司並未

就此向小股東表達是否應賣之立場。2007年 2月 7日日月光公司委任財務、法律

                                                           
51

 http://mops.twse.com.tw/mops/web/t05st01 最後瀏覽日：2012.04.21。 
52

 同註 48，頁 460。 
53

 日月光 破局之後的新佈局，陳名君，天下雜誌，第 370 期，2007 年 4 月。 
54

 簡霆霆，管理階層收購之利益衝突防免─兼論「尋購條款」之運用，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2009 年 1 月，頁 19-21。 
55

 http://www.epochtimes.com/b5/6/11/25/n1533981.htm 最後瀏覽日：2012.6.27。 

http://mops.twse.com.tw/mops/web/t05st01
http://www.epochtimes.com/b5/6/11/25/n15339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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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以協助評估工作小組對於凱雷集團的要約提供諮詢意見。事實上，該案日月

光成立類似獨立審議委員會進行評估與談判。此間，2月 15日凱雷集團同意終止

獨家合約，亦曾提高收購價格為 39.5元，然最後仍雙方仍因價格無法達成共識而

宣告併購破局56。 

(四)後續發展 

2007年 4月凱雷集團併購日月光公司失敗之後，日月光股價多在 32至 38 

元擺盪，與之前股價表現相去不遠；又外界揣測此次日月光公司併購動機為西進

大陸，然而併購破局似乎並未使日月光公司西進大陸的目的受阻，反而在之後收

購恩智浦(NXP)蘇州封測廠、大陸威海愛一和一電子等57；在 2009年，日月光公司

宣布公開收購環隆電氣股份有限公司(環電公司)，其實在此之前從環電公司進行

多次的股權轉讓和增資、將公司主要資產讓與給環旭公司(其在上海的子公司)，

可看出日月光公司的企圖，今年初(2012年 2月)已成為日月光旗下子公司的環旭

公司在大陸上市，日月光終究達成在大陸上市的目的58。  

三、 本案爭點 

(一)「公開收購決定」的認定 

1. 在外資併購情形，若要採行公開收購的程序應為：依照外國人投資條例的規

定，凱雷集團應先向經濟部投審會申請公開收購的核准後，再依據證券交易

法第 43條之 1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7條及第 13條

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告後進行公開收購，並且於公開收購決定之日至申報及公

告前應謹守秘密。 

2. 然而本併購案在 2006年 11月 24日就將公開收購的價格予以揭露，而未先

向投審會、金管會申請，或有認為當日只是表達「有公開收購的興趣」，尚

非公開收購的決定，應無保密義務，惟該資訊的揭露實已包含凱雷正式向日

月光提出併購之要約，並且也有與董事長協商公開收購事宜之資訊，凡此均

屬於日後凱雷成功公開收購日月光全部股份的重要步驟，對一般大眾而言已

如同是公開收購的決定，若允許在此時公開，則日後即使公開收購決定真正

確定再履行保密義務亦無任何意義，是以我國管理辦法第 13條有所不足之

                                                           
56

 http://www.corpasia.net/taiwan/2311/irwebsite_c/index.php?mod=announcements&year=2007 最後瀏

覽日：2012.6.27。 
57

 http://tw.myblog.yahoo.com/jw!svcdSSeZGxzEwepPOmBem.M-/article?mid=5086 最後瀏覽日：

2012.7.7。 
58

 http://realblog.zkiz.com/greatsoup38/32530 最後瀏覽日：2012.6.27。 

http://www.corpasia.net/taiwan/2311/irwebsite_c/index.php?mod=announcements&year=2007
http://tw.myblog.yahoo.com/jw!svcdSSeZGxzEwepPOmBem.M-/article?mid=5086
http://realblog.zkiz.com/greatsoup38/3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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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59。 

(二)管理者忠實義務 

1. 管理者的忠實義務源自於英美法的概念，主要在要求公司負責人在為公司處

理事務時，能夠追求公司利益的極大化，而不能為己或他人謀利，避免公司

負責人與公司之間利益衝突。 

2. 然而在管理者融資併購中，由於管理者在該交易中身兼買方及賣方，其較為

容易受到資金壓力而可能比較偏向私募股權基金之利益，且也難以想像其不

會為了自身利益而為有害於目標公司的整體利益、小股東利益的行為，因此

如何建構在此併購程序中的受任人義務以及目標公司在面對利益衝突的交

易中應有公平決策的機制予以因應，極為重要的課題60。 

3. 在本件併購案中，自後續發展觀察，日月光管理階層當初明顯欲透過與私募

基金合作使公司下市私有化，以實現對陸投資的野心，難謂當初的併購案對

己無利可圖，若當初併購案成功，在後續公開收購對於小股東而言，收購價

格對其即為重要的考量因素，而此涉及在目標公司聘任獨立專家評估收購價

格及對小股東應賣與否的建議，公司董事會依公司法第 23條雖對股東並不

負忠實義務，但或可將企業併購法第五條
61
作為保護他人法律，而使小股東

若因此受有損害而得以民法侵權行為請求，藉此促使公司董事會在併購案中

關注小股東的利益。 

(三) 主管機關對於併購標的涉及龐大規模時的審查標準及態度： 

      本件由於是私募基金來台首件參與管理階層收購，總價高達 1800億元，

為當時歷年來最大的併購案，因此不論是股市投資大眾、主管機關無不關切此

一併購案的進展。主管機關針對此案的審查，將凱雷的舉債比、收購後日月光

資本弱化程度、以及日月光在收購後是否裁員等事項列為審查重點。且因市場

傳言均謂日月光下市已成定局。因此，主管機關對這一點也高度關注62。 

日月光為全球第一的封測廠，倘若日月光下市，對於台灣資本市場減少約 1%

                                                           
59

 羅詩蘋，公開收購法律規範之比較研究─兼論英美公開收購制度之規範─，私立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

士在職專班，2011 年 12 月，頁 125-128。 
60

 同 54，頁 25-27。 
61

 企業併購法第五條「公司依本法為併購決議時，董事會應為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行之，並應以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處理併購事宜。」 
62

 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

http://www.mapect.com/media_show.php?the_no=czozOiI0MDQiOw==&mother_class_the_no=czoxOiI3Ijs=
&class_the_no=czoyOiIyMiI7 
 

http://www.mapect.com/media_show.php?the_no=czozOiI0MDQiOw==&mother_class_the_no=czoxOiI3Ijs=&class_the_no=czoyOiIyMiI7
http://www.mapect.com/media_show.php?the_no=czozOiI0MDQiOw==&mother_class_the_no=czoxOiI3Ijs=&class_the_no=czoyOiIyMi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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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值，對金融市場影響重大；台灣原本對於私募基金槓桿並未設有限制，嗣後

為防範私募基金高槓桿收購造成的風險，就私募基金併購我國公司負債及自有

資本比至少要達 60%比 40%。63針對市場傳言日月光被併購後即將下市而引起市

場恐慌一事，主管機關當時只能以道德勸說方式，勸阻日月光下市；並為使日

月光將來方便上市，證交所主動修改簡化上市的程序，一旦要重新上市，只要

八成營收即可辨認資產來自原上市公司、流通在外股數逾 3億股及設有審計委

員會或獨立董事過半，即可適用簡易上市條款。64 

陸、 橡樹資本管理基金收購復盛案 

  一、摘要 

  2007年 5月橡樹資本以公開收購合併復盛公司後，隨即下市，目前仍屬非公開

發行的狀態。此案併購時點較日月光案稍晚一些，但併購模式大致相同，先與目

標公司管理階層達成移轉股份協議，再以公開收購方式完成收購。雖管理階層亦

得於公開收購階段移轉其持股予私募基金，然而其與私募基金通常也會協議得於

公司下市後繼續留任於公司擔任職務或取得存續公司之持股，此自然易遭批評，

於本案中，即有此項協議是否符合公開收購─同一收購條件之探討。另公司中管

理階層或其他相關人士皆會早於一般投資大眾知悉併購事實，若在併購消息未公

開前即對目標公司的股票在市場上進行買賣，就有內線交易之違反，本案中即涉

有此情。 

  二、案件事實 

本件收購案在前階段主要是管理者融資收購(Management Buy-out)，後階段再以

公開收購制度完成復盛公司股權之收購，將復盛公司吸收合併後下市，以下就本

案稍作介紹65。 

(一) 當事人 

復盛公司，為本次併購中的目標公司，其成立於 1964年 12月 3日，

被收購下市前，其資本額有 76.63億台幣，全球員工超過兩萬人。集團

中有三大事業部，分別為機械、運動器材及電子事業部，其中運動器材

事業部以高爾夫球桿頭產能與銷售額達到全球第一；機械事業部的壓縮

                                                           
63

 陳育惠，私募股權基金法規範理論與實務，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論文，頁 92-93。 
64

 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 51 條之 4。 
65

 戴功哲，試從比較法觀點探討「私募股權基金」相關法律問題，私立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碩士論

文，2007 年 7 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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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在全球銷售額排行亦在前十名，在傳統產業中復盛公司的表現良好，

為一個財務健全、營運完善的公司。 

   美國橡樹資本管理基金(Oaktree Capital Management, LLC)，成立

於 1995年，屬於對沖基金，管理資產規模高達 700億美元，主要投資債

券與私募基金。 

(二)重要事實 

   此次收購的促成，主要是因為橡樹資本在台設立的投資公司─勇德國

際公司(Valiant International Co. , Ltd)的董事長，Williams F. 

Kerins，其與復盛公司關係良好，在此基礎上，提出與復盛公司合作之

建議，讓復盛公司賣給橡樹資本後下市，重新整頓。因此雙方在 2007年

3月 9日簽署同意此一收購的備忘錄，並於 5月 8日達成股權轉換投資協

議，同時，復盛公司主要股東(李後藤等人)均表示同意參與公開收購。

公開收購前，李後藤家族總計持有股份約 46.8%，隔日(5月 9日)勇德國

際公司宣布公開收購復盛公司股份，以每股價格為 37.5元，合計 283億

元，以公開收購宣布前 30日復盛平均收盤為準計算，溢價達 15.7%。經

濟部投審會於 7月 19日通過本收購案，通過內容為橡樹資本匯入 6億 8

千萬美元，再向國內銀行融資，共計以 283億元收購復盛公司股票66。收

購完成後，勇德國際公司更名為復盛股份有限公司，股東由橡樹資本及

李後藤家族組成，而原復盛公司經營團隊仍然負責新公司的營運。 

   分析併購考量的因素上，自橡樹資本角度而言，身為一私募基金以投

資獲利為主要目的，其看好復盛公司在專業領域範圍的表現，若能成功

入主復盛公司也可提高該公司除運動事業部門外的其他部門在全球市場

的能見度，尤其希望將機械部門的壓縮機營業額拉升至世界前三大的地

位；而從復盛公司角度觀察，引進橡樹資本除可擴大其國際化的布局、

股權集中而能使經營更有效率外，併購之後下市，就能免除我國法律針

對上市公司所為的財務規範以及投資大陸 40%的比例限制。 

(三) 併購程序 

  在 2007年 3月 9日簽署同意此一收購的備忘錄，並於 5月 8日達成股

權轉換投資協議，同時，復盛公司主要股東(李後藤等人)均表示同意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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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橡樹私募基金併購復盛，投審會准了，聯合報，200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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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收購。5月 9日勇德國際公司宣布公開收購復盛公司股份，以每股價

格為 37.5元，公開收購期間至 7月 27日為止，最後橡樹資本共計以 283

億元收購復盛公司，復盛於 2008年 1月 1日下市。 

(四) 後續發展 

     勇德國際公司收購復盛公司完成後，復盛為消滅公司，並於 2008年 1

月 1日下市，原經營團隊仍然留任，隨後勇德國際公司更名為復盛股份有限

公司，並在 2010年進行組織再造，分別設立「復盛應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及「復盛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承接原本的運動器材事業部及電子事業

部；而機械事業部仍留在復盛股份有限公司。 

  三、本案爭點 

  橡樹資本以管理者融資收購方式成功併購復盛公司，使得外資法人、專業投資人預

期未來私募基金以此種方式併購台灣公司的事件將逐漸增加，然而畢竟此類併購方式

在台灣法規未完備下，是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的，以下針對本併購案提出其隱含的問

題及分析。 

(一)管理階層忠實義務 

   在我國常見的公司經營結構，由於經營權與所有權尚未完全分離，控制股

東多為負責公司決策執行的董事會成員，從而當私募基金採取管理者融資收購

方式與公司接觸時，由於管理者很有可能參與未來合併公司下市後的經營且握

有一定的經濟利益或股權，極容易產生控制股東個人利益與公司利益相互衝突

之情形，則具有潛在利益衝突的董事如何行使職權，為進行此類併購交易應思

考的問題67。 

1.依我國公司法關於利益衝突之規定，股東及董事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

害關係至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其他股東行使其

表決權68。然而我國企業併購法第 18條第 5項69卻排除公司法禁止利益衝突於

合併事件中的適用，觀諸該條立法理由，係因合併性質通常在提升公司競爭力、

改善公司體質，於公司之利益應無損害，且公司持有其他參與合併公司一定比

例以上股份有助於其他參與合併公司通過決議，促使合併案實現，故明文排除

                                                           
67

 朱源科，私募股權基金交易模式法律問題之研究，私立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頁

103。 
68

 請參見公司法第 178、206 條。 
69

 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5 項：「公司持有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股份，或該公司或其指派代表人當選為其

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董事者，就其他參與合併公司之合併事項為決議時，得行使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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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 178及 206條之適用。 

2.本件併購案復盛公司控制股東在公開收購開始前即已同意將所持有的股份

(持股比例佔復盛公司已發行股份約 46.8%)於公開收購期間全數出售，此表示

在公開收購前勇德國際公司已取得通過合併案的法定門檻70，又所取得的股權

於後續現金合併決議中仍得依企業併購法之規定行使表決權，似乎暗示其餘少

數股東，無論有無於公開收購期間應募，其股權都將無法持有，由於公開收購

與現金合併價格同樣的情形下，有無稅負便會是少數股東考量出售股份與否的

因素，如此不啻於強迫少數股東在公開收購期間出售其持股，變相產生持有

46.8%股權的股東驅逐其餘 53.2%的股東的不合理現象71。 

3.法條原本的設計即是在鼓勵合併，改善公司組織而提升經營效能，然而因併

購模式的不同，適用條文的結果導致少數股東被迫回收投資，則該法條目的雖

在鼓勵合併反而在適用上造成少數股東權益受有侵害，是否有修正必要實值得

探討。 

(二)公開收購-以同一收購條件向目標公司股東收購？經營階層重新入股？ 

1.我國證券交易法第 43條之 1第 2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

辦法」第十一條之規定，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於五十日內取得公開發

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20%以上之有價證券，須以同一收購條件向他公司所有

股東為公開收購之要約，此規定之立法精神係基於股東平等原則，當他人欲取

得公司中同種有價證券時，股東全體均應有應賣的機會，藉此小股東亦可分享

控制權溢價。 

2.然而於本併購案中，自勇德國際公司之公開收購說明書中有謂「主要股東於

5月 8日承諾函中表示願以應賣股份所得之價金以與投資人相同之價格，認購

國外控股公司所發行之新股」，為一股權轉換投資協議，賦予目標公司之主要股

東於公開收購後運用所得價金，再行投資於併購公司或其控制公司。故有認為

勇德國際公司對於控制股東實是以「公開收購對價與新股認購權」之條件為收

購要約，而與其他小股東之收購條件不一，不合於上述公開收購之「同一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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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1 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股東會對於公司合併或解散之決議，應有代表已發

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同條第 2 項：「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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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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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欣芸，外資併購國內上市公司之法制檢討與建議-以少數股東權益之保護，政治大學法學院碩士專

班論文，頁 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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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72。然而縱使違反此要件，法律效果上也僅要求公開收購人對於應賣人為

損害賠償而已，真正的問題在於是否禁止目標公司的經營階層或控制股東重新

入股於存續公司。 

3.就此有論者以為，對於經營階層、控制股東重新入股於存續公司似不應有所

限制，蓋私募基金所擅長者為財務管理、操作，進行管理者融資收購就是希望

可借用原經營團隊之經營管理專才，以提升中長期的公司價值，使其營運不受

市場投資人影響而只追求公司短期利益，若強行禁止重新入股，無異於增加私

募基金併購的難度，又控制股東以其應募股票所得的價金取得新公司股票，應

屬於財產權行使的範圍，若無不法，實毋須加以限制73。 

(三)本案有無遭大股東以壓低收購價格，損害小股東權益？ 

1.理論上在管理階層收購會使併方及被併方的管理階層站在同一地位，而與

被併方小股東產生對立的狀況，則小股東容易成為此類交易的犧牲品。 

2.然而觀察復盛近來股價雖為下跌趨勢，但在股價淨值比仍然穩定在 2~3倍，

尚能反映淨值；另自每股盈餘與本益比可知復盛近年獲利穩定，因此縱以股

價進行公開收購也不至過度損害小股東；而其溢價 15.7%相較近年台灣現今公

開收購溢價平均落在 12.27%，已高於市場上平均價格。 

3.綜合上述分析，小股東的利益在本件收購案中，並未顯示被身兼併方和被

併方的管理階層壓低收購價格而受損害，且自經濟部投審會義核准此案來看，

應可任主管機關並無大股東壓低收購價格，損害小股東權益。 

(四)內線交易 

1.關於內線交易之禁止，規定於我國證券交易法第 157條之 1，要求符合內線

交易規範主體，若知悉公開發行公司之重大消息時，應待該消息公開使其他投

資人知悉、消化該消息後，才可在證券交易市場就該公司之有價證券為交易。

立法理由在於證券市場的公平、公正性維持是促使交易活絡的前提，從而將影

響交易的重大資訊予以揭露才能使投資人立於資訊平等的地位、信賴市場，願

意於市場上為證券交易，進而達到發展國民經濟的目的。 

2.本件併購案在得到經濟部投審會准許之前，即爆發有相關人等在公開收購消

息公布前就在證券市場上大量買進復盛公司股票，為一典型內線交易型態而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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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註，頁 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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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註 67，頁 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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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法院亦判決被告違反內線交易之禁止74。事實上在併購過程中，重大消

息成立的時點因涉及數階段使得認定發生困難，為此證券交易法第 157條之 1

第 4項重大消息範圍及其公開方式管理辦法第 4條已明確規定重大消息的認定

時點，從而在併購個案中，具體判斷該消息是否足以影響投資人的判斷以及相

關事實最後達成併購的可能性後，再依據該辦法確定重大消息時點。 

柒、盈科亞洲拓展收購電訊盈科案 

一、 摘要 

  香港電訊盈科事件所涉及的議題是，電訊盈科大股東欲透過股東會決議通過

私有化公司，惟香港公司條例規定，私有化議案除需有代表四分之三股權的股

東同意外，尚需在場股東人數過半數同意始足通過，因此媒體披露，為使私有

化議案順利過關，大股東涉及轉讓少部分持股給人頭股東，使新產生的股東參

與股東會決議並贊成該議案。該案由法院審理是否批准私有化，法院認為此種

轉讓持股的行為構成違法，且該私有化議案價格不具有合理性而否決之，引發

香港各界對於人數門檻要求的重新省思。 

二、 案件事實 

(一) 當事人 

  電訊盈科有限公司(PCCW，香港上市），在電訊、媒體、資訊科技服務方案、

物業發展及投資以及其他業務均持有權益。該公司持有香港電訊服務供應商香

港電訊大部分股權。 

  電訊盈科由盈科亞洲拓展有限公司(PCRD，新加坡上市)持有 22.68%的股份，

盈科亞洲拓展公司則由盈科控股公司持有 75.33%的股份，至於盈科控股公司則

由李澤楷先生百分之百持有。2004年 8月進行減資，與此同時引進中國固網公

司成為電訊盈科第二大股東，網通集團以全現金方式，以每股 5.9元取得電訊

盈科 19.84%的股權。 相關持股情況，簡圖如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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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0 年度金訴字第 7 號。 

盈科控股 

 李澤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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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訊盈科董事會組成成員共有五位執行董事、四位非執行董事以及六位獨立

非執行董事，共十五位董事，五位執行董事中，李澤楷先生兼任主席、執行董

事以及新加坡盈科亞洲拓展有限公司主席，另三位執行董事則身兼新加坡盈科

亞洲拓展有限公司或是盈科大衍地產發展有限公司要職。 

(二) 重要事實 

2008年11月4日電盈兩大股東，新加坡盈科亞洲拓展全資子公司Starvest 

Limited(開曼群島註冊) 和中國網通集團全資擁有的網通BVI，提出以每股4.20

港元私有化電盈，新加坡盈科亞洲拓展有限公司及中國網通集團將分別出資

115.05億港元及39.86億港元，私有化後兩者分別佔電訊盈科66.67%及33.33%權

益，75 並將發放現金股利169至175億港元76。 

  2009年初相關報導揭露種票疑雲，據聞在 2008年 12月 30日至 2009年 1

月 30日之間，出現多筆電訊盈科股票的交易，單筆交易的股份都很低，卻大

量出現電訊盈科的小股東，被認為與香港公司條例要求一定人數股東的同意方

能通過私有化議案有關，其中交易量最大的為富通保險經紀公司77，轉讓電訊

盈科 240萬予 500名富通保險經紀公司員工或家屬，其中有 494名股東於股東

會贊成私有化議案。  

  於 2009年 2月 4日召開的股東會中，其中有 1404名股東代表 83%的股權78贊

成私有化議案；另有 859名股東代表 17%的股權反對私有化議案。 

                                                           
75
孫然，文匯報，2008 年 11 月 5 日 

76
 See Re PCCW Ltd, 2009 WL 314120 (CFI) para10. 

77
 富通保險經紀公司的控股公司前身為盈科保險集團有限公司，曾經是盈科拓展的子公司，惟 2009 年

2 月盈科拓展與 Starvest Limited 發出聯合聲明，表示與富通保險經紀公司並無關聯 
78

 此處股權計算的基準係指依香港上市規則不具關聯交易的獨立股東所直接持有的股份 

電訊盈科 

中國網通 盈科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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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併購程序 

  以每股 4.2元進行私有化，與 2008年 10月 15日停牌前的股價 2.9元相比，

溢價幅度約 44.82%，原定於同年 12月 30日進行股東會決議，嗣後電訊盈科大

股東宣布將價格由 4.2元提升至 4.5元，延後至 2009年 2月 4日召開股東會。 

  依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166 條，上市公司議決私有化時必須「過兩關」，

「第一關」是獲得 3/4 (75%) 股權支持；「第二關」是得到超過一半「在場股

東」投票同意。股東會決議通過後，電訊盈科需待香港法院對該表決進行裁決，

通過後方能下市，2009年 4月 6日，初審法院裁決電訊盈科私有化過程並未觸

犯任何法例，批准電盈私有化，證監會隨及提出上訴並要求暫緩執行裁決獲上

訴法院接納。同年 4月 22日，上訴法院否決電訊盈科私有化。 

(四) 後續發展 

  確認私有化議案失敗後，電訊盈科宣布於 2009年 5月 7日發放 1.3元的股

利，同年 6月 1日的收盤價為 2元左右，屆至 2012年 8月為止，股價皆於 2~3

元中徘徊。 

三、 本案爭點 

(一) 香港法院拒絕電訊盈科私有化之理由 

  初審法院提出本案審理標準有三79，第一應先決定適用的法律；第二，確認

股東合法代表出席股東會，並且多數股東係善意行使其權利而非壓迫少數股東；

第三，本案所涉及的股東會提案為任何一個理智且善意的股東，為自己利益皆

會贊成的議案，以下將就這三點說明之。 

  第一，本案應適用的法律，上訴法院說明本案所應適用的法律為香港公司條

例 166條，該條處理的是，公司與債權人或成員達成一項協議(a scheme of 

arrangement)所應通過的決議門檻，雖然該條一開始設計的用意並非在通過私

有化議案，但是在英國以及香港判決的解釋下，該協議的解釋放寬，自包含私

有化議案的通過。80 

  第二，創造人頭股東(share splitting)以符合股東人數之門檻是否違法，

上訴法院認為創造人頭股東以達成在場股東通過門檻的行為構成股份的操作
                                                           
79

 First, the provision of the statute have been complied with, secondly, that the class was fairly represented 
by those who attended the meeting and that the statutory majority are acting bona fide and are not coercing 
the minority in order to promote interests adverse to those of the class whom they purport to represent, and 
thirdly, that the arrangement is such as an intelligent and honest man, a number of the class concerned and 
acting in respect of his interest, might reasonably approve. See Re PCCW Ltd, 2009 WL 314120 (CFI) para123. 
80

 S.H.Goo,Head test and scheme of arrangement, Law Quarterly Review,2010 



37 

 

(vote manipulation)81，此種操作使股東會出席情況遭到扭曲，法院不應允許。 

  第三，此議案是否為一般理性股東所同意，上訴法院主張本案私有化議案有

利於特定股東。第一，普遍認為價格偏低，以私有化價格定為 4.5元而言，香

港電訊股價曾超過百元，縱於 2003年碰上科網泡沫，經過股份五合一的整理，

每股也大約有 4.55元，比起私有化價格高。上訴法院亦認為溢價幅度並不顯

著82。另一件值得關注的重點為，私有化議案通過後將發放高額現金股利，股

息資金來源自電訊盈科部分資產重組而成的新公司HKT，共向銀行借貸資金238

億港元，可為電訊盈科大股東創造兩億元的獲利83。法院認為此議案不只在股

價歷史低點逐出少數股東，以及原本應由全體股東分享的股利將由特定股東分

享，不應通過該案。 

(二) 在場股東過半數同意門檻存廢(headcount test)之討論 

  本案私有化議案失敗後引起香港各界很多的反思，公司條例 166條原本是被

設計用來處理公司與債權人的關係以避免無償還能力清算的發生，在 1908年

擴充至股東也可以適用該條來重建公司避免清算發生，惟實務上卻多用於控制

股東欲私有化公司所使用的方式。在本案所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在私有化的議

案中要求在場股東過半數同意是否妥適，反對論者最為堅實的論點為，此種人

數門檻違反一股一表決權原則，且使得一定人數的股東即便持股比例很低，取

得不相對等的權利。84面對此種質疑的回應，其認為私有化實質的意義是強制

收購，使得少數股東即便不贊成該議案意將喪失股權，故人數門檻的重點不在

於給予少數股東不相對等的權利，而在於保障少數股東可以捍衛自己的股份免

於被強制收購，更進一步由香港的市場生態觀察，多數上市公司股權集中，少

數股東被邊緣化的風險很高，因此保護少數股東的機制更形重要85，故認為人

                                                           
81

 The Court of Appeal held unanimously that the practice of share-splitting to achieve a majority in 
headcount was a form of manipulation. See S.H.Goo,Head test and scheme of arrangement, Law Quarterly 
Review,2010 
82

 上訴法院由 2008 年回算三年的最高股價為 5.75 元，平均股價為 4.83 元，以本案 4.5 元為例，與最後

交易日前 90 天平均股價相比，溢價幅度為 7.6%；與最後交易日前 180 天平均股價相比，溢價幅度為 9.4% 
83

In the period from 28 November 2008 to 2 January 2009 PCCW drew down some 23,800 million under the 
HKT Loan Facilities and out of that repaid some 16,600 million to the Bayrische Landesbank…….It would seem 
that not only is the Cancellation Price but the special dividend will leave the Joint Offerors with a further 
bonus payment of some 2,000 million. See Re PCCW Ltd, 2009 WL 630217 (CA) para93. 
84

 It is said that the headcount test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one share one vote” principle and places 
significant veto power in the hands of small shareholders, out of proportion to their financial involvement in 
the company. See S.H.Goo, Should the headcount test for a scheme of arrangement be abolished? ,  
85

It is significant because Hong Kong, despite its reputation as a free market economy, has a highly 
concentrated share ownership structure. Companies are dominated by either family members or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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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門檻不應被廢除。 

捌、 凱雷投資集團收購徐工案 

一、 摘要 

中國大陸最大的工業機械機具製造與出口企業，徐工集團旗下的徐工機械，希

望藉由引進策略投資人進行改組，以增加企業經營效率。凱雷集團希望比造在

成熟資本市場所常見的槓桿融資併購（LBO）與管理層收購（MBO）方式，併購

徐工機械。然而，由於中國大陸本身的經濟體制仍保有藉由國有企業控制產業

領域之思維，而強烈保有計畫經濟特色外，中國大陸當時欠缺對於外資併購審

查之法規與相關資本市場之經濟法制，特別是徐工機械所生產之工業機械與機

具會影響當時「開發大西部」 的政策，導致凱雷集團雖一再與徐工集團修改併

購合約及條件，但最終仍未獲得主管機關（商務部）的審批。由於本案的併購

方式引發與論的關注，且凸顯中國大陸在此法制之欠缺，間接促成中國大陸在

近年來逐步建立對於外資併購國有企業之審查制度法制。 

二、 案件事實 

(一) 當事人 

1. 徐工集團86： 

徐州工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簡稱“徐工集團”）成立於1989年7月，是由重型

機械、工程機械、裝載機及相關工機具與零組件之出口等15家子公司組成而成，

且被大陸中央政府列入國家520重點企業，國家863/CIMS應用示範試點企業，經

過多年的發展，徐工成為中國大陸最大的工程機械開發、製造和出口企業。目

前徐工集團位居世界工程機械行業第5 位，中國500強企業第123位，中國機械

工業百強第4位元，是中國工程機械行業規模最大、產品品種與系列最齊全、最

具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大型企業集團。 

徐工集團年營業收入於1989年成立時約3.86億元（人民幣），並從1992年開始經

由多向的企業收購及併購，以及管理政府託管之企業，發展到2011年突破870億

元（人民幣），為該產業之龍頭。徐工建立了覆蓋全國的行銷網路，在全球建立

了100多個徐工海外代理商為使用者提供全方位行銷服務，徐工產品已出口到世

界147個國家和地區，2011年實 現出口10.86億美元，連續23年保持行業出口額

                                                                                                                                                                                    

shareholders, so there is a risk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interests being marginalized. See Angus Young, Grace 
Li, Tina Chu, In the interest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in Hong Kong, Company Lawyer, 2011   
86

 有關於徐工集團之簡介，http://www.xcmg.com/zh-cn/aboutus/qiyegaikuang.htm  

http://www.xcmg.com/zh-cn/aboutus/qiyegaikua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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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目前徐工9類主機、3類關鍵基礎零部件市場佔有率居國內第1位；5類主

機出口量和出口總額持續位 居國內行業第1位；汽車起重機、大噸位壓路機銷

量全球第1位。徐工集團的企業願景是成為一個極具國際競爭力、讓國人為之驕

傲的世界頂級企業。徐工集團的戰略目標是，到2012年實現營業收入突破1000

億元，到2015年營業收入突破3000億元，躋身世界工程機械行業前3強，進入世

界500強企業。 

徐工集團的企業組織架構如下87： 

 

2. 凱雷集團 

   凱雷集團88：美國凱雷投資集團成立於1987年，創始人為大衛·魯賓斯坦David 

M. Rubenstein等人，是美國的私募股權投資公司，也是全球性另類資產管理公

司。凱雷集團主要業務包括企業購併、房地產、槓桿財務以及創投，投資產業

範圍遍及航太國防、消費零售、能源、醫療保健、科技、電信、媒體與運輸業。

依據資料顯示，至2010年9月30日止，凱雷集團管理資本超過977億美元，是全

球最大的私人股權投資基金之一，而其給投資者的年均回報率高達35%，團隊遍

及非洲、亞洲、澳洲、歐洲、北美及南美19個國家和地區。凱雷集團總部設在

                                                           

87 專題：解讀徐工科技第一大股東擬改制之爭議，

http://info.cm.hc360.com/html/001/001/017/36068.htm   

 
88

 有關凱雷集團的簡介，參見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7%AF%E9%9B%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9B%E5%A7%8B%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7%E5%8D%AB%C2%B7%E9%B2%81%E5%AE%BE%E6%96%AF%E5%9D%A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81%E5%8B%9F%E8%82%A1%E6%AC%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3%BC%E4%BD%B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8%BF%E5%9C%B0%E7%94%A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9E%E6%8A%A5%E7%8E%87&action=edit&redlink=1
http://info.cm.hc360.com/html/001/001/017/36068.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7%AF%E9%9B%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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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有“總統俱樂部”之稱，擁有深厚的政治資源，其顧問包括美國前任

總統老布希、英國前首相梅傑、菲律賓前總統菲德爾·拉莫斯及金融聞人喬治·

索羅斯。 

(二) 重要事實 

1.收購徐工之源起 

由於徐工集團歷史包袱沈重、銀行償債壓力大及經營體制不夠靈活，在2002 年

年底, 徐工集團被列入江蘇省政府82 家改制企業的名單。自此, 徐工集團開始

了長達三年的引資重組。2003 年, 徐工走上改制引資之路, 上半年, 徐工集團

與世界機械製造行業之一的美國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89接觸, 同年中

國大陸另一著名大型集團企業德隆集團90也與徐工集團有過密切接觸。 

2.多方競逐收購之經過  

在2003 年年中, 摩根大通成為徐工集團改制及引資的財務顧問, 經由摩根大

通的建議，徐工集團決定以旗下子公司—徐工集團工程機械有限公司，簡稱「徐

工機械」，作為吸引外來投資入主的改制平台。徐工集團要求合作者必須資本

雄厚， 具有國際市場經驗,，且能為徐工集團帶來集團訂單及開方上下游產品。

2004 年年初, 引資工作正式展開。初步入選者: 卡特彼勒、凱雷亞洲投資公司、

美國國際投資集團、摩根大通亞洲投資基金、華平創業投資基金、花旗亞太企

業投資管理公司等, 除了卡特彼勒與徐工集團屬於相同產業之競爭公司外，其

餘競爭者皆為金融投資集團企業。在2004 年10 月，徐工集團公布第二輪選秀

的結果，美國國際投資集團、摩根大通亞洲投資基金和凱雷亞洲投資公司以其

雄厚資金和不調整現有管理層的承諾勝出91，卡特彼勒由於其「消化或抑制競爭

                                                           
89

 卡特彼勒（Caterpillar）是世界上最大的土方工程機械、建築機械和礦用設備的生產商，也是全世

界柴油機、天然氣發動機、工業用燃氣輪機以及柴電混合動力機組的主要供應商。卡特彼勒（中國）投

資有限公司於 1996 年在北京成立。今天，卡特彼勒在中國投資建立了 17家生產工廠，製造液壓挖掘

機、壓實機、柴油發動機、履帶行走裝置、鑄件、動力平地機、履帶式推土機、輪式裝載機、再製造的

工程機械零部件以及電力發電機組。http://china.cat.com/caterpillar-in-china  
90
 德隆集團，即所謂以「德隆國際戰略投資有限公司」為代表，曾是中國最大的民營企業集團。德隆集

團由唐萬里四兄弟於 1986 年在新疆創立，從事照片沖洗，以及經營服裝批發、食品加工、電腦銷售的

「天山商貿公司」開始發跡。德隆集團於 2000年在上海成立「德隆國際戰略投資有限公司」。經由在市

場上不斷的併購與公司重組，德隆集團發展成包括番茄醬、採礦、紡織、食品、房地產、水泥、汽車零

件、重型卡車和機器製造，以及旅遊、娛樂、餐飲、文化體育、金融業等，橫跨農工商多種行業的綜合

性集團，擁有國內外一百七十七家企業的控股公司，其中包括上海、深圳的五家上市公司。德隆集團於

2004年因為集團業務過渡膨脹，引發企業經營危機，經由企業重組、處分部分非核心事業，引進新經營

團隊，德隆集團得以繼續經營。http://finance.sina.com.cn/temp/guest1310.shtml   
91
由於徐工集團或徐工機械不僅是官方所轉投資的國有企業，同時也是當時全中國最大工具機械的製造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81%E5%B8%83%E4%BB%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2%85%E6%9D%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F%B2%E5%BE%B7%E5%B0%94%C2%B7%E6%8B%89%E8%8E%AB%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4%E6%B2%BB%C2%B7%E7%B4%A2%E7%BD%97%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4%E6%B2%BB%C2%B7%E7%B4%A2%E7%BD%97%E6%96%AF
http://china.cat.com/caterpillar-in-china
http://finance.sina.com.cn/temp/guest13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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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的策略以及過低的報價慘遭出局。 

3. 凱雷集團勝出  

2005年6月，徐工集團在各家銀行貸款高達20億元，徐工機械（徐工集團的改制

平臺）70％以上的股權已用於抵押，其中一半的貸款還款期在2006年上半年，

而徐工主力產品的市佔率，也由1995年的55％下降到2005年的29％。2005 年9 

月1 日, 徐工科技發佈公告, 稱仍在與上述三家投資者進行最後的談判。但實

際上, 凱雷已於5 月左右悄然獲得了細節談判優先權，徐工集團已於7 月間完

成了部分員工的「定員、定崗、定責」（三定） 的調整工作，以便因應日後的

改制，後等待在9 月中旬召開職工大會對改制方案進行表決, 戰略投資者已然

確定為凱雷。2005 年10 月25 日, 中國最大的工程機械製造企業徐州工程機械

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徐工集團)與凱雷在南京簽訂了「股權買賣及股本認購協定」

和「合資協定」, 宣告歷時兩年多的引資改制完成—凱雷將以3.75 億美元的總

價, 持有徐工集團全資子公司徐工機械85%的股份。因此，凱雷採取槓桿融資收

購方式取得徐工機械的多數股權。 

4.主管機關的審批  

(三) 併購程序 

1. 三一重工的介入 

2006 年6 月8 日起，徐工集團之競爭公司「三一重工」執行總裁向文波在其博

客（部落格）裡接連發表數篇文，直指凱雷重組徐工一事，並因而引發了一場

外資併購優劣的辯論。同年6 月12 日, 向文波向媒體表示三一集團有意出資4 

億美元收購徐工科技，並且已經在制訂相應計畫。三一重工開始加入徐工並購

案。另一方面，徐工集團員工註冊了以「響雲霄」為名的博客（部落格）, 開

始正面迎戰。在眾多媒體和線民的推波助瀾下, 形成一場關於徐工集團改制的

全民大討論。  

2006 年7 月,三一集團向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發展與改革委

員會、國家商務部、江蘇省人民政府、江蘇省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徐州

                                                                                                                                                                                    

商與出口商。因此，多數通過第二輪選秀的投資人的提案，不僅其本身與徐工集團非屬同一產業，且均

承諾不改變原先的經営團隊。由此點看來，凱雷收購徐工機械也採取類似「管理層收購」（LBO）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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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政府、徐州市國有資產管理局等有關部委以及徐州工程機械集團有限公

司遞交「三一集團有限公司關於請求與徐工集團工程機械有限公司合作的報告」。

同時間，徐工科技發布公告表明了其控制股東徐工集團的拒絕態度。其中，徐

工集團表示, 在徐工機械改制方案審批過程中, 不會與任何其他投資者就企業

改制事宜進行談判或協商。 

2.審批過程及官方作法 

2006 年2 月, 國家發改委核准了凱雷併購徐工, 送交商務部審批。商務部要求

並購雙方就多方面問題進行解釋, 並在商務部外資司進行多輪的商談。2006 年

3 月「兩會」期間, 全國政協委員、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有關「要謹慎對

待壟斷性跨國併購」的表態, 引起大陸內輿論震動。此外, 大陸全國工商聯亦

有提案, 稱出於國家經濟安全的考慮,「外資併購要有底線」。因此,「外資併

購威脅中國產業安全」的言論迅速蔓延, 並演變為對諸多領域外資收購的質

疑。 

2006 年5 月, 為因應各種新的情況, 及確保併購案順利通過審批, 徐工集團

和凱雷在保送審批的材料中增加了「毒丸計畫」(poison pill plan)92—即如果

凱雷未來以公開發行股份上市的方式退出合資公司, 一旦有與合資公司構成競

爭的潛在投資者獲得上市公司的股份達到或可能超過15%時,「毒丸計畫」自行

啟動。 

2006 年6 月28 日新華社被授權發佈「國務院關於加快振興裝備製造業的若干

意見」,該「意見」明確了加快振興裝備製造業的目標。另於該意見之「細則」

將列出受限制的行業目錄,再分行業擬定具有針對性的限制政策。 

2006 年8 月, 商務部、國資委、稅務總局、工商總局、證監會、外匯局等六部

門聯合發佈「關於外國投資者並購境內企業的規定」, 對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

內企業做出了詳細規定, 為徐工併購案雙方都提供了最具支援力的理論依據。

同時間, 商務部智庫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樂也撰文「也談
                                                           
92

 「毒丸計畫」(Poison pill plan)，又稱為「股東權利計畫」(shareholder rights plan)，乃是企

業用來對抗尚未出現或已出現的惡意購併者，即企業採取的防衛措施，讓收購者失去興趣或提高收購難

度，最後使收購者自食惡果。毒藥丸也是美國企業常出現的實例，通常採取以董事會決議，給予股東認

股權，於特定觸發條件發生時，股東即得行使認購權。而觸發毒藥丸之條件，通常係指敵意購併者取得

一定比率之持股時，除了敵意購併方之股東外，其他股東皆可行使認購權，以低價取得目標公司之股票。

此 時 會 造 成 敵 意 購 併 方 的 持 股 比 例 遭 到 稀 釋 ， 增 加 購 併 之 難 度 。  詳 見

http://www.investopedia.com/terms/p/poisonpill.asp#axzz27CICmu3m  

http://www.investopedia.com/terms/p/poisonpill.asp#axzz27CICmu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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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並購與中國經濟安全」。對此, 向文波在博客（部落格）裡發文批評，而

再次引發論戰。嗣向文波藉由網路媒體，通過現場直播方式與網路使用者相互

對話, 對徐工並購案進行更廣泛的討論。 

2006年10月凱雷和徐工集團對收購方案進行修改，凱雷的持股比例下降至50

％。 

2007年3月，凱雷再次將收購方案的持股比例減至45％。但直至2008年6月底止，

商務部仍未通過審批。2008年7月23日，徐工集團工程機械有限公司和凱雷投資

集團共同宣佈雙方於2005年10月簽署的入股徐工的相關協議有效期已過，雙方

決定不再就此項投資進行合作，徐工將獨立進行重組。 

3. 本案併購合約主要修改經過  

由於原併購協定內容約定改雷取得徐工機械 85%的股權而引發外資併購與經濟

安全論戰。因而，徐工集團與凱雷集團決定修改其先前所簽署的併購協定。在

徐工集團、徐工機械和凱雷 2006年 10月 16日簽署的「股權買賣及股本認購協

定」及其修訂協定的主要內容。凱雷同意以相當於人民幣 1,217,132,353 元的

等額美元購買徐工集團所持有的徐工機械 40.32%股權；同時，徐工機械在現有

註冊資本人民幣 1,253,013,513 元的基礎上，增資人民幣 242,518,744元，全

部由凱雷認購，應支付的對價為相當於人民幣 584,223,529 元的美元。股權轉

讓及增資完成後，凱雷將擁有徐工機械 50%的股權，徐工集團仍持有徐工機械

50%的股權，徐工機械變更為中外合資經營企業。 

根據上述修訂協定，凱雷收購徐工機械股權折合每股價格為 2.41 元，增資認

購新股的價格同樣也為 2.41元。而修改前的協議中，凱雷收購徐工機 械 82.11

％股權的價格為相當於人民幣 20.69125 億元的等額美元，折合每股收購價為

2.01元。新的收購價格較原先提高 19.9％。 

另外，修改前的股本認購協議中，三方約定徐工機械在現有註冊資本的基礎上，

增資人民幣241,649,786元，全部由凱雷認購（受讓股權及認購新 股完成後，

凱雷占85％的股份），凱雷在交易完成當期支付6000萬美元；如果徐工機械2006

年的經常性EBITDA達到約定目標，凱雷再支付6000 萬美元。而修訂協議取消了

對賭條款，只約定凱雷出資584,223,529元認購徐工機械新增股份242,51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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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三、 本案爭點 

(一) 外資併購是否會威脅國家產業安全93   

在美國或基本市場制度較惟健全的國家法制中，外資併購不必然會構成對國家

產業安全的威脅，特別是此種純粹已投資收益惟目的，不改變現有管理階層，

且利用複雜的槓桿融資的交易手法，所進行的併購方式，可以推知投資人只對

投資收益有興趣，並無其他目的，因此，似乎比較少有對國家產業構成安全威

脅的情形發生。然而，部分人士認為，凱雷收購徐工機械一案為何引發此種公

眾討論是否具有國家也安全的疑慮在於以下因素：94 

1. 西方意義上的槓桿融資收購很複雜，對法律和財會等基礎設施要求較高，這方

面中國相距甚遠。收購的複雜性在於，其涉及不同的參與方，包括公司管理層

和公司的投資者，其中，公司投資者包括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貸款銀行，甚至

生意往來的客戶。 

2. 由於各方的出發點、期待以及回報機制都不相同，所以需要更多自由，對合同

做更多層次的分割，比如，優先股、普通股，對債權有更多的分割，有次級債

和高級債等等。而中國這些支撐體系遠未成熟。 

3. 中國的資本專案未完全開放，導致資本不能自由進出中國。中國的資本市場也

缺乏活力、透明度和深度。這使得投資的退出成為障礙。中國不允許銀行給企

業貸款購買股權，也是一個障礙。 

4. 從交易結構來看，大部分在中國進行的收購，都是通過在境外設立特殊目的公

司，然後在中國收購資產或者股權來進行。這樣一來，就不能拿國內的資產做

抵押，只能拿境外公司持有的國內公司的股權作抵押，後者的貸款償還優先程

度不如前者，這也限制了西方意義上的槓桿融資收購。 

由於中國資本市場體制健全的程度無法與西方先進國家比擬，且若是併購的對

象是屬於國有企業，因此外資企業在中國取的併購手法，本就需要因地制宜，

而具有中國特色。另一方面，也的確由於中國相關法規的欠缺，因此在引發大

眾討論個案時，不僅不易取信於大眾，以即造成外資投資人難以知道可以遵循

                                                           
93

 http://business.sohu.com/20060627/n243967605.shtml  
94
 凱雷徐工一案引發國家經濟安全討論 ，2007-01-25 17:22:58《國際融資》 

http://business.sohu.com/20060627/n243967605.shtml
http://www.chinavalue.net/media/Mag.aspx?MagId=82


45 

 

之法規、程序或評估之作法外，也容易因為與論關注或有關競爭者而形成政治

壓力或討論，而非存粹法制化的審理。相信這就是本案商務部遲遲無法審批的

主要因素。經由此一案件，中國也在近年逐步建立外資併購的國家安全投資審

查制度。 

此外，在中國特有的經濟體制下，絕大多數的經濟或產業領域，即便已非由政

府計畫規範，也由國有企業（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國有企業）所控制，

因而不易也不鼓勵百分之百的（外資）民間企業在具有重要政策意義的產業生

存。特別是，中國政府在從事國有企業改造工程只是為作為其內部經濟發展的

政策一環，但其根本思維即非放棄對現有國有企業的掌控，因為，一旦放棄對

某一產業重要國有企業的掌控，即可能被解讀為放棄對該產業的控制。是以，

在本案中，中國（江蘇或徐州）政府從來就沒有放棄對徐工集團與徐工機械的

經營權。  

（二）是否賤賣國有資產95  

此一爭議的本質類似於前一爭點，但並不完全相同。此一爭點主要在於併購的

價格是否合理，特別是本案併購的標的－徐工機械，為當時在中國最大的裝備

或工具機械製造商及出口商，對於當時中國採取開發大西部政策的落實與否具

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另一面也由於當時中國缺乏完整的外資併購審查制度，因

此對於國有企業的併購對價的計算方式與認定標準，也無從得知。但是此一爭

點較出於經濟與個案的考量，而前一爭點則較出於政治性或國家（經濟或產業）

安全的考量。  

玖、 結論 

一、行政管制 

  個案顯示兩岸三地有共通點，例如大型併購案往往成為媒體焦點，輿論也是

各方角力的重要戰場，例如台灣的凱雷日月光案，香港的電盈下市案，以及大

陸的凱雷徐工案。總言之，政府對大型併購案均具相當裁量空間，是併購案能

否成功的關鍵因素，也是為何媒體戰如火如荼，各方均想透過輿論影響政府。

而「私募基金」由於經常聯合管理階層或大股東，藉由融資併購方式，將上市

公司私有化，事實上，兩岸三地政府對此類型併購均有疑慮。以台灣而言，政

                                                           
95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5506325.html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55063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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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投審會)審查項目包括:  

1. 投資事業股東權益之保障 

2. 對資本市場之影響 

3. 對我國產業之影響 

4. 對就業安定之影響 

5. 對稅基之影響 

6. 對金融市場之影響 

7. 多層投資架構之合理性 

凱雷日月光案即因日月光市值極高，私有化對資本市場衝擊過大，倘私有化後

轉進大陸，則對台灣產業、就業以及稅基均有不利影響等考量而未獲政府支持

(雖形式上該案是因價格無法合意而破局)。多重審查項目是為兩岸共同特徵，

可謂行政管制優於司法管制，香港在這方面似乎發揮較高功能。大陸由於相對

而言，整體環境較封閉，政府箝制能力強，行政管制似乎可以貫徹目的，但就

台灣而言，行政管制僅能發揮局部、短期功效，例如日月光本身由子公司轉赴

大陸上市。可是在資本市場的自由度與法制健全度上，往往因多重審查項目及

不同政策目標，個案可預期性低而遭致負面評價。 

我國倘擬強化競爭力，進一步國際化，在管制思惟上應為調整，例如維持資本

市場活躍、具吸引力，不是禁止市值高的公司下市可達成目的。相反地，市值

高的公司擬下市反而是警訊，顯示某些問題存在，不解決這些根本問題，單單

倚賴行政管制實屬掩耳盜鈴。 

二、規避法令 

台灣個案非常特殊的目的往往是規避法令，最常見的是規避對大陸投資上限，

例如環球視景收購億豐案。其次，由於我國公司法仍遵循德國法的資本三原則，

對公司買回本身股份及發放盈餘有相當嚴格限制，私有化併購經常採融資併購

型態，也可有效規避前述規範。換言之，資本弱化也是此類型併購容易衍生的

問題。不過，解決之道似乎也不在行政管制，很簡單的，本計畫涵蓋的案例因

均涉及國際私募基金，有匯入台灣資金問題，行政機關才有審查餘地。倘台灣

管理階層憑一己之力能完成私有化，照樣可規避法令，但行政機關就往往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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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管制。根本之道首先檢討被規避的法令是否應放寬，以免守法者反蒙受不

利益；其次，倘認仍應貫徹法令執行，例如資本三原則，則私有化就應全面檢

討其資本弱化規範，例如大股東在其取回的資本範圍內於多少期間內仍對公司

債權人負連帶清償之責。 

三、少數股東之保障 

  這點香港法律保障最為週延，因為不僅要求超高股數同意，而且要獲得「在

場股東」過半同意。所謂「在場股東」是計算人頭，也就是不論持股多寡，一

人一票。前述規範給了香港公司小股東有效反制大股東的工具，香港電盈一案

就是大股東企圖藉由分散股權，創造多個人頭股東而被法院駁回。大陸私有化

併購案例不多，本計劃探討的凱雷徐工案，徐工集團乃國有企業，失敗原因就

是大陸對國外私募私募基金的疑慮，台灣在少數股東保障方面改進空間極大，

簡言之，有如下問題:1.僅重視形式上的迴避表決，而不重視公司內部組成真正

獨立的委員會並賦予其談判權能，凱雷日月光案及KKR國巨案均屬此方面案例，

顯示公司董事會難以擔負起保障股東任務，2.公開收購表面上給予股東應賣與

否自由，但實際上對小股東產生極大壓迫，例如公開收購說明書均詳列管理階

層股數，例如億豐 79.83%，復盛 46.8%，這是管理階層有意為之(一般年報中均

未如此清楚顯示控制股數比例)，明顯是告知小股東沒有拒絕應賣的自由，因無

論如何收購會成功，小股東會被現金逐出。事實上，說明書中也詳列不應賣的

風險。公開收購沒有先決條件要求少數股東的過半數同意，使得此類收購反成

堂而皇之壓迫小股東的工具，3.不論是所謂的獨立專家就收購對價做評估，或

法院對異議股東行使收買請求權之裁定價格，其計算均極僵化，就公司未來價

值極少納入，導致管理階層可選擇股價觸底即將反彈時收購，排除小股東分享

反彈波段的獲利。 

總結來講，對照大陸與香港個案，我國私有化併購就行政管制的有效度遜於大

陸，而少數股東之保障設計遜於香港，管理階層營運彈性勝過香港。較特殊的

是我國對大陸投資上限等規範引發了不少以規避法令為目的之私有化併購。本

計劃建議降低行政事前管制，或至少減少多重政策目標，以提升個案可預期性，

強化對投資人的吸引力；但同時要加強併購程序中少數股東的發言權，以及事

後司法審查，落實對少數股東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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