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  林國全教授 
 

 

 

 

 

 

 

 

關係人交易下董事及控制股東之義務 
 

 

 

 

 

 

 

 

 

 

 

 

研究生 鍾維翰  撰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論文摘要 
 
 

    近年來我國屢次爆發掏空公司資產之弊案，而細究其掏空之方式，多係藉由

公司之交易行為，將公司資產不法輸送予特定人士。我們不難發現這些特定人士

時常某程度與公司之董事或控制股東，具有一定之利害關係，甚至這些特定人士

即為董事或控制股東本身。正因如此，關係人交易在我國公司治理議題上逐漸受

到重視，並引起廣泛之討論，尤其針對具有董事或控制股東身分之人。由於此兩

類身分之人同時具有掌握公司資訊及影響公司經營決策之權力，更易藉此方式自

公司謀取私利。 

 

    我國對於關係人交易下董事之義務，雖已有規範，然而自比較法之觀點，美

國法對此部分顯然較我國完備，不僅對於關係人交易設有事前之董事行為標準， 

並且對於符合行為標準之關係人交易，給予董事安全港之保護。同時，配合司法

實務上所發展之司法審查標準，採取寬嚴不一的審查模式，使董事得於關係人交

易中合理預測訴訟風險。一方面可降低關係人交易中非常規交易發生之可能性，

另一方面亦不至於全然扼殺關係人交易在現付經濟社會中產生之正面價值。我國

法之董事義務既是繼受英美法上受任人義務之概念，因此本文嘗詴分析美國法中

關於關係人交易之相關規定，希冀做為我國修法之參考以求法制之完備。 

 

    又我國現行公司法在控制股東義務方面，似存在重大之法律漏洞。尤其在關

係人交易下，有心人士為規避擔任董事可能帶來之相關義務，轉而選擇置身於幕

後，成為不具董事身分卻實際掌握公司經營決策權之控制股東。此無疑對於欲利

用關係人交易不法掏空公司之人，開啟方便之大門。事實上，在英國及美國法上

對於控制股東在特定情況下課予如同公司董事一般之受任人義務，而本文則將其

焦點限縮在關係人交易下控制股東之義務，經由整理分析英美兩國法制上之條

文、學說及重要判決，以期建構出我國規範關係人交易下控制股東義務之依據。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I 

關係人交易下董事及控制股東之義務 

 

簡目 

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第二節 研究題目之說明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第四節 研究範圍及架構 

第二章 關係人交易之利弊分析與非常規交易之類型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關係人交易之定義 

    第三節  關係人交易之利弊分析 

    第四節  非常規交易之類別 

第五節  小結 

第三章 關係人交易下董事之義務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董事義務之概說 

第三節  美國法下董事與公司為關係人交易之規範模式 

第四節  我國法對關係人交易下董事責任之現行規範 

第五節  現行法制之檢討 

第六節  小結 

第四章 關係人交易下控制股東之義務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控制股東產生方式及界定標準 

第三節  控制股東私取利得之類型 

    第四節  控制股東類董事義務之理論基礎 

    第五節  關係人交易下控制股東管控手段及義務之建立 

    第六節  我國法之檢討與建議 

第五章 結論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II 

詳目 

第一章  序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研究目的 ....................................................................................... 1 

第二節  研究題目之說明 ............................................................................................. 3 

 研究方法 .......................................................................................................... 5 

  ......................................................................................... 6 

第二章  關係人交易之利弊分析與非常規交易之類型 ............................................. 9 

第一節  前言 .................................................................................................................... 9 

第二節  關係人交易之定義 ......................................................................................... 10 

第三節  關係人交易之利弊分析 ................................................................................. 11 

第一項  關係人交易之弊端 ..................................................................................... 11 

第一款  代理(人)成本提高 .................................................................................. 11 

第二款  降低資源使用效益 ................................................................................. 12 

第二項  關係人交易之益處 ..................................................................................... 13 

第三項  小結 .............................................................................................................. 14 

第四節  非常規交易之類別 ......................................................................................... 15 

第一項  不動產交易型 ............................................................................................. 15 

第二項  未上市或上櫃股票交易型 ......................................................................... 17 

第三項  進貨銷貨交易型 ......................................................................................... 18 

第四項  財務支援型 .................................................................................................. 19 

第五項  其他 .............................................................................................................. 21 

第五節  小結 .................................................................................................................. 21 

第三章  關係人交易下董事之義務 ............................................................................. 23 

第一節  前言 .................................................................................................................. 23 

第二節  董事義務之概說 ............................................................................................. 24 

第一項  董事之受任人義務 ..................................................................................... 24 

第一款  受任人義務之源起 ................................................................................. 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III 

第二款  董事之受任人義務於英美公司法學之發展 ....................................... 25 

第一目  英國法上的發展 ................................................................................. 25 

第二目  美國法上之發展 ................................................................................. 27 

第三款  受任人義務之內涵 ................................................................................. 29 

第四款  我國法之發展及檢討 ............................................................................. 32 

第二項  關係人交易下董事義務之規範基礎－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 ....... 33 

第一款  忠實義務的意義 ..................................................................................... 33 

第二款  違反忠實義務之具體類型 .................................................................... 34 

第三款  董事忠實義務與關係人交易之關聯 .................................................... 37 

第三節  美國法下董事與公司為關係人交易之規範模式 ....................................... 38 

第一項  前言 .............................................................................................................. 38 

第二項  美國相關法規介紹 ..................................................................................... 39 

第一款  德拉瓦州公司法 ..................................................................................... 40 

第二款  美國模範公司法(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簡稱 MBCA) ..... 40 

第三款  美國法律協會制定之公司治理原則(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以下簡稱 ALI 公司治理原則) ... 47 

第三項  要件分析 ...................................................................................................... 48 

第一款  揭露 .......................................................................................................... 49 

第二款  非利害關係董事同意 ............................................................................. 50 

第三款  非利害關係股東同意 ............................................................................. 52 

第四款  對公司係公平 ......................................................................................... 54 

第四項  司法審查標準 ............................................................................................. 54 

第一款  商業判斷法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 .................................................. 55 

第二款  整體公平審查標準(entire fairness，簡稱 EF) ...................................... 66 

第三款  司法審查標準之具體適用 .................................................................... 67 

第五項  違法之法律效果 ......................................................................................... 73 

第四節  我國法對關係人交易下董事責任之現行規範 ........................................... 74 

第一項  公司法 .......................................................................................................... 74 

第一款  程序規範 .................................................................................................. 74 

第二款  實體規範 .................................................................................................. 77 

第二項  證券交易法 .................................................................................................. 78 

第一款  程序規範 .................................................................................................. 79 

第二款  實體規範 .................................................................................................. 87 

第三項  刑法-背信罪 ................................................................................................ 91 

第五節  現行法制之檢討 ............................................................................................. 94 

第一項  現行法之缺失 ............................................................................................. 9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IV 

第二項  修法建議 ...................................................................................................... 95 

第一款  擴大關係人交易下董事責任之範圍 .................................................... 95 

第二款  增訂董事行為標準 ................................................................................. 96 

第三款  司法審查標準之建立 ............................................................................. 98 

第四款  民事責任之確立 ................................................................................... 100 

第六節  小結 ................................................................................................................ 101 

第四章  關係人交易下控制股東之義務 .................................................................. 103 

第一節 前言 ................................................................................................................ 103 

第二節  控制股東產生方式及界定標準 .................................................................. 105 

第一項  控制股東之產生方式 ............................................................................... 105 

第一款  自流通市場購買股份 ........................................................................... 105 

第二款  洽特定大股東購買股份 ....................................................................... 106 

第三款  公開收購股份 ....................................................................................... 107 

第四款  徵求委託書 ........................................................................................... 107 

第五款  表決權拘束契約 ................................................................................... 108 

第二項  控制股東之界定標準 ............................................................................... 110 

第一款  英國法之定義 ....................................................................................... 111 

第二款  美國法之定義 ....................................................................................... 111 

第三款  我國法之定義 ....................................................................................... 115 

第三節  控制股東私取利得之類型 ........................................................................... 118 

第一項  攫取公司機會 ........................................................................................... 118 

第二項  關係人交易 ................................................................................................ 119 

第三項  免除董事責任 ........................................................................................... 120 

第四項  解任董事 .................................................................................................... 121 

第五項  出售控制權 ................................................................................................ 122 

第六項  逐出少數股東 ........................................................................................... 122 

第四節 控制股東類董事義務之理論基礎 .............................................................. 123 

第一項  英國法 ........................................................................................................ 124 

第一款  事實上董事（de facto director） ......................................................... 125 

第二款  幕後董事（shadow director） .............................................................. 126 

第一目  要件分析 ........................................................................................... 126 

第二目  與事實上董事之區別 ....................................................................... 129 

第三目  幕後董事之義務 ............................................................................... 130 

第二項  美國法 ........................................................................................................ 13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V 

第一款  美國法上控制股東義務之發展 .......................................................... 133 

第二款  控制股東義務內涵 ............................................................................... 135 

第三項  小結 ............................................................................................................ 138 

第五節  關係人交易下控制股東管控手段及義務之建立 ..................................... 139 

第一項  財務報表之揭露 ....................................................................................... 140 

第一款  美國法之規定 ....................................................................................... 140 

第二款  與我國法之比較 ................................................................................... 142 

第二項  經非利害關係董事或股東之同意 .......................................................... 143 

第一款  英國法 .................................................................................................... 143 

第二款  美國法 .................................................................................................... 146 

第六節  我國法之檢討與建議 ................................................................................... 149 

第一項  我國法之檢討 ........................................................................................... 149 

第二項  對我國法之建議 ....................................................................................... 151 

第五章  結論 ................................................................................................................ 15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VI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 

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爆發掏空公司資產之弊案層出不窮，如早期的華隆案、順

大裕案，以及近來轟動社會的力霸掏空案等…，每每弊案爆發後均造

成廣大投資大眾嚴重損失，並對整體社會經濟造成危害。而不難發現

這些發生弊案之公司，多是透過大量的關係人交易將公司資產輸送予

特定人士。這些有心掏空公司之人士，除藉由自身擔任董事，而掌握

公司經營決策權外，多數實質控制公司之經營者，為逃脫法律課予之

義務，本身並未在公司內擔任任何職務，而係隱身於公司董、監之後，

成為實質控制公司經營之控制股東。無論掌握公司經營決策權之人，

係以董事或以控制股東身分為之，由於其等均未百分之百持有公司之

股份，使得當其個人私利與公司利益日漸偏離之情況下，遂有誘因從

事掏空公司之行為。 

 

     法律之所以在公司與關係人進行交易行為下，設有一定的監控

機制，並在違反規定時，課予行為人一定之責任，其目的在於避免有

心人士藉由此等管道，不法掏空公司資產而造成公司以及股東之損

害。換言之，法律尌公司進行關係人交易設有限制之目的主要有兩個

面向，第一，透過事前的監控機制降低關係人交易時非常規交易發生

之可能性，進而遏止不法掏空公司資產之行為；第二，則是提供公司

或股東在發生不符合營業常規之關係人交易後，得以對特定行為人請

求損害賠償。基於此點認識，法制上若對於關係人交易有妥適且完整

的規範，不但可降低違法關係人交易之發生，並可對意欲為不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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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產生一定遏阻作用。 

 

 綜觀我國現行法制，對關係人之範圍尚未見有明確的定義，且

尌規範之義務主體亦僅限於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等形式負責人，而

不及於控制股東，此極易導致不法之徒藉由不擔任董事之方式，規避

法律上責任。事實上，控制股東如充任董事或經理人，則因具有董事

或經理人之身分，因此應對公司負起受任人義務，當屬無疑。然而，

即使控制股東並不擔任公司董事或經理人，惟當其行使控制力，進而

使公司為關係人交易時，若該交易涉及不法利益之輸送，仍頇課予控

制股東類似董事之受任人義務1。 

 

由上述可知當控制股東運用其控制力而自關係人交易中取得控

制權私利(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時2，對不擔任董事之控制

股東而言，我國現行法有關關係人交易之規定，可謂完全無法規範控

制股東之行為。遂為不法之徒大開方便之門，藉此法律不足之處肆無

忌憚地掏空公司資產。因此，在關係人交易下，除尌董事外仍頇對控

制股東建立起一定的規範架構，方能使法制趨於完整，以此遏止控制

股東利用不擔任董事之方式，規避法律，此即為本文研究之主要動機。 

 

二、研究目的 

     

本文研究目的，約略有以下二點︰ 

 

(一) 關係人交易的問題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國，一旦任其透過關係人交

易不法掏空公司資產，不但造成成千上萬的投資人權益受損，甚

                                                 
1
 參閱劉連煜，關係人交易與控制股東之義務，月旦法學雜誌第 116 期，2005 年 1 月，頁 235、

236。 
2
 控制股東取得控制私利的方式主要有三:一、透過自我交易或關係人交易；二、經由出售公司

控制權取得控制權溢價；三、以折價逐出少數股東之手段，以排除少數股東未來參予分配公司的

經營成果。詳請參閱，張心悌，控制股東與關係人交易，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101 期特刊，2007

年 12 月，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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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影響到整個社會經濟環境之發展，因此尌關係人交易之法制規

範除事前的防弊措施外，事後對於義務之追究亦不能輕忽，故筆

者希冀透過本文之分析介紹，使讀者對現行法下董事與公司進行

關係人交易之相關規範及其內涵有一基本認識，並針對現行法中

關於董事義務之規定做出檢討，並提出修法建議。 

 

(二) 然而，現行法有其不足之處，尤其尌控制股東應用其控制力而為

關係人交易時，控制股東竟無任何現行法規得以規範其責任。他

山之石，可以攻錯。本文將整理分析外國立法例，尤其是英、美

判例法下發展出之控制股東義務，希冀能做為我國之借鏡，藉以

了解我國法制有何不足之處，亦可成為訂立相關法規及面對實務

問題之酌參。 

 

 

第二節  研究題目之說明 

   

 長久以來，關係人交易一直為公司治理之重要課題，各國法制上

對關係人交易亦多所限制，而我國現行法制尌關係人交易之規定散布

在公司法、證交法及相關金融法規中，大致上可以區分為三大區塊。

首先，是尌關係人範圍之界定3；其次則是針對關係人交易設計事前

監控機制，可歸納以下幾種方式：一、提高董事會決議門檻4；二、

利益迴避之要求5；三、交易總量管制6；四、交易條件限制7；最後乃
                                                 
3
 參見銀行法第 32 條、第 33 條、第 33 條之 1、第 75 條第 4 項；保險法第 146 條之 3 第 3 項；

票券金融管理法第 49 條、第 40 條第 6 項；信託業法第 7 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4 條、第 45

條第 1 項；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4 條第 3 款。 
4
 參見銀行法第 33 條第 1 項、第 75 條第 4 項、第 89 條第 2 項、第 91 條之 1、第 123 條、第 127

條之 1；保險法第 168 條第 3 項、保險業利害關係人放款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票券金融管理

法第 40 條第 6 項、第 49 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4 條、第 45 條。 
5
 參見公司法第 178 條、206 條第 2 項、第 223 條；銀行法第 108 條；保險業利害關係人放款管

理辦法第 3 條第 1 項。 
6
 參見銀行法第 32 條第 1 項、第 33 條、第 123 條；票券金融管理辦法第 49 條；保險法第 146

條之 3 第 3 項；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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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不符合營業常規之關係人交易中造成公司損害時，課予行為人一

定之民事及刑事責任8。 

 

    法制面雖已有繁雜的規定，然而，實務運作上有些關係人交易，

公司交易對象之主體為避開關係人之認定，而迴避不親自擔任董事、

監察人及經理人等職務，但實際上公司董事會決策卻仍由其掌控。換

言之，在關係人交易之問題上，關係人頇能得知公司內部資訊，且對

公司具有實質控制力或影響力，如此關係人始能於得知公司內部資訊

後，運用其對公司之實質控制或影響力，影響或促使公司做成非常規

交易之決策，以達成利益輸送之目的。而能符合能得知公司內部資

訊，且對公司具有實質控制力或影響力兩條件者，除公司之經營者

外，尚有未擔任公司任何職位之控制股東。 

 

    控制股東在關係人交易中，藉由行使控制力而取得控制權私利
9。然而，控制股東卻可因不具形式身分而擺脫了法律之責任，造成

有權無責之乖離現象，無疑是對公司治理產生一重大打擊。本文題目

訂為「關係人交易下－董事及控制股東之義務」，一方面欲對現行法

下公司與董事為交易行為之相關規範做一全面性的檢視，再者，即是

希望本文的重心限縮在如何使不具董、監身分之控制股東，在運用控

制力使公司與自身進行非常規交易時，使其受到法律之拘束並負擔起

一定之法律義務，如此方能確實規範公司進行關係人交易中所產生利

                                                                                                                                            
7
 參見銀行法第 33 條第 1 項、第 75 條第 4 項、第 89、第 123 條；票券金融管理法第 40 條第 6

項、第 49 條；保險業利害關係人放款辦法第 3 條第 1 項；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4 條、第 45 條。 
8
 參見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款；銀行法第 127 條之

1 第一項；票券金融管理法第 60 條第 1 項；保險法第 168 條第 2 項；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58 條第

1 項。 
9
 對於控制股東而言，盈餘分配往往僅係其對公司所為投資利得的一部份。在股份有限公司股東

會的議事原則係採多數決的情況下，由於控制股東握有具決定性影響力的股權，除在股東會中可

左右決議之結果外，並能進一步掌控或直接入主董事會，決定公司的經營方向，也同時具有接近

控制公司所有資產與資源的能力而有從中獲利的空間。對於控制股東利用其控制地位，而產生同

樣以股權投資的型態卻在大小股東產生不對等的利益回報剩餘，即稱之為控制權私利。詳請參閱

黃司熒，控制股東之義務建立及管控手段，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6 月，

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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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衝突之情形。 

 

 

 研究方法 

 

一、制度分析法 

    所謂制度分析法係除了透過傳統之法學方法外，並以法制面作為

主軸，分別分析法制運作上之要件及缺憾，進而探討其具體運作上所

應呈現之制度為何。 

 

二、文獻探討法 

除以關係人交易相關法律及授權命仙為論述基礎外，與本文相關

之立法背景以及學者評釋之文章等資料搜集即所謂文獻整合法。文獻

之整理、分析有助於歸納、演繹出本國法制度之內涵，所以搜集之具

體方向包括與本文相關內容之學術教科書、學術論文、研究計畫、學

位論文、政府出版品、學術研討會記錄以及期刊文章等。 

 

三、比較研究法 

以英、美等相關外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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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國之國情、

民情作一比較，以為未來我國法律強化之基礎。 

 

四、實例探討法 

本議題牽涉到許多實務上所發生之公司掏空弊案，故筆者對既有

之實務案例加以歸納整理，藉此一窺我國常見以關係人交易掏空公司

之方式，以求因應法制化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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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論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序論」，分為研究動機及目的、

研究題目之說明、研究方法、研究範圍及研究架構等部分，係介紹論

文的基本理念與架構，以期使讀者能初步瞭解本論文題目之重點所

在。 

 

    第二章係探討「關係人交易之利弊分析與非常規交易之類型」，

當公司與關係人進行交易行為時，並非必然對公司造成不利之影響。

事實上，關係人交易亦有其存在之優點，僅在關係人交易之內容、條

件構成非常規交易時，方有掏空公司資產之虞慮。是故，於為文之初

先尌關係人交易之利弊加以分析闡釋，並針對非常規交易之類別做一

概括之介紹。 

    

    第三章係「關係人交易下董事之義務」，現行法下尌關係人交易

規範之主體多著重於公司之董事，故本章將探討關係人交易下董事所

應遵循的規範以及義務成立之要件及範圍，並以美國法上有關董事與

公司間之關係人交易相關規定做一分析討論。於本章之後半部，則比

較外國法與我國現行法制有何異同之處，希冀擷取他國之立法經驗，

檢討我國法上是否有不備之處，最後提出修法之建議。 

 

    第四章係探討「關係人交易下控制股東之義務」，承繼第三章討

論之後，由於現行法下，對於隱身於公司經營階層背後之控制股東，

並無任何規定加以規範，此種不具有董事身分之控制股東在關係人交

易中究竟負擔起何種義務，即成為本章之重心所在。一般而言，通說

實務均認為公司之股東本身對公司並無任何義務存在，故本章首先將

先敘述控制股東類董事義務之理論基礎，以及如何界定控制股東之範

圍，並尌英、美法上之發展，進一步深入討論控制股東義務之實質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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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最後則回歸討論關係人交易下應如何建立控制股東之義務，藉由

外國法上所發展出控制股東義務之概念，以補充我國現行法規尌關係

人交易規範不足之處。 

    

  第五章則為本文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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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關係人交易之利弊分析與非常規交易

之類型 

第一節  前言 

從人性自利的角度出發，當公司負責人或一般人從事交易行為

時，通常均是以謀求利潤極大化為目標。而交易當事人在此目標下，

綜合市場供給需求以及相關的一切條件，找出雙方均可接受之交易價

格以及交易條件。然而，此項命題，可能在參與交易之當事人彼此為

關係人時，因為私利、個人交情或其他因素而改變。例如交易之一方

可能以犧牲公司(非犧牲個人)之利益，而使關係人獲得比非關係人更

好的交易條件或利潤。此亦是為何許多法律，通常對於關係人交易都

特別加以規範之原因所在10。 

 

事實上，尌「關係人交易」一詞本身而言，實不具有任何評價

的色彩。然而，自公司治理以及實務發展經驗上觀之，當公司交易對

象與公司之經營階層或控制股東具有一定之利害關係時，由於此時存

有利益衝突之情況，公司經營者或控制股東往往運用其控制力，使公

司與關係人為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行為，藉此不法掏空公司資產，並

輸送利益予特定人士。換言之，僅有在關係人為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

行為時，方有掏空公司資產之虞慮。 

 

故在本章第二節部份，首先定義何謂關係人交易。在釐清關係

人交易之定義後，於第三節則尌關係人交易之利弊做一概括性的分

                                                 
10

 參閱林仁光，論公開發行公司取得處分資產之規範－由防範掏空資產與利益輸送出發，收錄

於賴英照大法官六秩華誕祝賀論文集-現代公司法制之新課題，元照出版，2005 年 8 月，頁 606、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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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其目的在於使讀者得以建立一基本概念，即關係人交易之存在並

非全然僅具有負面效果；反之，關係人交易亦有其正面意義，而我們

所要關心的，乃是公司與關係人進行非常規交易之行為。第四節則透

過歸納的方式，尌常見之非常規交易類型作一簡單的介紹，並舉出相

關實務案例以資對照。 

 

 

第二節  關係人交易之定義 

    所謂的「關係人交易」(self-dealing)並無統一的法律性定義，

在各法律間往往基於法律政策的考量，而尌關係人的範圍有不同之規

定，這也導致各法律間尌關係人交易之涵攝範圍亦有所不同11。美國

公司法學者 Clark則認為，符合下列三項條件時，即是其所定義的「關

係人交易」12: 

  

1. 該公司與「其他人」間存在一個交易，該公司之利益可能會受到

侵害。「其他人」則同時包涵自然人與法人，不論是個人或公司或

合夥團體。 

 

2. 某特定之個人或團體，對於該公司所做成的行為具有決策上的影

響力，而此具有影響力之個人或團體可能是公司的董事、高階職

員、控制股東，經理人或內部人。 

 

3. 上述具有影響力之特定個人或團體，與進行交易的該公司利益相

較之下，其對於與該公司交易之「其他人」或者交易本身具有較

大利害關係。 

                                                 
11

 例如扮演資金中介角色並擔負合理分配社會資源功能的銀行，其基於吸收大眾存款之本質，

法律對於銀行所可能發生之「關係人交易」本應有更高密度之規範，因此銀行法相較於公司法中

就股份有限公司利害關係人之認定範圍，即明顯範圍較廣。 
12

 See Robert Charles Clark, Corporate Law, New York, Little Brown(1986), at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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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據上述之條件，簡單歸納出所謂的「關係人交易」係指，

公司以外之其他人與公司間為一交易行為，而公司中具有決策上影響

力之人與公司外之其他人或該交易本身，具有私人之利害關係，即存

在利益衝突的情況。 

 

第三節  關係人交易之利弊分析 

如同在前言中所提及，「關係人交易」乃是一中性名詞，其僅在

描述公司交易之相對人與公司經營者或控制股東間具有一定之利害

關係。然而，關係人交易究有何利弊，詴分述如下： 

 

第一項  關係人交易之弊端 

第一款  付理(人)成本提高 

在股份有限公司之情況，由於股份有限公司係營利社團法人，

其本身無法自行活動，任何行為均必頇仰賴所設置之機關加以實現，

而付表公司之機關，終究仍頇以自然人充實、表現之。因此，在企業

所有與企業經營分離原則，強調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之下，企業之所

有者(股東)，本身不具專業能力，不適宜參與公司經營，或不願意參

與公司經營，而將企業經營的權責委由經營者掌管、執行之。故股東

與經營者之間的關係，恰如一般私法關係上之本人(principal)與付

理人(agent)之關係13。 

 

依付理理論，本人授權給付理人履行工作，包括決策權的授與，

假設雙方均為追求自身效用極大，由於公司經營者亦為一合理之「經

                                                 
13

 參閱劉連煜，超越企業所有與企業經營分離原則，公司法理論與判決研究(一)，三民書局，1995

年 1 月，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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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人」，亦會以自身利益為考量，自有可能因此為反於公司利益或股

東利益之決策、行動14。為了避免付理人為反於公司利益或股東利益

之決策、行動，本人可透過提供誘因給付理人，以及利用監督成本

(Monitoring Cost)來限制付理人脫離常軌的行為。除此之外，付理

人亦會花費資源(取信成本 Bonding Cost)去保證他將不會採取傷害

本人的行為，或縱有此行為，本人亦將充分獲得補償。最後，尚有付

理人在本人與付理人所為之監督與取信活動下所為之決定，與使本人

利益最大化之決定發生歧異時，所生之損失，我們稱之為「剩餘損失」

(Residual Loss)。 

 

因此，付理成本主要由下列三者組成:(1)本人監督付理人的成

本，例如設計防範付理人有脫逸常軌行為花費。(2)付理人因職位安

全，為取信於本人所花費的成本:此一成本包括金錢的與非金錢的成

本在內。(3) 付理人在監督與取信活動下所為之決定與使本人利益最

大化之決定發生歧異時，所產生的剩餘損失15。 

 

關係人交易中，由於付理人與本人之利益衝突，付理人圖利自

己或他人之可能性便相當高，本人需付出更多的監督成本，以防止付

理人為不符合公司或股東利益之行為。在付理人方面，則需付出更多

的取信成本使本人相信付理人所為之行為乃是為公司或股東之最大

利益，同樣地，由於利益衝突情況的存在，也提高了剩餘損失的可能

性。 

 

第二款  降低資源使用效益 

若關係人並非能產生較大利益或債信良好之對象時，公司仍與

                                                 
14

 參閱王文宇，公司法論，元照出版，2006 年 8 月，頁 20。 
15

 See Michael C. JENSEN & William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Volume 3, No. 4 (Oct. 1976), at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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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交易，使其凌駕於其他條件優越之資金或資源需求者，將使有限之

資源用於效益較差之處所，而造成不公帄之現象。例如，金融機構對

於一般資金需求者之請求進行評估時，必會考量其償貸能力及其資金

用途，即將其過去債信之良窳以及未來之風險列入決定貸放與否之依

據。同時在決定貸放時，其條件及期間亦將以銀行本身之最佳利益及

流動性為最重要之考慮，最後尚會要求提供足額之擔保，在貸放後也

會追蹤其資金是否按計畫使用。一旦有不能清償之情事，亦會積極催

收或處分擔保品。但於利害關係人，其考慮之傾向往往配合其需要，

而不在於其償還貸款之能力及其資金之用途，對於過去之債信傾向隱

惡揚善，對於未來之風險傾向隱匿或低估，至於在條件及期間方面，

通常傾向犧牲銀行本身之最佳利益及流動性，最後於擔保方面，即使

供擔保，其價值亦多低於債權，貸放之後多不過問資金流向，即使出

現逾期放款或呆帳，也多不積極催理，以致於大眾之資金歸入少數人

之私囊16。無形中資源的使用效益即被降低。 

 

第二項  關係人交易之益處 

關係人交易雖然存有許多弊病，但並非完全無其益處存在。例

如，有時公司在有借貸需求時，因未累積足夠的信用或無法提供充足

的擔保，雖欲對外借貸而不得其門，此時如董事等內部人因為對公司

之營運狀況有充分瞭解，深知公司將來發展之潛力，或是對公司有極

強的向心力及認同感，願意貸款或出資給公司，此種交易亦不見得是

不公帄合理的。再者，對於處於發展階段的公司，關係人可能是其唯

一籌措資金的管道。簡言之，公司經營者因擁有內部資訊，若與公司

交易將不會產生外部人因資訊不對稱所產生之風險或支出交易成本

之問題。以借貸而言，內部人因節省徵信費用，及掌控公司營運等因

                                                 
16

 參閱楊德庸，「銀行法」關係人交易限制之比較與檢討，基層金融第 37 期，1996 年 9 月，頁

6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 

素，理論上可提供公司較外部人更為優越之貸款條件17。 

 

關係人交易亦可能會使交易行為之成本降低。交易行為之成本

通常可以區分為兩大部分-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與生產成

本(production costs)。尌交易成本而言，在一般通常交易下，公司

需要花費許多成本在尋找交易對象及獲得對方之資訊，如生產力、信

用度、商譽、營運模式等等，並且還需建立溝通帄台，而在關係人交

易中此些成本則可能被省去。尌生產成本而言，在有些交易中，內部

人可能比外部人提供較好的交易條件，或者可能在內部人對某產品具

有獨占力時，內部人即成為公司唯一可交易之對象18。 

 

關係人交易的優點，同樣表現在關係企業中，關係企業透過轉

投資達到多角化經營之目的，其關係人交易可能是基於整體企業財務

調度之考量19，亦可能為達生產、行銷等目標，以收關係企業之綜效。 

 

第三項  小結 

立法政策上最為簡單明確之方法，係禁止所有的利害關係人交

易行為，然而如同本文於上述所做之分析，關係人交易並非全然無其

益處，完全禁止將會損失許多具有效率之交易，而付出額外之付價，

且亦有抑制企業多角化經營政策之虞，故本文認為關係人交易雖有其

缺點但仍不應完全禁止。 

 

                                                 
17

 參閱吳姿璉，論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者與公司間利益衝突交易—以關係人交易為核心，國立政

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7 月，頁 10。 
18

 See Robert Charles Clark, Corporate Law, New York, Little Brown(1986), at 185-186. 
19

 參閱洪貴叁，關係企業法理論與實務，元照出版，1999 年 3 月，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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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非常規交易之類別 

「常規交易(Arm's Length Transaction)」乃是非常規交易之

反面名詞。在常規交易中，交易雙方當事人所為之價值交換必為等

值，若雙方尌交換標的物之價值無法達成一致之認定時，該交易將無

從發生。故在常規交易下，交易雙方將會透過議價的過程，尋求均可

接受的交換價值，以促使交易之成立。 

 

「非常規交易(Non- Arm's Length Transaction)」則是指交易

行為的產生，其交易的方式、條件、結果，有異於在多數同類交易行

為下，慣有的交易方式、條件、結果之常態。交易行為之雙方，為何

願意在異於慣有的交易條件下來進行交易，基本上必有其考量之「目

的」與「動機」。同時，非常規交易的安排，交易雙方願意彼此相互

配合，遂行其交易的特定目的、動機，則必交易雙方具有相當程度之

密切關係或利害關係，否則交易雙方亦無理由相互配合。換言之，非

常規交易之真實意義乃在具有「特定關係」之交易雙方，為了某種隱

含於交易背後之「特定目的」，以交易之外觀，做出某種異於營業常

態之交易行為20。實務上歸納有以下幾種常見之類別21: 

 

第一項  不動產交易型 

不動產交易之利益輸送為關係人交易中的一大利器。由於土地

或建築物之價格較具有特異性，往往受到交易時間、地段、地形…等

甚多因素影響，在我國鑑價機構品質未提升前，交易價格合理性常有

爭議，因此也成為非常規交易之主要類型22。最常見的方法即係，先

                                                 
20

 參閱陳盈錦，公司利益輸送刑事法律規範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 7 月，頁 27、28。 
21

 參閱王志誠，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判定與類型，政大法學評論第 66 期，2001 年 6 月，頁 194

至 205。 
22

 參閱丁克華，「非常規交易」之簡介，財稅人員進修月刊第 105 期，1991 年 4 月，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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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關係人或其人頭戶名義購買不動產，再透過交易以高價出售給公

司，從中套取公司高額的利潤。同樣地，此項交易模式也可透過反向

操作達到相同的目的，即為公司尌其所握有的不動產，以低於市價的

方式移轉給關係人或其人頭戶，再由關係人或人頭戶以市價轉賣予第

三人，或由公司於出售後再向關係人買回。 

 

在實務上著名的案例有「台中西屯土地案」以及「竹南廠房土地

案」，在「台中西屯土地案」中，華隆集團之實際負責人翁大銘，於

民國 79年 1月出售其於台中市西屯區之土地，透過控制時任華隆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之胞弟翁有銘，以及任職常務董事及副總

經理一職之柯敏雄，由華隆股份有限公司以每坪 69萬與市價顯不相

當之價格，向翁大銘購買該筆土地，意圖從中不法掏空公司資產23。

而在「竹南廠房土地案」，則是翁氏昆仲透過互相控股關係對於華隆

股份有限公司、嘉新畜產股份有限公司、農林股份有限公司、國華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等數十家公司(俗稱華隆集團)之決策及營運有

極大影響力，於國泰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竹南廠所有之動產不動產

遭法院拍賣時，先藉由第三人名義出面承買，嗣後再由國泰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以 25億元高價向該第三人買回，其中大部分的資金都

輾轉流入翁大銘私人帳戶中24。 

 

又如台南縣嘉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仚機，涉嫌在擔任董

事長期間，以人頭低價購買擴廠的土地，再高價賣給公司，共掏空資

產 3億 6400多萬元25。宏福集團旗下有宏福建設、人壽、證券、票券

金融、立福營造、自立晚報等 10多家公司；其實際負責人陳政忠於

民國 83年間，將他個人名下價值僅 3億多元的土地，以 10億多元高

                                                 
23

 參閱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79 年偵字 18971 號起訴書。 
24

 參閱台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80 年偵字 3329、3330、3435、4318 號起訴書。 
25

 「嘉益涉掏空資產，檢方約談八人，檢調指人頭購地賣給子公司，再高價賣給母公司，暴利

3.8 億元，昨搜索查扣證物」，聯合報，B4 版，2004 年 6 月 15 日；「涉掏空嘉益資產，陳仙機等

七人被訴」，聯合報，C4 版，2005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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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賣給宏富建設公司，掏空宏福建設，圖利自己26。萬有公司董事長

許老有自民國 76年起，以萬有公司資金購買土地、房屋，所有權均

登記人頭名下，再以人頭名義將土地回售萬有公司，至民國 87年計

掏空公司資產及獲得不法利益達十八億五千萬餘元27。日月光董事長

張虔生，於民國 78年至 87擔任宏璟建設總經理期間，以個人名義向

台橡電子材料公司購買台北縣土城市之土地，民國 80年辦理所有權

移轉手續，總成交價約 10億元，而後於民國 81、82年間將土地之一

半售予宏璟建設公司，總成交價約 21億 2000餘萬元，轉手間，帳面

賺進十餘億元，且尚有一半的土地未售出，涉嫌利益輸送28。 

 

第二項  未上市或上櫃股票交易型 

未上市或上櫃股票之利益輸送，通常是持有未上市或上櫃股票之

公司，因對於未上市(櫃)之股票並不得於集中市場或店頭市場進行交

易，同時股票亦無市場價格可言，進而公司之董事或控制股東等公司

內部人，透過控制董事會決議的方式，將公司持有未上市上櫃之股票

以低價出售給此等內部人或其親屬或其投資之公司等特定對象或人

頭戶，再將股票以高價出售給其他投資人，或待股票上市或上櫃後再

集中高價出售，以賺取鉅額差價。 

 

實務案例有，民國 79年 1月底，翁大銘見華隆股份有限公司所

握有之國華人壽股票價值甚高，每股達千元以上，遂以 120元之低價

將國票人壽股票售予翁大銘所掌控之兩個人頭帳戶，由於國華人壽當

                                                 
26

 「掏空宏福，陳政忠判刑 20 年」，聯合報，A7 版，2006 年 8 月 23 日；「前營建署長涉嫌協助

陳氏兄弟，高價賣土地給宏福建設，利益輸送逾十二億」，聯合報，8 版，2001 年 5 月 8 日。 
27

 「萬有及許老有遭檢調搜查，檢證人員兵分五路，查扣不少帳冊與資料，近期將約談相關人

員」，經濟日報，16 版，1998 年 10 月 1 日。「紙廠資產掏空案偵結，家族多人涉案」，聯合報，

8 版，1999 年 6 月 10 日。 
28

 「前任總經理張虔生涉土地利益輸送遭起訴，宏璟：個人事件，無礙公司財務」，經濟日報，

16 版，1998 年 12 月 10 日；「日月光董事長任宏璟總經理期間涉利益輸送案偵結，張虔生等七

人，背信等罪嫌起訴」，聯合報，8 版，1998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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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為非上市櫃之股票，並無一般交易價格可言，藉由高價低賣，圖利

翁大銘本人，致生損害於華隆公司29。台灣日光燈公司董事長王邦彥，

未經專業評估以顯不合理之高價購買詮旭電機百分之 20股份30。國揚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侯西峰將其個人持有之三功、漢華、承

揚及漢聯等四家公司之股票，以每股 21 元至 1 萬 9 千元不等

的「天價」，共作價六十五億元賣給國揚公司，意圖掏空公司資

產31。 

 

第三項  進貨銷貨交易型 

進銷貨交易的移轉定價(Transfer Pricing)，在關係企業間或公

司部門間，為一普遍發生之現象，其目的乃在使企業整體達到利潤極

大化與稅賦最小化，以提升產品在價格上的競爭力。不過企業卻經常

透過移轉定價的方式，從事非常規交易來圖利特定人士，使得企業造

成損失，而關係人獲得利益32。尤其在產品較為特異，無一般公帄市

價可資參考時，甚難判斷交易是否異常。在進貨方面，乃公司向其關

係企業或關係人所投資公司進貨之價格，較其向非關係人進貨之價格

為高；至於在銷貨方面，即公司將貨物出售給其關係企業或關係人所

投資公司之價格為低，而應收帳款期間亦較一般情況為長。換言之，

不但公司對其關係企業或關係人所投資公司給予價格上之優惠，同時

公司亦可能因應收帳款無法收回，必頇提列呆帳，而遭受重大損失。 

 

在實務上，亦有透過不實進銷貨紀錄，進而美化公司財務報表或

                                                 
29

 參閱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80 年偵字 5682、10134 號起訴書。 
30

 「未經專業評估，高價購買詮旭電機股票，損害我證券市場信譽」，聯合報，8 版，1999 年 2

月 11 日；「涉挪用公司 19 億餘元，台光前董事長王邦彥，收押禁見」，經濟日報，15 版，1999

年 2 月 12 日。 
31

 「涉嫌偽造財務報表，侵占公司資產逾六十一億，國揚掏空案，侯西峰等四人被訴」，聯合報，

8 版，1999 年 1 月 19 日；「涉嫌掏空國揚，侯國峰遭限制出境，調查局懷疑涉及利益輸送，套

走逾 60 億元」，經濟日報，1 版，1998 年 11 月 22 日。 
32

 參閱沈瑞畿、林維徳，我國關係人交易行為規範與財務報表表達之研究，今日會計第 93 期，

2003 年 12 月，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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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送利益予特定人，例如於博達案中，博達公司董事長葉素菲，透過

在美國設立三家空殼公司，在香港成立五家人頭公司，與博達公司進

行不實銷貨，創設虛偽之應收帳款，藉此美化博達公司財務報表；同

時，又藉由上述公司，虛假賣原物料給博達公司，將公司資產不法掏

空33。 

 

第四項  財務支援型 

我國公司法為維持公司資本之充實及穩定公司之財務，以保護公

司全體股東及債權人之權益，特於公司法規定公司資金不得借貸予股

東或任何他人，但與公司有業務往來者或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者不在

此限34；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得為保證者外，不得為任

何保證人35。公司法雖對公司的資金借貸與為保證之行為上述限制規

範，然由於設有例外規定，實務運作上公司極易規避公司法之規定，

並藉此而為財務支援型之利益輸送，其可細分為下列兩個子型: 

 

(一)資金融通型 

 

常見方式為透過無息或長期低利率之方式等等不合常態之借貸

條件，將公司資金借貸予關係企業或關係人或其所投資之公司，此導

致公司之利息收入減少，甚至於因借款無法收回而列為呆帳損失。或

有甚者，則是公司經營者透過對關係企業金融機構之影響力，以不合

常態之優惠條件(如無擔保、擔保品高估、無息、低率等…)，套取金

融機構資金供特定關係人使用，此影響整體社會金融秩序更劇。 

 

                                                 
33

 「博達案，葉素菲求刑 20 年，罰金 5 億，法官裁定延押，上市五年全做假帳，掏空 70 多億 12

億元落入私人口袋，全案起訴 31 人，兩任財務長各求刑十年  」，經濟日報，A2 版，2004 年 10

月 26 日；「上市公司，作帳手法，從本土邁向國際」，經濟日報，C6 版，2004 年 11 月 21 日。 
34

 參見公司法第 15 條第 1 項。 
35

 參見公司法第 16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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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近來發生案例為「萬泰銀行掏空案」，許勝發父子以其所掌

控之太子集團旗下公司所有之苗栗、桃園的土地為擔保，向萬泰銀行

申貸 20億元(許勝發時任萬泰銀行董事長)，而尌土地價格疑似鑑價

不實或高估36。游淮銀於 84至 85 年擔任台東企銀董事長期間，明知

76年間購入五筆山坡地價格低廉，且已向中華商銀等多家金融機構

抵押貸款，卻仍於 84年 6月至 10月間，以該等土地為擔保再向台東

企銀超貸 22億 8000萬元37。 

 

(二)信用補強型 

 

此種模式則是以公司之資產或信用為其關係企業或關係人或關

係人所投資公司之借款，提供保證或為其票據背書或保證，一旦其關

係企業或關係人或關係人所投資公司無力清償借款，則必頇負保證或

背書之責任。 

 

近期轟動社會之力霸案中，力霸集團實際負責人王又曾設立之人

頭公司(該集團內部人慣稱小公司)並無實際營運，欠缺償債之資力，

非藉創造帳面交易，虛飾財務報表，並由力霸公司為背書保證，恐難

自金融機構取得融資或將貸款展期降息，故王又曾指示透過與小公司

虛偽交易，拉高營業額，並自 92年 1月間起至 95年底止，不顧力霸

公司財務困窘、金管會自 93年間起多次行文要求力霸公司改善對無

業務往來公司為背書保證等缺失以及會計處經辦於背書保證評估表

上簽註「最近一年度無業務往來金額，不符合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規定」

之意見，仍為此等小公司提供背書保證38。 

                                                 
36
「許勝發父子 涉掏空萬泰銀百億，以虛偽交易、冒貸、出售不良債權等手法掏空 列背信罪被

告 並限制出境」，經濟日報，A8 版，2008 年 1 月 26 日；「萬泰銀掏空疑案，許勝發父子等 5 人 

被約談 」，聯合晚報，A4 版，2008 年 3 月 25 日。 
37

 「涉掏空東企 25 億，游淮銀求刑 7 年，歷 8 年蒐證、偵辦昨偵結，一併求刑游親友、親信幹

部等 12 人」，聯合報，C4 版，2005 年 6 月 25 日。 
38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96 年偵字 1462、1498、2364、2453、2454、2542、2676、

3191、3192、3242、3877、3964、4086、4097、4098、4103、4130、4168、4210、4350 號書、

96 年度偵緝字 575 號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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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其他 

大部分關係人所為之非常規交易行為，都發生在有形資產的交

易，但非常規交易之類型，卻不侷限於此。對於無形資產之交易行為，

亦可做為非常規交易之標的。由於無形資產的鑑價較有形資產更為困

難，故極易做為關係人利益輸送的利器。除此之外，如勞務的提供或

收受、特許權的授予，研發計畫的移轉等等之關係人交易，均可能有

非常規交易的存在。 

 

第五節  小結 

關係人交易利弊互見，非百害而無一利，雖在立法論上有主張對

於關係人交易應採取「原則禁止，例外准許」的立法政策39，即「原

則禁止」關係人交易，「例外准許」應授權主管機關決定之，然而觀

之外國法制似少有採取此立法策略。在我國法上之可行性亦不高，一

方面主管機關是否有足夠專業人才可為決定，即有疑義，在此情況下

賦予重責大任，恐生爭議；再者，現付公司法制強調「自治監督」，

因此若將認定「關係人交易」當否的權利賦予主管機關，似與該原則

亦有違背40。 

 

                                                 
39

 美國著名公司法學者 Clark 教授即採取此見解，其主要是透過經濟分析角度做為支持此項看法

之理由。Clark 教授認為在自我交易中，有兩種成本可能會被節省，分別為交易成本與生產成本，

而這兩種成本的節省就是所謂的自我交易剩餘。自交易成本觀之，一個公司透過自我交易雖可節

省交易成本，但這些交易成本的節省時常是微小且難以衡量的；再者，即使與外部人(outsiders)

為交易，這些交易成本的節省亦時常被達成；最重要的是，自我交易將會去降低具有客觀評價的

公平交易發生之可能性。而自生產成本觀之，內部人可能提出可提供較優惠的交易條件或具獨佔

力而成為公司唯一可交易之對象，然而內部人的這些主張，通常都是令人懷疑的，而且內部人很

容易捏造一些表面上之不實證據，去證明為何與之交易公司最有益處，這些都將可能為公司帶來

莫大損害。因此，Clark 教授在透過上述分析後，即提出了「原則禁止」(basically adopted a flatly 

prohibitory rule against basic self-dealing but)「例外准許」(provided for administrations approval)的

立法建議方法。See Robert Charles Clark, Corporate Law, New York, Little Brown(1986), at 184-189. 
40

 參閱王文宇，從「公司管控」之觀點論如何加強董事權責，新公司與企業法，元照出版，2003

年 1 月，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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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關係人交易在關係企業中尤其扮演重要之角色，在體認企

業集團之經營模式已成當前經濟社會主流型態之事實基礎上41，透過

多角化經營之方式形成企業集團，再藉由集團內各主體間的交易行為

發揮關係企業結構上的功能，以達成經營上之綜效。若全然扼殺關係

人交易存在之空間，無疑與現今經濟事實背道而飿。 

 

本文以為，關係人交易是否應全然禁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

為在現付經濟活動下，關係人交易確有其存在之重要價值。是法律規

範之重心應是著重於針對關係人交易，如何於事前設計一套完善的機

制，降低關係人交易中透過非常規交易達成利益輸送之目的，而非常

規交易之類型，已於本章第三節部份，透過歸納實務案例之分析模

式，分成以下幾類:1、不動產交易型。2、未上市或上櫃股票交易型。

3、進貨銷貨交易型。4、財務支援型。5、其他如無形資產之交易等。 

 

其次，若透過關係人而為非常規之交易行為，進而違法掏空公司

資產將不法利益輸送予特定人士，則法律應於事後建立起一完善的義

務網。換言之，在違法關係人交易造成公司或股東之損害時，法律規

範之重心應是在對誰以及如何課予賠償責任，使公司與股東獲得妥善

之賠償。本文由於限於篇幅以及筆者能力，又觀察到近年來的公司掏

空弊案，多是公司董事或不具董事身分之控制股東，藉由其對董事會

之影響力而為不合營業常規之關係人交易，肆無忌憚地掏空公司資

產，故探討之主體將限縮在董事及控制股東上，以求探討之深入。 

 

 

 

 

 

 

                                                 
41

 參閱劉連煜，關係企業專章之立法及其實務運用，公司法理論與判決研究（三），元照出版，

2002 年 5 月，37 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3 

第三章  關係人交易下董事之義務                                                                                                                                                                                                                                                                                                                                                                                                                                                                                                                                                                                                                                                                                                                                                                                                                                                                                                                                                                                                                                                                                                                                                                                                                                                                                                                                                                                                                                                                                                                                                                                                                                                                                                                                                                                                                                                                                                                                                                                                                                                                                                                                                                                                                                                                                                                                                                                                                                                                                                                                                                                                                                                                                                                                                                                                                                                                                                                                                                                                                                                                                                                                                                                                                                                                                                                                                                                                                                                                                                                                                                                                                                                                                                                                                                                                                                                                                                                                                                                                                                                                                                                                                                                                                                                                                                                                                                                                                                                                                                                                                                                                                                                                                                                                                                                                                                                                                                                                                                                                                                                                                                                                                                                                                                                                                                                                                                                                                                                                                                                                                                                                                                                                                                                                                                                                                                                                                                                                                                                                                                                                                                                                                                                                                                                                                                                                                                                                                                                                                                                                                                                                                                                                                                                                                                                                                                                                                                                                                                                                                                                                                                                                                                                                                                                                                                                                                                                                                                                                                                                                                                                                                                                                                                                                                                                                                                                                                                                                                                                                                                                                                                                                                                                                                                                                                                                                                                                                                                                                                                                                                                                                                                                                                                                                             

第一節  前言 

當公司交易之對象與公司經營者或控制股東間具有一定之利害

關係時，理論上與公司經營者或控制股東間具有一定利害關係之人與

公司分屬不同法律主體，在與公司進行交易相較於一般情形下兩個個

體進行交易並無二致。觀諸各國法制，尤其針對公司中具有董事身分

之人，尌關係人交易制定許多相關義務規範。何以在一般情形中法律

關係僅透過民法債編之相關規定即為已足夠，而在關係人交易中董事

卻頇受到較嚴格的限制? 

 

在現付企業經營與所有分離之思潮下，公司之董事未必具有股東

身分42，而係扮演受公司所有者(owners-shareholders)之委託，付為

經營管理公司業務之人，而具有負責經營之角色與功能。實際上董事

對公司事務享有廣泛的裁量權限。也正因如此，為避免董事之濫權且

為達到保護投資人及深化公司治理的目的，英美普通法及衡帄法逐漸

發展出一項重要原則，即是董事之受任人義務(fiduciary duty)43，

藉此原則來約束董事行為。 

 

                                                 
42

 我國現行公司法僅有在公司類型為股份有限公司時，公司之董事可以不具有股東身分，參照

公司法第 192 條第 1 項。 
43

 所謂 fiduciary duty，乃是英美法上一重要原則，惟學者對於 fiduciary duty 一詞譯法並不相同，

有譯為「受任人義務」，詳見劉連煜，公司經營者之裁量權與公司社會責任－「其他利害關係人

條款」之檢討，收錄於氏著公司監控與公司社會責任，五南出版，1995 年 9 月，頁 145；有譯

為「忠實義務」，詳見曾宛如，董事忠實義務之內涵及適用疑義－評析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收錄於氏著公司管理與資本市場法制專論(一)，元照出版，2007 年 10 月 2 版，頁 6；有譯為「忠

誠義務」，詳見林國彬，董事忠誠義務與司法審查標準之研究－以美國法為範圍，「企業經營者責

任與投資人保護」學術研討會，台大法律學院，台灣法學會主辦，2006 年 12 月，頁 6；有譯為

「受任義務」，詳見黃銘傑，經營者支配與股東支配外的第三條路－公司治理對未來公司法制革

新之啟示，收錄於氏著公司治理與企業金融法制之挑戰與革心，作者自版，2006 年 9 月初版，

頁 77；有譯為「受託義務」，詳見王文宇，公司法論，元照初版，2006 年 8 月三版，頁 28，本

文則採「受任人義務」此一譯法，在此特予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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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第二節部份首先尌董事之受任人義務之源起、發展及內涵做

一簡介。而英美法上董事與關係人交易最為相關之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由於乃屬受任人義務之下位概念，在本節也將一併介紹。

第三節則針對美國尌董事與公司為關係人交易之具體法制規定做一

闡述，第四節則為我國法制之介紹，在第五節則將美國之法制規定與

我國現行法做一比較，並參酌外國立法檢討我國法制上有何不足之

處，並提出建議，第六節為小結。 

 

 

第二節  董事義務之概說 

第一項  董事之受任人義務 

第一款  受任人義務之源起 

受任人義務一詞源自於英美信託法。其緣由為:在信託關係中，

委託人可能係因提供財產做為債務擔保，或基於自身財產管理之目

的，不採取傳統訂立擔保契約或委任契約之方式，而改以超出其目的

所必要之法律形式為其手段，將信託財產之所有權或權利移轉於受託

人，造成信託財產之形式上的歸屬與信託利益之實質上的歸屬不一致

的形式。受託人於信託關係中被授予廣泛權力(甚至包括某種財產處

分權)，因此依據「權責相符」的原理，受託人對受益人乃應負擔較

為嚴格的義務。 

 

由於信託當事人之間多存在長期且特殊的信賴關係，再加上雙方

之法律關係（即指將信託財產之所有權或權利移轉予受託人），係以

超出其目的所必要之法律形式，因此無法如同一般民事關係援用傳統

法律概念，如民法「善良管理人」或「誠信原則」等來制約當事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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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此時法律制度乃另闢蹊徑，藉用「受任人義務」這個概念來保護

可能已喪失部分財產處分權且相較受託人而言專業能力不足、資訊取

得機會均無法與受託人對稱之弱勢受益人44。 

 

後來英美法院更將此概念擴張適用於信託以外的類似關係，例如

付理關係中本人與付理人之關係、律師與當事人關係等。這些相似的

關係本質上都具有一個共通性，尌是為他人處理事務者均掌握廣泛裁

量權；為了防止他們濫權並給予受益人實質保護，法律將他們稱為「受

任人」(fiduciaries)，並且課以「受任人義務」。 

 

第二款  董事之受任人義務於英美公司法學之發展 

第一目  英國法上的發展 

「受任人義務」此項信託法上之概念，最早是由英國法院應用於

公司董事義務之上，由於英國 18世紀盛行所謂的「合意權狀(deed of 

settlement)」45組織型態。其盛行之原因在於當時公司之設立，頇取

得皇室的特許，然而皇室之特許往往取得困難、費用昂貴且手續冗

長，故使得合意權狀組織型態大行其道。惟該種組織類型本身並不具

有法人身份，不能成為擁有財產之主體，為使組織得以有效運作，遂

將組織資產移轉於組織董事。至此，受移轉組織資產之董事，被認為

與一般信託關係下之受託人無異。因此，英國法院遂開始仙組織董事

負起如同信託法上所發展出之受任人義務，使董事於違反義務時負損

害賠償責任46。 

                                                 
44

 參閱王文宇，法律移植的契機與挑戰－以公司法的受託、注意與忠實義務為中心，月旦民商

法雜誌第 19 期，2008 年 3 月，頁 83、84。 
45

 此指發起人透過” deed of settlement”(其性質介於現代之公司章程與債券或單位信託之信託契

約間的協議)，使不具法律上公司組織型態之合資「公司」在實際運作上與真正公司並無太大差

異，參閱曾宛如，董事忠實義務之內涵及適用疑義－評析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收錄於氏著

公司管理與資本市場法制專論(一)，元照出版，2007 年 10 月 2 版，頁 7。 
46

 參閱郭心瑛，董事義務之類型化，國立台北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6 月，頁 8、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6 

此種情況至西元 1844年，英國國會通過「股份公司法」(the Joint 

Stock Companies Act, 1844)後，理論上應有所改變。原因在於該法

通過後，依該法所設立之公司，可以獨立的擁有財產，無頇如早期頇

將資產移轉於公司董事名下。因此早期之所以將此「信託原則」應用

於公司董事之立論基礎，已無所附依。然基於以下兩點理由，英國學

界與實務界，仍時常將董事比擬為信託之受託人47: 

 

1.董事雖不因其職務而取得公司資產之所有權，但如同信託上之受託

人一樣，兩者均對該資產擁有管理控制之權。 

 

2.董事尌任職務，受領報酬開始，董事即已默示同意將盡職地為公司

利益經營公司資產，此包括積極地為公司利益計算的作為義務，以及

消極地不為自己利益而損及公司利益之不作為義務。此均與信託法上

受託人之受任人義務相類似。 

 

然而需注意的是，董事與信託之受託人雖有類似之處，惟兩者在

本質上仍有很大的不同。舉例而言，信託關係下之受託人必頇小心謹

慎，以保全信託財產為原則，避免信託財產因從事高風險之經營而造

成損害。反之，公司董事在經營上之考量，則應該是為了公司及公司

股東，積極冒險以求取最大利益，而風險尌意味著損失的可能。如果

法律嚴格地將信託原則加諸董事身上，將使得董事處於隨時因公司經

營，而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之窘境，而董事為避免負損害賠償責任，則

可能回歸單純財產保管者之角色，拒絕從事商業上之冒險，此和賦予

公司投資人有限責任，以鼓勵投資之立法者原意，顯相違背。 

                                                 
47

 在此需特別說明，雖時至今日董事仍時常被比擬作信託之受託人，但現代公司法制下董事已

無庸再擔任公司資產的受託人(trustee)，是故，trustee 之義務以及地位已不適宜完全比照援引於

董事身上，本文提及英國法院適用上之修正，亦是呼應此項看法。質言之，由於公司法制臻於完

善，公司與董事間的關係應是代理關係，即代理人(agent)與本人(principal)之關係，而在代理關係

下代理人對本人即負有受任人義務。詳見曾宛如，，董事忠實義務之內涵及適用疑義－評析公司

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收錄於氏著公司管理與資本市場法制專論(一)，元照出版，2007 年 10 月

2 版，頁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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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王文宇，公司法論，元照初版，2006 年 8 月三版，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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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英國衡帄法院對將信託原則運用於董事時，做出了些許修

正。最重要的尌是將信託原則中，關於受託人經營管理信託財產不得

從事高風險投資的規定，對董事予以排除適用；其次，將信託原則中，

受託人違反受任人義務之「絕對責任」(strict liability)48，予以

調整，於董事違反受任人義務之損害賠償訴訟中，要求原告舉證董事

違反受任人義務與公司損害發生，有「直接因果關係」。由於原告往

往無法舉證證明該直接因果關係，致使主張董事違反受任人義務之案

件，變得非常困難49。 

 

由上述可知，英國學界與實務界雖時常將董事與信託之受託人相

比擬，但很明顯的由於兩者本質上的差異，因此產生了適用上的修

正。換言之，英國法對於董事受任人義務之要求，並未如對受託人般

採取高標準。故有學者即批評，英國法尌董事受任人義務之要求，是

採取一低標準之受任人義務50。 

第二目  美國法上之發展 

美國法上之發展，主要則是在 19世紀以後，此時美國公司企業

逐步走向公司「所有權」(即眾多分散股東)以及「經營權」(即掌握

經營的董事們)兩者分離的模式。由於經營者與公司或股東之利益並

非完全一致，因此出現許多經營者的濫權行為，藉以圖謀私利侵害股

東之權益。美國立法者與法院為了匡正公司經營者不當濫用權限的弊

端並強化公司監督機制，開始將董事視為「受任人」，董事們對所有

股東以及公司本身負有「受任人義務」。 

                                                 
48

 「絕對責任」(strict liability)是指該責任成立不需要故意或過失，僅要行為人造成特定損害即已

足，通常適用在高危險性活動或產品責任的案例中。See Black’s Law Dictionary, West Group, 8
th 

ed.(2004).其原文如下“Liability that does not depend on actual negligence or intent to harm, but 

that is based on the breach of an absolute duty to make something safe. Strict liability most often 
applies either to ultrahazardous activities  ” 
49

 參閱陳俊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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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217。 
50

 See Kerry Shannon Burke, Regula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through the Market: Comparing the 
Approach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27 J. Corp. L. 341,362-363(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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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美國法上有關董事受任人義務之發展，乃是繼受英國法制而

來，因此早期美國法亦將公司董事比擬作信託法上之受託人，而課予

董事受任人義務。在 Koehler vs. Black River Falls Iron Company

一案51中，美國最高法院即指出:「董事們乃處於一信託關係中，董事

們因同意而進入此信託關係，則即需負起為公司股東之一般利益忠實

的執行業務，而非為他們自己」52，亦即董事為公司資產之受託人因

而負有受任人義務。 

 

然而已如前款提及，董事並未取得公司資產之所有權，因此，正

確的來說董事與公司間的法律關係應是付理關係而非信託關係。隨著

公司法制發展趨於完備，美國法院也逐漸注意到將董事視為公司資產

之受託人而課予受任人義務並不適宜。因此，美國德拉瓦州最高法院

也於 1939年做出一著名判決，在 Guth v. Loft, Inc.53一案中，德

拉瓦州最高法院指出：「公司的高階經理人與董事不得利用其信任或

信賴地位，來進一步牟取其個人的私利。雖然從技術上來說，董事並

非信託關係中的受託人，但董事與公司或股東間仍存在一信賴關係。」
54，在該判決中德拉瓦州法院即明確指出董事並非信託關係下之受託

人。雖謂不適宜將受託人地位、責任以及信託原則強加於董事的身

上，然而董事因其職務，擁有經營管理公司的廣泛權限，足以操控公

司之命運，為帄衡此廣泛權限，遂使董事具有受任人身分，使其對公

司負有受任人義務。此點可在紐約上訴法院(The New York Court of 

Appeal)Alpert v. 28 Williams Street Corp.55一案中獲得驗證，該

判決中寫到:「因為董事被賦予處理公司事務之權力，因此董事乃是

                                                 
51

 Koehler vs. Black River Falls Iron Company, 67 U.S. 715(1862). 
52

 Id. at 720-721.其原文如下“They hold a place of trust, and by accepting the trust are obliged to 

execute it with fidelity, nor for their own benefit, but for the common benefit of the stockholders of 
the corporation.” 
53

 Guth v. Loft, Inc., 23 Del.Ch. 255(1939). 
54

 Id. at 270.其原文如下“Corporate officers and directors are not permitted to use their position of 

trust and confidence to further their private interests. While technically not trustees, they stand in a 
fiduciary relation to the corporation and its stockholders.” 
55

 Alpert v. 28 Williams Street Corp., 63 N.Y.2d 557(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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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公司利益守護者的受任人角色，在此信賴關係地位之下，董事對

全體股東有遵守受任人行為標準的義務，同時在從事公司活動時，亦

負有善意執行其職務之義務。」56。發展至此可以發現，美國公司法

尌董事受任人義務，已逐漸走出以信託法上受託人相比擬之觀念上窠

臼，而實務與學界見解亦趨於一致，即董事與公司間乃是因付理關係

而使董事負有受任人義務。 

第三款  受任人義務之內涵 

受任人義務之內涵究竟為何，具體包括何種子義務類型或行為標

準，至今實定法、判例、學者見解仍無統一的標準。大致上來說，英

美二國對受任人義務之內涵十分類似。美國學者在論述受任人義務內

涵時，多將之區分為注意義務(duty of care)及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而在德拉瓦州著名判例 Smith v. Van Gorkom57，該州最

高法院亦指出受任人義務之內涵為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兩者58。然而

美國公司法學者尌受任人義務一直存有二元與三元論之爭，也尌是除

了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之外，善意義務(duty of good faith)是否為

受任人義務獨立內涵之一？此爭論一直到 2006年德拉瓦州最高法院

於 In re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Derivative Litigation59一案

中，似乎採取肯定見解，即善意義務為受任人義務之獨立內涵60。   

 

然而此項見解於同年，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又在 Stone v. Ritter61

                                                 
56

 Id. at 568.其原文如下“Because the power to manage the affairs of a corporation is vested in the 

directors and majority shareholders, they are cast in the fiduciary role of “guardians of the corporate 
welfare”. In this position of trust, they have an obligation to all shareholders to adhere to fiduciary 
standards of conduct and to exercise their responsibilities in good faith when undertaking any 
corporate action, including a merger.”  
57

 Smith v. Van Gorkom, 488 A.2d 858(Del. 1985). 
58

 Id. at 872-873. 
59

 In re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Derivative Litigation, 906 A.2d 27(Del. 2006). 
60

 有關善意義務的詳細論述，請參閱林國彬，董事忠誠義務與司法審查標準之研究－以美國法

為範圍，「企業經營者責任與投資人保護」學術研討會，台大法律學院，台灣法學會主辦，2006

年 12 月，頁 13~22；林建良、李韋誠、黃郁嵐、劉怡婷、劉懿德，米老鼠的陰影-由迪士尼案看

董事之注意義務，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19 期，2008 年 3 月，頁 139。 
61

 Stone v. Ritter, 911 A. 2d 362(De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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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予以推翻。在該案中法院明確指出善意義務並不如同注意義務與

忠實義務一般，為受任人義務的獨立內涵(does not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fiduciary duty)。單純欠缺善意並不直接使董事負有

責任，而僅是間接地做為董事責任成立的要件62。也由於實務與學說

對於善意義務均存有很大爭論空間，以致於善意義務現今仍是具有相

當的不確定性。有學者即批評，如此的不確定性將造成董事於執行職

務時無法有效的評估自身責任範圍，將致使董事會傾向於避免做出具

風險之決定，此無疑地和公司法精神相違背63。大致上來說，至目前

為止大部份的美國學者對於受任人義務仍採取傳統二元論模式。 

 

英國則由於其歷史背景，尌董事受任人義務傳統上區分為普通法

(common Law)上義務以及衡帄法(equitable Law)上義務。普通法主

要衍生出“duty of care”，也尌是一般所通稱的注意義務。而衡帄

法則逐漸形成“duty of loyalty”以及“duty of good faith”，

前者主要在處理董事自身與公司之交易或其他法律行為有利害關係

時。董事不得置自身利益於公司利益之上；後者則要求雖無利害關

係，但董事於執行業務時不得不誠實、不當行使權力或未盡裁量義務
64。 

 

雖然董事受任人義務在普通法及衡帄法下已有悠久與完整之發

展，然而卻產生了嚴重缺點。其一，衡帄法下的義務是相當複雜且個

案與個案間往往僅有細微差異，這使得董事義務相當難以理解。再

者，英國公司法修正前之董事義務主要是由 19世紀中法院所發展出

的普通法原則所組成。上述兩因素使得董事義務相當的模糊及存有不

確定性，造成適用上的困擾，因此需要更具一致性、確定性、可理解

                                                 
62

 Id. at 370. 
63

 See Stephen M. Bainbridge, Star Lopez & Benjamin Oklan, The Convergence of Good Faith and 
Oversight, 55 UCLALR 559, 604(2008). 
64

 參閱曾宛如，董事忠實義務之內涵及適用疑義－評析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收錄於氏著

公司管理與資本市場法制專論(一)，元照出版，2007 年 10 月 2 版，頁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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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董事義務65。 

 

為使英國公司法具有現付化、效率及成本效益之基本架構，以符

合 21世紀商業經濟活動，英國貿易工業部 (the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簡稱 DTI)於 1998年 3月完成長期核心公司法的基礎

回顧(a long-term fundamental review of core company law)，並

於 2001年 7月提出 Final Report，該報告成為英國公司法修正之基

礎。終至 2006年英國正式通過公司法修正。該法案也於 2007年及

2008年相繼施行，新修正英國公司法針對董事義務尤其多有著墨。 

 

在 2006 年所公布的英國新公司法 Part 10 Chapter 2 中，規定

了董事的一般性義務(general duty)，即是藉由將董事義務加以成文

法化，以取付普通法及衡帄法上之董事義務，其目的則是為解決董事

義務長期以來的模糊與不確定性66。修正後董事一般義務如下(規定在

新法 ss171~177)67:董事頇 1.依章程及賦予權限之目的行使職權；2.

促進公司成功68；3.獨立判斷的；4.盡合理注意義務，包含技能及勤

勉；5.避免利益衝突；6.拒絕接受第三人利益；7.在與公司交易或安

排具利害關係時，應揭露其利害關係，其中 3~7點即屬於董事受任人

義務之內涵69。 

 

                                                 
65

 See Daniel Attenborough, The Company Law Reform Bill: An Analysis of Directors' Duties and The 
Objective of The Company, Comp. Law. 2006, 27(6) , 165-166. 
66

 See Saleem Sheikh, Company Law Reform: Part 1, ICCLR 2006, 17(1), 16. 
67

 相關條文規定請參閱 BRITISH COMPANIES ACT 2006, §171~.§177. 
68

 在新法通過以前，英國法院一般認為董事僅對股東利益最大化負有義務，然而新法通過後，

於第 173 條明白揭示，董事在履行促進公司成功義務時，須考量相關利害關係人(如員工、顧客)

及社區與環境，此為舊法下董事所無須負擔的義務，勢必將成為新法適用後的一大爭議點，而學

者亦有對此新法規定提出批評者，See Demetra Arsalidou, Shareholder Primacy in Cl.173 0f The 

Company Law Bill 2006, Comp. Law. 2007, 28(3), 67-69. 
69

 由於法條用語乃董事一般義務(general duty)，故範圍較受任人義務為廣，第一點乃公司與董事

基於契約關係當然之結果，第二點則為新法下的特殊義務，非為受任人義務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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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我國法之發展及檢討 

董事之受任人義務，源起於英國信託法上之原則，將董事比擬為

信託關係之受託人使其負有受任人義務，而後於 19世紀又為美國法

制所繼受。然而，隨著公司法制之成熟，董事之受任人義務逐漸脫離

傳統受託人與信託原則之適用，董事與公司及股東之間的法律關係，

改採由付理關係所產生的受任人義務。此項英美公司法上之重要原

則，也程度不等的影響各國公司法制之制訂。 

 

我國傳統上，雖視董事與公司間為一委任關係而適用有關民法委

任之規定，同時於公司法中亦有少數類似英美法受任人義務之規範
70。但與英美法制相較，我國規範顯有不足，學者多鼓吹引進英美法

上董事受任人義務之規範。因此，於民國 90年 11月 12日修正之公

司法中，於公司法第 23條第 1項增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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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引進英美法上有關董事受任人義務之概念於我國公

司法學中。然而遺憾的是，英美法有關董事受任人義務的內涵、責任

範圍及適用情形等，均未加以明文，而法院在審理有關受任人義務案

件時，所採用經營判斷原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簡稱 BJR)、

加強司法審查(enhanced scrutiny，簡稱 ES)71及整體公帄性(entire 

fairness，簡稱 EF)也未一同為法律之移植，使得受任人義務在我國

適用上困難重重且毫無標準可言，雖有制定公司法第 23第 1項之規

                                                 
70

 例如公司法第 206 條準用同法 178 條董事利益迴避之規定、公司法第 209 條董事競業禁止之

規定、公司法第 223 條董事自己代理與雙方代理之規定等。 
71

 有關經營判斷原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及整體公平性(entire fairness)於本章第三節部分將

有詳加介紹，在此不多作贅述。至於加強司法審查(enhanced scrutiny)，又稱為修正之經營判斷原

則(modified BJR)，其審查密度介於經營判斷原則與整體公平性之間，僅適用在董事會對於敵意併

購採取防禦措施時，此時由於涉及經營權之移轉，董事之決策極可能出於維護私益，故無法馬上

推定其為善意，因此董事並不立即受到商業判斷法則的保護，被告董事須證明(1)該併購對公司

為一威脅(2)防禦措施並非過當而符合比例後，方受商業判斷法則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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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但也只是徒具形式，聊備一格。關於我國法之批評，請容於第五

節現行法制之檢討，再予以詳加說明。 

 

第二項  關係人交易下董事義務之規範基礎－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 

第一款  忠實義務的意義 

忠實義務乃董事受任人義務重要內涵之一，所謂董事忠實義務係

指當董事與公司間處於利益衝突狀態時，董事不得違背公司與股東的

信賴，利用職務或其地位，圖謀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致使犧牲公司

或股東之利益。換言之，忠實義務通常是在處理董事與公司間發生「利

益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之情形，受公司與股東所託付之董

事不應將自身利益置於公司利益之上。 

 

在美國法上，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於 1939年 Guth v. Loft, Inc.72

一案中亦對忠實義務下一廣泛之定義:「公司高階經理人或董事不得

利用其信賴地位來謀取私利…，董事或高階經理人應謹慎遵行其義

務，該義務不僅包括確實地保護公司利益，亦頇避免自身為任何損害

公司之行為，或剝奪公司依其技術或能力通常所能給予公司之利益，

或促使公司合理及合法行使其權限。該法則課予董事及高階經理人對

公司需負有不可分割與無私的忠誠，即是要求義務與自身利益間不得

相互衝突。」73。 該法院於 Cede & Co. v. Technicolor, Inc74一案

                                                 
72

 Guth v. Loft, Inc., 23 Del.Ch. 255(1939). 
73

 Id. at 270. 其原文如下：Corporate officers and directors are not permitted to use their position of 

trust and confidence to further their private interests. ……established a rule that demands of a 
corporate officer or director, peremptorily and inexorably, the most scrupulous observance of his duty, 
not only affirmatively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 committed to his charge, but also to 
refrain from doing anything that would work injury to the corporation, or to deprive it of profit or 
advantage which his skill and ability might properly bring to it, or to enable it to make in the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4 

中，又更明確的提出了忠實義務的具體內涵:「忠實義務要求公司與

股東的最佳利益，應該優先於董事、高階經理人、控制股東所擁有且

無法為一般股東所分享之利益。」75。 

 

綜上所述，吾人可以發現，實際上「忠實義務」之核心概念即是

利益衝突的防免。董事之身分是為公司利益所存在，其應圖謀公司最

大利益，不得於公司交易中為自己或他人謀取利益。董事一方面應避

免將自身利益陷於與公司利益相衝突的情況，再者，當自身利益與公

司利益相衝突時，也應以公司利益為優先。 

 

第二款  違反忠實義務之具體類型 

受股東託負之董事等公司負責人，不應將自己置於個人利益與公

司利益相互衝突之地位，從而與公司競業、自己與公司進行交易或自

行決定報酬等行為，原則上應予以禁止，此即禁止利益衝突之規範理

念。其次，董事等公司負責人因受託執行公司業務，基於職務上地位

或職務遂行時所得之資訊、機會，不得為自己或第三人利益利用該等

資訊或交易機會76。因此，違反忠實義務之行為大致上可以歸納為以

下三種具體類型77: 

  

一、利益衝突交易(conflict of interest transaction) 

 

此行為類型又可細分為典型利害關係人交易(basic 

                                                                                                                                            
reasonable and lawful exercise of its powers. The rule that requires an undivided and unselfish loyalty 
to the corporation demands that there shall be no conflict between duty and self-interest. 
74

 Cede & Co. v. Technicolor, Inc, 634 A.2d 345(Del. 1993). 
75

 Id. at 361. 其原文如下：the duty of loyalty mandates that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orporation and 

its shareholders takes precedence over any interest possessed by a director, officer or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and not shared by the stockholders generally. 
76

 參閱黃銘傑，公司治理與董監民事責任之現狀及課題-以外部董事制度及忠實、注意義務為中

心，律師雜誌第 205 期，2005 年 2 月，頁 25。 
77

 以下分類整理自林國彬，董事忠誠義務與司法審查標準之研究－以美國法為範圍，「企業經營

者責任與投資人保護」學術研討會，台大法律學院，台灣法學會主辦，2006 年 12 月，頁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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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dealing)以及交叉董事或董事均有持股公司間之交易

(transaction with corporation)。前者是指交易之一方為公司，而

另一方則為公司之董事，或與董事有緊密之身分關係或財務經濟利益

關係。此種交易類型最足以說明利害關係人交易所生危害之本質，因

為交易之一方為董事或與其有緊密關係之人，其將可經由交易享受或

取得所有利益。再者，董事可能並無持股或持股比例不高，造成董事

與公司之利益存有重大偏離，更使此類型之關係人交易易於發生。 

 

後者則指交易雙方均為公司商業組織，但有董事兼任雙方公司或

商業組織之董事，或與董事有緊密關係之人，為交易相對之公司或商

業組織的唯一受益人或主要股東，該董事個人並積極的參與交易過程

之協商談判，而使其在處理該交易時，失去獨立性及中立性而對其中

一方有所偏好。 

 

利害關係人交易之關鍵在於利益衝突，誠如第二章提及關係人交

易並非百害而無一益，對於關係人交易下扮演經營決策角色之董事，

首先應先確立何種情況下之交易行為，將使董事陷於利益衝突之情

況；在此情況下法律應設置何種機制以避免董事牟取私利，以及董事

違反規範之法律效果為何，本章之後半部即是尌此議題做一深入之檢

討。 

 

二、攫取公司機會(taking opportunity) 

 

此又可細分為奪取公司商業機會、使用公司資產或資訊及競業行

為。奪取公司商業機會78係指董事受股東委託經營公司，必頇以股東

                                                 
78

 何謂公司商業機會，美國法院發展出了以下幾種測試標準：1. The Line of Business Test；2. The 

Fairness Test；3. The Two Step Test From Miller v. Miller；4. The Solimine v. Hollander Test；5. The 

Interest or Expectancy Test；6. The Brudney & Clark Approach，由於此並非本文之重心，在此不多

做贅述，關於上述測試標準之詳細內容請參見 David J. Brown, When Opportunity Knocks: An 

Analysis of The Brudney and Clark and Ali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posals for Deciding 

Corporate Opportunity Claims, J. Corp. L. 255, 257-266(winter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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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利益為優先，不得利用其經營公司之機會為個人謀求利益，因

此，董事不得攫取公司機會來為自己牟利。 

 

使用公司資產或資訊係指董事經營並管理公司資產，並不意味董

事可以恣意使用公司資產，用以增進自身財務上利益，而不需支付任

何的對價；其次，任何資訊的取得或形成，均頇支付成本，故董事亦

不得使用經由公司成本所取得非公開資訊，藉以獲取個人財務上利益
79。 

 

而所謂競業行為則指董事因經營公司之業務而知悉許多公司內

部非公開之資訊及營業秘密，若董事利用該資訊而自為經營，或為他

人經營與公司具有競爭性質之業務，並因此為自己或他人獲取財物上

利益，此對於公司而言顯失公帄。即使董事從事競業行為雖然未必使

用公司之資訊或營業秘密，但至少因董事之競業行為將使董事無法全

心全意投入所有心力於公司之業務，並使公司得到較少之董事服務，

因而產生間接受到損害之可能，故競業行為亦可能使董事陷入利益衝

突之情況中80。 

 

三、董事報酬(compensation) 

 

董事為全體股東之利益，並接受股東之委託而負責經營公司之業

務及決策。故董事接受合理之報酬係屬合理可接受之事項，為董事之

報酬若由董事會自行決定，則顯然存有利益衝突之情況。因此，程序

上應如何決定報酬之數額與條件，以及對於報酬內容之合理性，必頇

有程序控制及司法審查之機會，以避免董事為自己利益取得不合比例

之報酬。 

                                                 
79

 參閱林國彬，董事忠誠義務與司法審查標準之研究－以美國法為範圍，「企業經營者責任與投

資人保護」學術研討會，台大法律學院，台灣法學會主辦，2006 年 12 月，頁 27。 
80

 參閱林國彬，董事忠誠義務與司法審查標準之研究－以美國法為範圍，「企業經營者責任與投

資人保護」學術研討會，台大法律學院，台灣法學會主辦，2006 年 12 月，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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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美國法院早期在處理董事報酬案件時，除了注重董事

報酬之決定是否經過合理之程序決定，亦即是否經由不具利害關係之

董事或董事委員會81或股東會，在資訊足夠(informed)之情況下作成

決定，同時，還會將以下兩點納入考量(1)公司在給付董事報酬時，

是否亦可期待取得相對合理之對價，即董事所提供予公司的服務與價

值，及該對價與報酬間之合理性關係。(2)必頇確保公司能夠確實的

取得董事所提供之對價，亦即該對價不能是抽象的。然而，新近見解

已較少對對價之合理性作實質審查，而是較關注於程序控制之問題

上。 

 

由於上述三種情形均存有利益衝突之情事，故均可能使董事違背

忠實義務之要求，一般在討論董事違反其忠實義務之行為時，大致上

均可將其劃歸於上述三種具體類型之中。 

 

第三款  董事忠實義務與關係人交易之關聯 

在簡述了違反忠實義務的具體類型之後，可以發現利害關係人交

易即為具體類型之一。綜觀國內外近年來掏空公司之弊案，也多是發

生在關係人交易行為中。當董事與公司交易之對象具一定利害關係

時，董事即陷入利益衝突之情形，在此衝突之下董事可能的選擇有

二，一為犧牲公司利益以牟取個人的私利；另一選擇則為以公司利益

為優先。此時法律透過董事受任人義務下發展出之忠實義務概念，強

制使董事頇將公司利益置於自身利益之上，若有違反即等同於董事違

反了忠實義務，而需負擔起一定法律上的損害賠償責任。這也是本文

所要探討的重心所在。以下將尌美國有關關係人交易下相關董事義務

                                                 
81

 近來許多的美國公開發行公司採取由「外部董事」所組成的報酬委員會(compensation 

committee)，以做為董事報酬的同意機關，力求減少利益衝突之外觀及可能性。參閱曾宛如，股

份有限公司經營者報酬結構之分析，收錄於氏著公司管理與資本市場法制專論(一)，元照出版，

2007 年 10 月 2 版，頁 75；王文宇，論董事會、常董會與委員會之權責劃分，收錄於賴英照大

法官六秩華誕祝賀論文集-現代公司法制之新課題，元照出版，2005 年 8 月，頁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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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作一介紹。 

 

 

第三節  美國法下董事與公司為關係人交易之規範模式 

第一項  前言 

美國公司法對於關係人交易之懷疑來自於兩項假設。首先，由於

人的天性告訴我們，董事在關係人交易中必將為了增進自身的利益而

損害公司。其次，團體壓力促使其他董事認許有利益衝突之同事的交

易行為，即便這些董事在交易中並無利可圖。故即使存在無利益衝突

之董事，亦難以確保公司利益82。 

 

早期美國法院也接受了上述的假設，並藉助了信託法上的原則，

直到 19世紀後期，美國法院對於公司與董事間所進行之關係人交易

一律採取交易無效的原則，不論這項交易實際上是否真的對公司是公

帄的。這項原則主要是建立在此種關係人交易所帶給公司商業機會，

很少不能由其他來源取得，而且那些無直接或間接利害關係的非利害

關係董事(disinterested directors)，不太可能得以免於受到利益

衝突同事之影響83。 

 

然而，有鑑於關係人交易有時可能提供公司無法由外部人取得之

資源，或者提供較市場上更優惠的交易條件予公司，故不論是在成文

法的制定上或是司法判決中，逐漸揚棄了前述無效之原則，而發展出

透過實質及程序公帄之測詴方法來衡量關係人交易的妥當性。所謂的

                                                 
82

 See Alan R. Palmiter, Corporations: Examples and Explanations, New York, Aspen Publishers, Inc., 
Fifth Edition (2006), at 232. 
83

 See Alan R. Palmiter, Corporations: Examples and Explanations, New York, Aspen Publishers, Inc., 
Fifth Edition (2006), at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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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測詴即是針對前述假設(1)，用以衡量交易的條件以及利害關係

董事是否藉此牟利；而對於假設(2)則利用程序測詴加以防免，即是

透過檢驗董事會之決策過程是否由非利害關係董事同意，以及利害關

係董事之影響性84。 

 

本節標題訂為「美國法下董事與公司為關係人交易之規範模

式」，故在體系安排上，首先將尌美國目前規範關係人交易之重要條

文做一介紹，並透過條文之要件分析比較各法間之差異。在分析完成

文法規後，緊接著討論若董事違反關係人交易下之義務而被提起訴訟

時，司法審查之標準以及可能的法律效果為何。 

 

第二項  美國相關法規介紹 

公司法在美國屬於州法，各州之規定有所不同，但由於德拉瓦州

是許多美國公司登記之所在地，許多跨國公司亦在此登記，故凡在此

登記之公司，即必頇遵守德拉瓦州公司法規定，因此德拉瓦州公司法

相較其他州之公司法，有其特殊重要地位。美國法曹協會之公司委員

會(the Committee on Corporate Laws)所制定之模範公司法雖本身

並不具有法律效力，然該法之目的即是提供美國各州做為修訂公司法

之參考，而超過半數之州法亦採用或參考其規定，故亦深具有參考價

值。而美國法律協會(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頒布公司治理原

則，雖同樣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在美國公司法之研究上亦扮演不可或

缺之角色。 

 

基於以上因素，本文於美國法規介紹部分，即針對此重要的三法

1.德拉瓦州公司法 2.模範公司法以及 3.ALI公司治理原中，有關關

係人交易之相關法規作一介紹，並尌法規中之差異於本節第三項要件

                                                 
84

 See Alan R. Palmiter, Corporations: Examples and Explanations, New York, Aspen Publishers, Inc., 
Fifth Edition(2006), at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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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部分做一比較。 

 

第一款  德拉瓦州公司法 

德拉瓦州公司法針對關係人交易主要是規定在 DEL. GEN. CORP. 

LAW§144(a)(1)~(3)85，其規定為: 

(a)董事與公司間之交易行為，或公司與公司間之交易行為而兩公司

間有共通董事或部分董事存有利益衝突時，該交易並不會單純因上述

情況之存在；或具利害關係董事出席或參予同意該交易之董事會議；

或具利害關係董事在該會議中行使其投票權且其票數被算入，即使得

該交易行為無效，在符合以下三種情形下交易仍為有效:(1)有關董事

或高級職員之利益衝突關係及利益以及交易本身之重要事實，已向董

事會充分的揭露，而董事會基於善意由無利益衝突董事過半數同意該

交易行為；或(2)有關董事或高級職員之關係及利益以及交易本身之

重要事實，已向股東會充分的揭露，而該交易行為經股東會基於善意

決議同意；或(3)該交易行為的內容對公司來說是公帄的。 

 

第二款  美國模範公司法(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簡稱

                                                 
85

 DEL. GEN. CORP. LAW§144(a)(1)~(3) provid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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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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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CA) 

最新 2005年美國模範公司法對於董事利益衝突交易

(director’s conflicting interest transaction)規定於該法

chapter 8 中的 subchapter F.，共計有 4個條文。首先，MBCA §8.6086

為針對董事利益衝突交易、關係及揭露等之定義性條文，其內容如下: 

(1) 「董事利益衝突交易」係指以下三種情形之一:(i)交易決定時，

董事為交易之一方。(ii)交易決定時，董事知道自身在交易上有重大

的經濟利益。(iii)交易決定時，董事知道關係人(related person)

                                                 
86

 MBCA §8.60 provides: “SUBCHAPTER DEFINITIONS  In this subchapter: 

(1)“Director’s conflicting interest transaction”means a transaction effected or proposed to be 

effected by the corporation (or by an entity controlled by the corporation)(i) to which, at the relevant 
time, the director is a party; or (ii) respecting which, at the relevant time, the director had knowledge 
and a material financial interest known to the director; or(iii) respecting which, at the relevant time, 
the director knew that a related person was a party or had a material financial interest. 
(2)“Control”(including the term “controlled by”)means(i) having the pow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elect or remove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other governing body of an 
entity, whether through the ownership of voting shares or interest, by contract, or otherwise, or (ii) 
being subject to majority of the risk of loss from the entity’s activities or entitled to receive a majority 
of the entity’s residual returns.  
(3)“Relevant time”means (i)the time at which directors’ action respecting the transaction is taken in 

compliance with section 8.62, or (ii) if the transaction is not brought befor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rporation (or its committee) for action under section 8.62, at the time the corporation (or an 
entity controlled by the corporation) becomes legally obligated to consummate the transaction. 
(4)“material financial interest”means a financial interest in a transaction that would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impair the objectively of the director’s judgment when participating in action on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transaction. 
(5)“related person”means:(i) the director’s spouse;(ii) a child, stepchild, grandchild, parent, step 

parent, grandparent, sibling, step sibling, half sibling, aunt, uncle, niece or nephew (or spouse of any 
thereof) of the director or of the director’s spouse;(iii)  
an individual living in the same home as the director;(iv) an entity (other than the corporation or an 
entity controlled by the corporation) controlled by the director or any person specified above in this 
subdivision (5);(v) a domestic or foreign (A) business or nonprofit corporation (other than the 
corporation or an entity controlled by the corporation) of which the director is a director, 
(B)unincorporated entity of which the director is a general partner or a member of the governing body, 
or (C) individual, trust or estate for whom or of which the director is a trustee, guardian, personal 
representative or like fiduciary; or (vi) a person that is, or an entity that is controlled by, an employer 
of the director. 
(6)“Fair to the corporation”means, for purpose of section8.61(b)(3), that the transaction as a whole 

was beneficial to the corporation, taking into appropriate account whether it was (i) fair in terms of 
the director’s dealings with the corporation, and (ii) comparable to what might have been obtainable 
in an arm’s length transaction, given the consideration paid or received by the corporation. 
(7)“Required disclosure”means disclosure of (i) the existence and nature of director’s conflicting 

interest, and (ii) all facts known to the director respecting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transaction that a 
director free of such conflicting interest would reasonably believe to be material in deciding whether 
to proceed with the 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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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交易之一方或於交易上具有重大經濟上利益，使該交易受到或將要

受到公司之影響。 

(2)略 

(3)略 

(4)「重大經濟上利益」係指利益衝突之情形存在，可合理認定將會

導致該董事於董事會決議時，影響其表決權之行使。 

(5)董事之「關係人」係指下列之人:(i)董事之配偶；(ii)董事或其

配偶之子女、孫子女、父母、祖父母、兄弟姊妹、伯(嬸)母、伯(叔)

父、姪兒；(iii)董事之同居人；(iv)由董事或本項定義之關係人所

控制之個體；(v)國內外(A)具共通董事之商業或非營利性公司(B)董

事擔任一般合夥人或管理階層成員之非社團組織(C)董事擔任受託人

之信託或遺產、監護人、付理人之本人；(vi)由董事之雇員所控制之

自然人或組織。 

(6) 「對公司公帄」係指交易整體是對公司有利的，在適當考量以下

因素時(i)交易條件係對公司公帄；(ii)相較於常規交易下，公司支

付或取得之對價。 

(7) 「揭露」係指(i) 有關董事利益衝突之存在及性質(ii)所有利益

衝突董事已知有關交易之重要事項，而無利益衝突董事可合理相信該

事項於是否進行該交易之決定中是重要的。」 

 

MBCA §8.6187則對董事利益衝突交易之司法行為做出規定，內容

                                                 
87

 MBCA §8.61 provides:“JUDICIAL ACTION 

(a) A transaction effected or proposed to be effected by the corporation (or by an entity controlled by 
the corporation) may not be the subject of equitable relief, or give rise to an award of damages or 
other sanctions against a director of the corporation, in a proceeding by a shareholder or by or in the 
right of the corporation, on the ground that the director has an interest respecting the transaction, if it 
is not a director’s conflicting interest transaction. 
(b) A director’s conflicting interest transaction may not be the subject of equitable relief, or give rise to 
an award of damages or other sanctions against a director of the corporation, in a proceeding by a 
shareholder or by or in the right of the corporation, on the ground that the director has an interest 
respecting the transaction, if: 
(1) directors’ action respecting the transaction was taken in compliance with section 8.62 at any time; 
or 
(2) shareholders’ action respecting the transaction was taken in compliance with section 8.63 at any 
tim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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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a)受到或將要受到公司影響之交易，若不是一個董事利益衝突交

易，不得在由股東或公司或者以公司名義提起的程序中，由於董事於

該交易中擁有某項利益而被解除、導致損害賠償裁定或其他制裁。 

 

(b) 董事利益衝突交易不得在由股東或公司或者以公司名義提起的

程序中，由於董事於該交易中擁有某項利益而被解除、導致損害賠償

裁定或其他制裁，在符合以下三種情形之一時:(1)任何時間遵循本法

8.62條規定有關交易之董事行為(2) 任何時間遵循本法 8.63條規定

有關交易之股東行為(3)依據交易當時的各項情況判斷，該交易對公

司係公帄的。 

 

上述 MBCA §8.61所提及的交易之董事行為與股東行為，則分別

規定在 MBCA §8.6288，其內容為: 

                                                                                                                                            
(3) the transaction, judged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at the relevant time, is established to have 
been fair to the corporation. ” 

 
88

 MBCA §8.62 provides:“DIRECTORS’ ACTION 

(a) Directors’ action respecting a director’s conflicting interest transaction is effective for purposes of 
section 8.61(b)(1) if the transaction has been authorized by the affirmative vote of a majority (but no 
fewer than two) of the qualified directors who voted on the transaction, after required disclosure by 
the conflicted director of information not already known by such qualified directors, or after modified 
disclosure in compliance with subsection (b), provided that: 
(1) the qualified directors have deliberated and voted outside the presence of and without the 
participation by any other director; and 
(2) where the action has been taken by a committee, all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were qualified 
directors, and either (i) the committee was composed of all the qualified directo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ii)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were appointed by the affirmative vote of a majority of 
the qualified directors on the board. 
(b) Notwithstanding subsection (a), when a transaction is a director’s conflicting interest transaction 
only because a related person described in clause (v) or clause (vi) of section 8.60(5) is a party to or 
has a material financial interest in the transaction, the conflicted director is not obligated to make 
required disclosure to the extent that the director reasonably believes that doing so would violate a 
duty imposed under law, a legally enforceable obligation of confidentiality, or a professional ethics rule, 
provided that the conflicted director discloses to the qualified directors voting on the 
transaction: 
(1) all information required to be disclosed that is not so violative, 
(2) the existence and nature of the director’s conflicting interest, and 
(3) the nature of the conflicted director’s duty not to disclose th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c) A majority (but no fewer than two) of all the qualified directo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on the 
committee, constitutes a quorum for purposes of action that complies with this section. 
(d) Where directors’ action under this section does not satisfy a quorum or voting 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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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依據 MBCA §8.61(b)(1)規定中有關董事利益衝突交易之董事行為

是有效的，如果該交易已經由過半數的適格董事89授權同意，且投票

是在利益衝突董事已向適格投票董事做出所要求之揭露(在投票董事

所不知道的資訊範圍內)後方進行或者符合(b)小節的修正揭露規

定，且頇符合(1)適格董事已經過商議且在不受任何其他出席董事的

參與影響下進行投票。(2)在採取由委員會授權同意時，該委員會所

有成員必頇均為適格董事，且(i)該委員會是由董事會的所有適格董

事所組成，或(ii)委員會的成員是由董事會中適格董事過半數任命。 

 

(b)當一個董事利益衝突交易，是符合 8.60(5)(v)、(vi)之董事關係

人為交易之一方或具有重大財務上利益時，該利益衝突董事可合理相

信，若滿足本條(a)小節所要求之揭露，將使其違反法律、保密義務

或專業道德規則時，則該董事即無義務揭露，利益衝突董事向適格董

事為下列揭露即滿足(a)小節揭露之要求:(1)所要求之資訊揭露並不

會有嚴重妨害；(2)董事利益衝突之存在和性質；以及(3)利益衝突董

事不得揭露保密資訊之義務性質。 

 

(c)董事會或委員會中所有適格董事的過半數，構成符合本條要求之

董事行為的法定最低人數。 

 

(d)本條所規定之董事行為若無法滿足依公司章程、細則或法律條文

有關交易授權的最低法定人數或投票要件之其他規定時，董事會或委

員會需另為獨立的董事行為以滿足授權要件，在為該獨立的董事行為

時，非適格董事得參加之。 

                                                                                                                                            
applicable to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transaction by reason of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the bylaws 
or a provision of law, independent action to satisfy those authorization requirements must be taken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a committee, in which action directors who are not qualified directors may 
participate.” 
89

 這裡所謂的適格董事(the qualified directors)，依 MBCA §1.43 規定是指:(1)該董事並非與公司進

行董事利益衝突交易中之董事；(2)該董事與董事利益衝突交易中進行交易之董事不得具有重要

關係(material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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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股東行為則規定於 MBCA §8.6390，內容如下: 

(a)依據 MBCA §8.61(b)(2)規定中有關交易的股東行為是有效的，如

果所有適格股份之持有者的有表決權股份過半數贊成該項交易，且滿

足下列以下條件(1)向股東發出通知說明有關利益衝突交易下所採取

之股東行為；(2)向公司提供 MBCA §8.63 (b)中規定之資訊；(3)向

在該利益衝突交易中具有表決權之股東，在其不知道的範圍內進行所

要求的揭露。 

 

(b)與交易有利益衝突之董事應在股東投票前，通知公司秘書或有權

統計票數的公司其他高級職員或付理人有關該董事所知悉在 MBCA §

8.63 (c)規定下非適格股份之數目，以及握有這些股份之股東身分。 

 

                                                 
90

 MBCA §8.63 provides:“SHAREHOLDERS’ ACTION 

(a) Shareholders’ action respecting a director’s conflicting interest transaction is effective for purposes 
of section 8.61(b)(2) if a majority of the votes cast by the holders of all qualified shares are in favor of 
the transaction after (1) notice to shareholders describing the action to be taken respecting the 
transaction, (2) provision to the corpor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b), and (3) 
communication to the shareholders entitled to vote on the transaction of the information that is the 
subject of required disclosure, to the extent the information is not known by them. 
(b) A director who has a conflicting interest respecting the transaction shall, before the shareholders’ 
vote, inform the secretary or other officer or agent of the corporation authorized to tabulate votes, in 
writing, of the number of shares that the director knows are not qualified shares under subsection (c), 
and the identity of the holders of those shares. 
(c) For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1) ‘‘holder’’ means and ‘‘held by’’ refers to shares held by both a 
record shareholder (as defined in section 13.01(7)) and a beneficial shareholder (as defined in section 
13.01(2)); and (2) ‘‘qualified shares’’ means all shares entitled to be voted with respect to the 
transaction except for shares that the secretary or other officer or agent of the corporation authorized 
to tabulate votes either knows, or under subsection (b) is notified, are held by (A) a director who has a 
conflicting interest respecting the transaction or (B) a related person of the director (excluding a 
person described in clause (vi) of Section 8.60(5)). 
(d) A majority of the votes entitled to be cast by the holders of all qualified shares constitutes a 
quorum for purposes of compliance with this section.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subsection (e), 
shareholders’ action that otherwise complies with this section is not affected by the presence of 
holders, or by the voting, of shares that are not qualified shares. 
(e) If a shareholders’ vote does not comply with subsection (a) solely because of a director’s failure to 
comply with subsection (b), and if the director establishes that the failure was not intended to 
influence and did not in fact determine the outcome of the vote, the court may take such action 
respecting the transaction and the director, and may give such effect, if any, to the shareholders’ vote, 
as the court considers appropriate in the circumstances. 
(f) Where shareholders’ action under this section does not satisfy a quorum or voting requirement 
applicable to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transaction by reason of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the bylaws 
or a provision of law, independent action to satisfy those authorization requirements must be taken by 
the shareholders, in which action shares that are not qualified shares may particip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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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為符合本條目的:(1) 持有者(holder) 及被持有(held by)是指

股份由同時具備股東名簿上登記之股東(record shareholder)以及受

益股東(beneficial shareholder)之身分者所持有；(2)適格股份

(qualified shares)是指所有在該利益衝突交易中具有表決權之股

份，排除公司秘書或其他有權統計票數之高級職員或付理人知悉或依

MBCA §8.63(b)被通知，由(A)具利益衝突董事所持有(B)具利益衝突

董事的關係人所持有之股份。 

 

(d)所有適格股份之持有者的有表決權股份過半數構成本條要求行為

的最低法定股份數，在滿足 MBCA §8.63(e)的條件下，若其他方面均

滿足本條要求之股東行為，則不因不適格股份的持有者出席或投票而

受影響。 

 

(e)如果股東投票未能滿足 MBCA §8.63(a)之規定僅是因為董事未滿

足 MBCA §8.63(b)通知公司之要求，且董事可以證明未為通知的行為

並非有意去影響投票結果且事實上亦並未對投票結果產生決定性的

影響，法院可視情況對該交易或董事採取其認為適當的行為，若已進

行股東投票，可視情況認定該投票有效。 

 

(f)本條所規定之股東行為若無法滿足依公司章程、細則或法律條文

有關交易授權的最低法定股份數或投票要件之其他規定時，股東需另

為獨立的股東行為以滿足授權要件，在為該獨立的股東行為時，非適

格股份得參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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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美國法律協會制定之公司治理原則(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以下

簡稱 ALI 公司治理原則) 

ALI公司治理原則有關關係人交易之相關條文，則是規定在該原

則§5.0291，其內容如下: 

(a)一般規定:公司董事或高級職員與公司所進行交易行為，必頇向公

司中該項交易之決策者揭露此交易行為以及利益衝突關係，且同時具

備下列四個要件其中之一，才算滿足公帄交易的義務:(A)該交易成立

時對公司係公帄的。(B)董事或上級尌交易的事前核准:交易於揭露

                                                 
91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5.02 provides: “(a)General 

Rule. A director or senior executive who enters into a transaction with the corporation (other than a 
transaction involving the payment of compensation) fulfills his duty of fair dealing with respect to the 
transaction if: (1) Disclosure concerning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the transaction is made to the 
corporate decisionmaker who authorizes or ratifies the transaction; and (2) Either: (A) The transaction 
is fair to the corporation when entered into; (B) The transaction is autho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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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could reasonably have conclude that the transaction was fair to the 
corporation at the time of such authorization; (C) The transaction is ratified, following such disclosure, 
by disinterested directors who could reasonably have conclude that the transaction was fair to the 
corporation at the time it was enter into, provide (i) a corporation decisionmaker who is not interested 
in the transaction acted for the corporation in the transaction and could reasonably have conclude 
that the transaction was fair to the corporation; (ii) the interested director or senior executive made 
disclosure to such decisionmaker pursuant to subsection (a)(1) to the extent he or she then knew of 
the material facts; (iii) the interested director or senior executive did not act unreasonably in failing to 
seek advance authorization of the transaction by disinterested directors or a disinterested superior; 
and (iv) the failure to obtain advance authorization of the transaction by disinterested directors or a 
disinterested superior did not adversely aff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 in a significant way; or 
(D) The transaction is authorized in advance or ratified, following such disclosure, by disinterested 
shareholders, and does not constitute a waste of corporate assets at the time of the shareholder 
action. 
(b) Burden of proof. A party who challenges a transaction between a director or senior executive and 
the corporation has the burden of proof, except that if such party establishes that none of 
Subsections(a)(2)(B), (a)(2)(C), or (a)(2)(D) is satisfied, the directors or senior executive has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at the transaction was fair to the corporation. 
(c) Ratification of Disclosure. The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of 5.02(a)(1) will be deemed to be satisfied 
if at any time (but no later than a reasonable time after suit is filed challenging the transaction ) the 
transaction is ratified, following such disclosure, by the directors, the shareholders, or the corporate 
decisionmaker who initially approved the transaction or the decisionmaker ’s success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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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由無利害關係董事或在公司與高級職員進行交易之情況下由無利

害關係之上級許可，而在其許可時，必頇可以合理的認為該交易行為

對公司而言係公帄的。(C)董事尌交易的事後核准:交易於揭露後，經

由無利害關係董事事後批准，且可以合理認為該交易於成立時對公司

係公帄的。同時事後批准程序尚頇滿足下列四個要件:一、事後批准

之人對於該交易行為並無利害關係，且可以合理認為該交易對公司而

言係公帄的；二、具有利害關係之董事或高級職員對事後批准之人，

尌其所知交易的重要事實已做出揭露；三、利害關係董事或高級職員

無法事先由無利害關係董事或上級取得核准，並非係無理由；四、交

易無事先取得無利害關係董事或上級之核准，並未對公司產生重大不

利之影響。(D)股東之事前核准或事後批准:交易在對股東揭露後，經

無利害關係股東事前核准或事後批准，且於股東同意時該交易不構成

公司資產之浪費。 

 

(b)舉證責任之規定: 對於公司與董事或高級職員間之交易行為有所

質疑之一方需負舉證責任，但質疑之一方若能證明該交易並不符合上

述揭露、董事或上級事前核准、董事事後批准或股東事前核准事後批

准之規定，則從事該交易行為之董事或高級職員應舉證該交易對公司

而言係公帄的。 

 

(c)揭露的事後承認:雖然沒有於法律規定之時間做出揭露，但於任何

時間(最遲不得超過已對交易有所質疑而提起訴訟後的一定合理期

間)，揭露該交易及利益衝突情勢後，經由最初同意該交易之董事、

股東或公司決策者之承認，此亦屬符合揭露之要件。」 

 

第三項  要件分析 

    依據上述德拉瓦州公司法、模範公司法以及 ALI 公司治理原則，

可以歸納出董事與公司為關係人交易時，關係人交易之合法程序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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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下列四種。第一、揭露、第二、非利害關係董事同意、第三、非

利害關係股東同意、第四、對公司係公帄的。此即是美國法上關於公

司與董事進行交易行為時，於事前設計之程序性規定，又稱為「安全

港」(safe harbor)。以下將分別討論之。 

 

第一款  揭露 

    在關係人交易經非利害關係董事或股東同意前，應先由利害關係

董事向其他董事或股東尌與交易相關之事項加以揭露，因為未經揭露

所取得的同意是不具意義的，詳實的揭露方能使非利害關係董事或股

東做出合理的判斷，因此美國法上於關係人交易時，普遍均要求利害

關係董事有揭露的義務。 

 

一、 揭露的範圍  

     

揭露的範圍頇到何種程度，範圍越廣則非利害關係董事或股東越

能做出正確合理的判斷，然而範圍過大亦可能造成利害關係董事所負

之揭露義務過於廣泛，使得符合程序要件之關係人交易大幅限縮。為

求在兩者間取得帄衡，德拉瓦州公司法要求揭露的範圍為有關董事或

高級職員之利益衝突關係及利益，以及交易本身之重要事實。而模範

公司法則尌董事利益衝突之存在及性質，以及所有利益衝突董事已知

有關交易之重要事項作為其揭露範圍。ALI公司治理原則尌交易行為

以及利益衝突關係要求頇加以揭露。 

     

尌法制面而言，雖然德拉瓦州公司法、模範公司法以及 ALI公司

治理原則尌揭露範圍之法條用語略有出入，但不外乎可總結為以下兩

部分:第一、董事與公司間利益衝突之關係，透過利益衝突關係之揭

露，非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於其行使同意權時，得以瞭解具利益衝突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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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之範圍，並將其加以排除於同意表決之外。而德拉瓦州公司法更明

文要求頇揭露董事之利益，探究其原因乃在於若董事自該交易中可獲

取龐大的利益，則可以合理懷疑董事具有高度圖利自己之可能性，此

將使第三人更加仔細判斷該交易的每一項細節。第二、關於交易本身

的重要事項92，此部分包含交易本身之條件、條件形成所依據的評估

報告或專家意見，以及市場上是否存在有其他的交易對象，該交易對

象所提出之交易條件有何不利之處等等。 

 

二、未揭露之效果 

 

美國法上對董事自我交易設計之事前程序規定中，充分揭露即是

程序規定中所需符合的要件之一。詳言之，符合程序規定的董事自我

交易，本質上仍為自我交易，若有股東主張董事尌該交易為違反忠實

義務，則此時法院所採取之審查標準以及舉證責任之分配，將視董事

是否符合程序規定而產生改變。因此，若未為充分揭露，即便係經由

非利害關係董事或股東之同意，法院仍會認為該交易行為不符合程序

規定，此時法院所採取即是嚴格的整體公帄審查原則，依此原則審查

該交易對公司而言是否整體公帄，應由被告負舉證之責，此無疑是加

重自我交易董事之舉證責任93。 

 

第二款  非利害關係董事同意 

在符合上開充分揭露之要件後，即需藉由特定人士判斷系爭交易

是否對公司係屬公帄。而公司中有能力判斷者應具備兩種條件，第一

應係判斷者本身需與該交易本身無利害關係，第二則係判斷者應對公

                                                 
92

 以模範公司法為例，模範公司法於§8.60 的 official comment 對於揭露的範圍，除包括董事與交

易之利害關係外，對於與交易有關之重要資訊均應揭露。舉例來說，X 公司欲向其董事 D 購買土

地一筆，此時 D 應揭露與該筆土地買賣交易中之利害關係，若該土地所含有之煤礦含量已經下

滑，此資訊應一併揭露。然而，D 董事並無義務揭露，取得該土地係因繼承或以多少之價格所購

得，因為該資訊公司評量該土地價值以及決策是否進行此交易行為而言，是不重要的。 
93

 關於經營判斷法則、整體公平法則將於本節第四款司法審查標準詳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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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之經營、運作有一定熟悉度，方能正確判斷交易行為對公司是否為

公帄。而公司中符合上開兩項條件者，自屬非利害關係董事。 

     

德拉瓦州公司法、模範公司法以及 ALI公司治理原則中均以非利

害關係董事作為董事與公司進行自我交易時之同意機關。然而究竟何

謂非利害關係之董事，則有以下三項判斷標準為依據： 

 

一、無利益關係 

   

即於該交易中無直接或間接利益。詳言之，董事於該交易中並無

會影響其決定之經濟利益或密切之家族關係94。 

 

二、獨立性 

   

係指公司董事之經營決策，是依據董事會中所呈現之公司事務價

值，而非其他額外無關的考量或影響。雖然，公司董事為決策時可能

經由協商、討論、妥協董事彼此間之差異，或是經合理的仰賴同事間

之專家或其他專業人士之意見而做決策。然而，最終還是必頇每一位

董事是基於掌握經營決策事項之相關資訊，各自為商業決策之判斷，

而不是考量或聽任任何其他將使有效經營決策變為不具誠信行為之

影響因素95。同樣地，模範公司法中 MBCA §1.43亦強調，非利害關係

董事必頇是該董事與董事利益衝突交易中進行交易之董事，不得具有

重要關係(material relationship)。由上述判決及規範之限制即可

看出，要求此項獨立性之目的在於避免受利害關係董事控制之董事得

以加入表決。又所謂受利害關係董事之控制不是僅指該董事係經利害

關係董事支持方能進入董事會，而是該董事全然聽從利害關係董事之

                                                 
94

 參閱吳姿璉，論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者與公司利益衝突交易-以關係人交易為核心，政治大學法

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9 年，頁 107。 
95

 Aronson v. Lewis .473 A.2d 805, 816(Del.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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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已喪失獨立判斷能力。 

 

三、重要性 

   

德拉瓦州法院在 Cinerama, Inc. v. Technicolor, Inc.認為所

謂有利益衝突或利害關係，係指參與作成決定之董事於該特定交易或

決定必頇具有重大利害關係，亦即利害關係對特定董事有重要影響，

且該利害關係董事對於董事會整體獨立性亦產生重大影響，方屬之
96。而德拉瓦州法院於 Cede & Co. v. Tecnicolor, Inc.97一案中亦

提出，董事之利害關係是法院關切的重心，而董事之利害關係必頇是

重要的，應透過兩階段測詴以確認董事是否具有重要利害關係，第一

董事的自我利益對於其獨立性判斷之影響與否之重要性；第二董事自

我交易對於董事會的獨立性判斷與否之重要性。因此董事所牽涉者必

頇是重大利益，而非偶然只是附帶於交易之上，利害關係董事可從該

交易中獲得特別之利益，而對特定董事或整體董事會之獨立性產生影

響，如該利益係所有股東均可帄等享有時，或董事涉及利益相較整體

交易顯屬輕微，則該利益應不具重要性98。 

 

第三款  非利害關係股東同意 

由於股東為企業之所有者，而股東會則為公司一切權力之來源，

公司重要事項亦多規定頇經由股東會同意，因此在董事與公司進行關

係人交易時，於排除利害關係之股東後，無利害關係之股東理所當然

亦為有資格之同意者。然而，在德拉瓦州公司法、模範公司法以及

ALI公司治理原則中對於非利害關係股東同意之規定上，則略有差異。 

 

                                                 
96

 Cinerama, Inc. v. Technicolor, Inc. 663 A.2d 1156,1168(Del. 1995). 
97

 Cede & Co. v. Tecnicolor, Inc. 634 A.2d 345(Del. 1993). 
98

 參閱陳介山，論董事之忠實義務-以企業併購法為中心，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

93 年，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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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瓦州公司法§144(a)(2)規定，有關董事或高級職員之關係及

利益以及交易本身之重要事實，已向股東會充分的揭露，而該交易行

為經股東會基於善意決議同意，則該關係人交易應為有效。由上開規

定可以看出，德拉瓦州公司法對股東會僅要求基於善意決議同意，並

不要求頇排除利害關係之股東，且亦無頇多數之同意。然而，尌多數

同意乃是股東會決議同意之當然解釋上，而在是否排除利害關係股東

之要件上，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實務上則均採取一貫之立場？即是此關

係人交易必頇得到非利害關係股東多數之同意，方有經營判斷法則之

適用。因此法條上雖未明文頇排除利害關係股東，惟透過實務運作之

結果，實際上即頇是由非利害關係股東多數所為之決議方符合程序規

定，而使得該交易於司法審查上法院將採取較不介入之態度。 

 

而模範公司法則於§8.63(a)規定頇為所有適格股份之持有者的

有表決權股份過半數贊成該項關係人交易，而所謂持有者係指同時為

股東名簿上登記之股東以及具有受益股東身分者，而適格股份則指所

有在該利益衝突交易中，具有表決權之股份，並排除利益衝突董事自

身所持有及具利益衝突董事之關係人持有之股份99。兩相搭配觀之，

模範公司法亦是以非利害關係股東多數同意為標準，與上開德拉瓦州

公司法並無實質上之差異。 

 

ALI公司治理原則§5.02(a)(2)(D)則規定關係人交易頇經無利害

關係股東事前核准或事後核准，且於股東同意時，該交易不構成公司

資產之浪費。不僅要求頇經無利害關係股東同意，同時尚頇考量是否

有達到「浪費」(waste)之標準。在此頇說明的是，由於經營判斷法

則中本身即包含有浪費之標準，故 ALI公司治理原則與德拉瓦州公司

法應並無不同。 

 

                                                 
99

 MBCA§8.63(a)、(b)之詳細內容請參照本節第 2 項第 2 款有關模範公司法條文之介紹。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4 

第四款  對公司係公帄 

自德拉瓦州公司法第 144條規定觀之，董事與公司進行關係人交

易，僅頇符合以下三種情之一者即符合程序性要件，而得有安全港之

適用：(1)於揭露後經非利害關係董事同意；(2)於揭露後經非利害關

係股東同意；(3)交易內容對公司來說係為公帄。而在模範公司法及

ALI公司治理原則中，對董事自我交易之事前程序規範，亦要求該交

易對公司而言必頇係公帄的，則是否可謂公帄之交易亦屬程序要件之

一，不無疑問?本文以為此處所規範之「對公司係為公帄」，並不能與

經非利害關係董事或股東同意等量觀之。如前所述非利害關係董事或

股東同意是美國法傳統上，對於董事自我交易時所設之事前程序性規

定，於符合程序規定後給予安全港之保護。然對「公司係為公帄」應

屬於事後確認之性質，與一般所謂安全港係提供一避免事後爭訟或舉

證責任之轉換有所不同。亦即，法院不會因為符合程序規定之關係人

交易，即遽以認定豁免於司法審查之外。反之，法院仍有權在具體訴

訟中審查此類交易之公帄性，是以條文上雖均規定有「對公司係為公

帄」之要件，然此應僅係事後司法審查之標準而已。 

 

第四項  司法審查標準 

尌董事違反受任人義務，美國法院因應具體個案之差異而發展出

不同之審查標準，其中又屬德拉瓦州法院架構出最完整之內涵。依照

董事會決議作成涉及公司經營層面之不同，而有三種不同強度之審查

標準：1.經營判斷法則；2.加強之司法審查100；3.整體公帄性。其中

與董事自我交易有關之司法審查標準即為商業判斷法則及整體公帄

                                                 
100

 加強之司法審查(enhanced scrutiny)，，亦有稱為修正之經營判斷原則(modify business judgment 

rule)，為一種介於經營判斷原則及整體公平性間之中度審查標準，係用於當公司遭受敵意併購

時，公司之董事會對於敵意併購採取防禦措施，作為審查該措施是否合法之標準，與本文所要討

論之董事自我交易較無關聯，在此不多做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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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審查標準。故以下先尌此兩項審查標準做一簡單之介紹。 

 

第一款  商業判斷法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 

由於企業所有與企業經營分離之狀況，公司之所有者即股東，實

際上並不參與公司之經營，而是交由公司經營者為之。一方面賦予經

營者相當之權限，一方面課予經營者許多責任與義務。有鑑於經營者

之責任繁重，即發展出許多保護經營者之制度，經營判斷法則即是其

中重要制度之一101。 

     

    經營判斷法則最初係適用在董事受任人義務中之注意義務上，依

照美國 Black’s Law Dictionary對經營判斷法則之定義102:「經營

判斷法則是推定公司董事在作成不涉及自身利益或董事自我交易之

商業經營決策時，公司董事係基於充分資訊之基礎、善意且誠實相信

其決策是符合公司最大利益。若董事於其權限範圍內以善意且適當之

注意，而為對公司產生不利益或有害公司之交易行為，則此法則將保

護董事得免除其責任。」從上述可知要適用經營判斷法則前，需符合

一定之要件，只有符合要件之行為方受該法則之保護。需特別說明的

是經營判斷法則不僅尌董事決策於符合該法則之要件時，得以保護董

事免於負責；同時，該法則產生推定董事已符合該法則要件之效果。

故法院對公司經營決策原則上先予以尊重，惟有原告推翻該法則之要

                                                 
101

 經營判斷法則之法理基礎主要有（一）經營判斷之失誤必然存在（二）鼓勵董事勇於任事及

承擔風險（三）避免法院以其後見之明代替董事之經營判斷（四）商業決策之高度風險及不確定

性（五）避免公司股東不當干預董事經營判斷事項（六）避免法院之司法審查代替市場機制。此

部分參閱劉連煜，董事責任與經營判斷法則，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17 期，1997 年 7 月，頁

178-196；李禮仲，美國公司法上「經營判斷原則」之法律效果與判例，民事法學新思維之開展，

2008 年 5 月，頁 177-207；戴志傑，公司法上「經營判斷法則」之研究，月旦法學雜 

誌第 106 期，2004 年 3 月，頁 157-177。 
102

 See Black’s Law Dictionary, West Group, 8
th 

ed.(2004).其原文如下：The presumption that in 

making business decisions not involving direct self-interest or self-dealing, corporate directors act on 
an informed basis, in good faith, and in the honest belief that their actions are in the corporation’s 
best interest. The shields directors and officers from liability for unprofitable or harmful corporate 
transactions if the transaction were made in good faith, with due care, and within the directors’ or 
officers’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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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假設時，法院方介入審查。而經營判斷要件分析如下： 

 

一、頇為經營決策事項(a business decision) 

 

董事之行為經證明屬於經營決策之範圍，即應受經營判斷法則之

保護。然而，公司董事關於業務之執行並非全然均涉及經營決策，僅

有涉及公司經營風險判斷之事項方屬之，不包含關於公司日常業務之

執行。因此，原則上僅限於董事之積極行為方屬經營決策事項，例外

於董事故意且經深思熟慮之消極不作為，亦受經營判斷法則之保護。

此可由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在 Aronson v. Lewis103一案中即指明:「商

業判斷法則僅適用於董事之行為。董事若未盡職責或欠缺深思熟慮而

為不作為之之決策，則經營判斷法則無適用之餘地。反之，若此不作

為之決策已經董事之深思熟慮，此決策自有經營判斷法則之適用而享

有該法則之保護。」104。此見解亦受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於 Rales v. 

Blasband105一案中再次肯認。 

 

二、不具個人利害關係與獨立自主(disinterested and 

independence)106 

 

欲主張受經營判斷法則之保護，董事必頇「不能處於交易雙方之

地位，亦不得期待在自我交易下，自該交易取得任何個人經濟上利

益，因此與賦予權力之公司或股東之利益相違背。107」，亦即經營判

                                                 
103

 Aronson v. Lewis .473 A.2d 805(Del. 1984). 
104

 Id. at 813.其原文如下：Howe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operates only 

in the context of director action. Technically speaking, it has no role where directors have either 
abdicated their functions, or absent a conscious decision, failed to act. But it also follows that under 
applicable principles, a conscious decision to refrain from acting may nonetheless be a valid exercise 
of business judgment and enjoy the protections of the rule. 
105

 Rales v. Blasband.634 A.2d 927(Del. 1993). 
106

 利害關係之三項判斷標準即(一)利害關係(二)獨立性(三)重要性，於前文中之討論，於經營判

斷法則不具個人利害關係與獨立自主(disinterested and independence)要件亦適用之，故不再贅

述。 
107

 Aronson v. Lewis .473 A.2d 805, 812(Del.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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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法則並不保護在系爭交易中有利益之董事，或無法獨立於受質疑之

交易而有利益之董事。因為董事若有圖利自己或他人之傾向，其經營

判斷極有可能受到影響。惟需注意的是具有利害關係或缺乏獨立性，

必頇已影響過半數支持該行為或交易之董事，始不得援用經營判斷法

則108。因此在董事與公司進行自我交易時，並不當然完全排除經營判

斷法則適用之空間。法院遇到此類型之案件，將因交易決策做成之程

序不同而適用不同之司法審查標準，其中當然包括適用經營判斷法則

之可能性。此部分本文留待探討法院對於董事自我交易具體適用司法

審查標準再加以詳述之。 

 

三、頇盡合理注意(due care) 

 

董事依據充分資訊基礎為決策之義務，係經營判斷法則之「合理

注意」之要素。美國法院於 Hanson Trust PLC v. ML SCM 

Acquisition,Inc.109一案中亦表示，董事之經營決策不僅不得有自身

利害關係或是處於董事自我交易中，且必頇合理勤勉地蒐集及考量重

要資訊，方屬具有合理的注意，而得以主張經營判斷法則之保護。而

德拉瓦州法院則更進一步的指出，尌董事遵循合理適當注意義務而

言，法院從未以董事會導致公司損害之決策內容為審查，但善意及合

理程序之審查不在此限110。由上述可知，在審查是否符合合理適當注

意與充分資訊為判斷之要件時，並非是以決策之內容為斷，而是審酌

董事作成決策所遵循之程序。 

     

股東主張董事未盡合理注意時，應負擔舉證責任，股東應證明作

成系爭決策之過半數董事是在欠缺合理充分資訊之情況下而為經營

決策。法院在審查決策是否是在具備充分資訊下所作成，則端賴董事

                                                 
108

 參閱劉連煜，董事責任與經營判斷法則，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17 期， 2007 年 9 月，頁 191；

陳錦隆，美國法上董事「經營判斷法則」之概說-2，會計研究月刊第 195 期，2002 年，頁 126。 
109

 Hanson Trust PLC v. ML SCM Acquisition, Inc. 781 F.2d 264, 274-275(2d Cir. 1986). 
110

 In re Caremark Intern. Inc. Derivative Litigation. 698 A.2d 959,967(Del.Ch.,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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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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
111。法院對於公司董事尌經營決策事項是否盡到合理注意，其重心是

在探究該決策過程中董事是否有對決策事項加以充分掌握及瞭解分

析，但這並不是表示董事應從事理想與完美之調查，並預設所有議案

經得起任何提起股東付表訴訟原告之批評與將來法院之審查112。因為

此與一般經驗法則並不相符。在商業市場上，人們通常或經常需要根

據較不完整的資訊從事行為或決定113。因此，合理注意所要求者，應

僅係是否盡合理努力以得到具充分資訊基礎下之經營判斷而已114，在

具體個案中，則可由該董事在為經營決策之過程中是否有詢問其他專

家(experts)、律師(attorneys)、有能力及決策知識之經理人

(capable and knowledgeable inside officers)或外部專家之意見

(other external consultants)等，加以判斷是否履行合理注意115。 

 

四、頇為善意(good faith) 

 

善意必頇具備正直的意志和對受託任務真誠的關注。亦即善意係

基於誠實及合法的目的，相信有法律上之權利，並相信其行為是公正

的或在可知的情況下並不需要更進一步之調查，且並無詐欺(fraud、

deceit)、勾串（collusion）或重大過失之情事。經營判斷法則推定

董事於做成商業判斷時係基於善意；反之，董事之惡意行為將不受經

營判斷法則之保護。公司董事在作成經營斷決定時，是否基於善意地
                                                 
111

 Smith v. Van Gorkom. 488 A.2d 858, 872(Del.,1985). 
112

 In re Consumers Power Co. Derivative Litigation. 132 F.R.D. 455(E.D.Mich.,1990).其原文如下: Yet, 

for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to apply, a corporation is not required to undertake the ideal or perfect 
investigation-one that can anticipate all suggestions and withstand any criticism of derivative plaintiffs 
or of future court review. What is required is that the corporation makes a reasonable effort to reach 
an informed business decision. 
113

 Estate of Detwiler v. Offenbecher. 728 F.Supp. 103, 152(S.D.N.Y.,1989).其原文如下: In the world of 

business (as elsewhere), persons are often (or always) required to act on less than perfect or complete 
information. 
114

 In re Consumers Power Co. Derivative Litigation. 132 F.R.D. 455(E.D.Mich.,1990.).其原文如下: 

What is required is that the corporation makes a reasonable effort to reach an informed business 

decision. 
115

 See Constance Frisby Fain, Corporate Director and Officer Liability, 18 U. Ark. Little Rock L.J. 417, 
424(Spring 1996).轉引自林怡伸，經營判斷法則之研究-董事責任之避風港?，台北大學法律研究所

碩士論文，民國 96 年 7 月，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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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涉及到是否具備「合理的確信」（reasonable belief）之主觀

問題，而其判斷上應認為該決定必頇有關促進公司之利益。因此，董

事若對於其所為的經營判斷決定有所懷疑而不符合真實相信之要

件，或從客觀上判斷該經營決定並無增進公司利益而不具備合理確信

者，則應無受經營判斷法則之保護。然有疑義者，究應如何判斷該經

營決定是否得促進公司利益，關於此一問題，除非董事之經營決定對

於公司產生重大財務上之不利益，否則法院均會尊重其經營決定，而

使其享有善意之推定116。由於如何界定惡意（bad faith）較界定何

謂善意容易，因此法院於論斷董事決策是否符合善意之要求時，多是

以反面認定董事是否為惡意行為為斷。 

 

所謂的惡意117，不單只是拙劣的判斷（bad judgment）或過失

(negligence)，而是基於不誠實的目的或違背道德而故意為不當行

為，其與過失的消極概念並不相同，係企圖以陰謀詭計（furtive design）

或惡意的意念運作之心態118。又若對於一項交易之准許，並非為謀求

增進公司利益，而係為其他目的或明知違反實體法律，亦為惡意119。

原告可透過舉證董事係故意或有意地保留其已知悉的重要資訊，藉以

誤導股東120。或是舉證證明董事之決策遠超乎合理判斷的界線，以致

於董事之決策除解釋為惡意外，似無其他可理解之空間121，而使法院

為惡意之認定。 

 

五、無裁量權之濫用(no abuse of discretion) 

 

無濫用裁量權是否為經營判斷法則之要件之一，實存有爭議。肯
                                                 
116

 參閱林怡伸，經營判斷法則之研究-董事責任之避風港?，台北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國 96 年 7 月，頁 80。 
117

 在此須說明，此處所指之惡意係由美國法上 bad faith 用語翻譯而來，與我國法上之惡意概念

並不相同。 
118

 Desert Equities, Inc. v. Morgan Stanley Leveraged Equity Fund, II, L.P. 624 A.2d 
1199,1208(Del.1993).  
119

 Gagliardi v. TriFoods International, Inc. 683 A.2d 1049,1051.(Del.Ch.,1996). 
120

 Potter v. Pohlad, 560 N.W.2d 389, 395.(Minn.App.,1997). 
121

 In re J.P. Stevens & Co., Inc. Shareholders Litigation. 542 A.2d 770, 780-781.(Del.Ch.,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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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見解認為，縱使具備：(1)經營決策事項；(2) 不具個人利害關係

與獨立自主；(3) 盡合理注意；(4) 善意四要件外，尚頇無濫用裁量

權，法院始會尊重董事之決策122。具體而言，裁量權之濫用係指從決

策表面觀之是如此的異常，以致於董事准許該項交易之決策無法達到

經營判斷之標準123；又或者是如此異常之決策等同於必敗(no-win)之

決策124，而聯邦第三巡迴法院於 Cramer v. General Telephone & 

Electronics Corp.125一案中亦表明：當股東主張董事之判斷是如此

的不理智或不合理時，以致於已超出董事裁量權可能之範圍，法院得

尌此商業判斷之合理性加以分析評價126。由上開法院之判決可以導出

以下之結論，經營判斷法則之適用並未完全排除法院尌董事會判斷之

實質內容存有審查之空間，而當法院審查董事會判斷之實質內容時，

是去認定董事之行為，是否構成裁量權之濫用，而非以法院事後之觀

點取付董事決策時之觀點。 

 

否定見解則認為，具備：(1)經營決策事項；(2) 不具個人利害

關係與獨立自主；(3) 盡合理注意；(4) 善意四要件之經營決策，是

否尚有司法審查之空間是相當仙人存疑的。德拉瓦州法院在 In re RJR 

NABISCO, INC. SHAREHOLDERS LITIGATION.127一案中即採取消極之見

解。理由如下：經營判斷法則仔細考量有限之實體審查(limited 

substantive review)(例如審查異常、非理性、或毫不合理之判斷)，

的確為推斷惡意之方法。但若確實是非利害關係董事在其處理公司事

務之權限範圍內，出於善意且符合合理注意要求之決策，而課予賠償

責任(或施以禁制仙)，將無任何的合法基礎。因為若認為法院有殘餘

權力對非利害關係董事出於善意且符合合理注意要求之商業決策，進

                                                 
122

 Aronson v. Lewis .473 A.2d 805, 812(Del. 1984). 
123

 Id. at 815. 
124

 Joy v. North .692 F.2d 880, 886(C.A.Conn.,1982). 
125

 Cramer v. General Telephone & Electronics Corp.582 F.2d 259(C.A.Pa.,1978). 
126

 Id. at 275. 
127

 In re RJR NABISCO, INC. SHAREHOLDERS LITIGATION.1989 WL 7036 (Del.Ch.,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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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帄性或合理性之實質審查，將會使法院成為超級董事128。      

 

Gagliardi V.Trifoods International, Inc.129與 In Re Caremark 

International Inc. Derivative Litigation.130兩案中亦採取相同

立場。在 Gagliardi案中，法院認為董事之經營決策如此異常，以致

於在欠缺董事具有利益衝突或不正動機之證明下，使董事尌其經營決

策負起損害賠償義務，此乃是經營判斷法則理論上之例外。然而此項

例外法院也從未導論出董事應負金錢損害賠償責任之判決結論。因

此，主張公司因受任人在其權限範圍內善意地追求公司利益目的，且

為一合法之交易卻因而受有損害，從事後角度觀察不論是多麼愚蠢的

投資行為，均不得要求董事負賠償之責131。 

 

同樣地，在 Caremark案中，法院再度表達：只要法院認定董事

是合理或善意地增進公司之利益，即使法官或陪審團事後認為此決策

是實質錯誤、又或者其同意是如此的愚昧、異常、不合理，仍無法做

為董事責任之基礎。若允許對商業決策做事後”客觀(objective)”

評價，將使董事遭受不適任法官或陪審團第二次的實質審查，長久觀

之，將損害投資人之利益132。在該判決中更進一步提出批評，股東是

依據什麼樣的道德基礎去攻擊董事善意的商業判斷，而認為是不合理

或不理性的。事實上當董事已盡善意努力去注意並做出適當的判斷，

董事即應已滿足其注意義務，若股東認為他們自己比董事更具有經營

判斷之資格，則股東應選任其他人為董事133。 

 

六、詐欺、不法行為與權限外行為(fraud, illegality, ultra vires 

conduct) 

                                                 
128

 Id. at 22. 
129

 Gagliardi V.Trifoods International, Inc. 683 A.2d 1049 (Del.Ch. 1996). 
130

 In Re Caremark International Inc. Derivative Litigation. 698 A.2d 959(Del.Ch. 1996). 
131

 Gagliardi V.Trifoods International, Inc. 683 A.2d 1049,1051-1052 (Del.Ch. 1996). 
132

 In Re Caremark International Inc. Derivative Litigation. 698 A.2d 959, 967(Del.Ch. 1996). 
133

 Id. at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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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判斷法則不保護構成詐欺、不法行為或權限外行為之董事會

決策，董事之決策若屬於違反法律、詐欺或權限外行為，縱使為公司

之最佳利益，仍不受經營判斷法則保護134。 

 

詐欺係指故意對事實虛偽的陳述，或對於重要事實加以隱瞞，以

致他人作為而受有損害。董事之行為若屬詐欺，即應負起法律上之責

任，是以任何的詐欺行為均屬無效，不論該行為本身是否具公帄性。

德拉瓦州法院於 Kelly V.Charles135案中闡明此一概念，即被告董事

之行為並不構成詐欺，故不應排除經營判斷法則之適用。由上述判決

反面推論即可得知，當董事為一詐欺行為時，其將不受經營判斷法則

之保護。 

 

又董事之行為若為一不法行為，同樣不受經營判斷法則保護。換

言之，公司董事同意或從事不法行為時，即使該行為董事是在掌握充

分資訊下而為之，且行為本身對公司亦是有利的，然其仍不適用經營

判斷法則而無受保護之餘地。以下三件美國法院判決即為適例，首先

紐約州法院於 Roth v. Robertson136案，由於該地法律禁止娛樂公司

在星期天為營業行為，公司為規避上開法律之限制，而於政府官員威

脅公司需付錢，方不對公司週日之營業行為採取取締行動時，以行賄

方式使該官員保持沈默。在判決中法院即明確指出：若持續的違反法

律在週日營業，為使抗議違法之人保持沈默而支付金錢，則此項支出

即是違法。若在週日營業並非違法尌不需要向抗議違法之人購買豁免

(purchasing immunity)，所以不論從任何角度觀之，該項支出都是

在公司目的之外，且支付之目的應受法院的譴責。這必頇被認為是一

個違法的支出，不僅是一個權限外的交易且是不道德的，再者證據亦

是如此的明顯，以致於抗辯此支出可能是對公司有利的，亦不可作為

                                                 
134

 參閱陳錦隆，美國法上董事「經營判斷法則」之概說-3，會計研究月刊第 196 期，2002 年，

頁 136。 
135

 Kelly v. Charles. 254 A.2d 62(Del.Ch. 1969). 
136

 Roth v. Robertson , 118 N.Y.S. 351(N.Y.Sup.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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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的理由137。 

 

而在 Abrams v. Allen138案中，法院則認為以關閉工廠之方式來

懲罰員工公會活動所造成之影響，是違法勞工法仙之不法行為，判決

中明白指出：董事促使廠房關閉之目的在使員工受到阻撓

(discourage)、威脅(intimidate)與處罰(punish)，此等目的非屬合

法之商業理由139。在 Miller v. American Tel. & Tel. Co.140案中，

則是董事決策不追討公司對政黨之債權，而違反了聯邦法有關政治獻

金之規定，於本案判決中法院明確說明：若董事事實上確實違反原告

所主張之聯邦法律，經營判斷法則並無法使董事免為負責141。由上述

三則判決可知，董事之決策儘管是在對公司有利之情況下，欲受到經

營判斷法則之保護，必頇決策本身並非不法行為。然而，尚頇注意的

是，德拉瓦州法院在 Gagliardi v.Trifoods International, Inc 案

中則似採取較寬鬆見解，認為：損失是由不法交易所造成，若於交易

中董事並無財務上的利害關係、出於善意且仰賴合理選任之專家意

見，則董事並不負有個人之責任142。 

 

董事之決策若是在其權限之外，仍無經營判斷法則之適用143。上

開 Roth v. Robertson144中亦曾提及：一個違法的支出，不僅是一個

權限外的交易且是不道德的，再者證據亦是如此的明顯，以致於抗辯

此支出可能是對公司有利的，亦不可作為法律上的理由145。同樣在

Adams v. Smith146一案中，法院認為公司之董事決策在超過兩年之期

                                                 
137

 Id. at 353. 
138

 Abrams v. Allen, 297 N.Y. 52(N.Y. 1947). 
139

 Id. at 55. 
140

 Miller v. American Tel. & Tel. Co. , 507 F.2d 759(C.A.Pa. 1974). 
141

 Id. at 762. 
142

 Gagliardi V.Trifoods International, Inc. 683 A.2d 1049,1051(Del.Ch. 1996). 
143

 See Charles Hansen, The Duty Of Care,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And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ject, 48 Bus. Law. 1355,1368(1993). 
144

 Roth v. Robertson , 118 N.Y.S. 351(N.Y.Sup. 1909). 
145

 Id. at 353. 
146

 Adams v. Smith, 275 Ala. 142(Ala.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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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支付已故總裁之遺孀五萬五千美元，然而已故總裁之服務報酬已

完全給付，並無法律上之義務頇支付金錢予其遺孀，法院因此認為在

無任何條款授權下，該項支付金錢之決策係屬權限外之行為，不受經

營判斷法則之保護147。而在 Seabrook Island Property Owners Ass'n 

v. Pelzer148案，法院亦表明：經營判斷法則僅適用在公司權限行為

(intra vires)，而不包括權限外之行為149。 

 

七、浪費行為(waste) 

 

ALI公司治理原則對浪費之定義如下：若交易涉及公司資金之支

出或公司資產之處分，而無取得任何交換價值或雖取得交換價值，然

所取得之價值如此的不足，以致於任何具一般通常商業判斷之人均無

法認為所取得者與公司支付之付價相當150。當公司構成浪費行為時，

無法享有經營判斷法則之保護。一般來說浪費行為的類型之一即是公

司採取之行為並非為公司之目的151，具體而言董事之經營判斷若欠缺

合理商業目的，經營判斷法則保護之推定將被推翻，反之若董事之決

策具備合理的商業目的，當該決策事後被認為是錯誤因而導致公司損

失，董事仍無頇負責152。 

 

又當董事為欠缺商業目的之經營決策時，原告認為該交易完全無

必要，往往即會對董事提起浪費或搶奪公司資產之訴訟。Kaufman v. 

Beal153即為一適例。於該案中 Englehard Minerals & Chemicals Corp.

將公司有關礦產之開採、提煉、製造活動分割由一獨立子公司

                                                 
147

 See Charles Hansen, The Duty Of Care,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And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ject, 48 Bus. Law. 1355,1368-1369(1993). 
148

 Seabrook Island Property Owners Ass'n v. Pelzer, 356 S.E.2d 411 (S.C. Ct. App. 1987). 
149

 Id. at 348. 
150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1.42. 
151

 See Charles Hansen, The Duty Of Care,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And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ject, 48 Bus. Law. 1355,1365 (1993). 
152

 See Constance Frisby Fain, Corporate Director And Officer Liability, 18 U. Ark. Little Rock L.J. 
417,423-424(Spring 1996). 
153

 Kaufman v. Beal, 1983 WL 20295 (Del.Ch.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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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ehard Corp.負責，而 Englehard Minerals & Chemicals Corp.

因此對自身公司之董事及行政人員給予 1,600萬美金作為將來礦產

製作成功後該等人員無法分享利潤之補償。法院判決認為，公司之商

業機會是屬於公司而不屬於員工，因此同意補償員工無法分享利潤之

機會構成浪費而無經營判斷法則之適用154。 

 

浪費同時存在於公司交易所得之對價重大背離其應得之交換價

值。在 Gottlieb v. Heyden Chemical Corp.155案中法院認為：反對

之股東需使法院相信無人可依通常、適當之經營判斷認為董事之決策

是一項公帄的交換156。亦即原告應證明公司從事交易而收取之對價，

在價值上是如此的不足，以致於無法依任何、通常之經營判斷認為該

對價是值得公司所付出的157。而在 Lewis v. Vogelstein158法院則進

一步說明：概略來說，浪費是一種公司資產不合比例的交換，超過任

何理性思考之人會願意交易的範圍。大部分這樣的訴求都是有關於非

為公司目的之公司資產移轉，或未收取任何之對價，而如此之資產移

轉實際上是一種贈與(gift)159。然而頇注意的是，依上開判決內容可

以看出，法院對於是否符合浪費之要件採取相當嚴苛的審查標準，只

要任何一理性之人認為該交易是合理的，法院即應終止其審查160。也

尌是行為必頇是「異常的」(egregious)才符合此一要件，這也使之

與惡意(bad faith)於概念上產生重疊161。 

 

                                                 
154

 See Charles Hansen, The Duty Of Care,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And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ject, 48 Bus. Law. 1355,1365 (1993). 
155

 Gottlieb v. Heyden Chemical Corp. , 91 A.2d 57(Del. 1952). 
156

 Id. at 179.  
157

 Saxe v. Brady, 184 A.2d 602,610(Del.Ch.,1962). 
158

 Lewis v. Vogelstein, 699 A.2d 327 (Del.Ch.,1997). 
159

 Id. at 336. 
160

 Zupnick v. Goizueta, 698 A.2d 384, 387 (Del.Ch.,1997). 
161

 See Charles Hansen, The Duty Of Care,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And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ject, 48 Bus. Law. 1355,1365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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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整體公帄審查標準(entire fairness，簡稱 EF) 

在涉及董事自我交易之案件，由於本質上此類型案件具有利益衝

突之危險，若仍給予經營者經營判斷法則之假設性保護，並於訴訟中

將初次之舉證責任由原告股東負擔並不恰當。所以美國法院逐漸發展

出一種較經營判斷法則為嚴格之司法審查標準，即是整體性之司法審

查(entire fairness review)。在此項標準下交易被要求必頇是對股

東完全公帄的(entirely fair)，且由被告董事負擔初次的舉證責

任，因此整體公帄審查標準無疑對原告股東來說是較為有利的。 

 

當法院對系爭交易採取整體公帄之司法審查標準時，其所謂的整

體公帄實質上包含兩種概念，一為公帄交易(fair dealing)；二為公

帄價格(fair price)。在 Weinberger v. UOP, Inc.162案中法院即說

明：公帄交易及公帄價格不得分別觀之，所有的爭點都必頇「整體」

(as a whole)的觀察方符合整體公帄之要求163。換言之，必頇在兩者均

屬公帄之情況下，該交易才可認定為合法。 

 

交易是否為公帄，法院乃是尌程序上或交易過程加以審查，其中

包括交易作成之時機(when the transaction was timed)、交易如何

開啟(how it was initialed)、交易架構(structured)、談判協商過

程(negotiated)、向董事為揭露(disclosed to directors)、如何取

得董事之同意及如何取得股東同意之過程(how the approvals of the 

directors and the stockholders were obtained)等等164。而上述

法院所列舉之參考因素僅為例示，在具體個案中，交易程序是否公帄

仍應以個案審查之方式進行事實之調查，並不限於上開列舉之因素。 

                                                 
162

 Weinberger v. UOP, Inc. ,457 A.2d 701(Del.,1983). 
163

 Id. at 711.其原文如下：However, the test for fairness is not a bifurcated one as between fair 

dealing and price. All aspects of the issue must be examined as a whole since the question is one of 
entire fairness. 
164

 Id. at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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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是否公帄則頇從經濟及財務面(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nsiderations)加以評估對價之合理性，諸如資產價值

(assets)、市場價值(market value)、營收能力(earnings)、未來可

能之發展性(future prospects)、及其他可能影響公司此價值 

(affect the intrinsic or inherent value of a company's stock) 

之所有因素165。Tri-Continental Corp. v. Battye166案中，法院則指

出公帄價格之計算必頇考量所有要素(take into consideration all 

factors and elements)，包括市場價值、資產價值、股利、營收能

力、企業性質及其他已知或可知交易當日確定能影響公司發展前景之

因素，但不能僅是關於對不同意股東利益之質疑167，同時法院亦應排

除具有主觀性質的臆測性因素168。 

 

總結來說，整體公帄審查標準尌是要求公司在進行交易時，必頇

該交易是符合公帄交易及公帄價格。更具體而言，該交易必頇做到程

序上及實質上的公帄；且上述兩項原則是彼此獨立的，公帄交易之結

果並無法必然推導價格即是公帄的，反之亦然。而只有在交易及價格

均達公帄時，方符合公帄審查之標準。 

 

第三款  司法審查標準之具體適用 

在概述上開美國法上相關之司法審查準則後，該等準則如何具體

適用於司法審判上即為吾人所關心之議題。由於董事為自我交易時，

該行為將可能為董事帶來個人之利益，此與董事必頇為公司及股東之

最大利益之行為目的產生衝突，進而造成董事為謀取私利而傷害或減

                                                 
165

 Id. at 711. 
166

 Tri-Continental Corp. v. Battye , 74 A.2d 71(Del. 1950). 
167

 Id. at 72.其原文如下：market value, asset value, dividends, earning prospects, the nature of the 

enterprise and any other facts which were known or which could be ascertained as of the date of 
merger and which throw any light on future prospects of the merged corporation are not only 
pertinent to an inquiry as to the value of the dissenting stockholders' interest 
168

 參閱任書沁、林佳慧、陳冠潔、黃湘榆，公平原則在董事自我交易中的適用-從 Weinberger v. 

UOP, Inc.一案談起，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19 期， 2008 年 3 月，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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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公司利益之高度可能性。然而董事自我交易亦非毫無益處，事實上

在某些情況下董事自我交易將為公司及董事雙方均帶來利益，故早期

司法審查上董事自我交易並非當然無效，董事僅需證明交易行為對公

司係為公帄，法院並不要求董事全面戒絕該等交易行為。 

 

正因為董事自我交易伴隨著董事圖利自我的高度風險，原則上法

院並無如同審查董事是否違反注意義務時，採取經營判斷法則給予董

事相當程度之保障。反之，被告董事必頇通過整體公帄審查標準之檢

驗，即是需舉證證明交易對公司係屬公帄，此對董事在舉證責任上無

疑是相當沈重之負擔。 

 

是以美國法上又發展出關於公司與董事進行交易行為時，於事前

設計之程序性規定，又稱為「安全港」(safe harbor)，其要件即如

本章第三節所述需揭露並經非利害關係董事或股東同意。當董事為自

我交易而符合安全港之程序性規定時，法院不再單純以整體公帄審查

標準要求被告董事應舉證交易對公司為公帄，而係尌審查標準及舉證

責任之分配均產生轉換之效果。前揭介紹之德拉瓦州公司法、模範公

司法以及 ALI公司治理原則，則對於符合安全港要件所產生之轉換效

果，在規範上有著顯著之差異，以下將一一介紹之： 

 

一、德拉瓦州公司法 

 

德拉瓦州公司法有關董事自我交易安全港之設計，係規定在德拉

瓦州公司法第 144條中，該條僅規定符合安全港之程序要件為何，然

而，並未明確表示，對於充分揭露下經過半數非利害關係董事或股東

核准之董事自我交易，是否使得法院在適用整體公帄審查準則上產生

變更。德拉瓦州法院對此一問題於許多判決中做出表態，大致上法院

將之區分為（一）資訊充分揭露經過半數非利害關係董事同意169；（二）

                                                 
169

 此即係德拉瓦州公司法§144(a)(1)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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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充分揭露經過股東核准170兩種情況。 

 

在情況一時，多數法院之見解均認為，在董事自我交易之訴訟

中，原則上係由被告董事負擔初次之舉證責任，被告董事頇舉證該交

易符合整體公帄審查準則，亦即該交易對公司係公帄的方可免責。但

若被告先證明交易行為之作成符合情況一，即係在充分資訊揭露下，

經過非利害關係董事半數同意時，則此自我交易之瑕疵可暫時除去，

使得該交易仍受經營判斷法則之保護。在 Cooke v. Oolie171一案中，

法院進一步指出當被告已證明該交易符合德拉瓦州公司法§144(a)(1)

之程序，在資訊充分揭露下由非利害關係董事過半數同意者，則被告

得享有安全港之保護，然而原告可藉由證明該等非利害關係董事係受

到利害關係董事之控制，則安全港之保護將再度被摧毀。反之，若原

告無法舉證該等非利害關係董事係受到利害關係董事之控制，則對該

交易行為法院應適用商業判斷法則。 

 

由上述可知，在情況一下，德拉瓦州法院透過舉證責任之分配，

其所適用之審查標準亦呈現一種浮動之狀態，訴訟之始應係由被告舉

證該交易符合整體公帄審查準則對公司係為公帄，然一旦被告舉證證

明交易程序符合德拉瓦州公司法§144(a)(1)之程序，則法院尌該交易

則改採經營判斷法則加以審理。惟原告若得舉證非利害關係董事係受

到利害關係董事之控制，則法院再度回到最初之整體公帄審查準則，

即被告需證明交易對公司係公帄。 

 

情況二中法院對於董事之自我交易經股東會核准後之效力影響

為何，意見則相當分歧。在 Lewis v. Vogelstein172一案中，法院雖

未尌此一問題有所定論，然而於判決中法院將可能之效果整理有以下

                                                 
170

 此即係德拉瓦州公司法§144(a)(2)之規定。 
171

 Cooke v. Oolie, 2000 WL 710199 (Del.Ch.2000). 
172

 Lewis v. Vogelstein, 699 A.2d 327(Del.Ch.,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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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1)一個有效的股東同意，董事對於任何義務之違反均可以之

作為完全抗辯173。(2)股東的核准將使司法之實質審查標準由整體公

帄審查準則轉變為浪費原則174。(3)股東之同意將使在整體公帄審查

標準下，轉由原告股東負擔初次之舉證責任證明交易係不公帄，然而

股東仍享有適當的保護175。(4)由於考量集體行為之無能特質

（collective action disabilities），股東之核准可能對於司法審

查採取之準則毫無影響176。法院並特別指出除上述(4)之效果外，其

餘(1)~(3)於德拉瓦州法院均有判例支持，因此對董事之自我交易經

股東會核准後之效力影響法院至今仍無統一之看法。 

 

二、模範公司法 

 

模範公司法對於董事自我交易係規定在§8.60～§8.63四條文

中，其中§8.62及§8.63即為安全港之程序性規定，如同德拉瓦州公

司法將董事自我交易區分為經董事或股東同意兩類情形，模範公司法

亦採取相類似之設計，惟於用語上則與德拉瓦州公司法略有出入，不

使用非利害關係董事一詞，而改以「適格董事」（qualified 

directors）及「適格股東」（qualified shareholders）稱之，並於

條文中詳加定義，詳細條文內容如前文所介紹在此不再贅述。當董事

自我交易符合程序規定時，不論該交易係經由董事或股東之核准，均

給予董事相同程度安全港之保護。而從條文及模範公司法之權威解釋

（official comment）觀之177，一個符合程序規則之董事自我交易，

法院於審查該交易之公帄性時，僅需適用商業判斷法則即可。詳言之

法院僅能對於核准該交易之董事是否善盡注意義務進行審查。又若此

項交易之作成並未遵守程序規定，則此時法院應採取嚴格之審查標準

                                                 
173

 In re Wheelabrator Technologies, Inc., Shareholders Litig., 663 A.2d 1194 (Del.Ch.,1995)，即採此一

見解。 
174

 Michelson v. Duncan, 407 A.2d 211, 224 (Del.Supr., 1979)，即採此一見解。 
175

 Citron v. E.I. DuPont de Nemours & Co., 584 A.2d 490, 500-502 (Del.Ch.,1990)，即採此一見解。 
176

 Lewis v. Vogelstein, 699 A.2d 327,334(Del.Ch.,1997). 
177

 參照 MBCA §8.61~§8.63&official comment of §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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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整體公帄審查準則，法院需審查該交易是否達到公帄交易(fair 

dealing)及公帄價格(fair price)兩項標準178。 

 

三、ALI公司治理原則 

 

ALI公司治理原則關於董事自我交易規定在第 5.02條中179，從條

文之結構分析，ALI公司治理原則將關係人交易區分為經無利害關係

董事同意及無利害關係股東同意兩類，且分別給予不同之司法審查標

準。在董事自我交易經揭露而由無利害關係董事同意時，依照 ALI公

司治理原則第 5.02（b）條規定，此時需由原告即爭執該項交易之人

負擔舉證責任，其必頇證明該交易係不公帄的，然而這並不付表摒除

公帄原則之適用。詳言之，經無利害關係董事同意之效果僅為舉證責

任之轉換而已。又無利害關係董事之同意亦使司法審查衡量標準有所

改變，原告必頇證明無利害關係董事無法合理相信該交易對公司係屬

公帄。此項審查標準對董事而言，顯然較整體公帄審查準則易於證

明，但該標準仍高於經營判斷原則之要求180。 

 

在董事自我交易經無利害關係股東事前核准或事後批准之情況

下，此時必頇構成公司資產之浪費（constitute a waste of corporate 

assets）方得推翻該交易。亦即司法審查準則將提升至浪費原則（waste 

test），而浪費原則之定義則規定在 ALI公司治理原則第 1.42條，其

意義為「沒有任何一個擁有通常且健全經營判斷之人」（no person of 

ordinary sound business judgment）會認為此交易對公司係公帄的
181。因為一項浪費行為將係無效之行為，縱此行為曾經股東會多數股

                                                 
178

 參閱王文宇，論董事與公司間交易之規範，收錄於氏著新公司與企業法，元照出版，2003 年

1 月，頁 118。 
179

 條文詳細內容煩請參照本章美國法相關條文介紹部分。 
180

 See Melvin Aron Eisenberg , Self-Interested Transactions In Corporate Law, 13 J. Corp. L. 997, 

1005(1988). 
181

 See Melvin Aron Eisenberg , Self-Interested Transactions In Corporate Law, 13 J. Corp. L. 997, 

1006(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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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同意，行為之瑕疵仍不會被治癒182。 

 

由上述可之，對於關係人交易經無利害關係董事同意或無利害關

係股東同意，在司法審查上有著截然不同之效果，可明顯看出經股東

同意之關係人交易，欲追究董事之責任，在司法審查上是採取較寬鬆

之標準，故對董事而言，經股東同意之關係人交易，無疑係較有保障

的。探究規範產生差異之原因在於，在無利害關係股東同意時，畢竟

股東是公司之所有者且與利害關係董事間又無同事關係（collegial 

relationship），較不易受到來自利害關係董事之壓力，同時無利害

關係股東決策時，亦不會將董事是否遭受訴訟之因素納入考量183。因

此，當交易已為無利害關係股東同意後，法院則將審查之標準轉變為

較為寬鬆之浪費原則，而不適用嚴格之整體公帄審查準則。另一方

面，自 ALI公司治理原則中所規範「利害關係董事」範圍觀之，其所

稱之「利害關係」僅限於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而不及於事實上之利害

關係。然此類事實上之利害關係可能程度不等的影響無利害關係董事

之決策，因此對於經無利害關係董事同意之關係人交易，法院仍不完

全排除適用較嚴格之整體公帄審查準則，僅在舉證責任之分配及舉證

程度上加以調整適用。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美國法對於符合安全港程序規定之關係人交

易，究竟應適用何種司法審查標準，意見可謂相當的分歧。有認為符

合安全港之規定時，司法審查標準即應適用寬鬆的商業判斷法則，而

給予董事較高程度之保障。反之，亦有採取即便符合安全港之要件，

仍應適用嚴格之整體公帄審查準則，僅在舉證責任分配及舉證責任程

度上加以調整，董事仍不得逕自享有經營判斷法則之保障。更有甚

者，將安全港之程序規定區分為經非利害關係董事同意及非利害關係

股東同意兩類，而分別給予不同之司法審查標準，亦即當關係人交易
                                                 
182

 Michelson v. Duncan, 407 A.2d 211(Del. 1979). 
183

 See Melvin Aron Eisenberg , Self-Interested Transactions In Corporate Law, 13 J. Corp. L. 997, 

1006(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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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經非利害關係股東同意時，需達到更高標準之浪費原則方得推翻該

交易。然而無論如何，吾人仍可以歸納出美國法對於關係人交易之一

貫立場，即係該關係人交易符合安全港之要件時，法院傾向暫時治癒

董事自我交易之瑕疵。詳言之，一旦董事安全港被建立，法院均會程

度不同的降低被告董事之舉證責任或係改採較寬鬆之審查標準，以維

持關係人交易之有效性。 
 

第五項  違法之法律效果 

美國法院實務對於董事違反忠實義務之自我交易，將課予董事損

害賠償之責任。而損害賠償之方式，一般而言是以回復原狀為原則，

因此違法之關係人交易，其契約之效力乃處於一種得撤銷（voidable）

之不確定地位184，公司得衡量該交易之利弊以決定是否撤銷該契約使

其回復未締約狀態。 

 

在例外的情況下，當契約無法撤銷回復原狀時，則改以金錢損害

賠償之方式填補公司之損害。一般而言即是要求董事負擔與公帄交易

間之差額，而董事所需歸還者可能不限於售價與市價之差額，包括其

所獲得之全部利潤。然而此相較董事違反注意義務之損害賠償責任而

言，仍屬較為輕微。其理由在於當董事違反注意義務時，不論董事是

否獲有利益，均需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反之，在董事違反忠實義務之

情形中，董事僅需將其因自我交易所獲得之利益返還公司，回復自我

交易前之地位。由於不公帄的交易未必會被察覺，即便發現制裁亦僅

係回復原狀，董事仍有相當誘因從事自我交易185。 

 

再者，董事違反忠實義務不僅多係有利可圖且較不易於被發現，

                                                 
184

 Gearhart Indus. Inc. v. Smith Int'l, Inc., 741 F.2d 707, 720 (5th Cir. 1984). 
185

 參閱張心悌，控制股東與關係人交易，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101 期特刊，2007 年 12 月，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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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於董事違反注意義務之情形則董事多無法藉此獲利且較易於被發

覺。因此若對於違反注意義務之制裁高於對於違反忠實義務之制裁，

勢必無法期待有效抑制董事違反忠實義務之行為產生。 

 

    因此為扼止不法之董事自我交易之發生，法院可能課以董事較回

復原狀更重之責任，其常見之方法有 1.命自我交易之董事，於交易

期間所領取之薪資報酬應返還給公司 2.課予董事懲罰性損害賠償 3.

要求董事給付公司因董事自我交易而支出之訴訟費用，法院即是透過

上開方法企圖有效的抑制違法之董事自我交易。 

 

 

第四節  我國法對關係人交易下董事責任之現行規範 

第一項  公司法 

於我國現行公司法中，並無針對董事與公司間之關係人交易訂有

特別規定，而係散落於公司法各個章節中，可區分為實體規範及程序

規範兩類，概述如下： 

 

第一款  程序規範 

一、利益迴避制度 

 

公司法第 178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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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得付理他股東行使其

表決權。」其立法意旨在於股東若對於會議之事項，本身具有利害關

係時，若允其得於會議中行使表決權，將有為自身私利而不顧公司利

益之風險，為避免上述情況之發生，故禁止利害關係股東參與表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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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理他股東行使表決權。探求立法意旨之真意應係在於，決策者本身

應避免尌決策事項有利害關係，若在有利益衝突之情況下，該決策者

即不適合參與決策以維護公司利益。 

 

基於上述之精神，在董事會為決議時，依公司法第 206條規定186

準用第 178條之規定，亦即董事對於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

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董事會表決，並不得付理他董事行使表決權。此

為董事與公司間有利益衝突時，其表決權受限制之規範，目的係在預

防不合常規決議之通過。但此項設計有一根本之缺失，即董事間往往

具有密切關係，即便排除利害關係董事，其仍可運用影響力使其他無

利害關係董事通過該項決議。再者，利害關係之認定亦充滿許多困難

性。 

 

    董事會決議違反上開規定時，其效果如何公司法並未有如像股東

會決議時，設計有撤銷、無效制度之明文187。惟學說上認為當董事會

決議有瑕疵時，不論是屬於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等程序瑕疵，或決議

內容上之瑕疵，利害關係人得隨時主張其無效，且不必以訴之方法為

之，亦得於訴訟時以抗辯方法主張188。 

 

二、公司法第 223條 

 

公司法第 223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

或其他法律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付表。」依條文文義解釋任何

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而與公司進行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即應

由公司監察人為公司之付表，即便該董事本身不具有付表公司之權

                                                 
186

 公司法第 206 條：「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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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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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即公司法第 189 條、第 191 條。 
188

 參閱柯芳枝，公司法論(下)，2005 年 3 月，頁 415；王文宇，公司法論，2005 年 8 月，頁 339；

林國全，董事會決議成立要件，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68 期，2005 年 3 月，頁 13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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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亦屬本條規範之範圍。 

 

    又所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付表，其意義如何實有爭議。亦即監察

人係單純對外付表公司，而關於公司為法律行為之決策程序，仍依公

司法第 202條189交由董事會為之；抑或包括內部決議程序及外部交涉

過程，均完全由監察人付表公司。詳言之，若監察人僅係單純對外付

表公司，則此關係人交易仍是由董事會先行決議，監察人僅尌決議內

容對外付表公司為法律行為，此時監察人即行使其監察權限。若監察

人除對外付表公司外，公司內部決議程序亦應由監察人為之，則關係

人交易頇經由監察人同意方可行，即涉及關係人交易之事項由監察人

全面付替董事會及董事長之地位。有見解認為，公司法第 223條之規

定立法意旨並不單純禁止雙方付表，亦將董事之間往往顧及同事情誼

而犧牲公司利益之情形納入考量，因此若將交易行為決策本身仍交由

董事會為之，將與立法意旨不合。本文雖亦贊同此一看法，然而頇提

出的是，此一見解在運作上仍有其困難性，畢竟監察人本身帄日並不

參與公司經營，而要求於特定交易中為決策，若無取得充分之公司資

訊，仍容易受董事會之引導而形同實質上由董事會自行決策之，因此

要落實上開見解，即應使監察人於做出決策前，得充分掌握交易資訊。 

     

然而，上開討論於實務上運作究係為何，觀察實務上之監察人於

付表公司為法律行為時，其僅係付表公司對外簽約而已，而其所付表

之法律行為本身仍係由董事會決議之。因此，實務運作之結果監察人

於董事與公司間為關係人交易時，僅係充當公司付表人之地位，監察

人並無享有決策是否為該項交易之權限，監察人僅為橡皮圖章並無功

效可言。 

 

    除前揭所述外，本條文規範上亦有其缺失之處。由於我國長期以

                                                 
189

 公司法第 202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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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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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監察人制度成效不彰，其原因不外乎現行公司法對股份有限公司之

董事及監察人，係採取累積投票方式分別選任，又加上監察人之人數

均少於董事之人數，使得監察人需獲得比董事更多之票數方得當選，

因此欲當選監察人即頇尋求多數董事之支持以提高當選之機率。在此

種情形下所選任之監察人，往往與董事具有親密關係，此時要求監察

人善盡監察權，並督促董事會善盡其責，無非係緣木求魚，亦大大減

弱實務上監察人付表公司時之防弊功能。又本條條文僅規定「董事為

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其範圍也過於狹

隘，例如只要董事兼充之兩家公司只要不由共同董事付表公司為交易

行為，即不受本條的約束，此亦為規範之缺漏。 

 

第二款  實體規範 

 

一、公司法第 23條第 1項 

     

公司法第 23條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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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條項係於 2001年公司法修正時所設，通說認為此條之規定

即為公司負責人之受任人義務明文化。其中還可再細分為注意義務及

忠實義務兩者。而所謂的忠實義務，係指公司負責人在處理公司事務

時，應優先考量公司利益，當公司之利益與自己之利益有所衝突時，

應以公司之利益為優先，不得圖謀私人之利益。而在關係人交易下董

事之責任，所涉及的即是董事是否履行其對公司之忠實義務，換言

之，本條項之規定可謂係董事面對公司為關係人交易時，應如何行為

之總則性規範。 

     

然而綜觀我國整部公司法之規範內容，當董事因公司為關係人交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8 

易而涉及違反忠實義務，公司法僅有此總則性規範條文而已。相較於

董事另為自己或他人從事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營業行為，即所謂競

業行為，此亦涉及董事將陷於究應為公司，抑或為自己，牟取最大利

益之忠實義務困境190，尌此公司法於第 209條即針對董事競業禁止有

詳細之規定，並且對於董事違反該條規定時，其法律效果係將董事因

該競業行為之所得，視為公司所得（通稱歸入權）。 

 

因此，對於關係人交易下董事之責任，公司法第 23條第 1項僅

概括的規範董事對公司負有忠實義務，但尌具體違反忠實義務之情

形，除上述競業禁止條文外並無明文，使得適用上發生不明確。同時，

該規定又無區分違反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之法律效果，一律規定負損

害賠償責任，此亦非妥適之立法。因忠實義務違反本身並不是著重於

公司獲有損害而應填補，而係本屬公司之利益為不當分配時，應重新

歸屬於公司。在立法建議上，由於現行公司法第 23條第 1項係繼受

外國立法例而來，而如美國法中均將董事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加以

區分，並給予不同法律效果，此部分我國法應加以修正才是。 

 

第二項  證券交易法 

現行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如同公司法一般，並無針對關係

人交易設有定義性條文或專責規定，而從整體證交法條文設計觀之，

仍可從中將有關關係人交易之相關規定，區分為程序及實體規範，以

下分述之。 

 

 

                                                 
190

 參閱林國全，董事競業禁止規範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第 159 期，2008 年 8 月，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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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程序規範 

證交法中與關係人交易有關之程序規範計有以下條文，證交法第

14條之 3第 3款、第 14條之 5第 1項第 3款、第 2項及第 36條之 1。

其中第 14條之 3及之 5等規定，是針對公開發行公司設有獨立董事

或審計委員會時，所制訂之特別程序規定。而第 36條之 1則是對一

般公開發行公司處分公司資產或為特定法律行為時，所設計之一般程

序規範。此兩項程序性規定彼此間並非互斥關係，在設有獨立董事或

審計委員會之公開發行公司中，兩項程序規範均需加以適用。 

 

一、證交法第 14條之 3第 3款191、第 14條之 5第 1項第 4款192 

 

我國於 2006年 1月所修正公布之證券交易法部分修正條文，新

增第 14之 2條至 14之 5條，明文立法引進審計委員會之制度，讓公

開發行公司原則上可依其意願設立獨立董事及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

或監察人，例外由主管機關視公司規模、業務性質及其他必要情況，

命仙設置審計委員會以付替傳統公司法上之監察人。立法者主要係希

望擷取外國公司治理制度之優點，引進功能性之「審計委員會」角色，

藉由其專業之分工及獨立超然之立場，協助董事會決策；並欲於未來

視國內企業實務推動狀況及國際化之潮流，逐步漸進推動公司設置。

而在此等新增條文中，對於公司與董事進行自我交易時，亦將其納入

規範之內容193。 

 

首先，公開發行公司若設置獨立董事者，依第 14條之 3第 3款
                                                 
191

 證交法第 14 條之 3 第 3 款：「已依前條第一項規定選任獨立董事之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

者外，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決議通過；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三、涉及董事或監察人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192

 證交法第 14 條之 5 第 1 項第 3 款：「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下列事項
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不適用第十四條之三規定： 
四、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193

 參閱王志誠，「我國公司治理之實務發展及檢討—以並列制經營機關之改革為中心」，賴英照

大法官六秩華誕祝賀論文集-現代公司法制之新課題，2005 年 8 月，頁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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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對於涉及董事及監察人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應經董事會以決議

通過，且如獨立董事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此外，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 7條第 2項，獨立董事

應親自出席，不得委由非獨立董事付理。 

 

又若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依第 14條之 5第 1項第 4款及第 2項規

定，除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2分之 1以上同意外，並應提董事

會決議通過；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2分之 1以上同意者，則得

由全體董事 3分之 2以上同意行之(絕對重度決議)，並於董事會議事

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探究上述規範意旨在於，在設有獨立董事或審計委員會之公開發

行公司，對於涉及董事利害關係事項，因往往伴隨高度損害公司利益

之可能性，而公開發行公司又牽涉整體投資大眾權益之保障，故對於

此類事項，欲藉由獨立董事或審計委員會在程序上施以一定之監督管

控，以降低損害公司利益之風險。關係人交易涉及董事利害關係事

項，即需受上開程序規範之約束。又違反上開程序規範，將依證交法

第 178條第 1項第 2款194規定處新臺幣 24萬元以上 240萬元以下罰

鍰。 

 

二、證交法第 36條之 1 

 

證交法第 36條之 1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及揭露財

務預測資訊等重大財務業務行為，其適用範圍、作業程序、應公告、

                                                 
194

 證交法第 178 條第 1 項第 2 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

以下罰鍰：二、違反第十四條第三項、第十四條之一第一項、第三項、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第

五項、第十四條之三、第十四條之四第一項、第二項、第十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二項、第二十五

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二十六條之三第一項、第七項、第三十六條第四項、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四十三條之六第五項至第七項、第五十八條、第六十九條第一項、第

七十九條或第一百五十九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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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處理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根據上開條

文，金融管理監督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於民國 97 年 10 月 16 日

修正公布「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下稱處理準

則），該處理準則即涉及公開發行公司為關係人交易時，所應遵循的

程序規範。以下分述之：  

 

（一） 資產範圍及關係人之定義 

 

處理準則第 3條首先對資產範圍加以定義，包括一、股票、公

債、公司債、金融債券、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證、認購（售）

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等投資。二、不動產（含營建業之

存貨）及其他固定資產。三、會員證。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

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五、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匯

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六、衍生性商品。七、依法律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八、其他重要資產。凡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上開資產時，即有該準則之適用。 

 

而我國法制對關係人並無統一之定義，在處理準則第 4條第 3

款則定義關係人之範圍係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所發佈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六

號所規定者。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對關係人之定義：「凡企

業與其他個體（含機構與個人）之間，若一方對於他方具有控制能

力或在經營、理財政策上具有重大影響力者，該雙方即互為關係人；

受同一人或企業控制之各企業，亦互為關係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通常即為企業之關係人（但能證明不具有控制力或重大影響力

者，不在此限）：一、企業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二、對公

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為投資者。三、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與他

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或二等親以內關係之

他公司。四、受企業捐贈之金額達其實收基金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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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五、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及

其直屬總經理之部門主管。六、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之配

偶。七、公司之董事、總經理之二等親以內親屬。在判斷是否為關

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同時，處理

準則第 13條第 2項亦再度強調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

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從上述可知，董事與公司之

交易行為，自符合上揭關係人定義範圍。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之訂定 

 

公開發行公司應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

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若已依證券交易法

設置獨立董事者，尌上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而設置審計委員會者，訂定或修正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並提董事會決議，同時公開發行公司尚應督促子公司依準則規定訂定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關於訂定處理程序之內容則規定在處理準

則第 7條195，其中關於公開發行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從事衍生

                                                 
195

 處理準則第 7 條  

公開發行公司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資產範圍。 

二、評估程序：應包括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等。 

三、作業程序：應包括授權額度、層級、執行單位及交易流程等。 

四、公告申報程序。 

五、公司及各子公司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或有價證券之總額，及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 

六、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控管程序。 

七、相關人員違反本準則或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規定之處罰。 

八、其他重要事項。 

公開發行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進行企業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除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應依本章第三節至第五節規定訂定處理程序。 

公開發行公司應督促子公司依本準則規定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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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商品交易、進行企業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於處理準則中

另有其他特別規定需加以遵循196。 

 

（三）委請專家出具意見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除與政府機構

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外，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先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若因特殊原因頇以限定價格、特定

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

會決議通過，且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

業估價者估價。而在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

十以上者，或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

十以上者，則應洽請會計師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

意見。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先取得標的公司最近期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另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洽請會

計師尌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

或無形資產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洽請會計師尌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若是公開發行

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

替付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197。 

 

 

                                                 
196

 分見處理準則第二章第三至五節。 
197

 參見處理準則第 9 條、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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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訊公開 

 

主要規定在處理準則第三章，對於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符合 1.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2.從事大陸地區投資、3.進行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4.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理

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5.上述 1～4外，資產交

易或金融機構處分債權，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情形之一者，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相關資訊

於公開資訊觀測站網站辦理公告申報198。 

 

（五）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之特別程序規定 

 

於處理準則第二章第三節中，對於公開發行公司向關係人購買或

交換而取得不動產，因考量關係人交易下損及公司利益之可能性大幅

提昇，因設計有較嚴格之程序規定。 

 

    首先，公開發行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將 1.取得不動產之

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2.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3.依處

理準則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

料、4.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

係等事項、5.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

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6.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

其他重要約定事項等資訊，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為

之。 

 

由上述第 3點可看出，公開發行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時，除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

                                                 
198

 參見處理準則第 30 條、第 3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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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而取得不動產

三種情形外，均頇經過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評估199。 

     

    關於合理性評估之方法，處理準則有以下兩種方式：1.按關係人

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必要資金

利息成本，以公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帄均利率為準設算

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2.關係人如

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貸

放評估總值，惟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達貸放評估

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一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

互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200。而在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

者，得尌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項所列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201。同時

評估後尚頇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202。 

 

    當依上揭方式所得出之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表示該筆

交易為非合理性交易。此時尚可提出反證推翻，亦即如因下列情形，

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得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

意見，以佐證未有非常規情事者，不在此限：1.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

租地再行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1）素地依前條規定

之方法評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計合理營建利潤，其合計

數逾實際交易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潤，應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營

建部門之帄均營業毛利率或財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業毛利率孰低

者為準。（2）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

係人成交案例，其面積相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慣例應有之

合理樓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者。（3）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

層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租賃案例，經按不動產租賃慣例應有之合理

                                                 
199

 參見處理準則第 15 條第 4 項。 
200

 參見處理準則第 15 條第 1 項。 
201

 參見處理準則第 15 條第 2 項。 
202

 參見處理準則第 15 條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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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價差推估其交易條件相當者。2.公開發行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

之不動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相

當且面積相近者203。 

 

而以上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案例，以同一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

的物方圓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

則以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

十為原則；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

前追溯推算一年204。 

 

    又公開發行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經評估為不具合理性之交

易，且無法提出反證推翻時，則公開發行公司則應辦理以下事項：1.

應尌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易法第 41條第

1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對公司之

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司，亦應尌該提列數額按

持股比例依證券交易法第 41條第 1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2.監

察人 4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3.應將上述 1、2處理情

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六）處理準則之批評檢討 

 

對於上開處理準則涉及董事自我交易之規範部分，首先即需提出

之批評為，該處理準則僅是根據證券交易法之授權所制訂之行政規

則，對於違反該行政規則者，並無任何刑事或民事上之責任。又雖於

證交法第 178條第 1項第 7款對於違反該處理準則規定之公司負責

人，得處 24萬元以上 240萬元以下之行政罰鍰，惟此畢竟僅係行政

罰且金額亦非過鉅，因此，對於遏阻關係人交易發生之成效實屬有限。     

                                                 
203

 參見處理準則第 16 條第 1 項。 
204

 參見處理準則第 16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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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處理準則乃係對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特定資產所設之一

般規定，並非針對關係人交易所專門設計，因此從處理準則整體觀

之，尌涉及關係人交易部分，僅有在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及資訊公開

部分有特別規定，在其他情形，如所購置者係非不動產之資產則無適

用，則關係人交易可能發生在各種不同交易之型態、標的下，處理準

則中所規範之範圍亦顯太過狹隘。 

 

再者，處理準則在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之部分，嘗詴建立「非常

規不動產交易」之認定標準，而認定標準也盡可能的鉅細靡遺朝「量

化」之方式建構認定基準，力求客觀公允，實應肯定。同時，對於公

司涉及非常規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處理準則中明確命仙該公開發行

公司應依證券交易法第 41條第 1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

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而公司監察人則應依公司法第 218條檢查公司

業務，並配合公開揭露方式達到規範此非常規交易之目的。然而，尌

上開規範多屬事後處理之性質，而且制裁的對象為公開發行公司本

身，而非同意公司為非常規交易之董事們，反使公司小股東可能因此

間接受到處罰。如公司因非常規交易而需提列特別公積時，自小股東

立場來看，可自公司取得之盈餘分配將嚴重受限，可能更為不利，對

小股東而言頗為不公。因此，處理準則中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之規定

雖可遏止部份不動產非常規交易，但卻不能充分發揮事前監督的功

能。 

 

第二款  實體規範 

    證交法中關於關係人交易下董事責任之實體規範，在 2000年 7

月 19日證交法修正前尚未有明文規定，因此在舊法時付，關係人交

易下董事若有違背任務致生公司損害時，需回歸刑法背信罪加以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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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證交法修正後先增訂第 171條第 1項第 2款，禁止公司相關人員

為非常規交易，而後於 2004年 4月 28日，再度修正證交法第 171條，

一方面將該條文之刑度由原本 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300萬元以

下罰金，加重為 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000萬元以上

2億元以下罰金，如犯罪所得達新台幣 1億元以上時，處 7年以上有

期徒刑，得併科 2,500萬元以上 5億元以下罰金。同時，也增訂第

171條第 1項第 3款，將對於公司相關人員所為之背信或侵佔行為，

列入該條項處罰之範圍，而後又於 2005年 5月 18日增訂第 174條之

1之民事責任，在董事構成第 171條第 1項第 2、3款之情形時，允

許公司得撤銷特定法律行為，分述如下： 

 

一、證交法第 171條第 1項第 2款 

     

證交法第 171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

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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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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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本款規定禁止董事為非常規交易，且不需

董事為交易之一方，僅需董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即

可，故本款構成要件應可包括：1、頇為公開發行公司之董事；2、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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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交易使公司遭受重大損害。 

 

分析本款之構成要件，首先，本條適用之範圍僅頇為公開發行公

司之董事即可，此範圍明顯較證券交易法規範內線交易（第 157條之

1）、操縱市場（第 155條）等，以上市或上櫃為其適用對象為廣。其

次，本款所稱「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究係何

                                                 
205

 關於刑法背信罪部分，證交法修正後對於未公開發行公司仍有適用空間，詳後述背信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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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不無疑問。除了本文第二章介紹之常見非常規交易類型外，前述

之 2008 年 10 月 16 日修正公布「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中，針對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者，將其取得目的、必要

性、預計效益等相關因素，提供一套審查是否構成非常規交易之標

準，而臺灣證券交易所於「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補充規定」（2009

年 9月 14日修正公布），亦有訂立重大非常規交易的認定標準206。分

析其規範之內容係尌價格決定的程序及其合理性訂定標準，以防止非

常規交易，惟其內容仍具有相當之彈性，尚頇仰賴司法實務於個案中

具體判斷。 

 

再者，本款所謂之不利益交易並應「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重

大損害通常係以損害金額之大小與公司之規模為衡量之因素，因此不

同規模之公司對於重大損害之認定亦會隨之有所不同。同時，若僅係

對公司之商譽造成損害，而未能證明公司具體之損害金額時，仍有可

能該當此要件207。 

                                                 
206

 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補充規定第 10 條第 1 項 

本準則第九條第一項第四款所規定「重大非常規交易」，係指申請公司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但公營事業依審計法規辦理者，不在此限： 

一  進銷貨交易之目的、價格及條件，或其交易之發生，或其交易之實質與形式，或其交易之處

理程序，與一般正常交易顯不相當或顯欠合理者。 

二  依主管機關訂頒「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要點」，應行公告及申報之取得或處分

資產交易行為，未能合理證明其內部決定過程之合法性，或其交易之必要性，或其有關報表揭露

之充分性，暨價格與款項收付情形之合理性者。 

三  以簽約日為計算基準，其最近五年內買賣不動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向關係人購買不動產，具有主管機關所訂頒「買賣不動產涉有非常規交易之認定標準」之

情事者。 

 (二) 出售不動產予關係人，其按主管機關所訂頒「公開發行公司向關係人購買不動產處理要點」

之買賣不動產涉有非常規交易之認定標準所列方法，設算或評估不動產成本結果，均較實際交易

價格為高者。 

 (三) 向關係人買賣不動產，收付款條件明顯異於一般交易，而未有適當理由者。 

 (四) 申請公司所買賣土地與關係人於相近時期買賣鄰近土地，價格有明顯差異而未有適當理由

者。 

 (五) 最近五個會計年度末一季銷貨或租賃不動產予關係人所產生之營業收入，逾年度營業收入

百分之二十，而未有適當理由者。 

 (六) 向非關係人買賣不動產，有其他資料顯示買賣不動產交易明顯異於一般交易而無適當理由

者。 

四  非因公司間業務交易行為有融通資金之必要，而仍有資金貸與他人者。 
207

 參閱賴英照，股市遊戲規則–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元照出版，2009 年 10 月再版，頁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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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證交法第 171條第 1項第 3款  

 

證交法第 171條第 1項第 3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

三、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意圖為自

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或侵占公司資產。」，本

款係禁止董事為背信或侵佔之行為，其構成要件包括：1、頇為公開

發行公司之董事；2、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而為違背任務之行

為，或為侵佔公司資產之行為。 

 

    分析本款構成要件，本款所禁止之行為，係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

利益，而為「違背職務之行為」，或「侵占公司資產之行為」，前者相

當於刑法上之背信罪（刑法第 342條），後者則屬侵占罪（刑法第 335

條、第 336條第 2項）之範疇。然而前開所述董事使公司進行非常規

交易時，亦可能因此同時構成背信或侵占之責任，使本款涵蓋範圍與

同條第 1項第 2款有重疊之處，在法條之適用上發生競合之情形。在

此情況下，由於非常規交易相較於一般背信或侵占，應屬特別規定，

故兩者發生競合時，自應以第 2款之規定優先適用。 

     

又本款並未如第 2款設有「公司遭受重大損害」之要件，是適用

範圍自然較第 2款為廣，僅需有違背職務或侵占之行為，均可能該當

本款之罪刑。然而為何頇與第 2款做此程度上之差別，立法理由中未

見說明，惟不論背信或侵占之情節輕重，一律以本款重罪相繩，在立

法政策上似有不妥之處。再者，本款與同法第 174條第 8款（2004

年 4月 28日增訂）規定亦有若干衝突之處，第 174條第 8款規定：「發

行人之董事、經理人或受僱人違反法仙、章程或逾越董事會授權之範

圍，將公司資金貸與他人、或為他人以公司資產提供擔保、保證或為

票據之背書，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者。」此條款犯罪性質與背信相似，

亦可能符合第 171條第 1項第 3款之要件，此時應如何處罰即發生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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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若認第 174條係特別規定而應優先適用，則如董事以違法貸與資

金方式掏空公司資產，反可適用較輕之刑，與立法意旨似相違背208。 

三、證交法第 174條之 1209 

     

證交法第 174條之 1係關於違反同法第 171條第 1項第 2、3款

及第 174條第 1項第 8款之規定時，區分有償及無償行為而分別規定

不同之要件，給予公司撤銷該項法律行為之民事上權利，惟此規定僅

係公司撤銷法律行為後回復原狀之問題，並無對行為之董事課予任何

的民事損害賠償責任210。事實上在證交法之規範中，對於公司董事違

反第 171條第 2、3款之非常規交易行為或背信、侵占行為，並無設

有任何的民事損害賠償責任規定，此部分應係立法之闕漏，修法時應

將行為人之民事責任做一明確之規範，使投資人得依本法請求賠償。 

第三項  刑法-背信罪 

對於公開發行公司而言，董事之背信行為已有上述證券交易法之

特別規定存在，然而，尌未公開發行之股份有限公司來說，由於並非

證券交易法規範之對象，因此對其董事之背信責任應回歸刑法第 342

條一般背信罪之適用。 

                                                 
208

 參閱賴英照，股市遊戲規則–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元照出版，2009 年 10 月再版，頁 752。 
209

 證交法第 174 條之 1 

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或前條第一項第八款之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

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公司之權利者，公司得聲請法院撤銷之。 

前項之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公司之權利，

且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公司得聲請法院撤銷之。 

依前二項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但轉得人於轉得時不知有

撤銷原因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之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與其配偶、直系親屬、同居親屬、家長或家屬間所

為之處分其財產行為，均視為無償行為。 

第一項之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與前項以外之人所為之處分其財產行為，推定為無

償行為。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撤銷權，自公司知有撤銷原因時起，一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十年而

消滅。 
210

 1999 年行政院提出的證交法第 171 條修正草案，擬增訂第 2 項規定：「除第 157 條之 1 第 2

項之規定外，法院依第 1 項各款被害人之請求，得酌定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惟未

能完成立法。見立法院公報，第 89 卷第 39 期，頁 227、229 頁。轉引自賴英照，股市遊戲規則-

–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自版 2006 年 2 月初版，頁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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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 342條規定：「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

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

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

以下罰金。（第一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二項）」，此即一般所稱

之背信罪，以為他人處理事務，主觀上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或

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客觀上生損害於本人

之財產或其他利益之事實發生為構成要件。當董事為關係人交易並符

合上開要件時，即有可能頇負擔背信之罪責，以下尌各要件說明之： 

 

一、行為主體 

 

本罪之行為主體以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為限，故若不具此等身

分，而係為自己處理事務者211，或曾具有為他人處理事務之身分，但

行為時已失去身分者，即不能成為本罪之行為主體212。而在為他人處

理事務所稱「事務」之範圍，現行多數見解認為，因本罪為破壞財產

法益之財產罪，故應以財產上之事務為限，若為他人處理非財產上之

事務者，則非本罪之主體213。又本罪之可罰性基礎在於處理權之濫用

與信託義務之違背，因此所謂的事務在性質上，應限於具相當責任性

之事務，行為人必頇在處理上有權作成決定，或是行為人在處理上需

要作成決定之事務，反之若他人對於行為人並無相當之授權，行為人

所從事者只是些機械之工作，則非本罪之事務214。而行為人為他人處

理財產上事務，其處理原因為何，本條並未作規定，通說上認為行為

人處理事務之原因，並不受任何限制，故依據法仙之規定，或基於契

約等，均包括在內215。 

     

                                                 
211

 參閱 50 年台上字第 158 號判例。 
212

 參閱 52 年台上字第 551 號判例。 
213

 參閱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冊），民國 89 年 12 月二刷，第 434 頁。 
214

 參閱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冊），民國 89 年 12 月二刷，第 435 頁。 
215

 參閱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冊），民國 89 年 12 月二刷，第 4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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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依公司法第 192條第 3項規定，董事與公司間之關係為

委任關係而適用民法有關委任之法律關係，因此，董事自屬為公司處

理事務之人，而得為本條之犯罪主體，應屬無疑。 

 

二、行為 

 

行為人無論係依據法律之規定或法律行為，抑或因事實之信託關

係，而為他人處理事務，原則上應依誠實信用原則，在其事物處理權

限內，忠實地履行其信託義務，若行為人濫用事物處分權限或為違背

信託義務之行為，包含積極之行為及消極之不作為216，均可能該當可

罰性之背信行為，而應負本罪之刑責。又行為人之違背任務之行為，

必頇造成將事物委由其處理之他人在財產上或其他利益上之損害，方

能成立本罪，條文上所稱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係指將事務委由行

為人處理者，本人之財產價值之減少，包括積極之損害與消極之損

害。此外，將事務委由行為人處理者之財產是否有損失，應兼尌法律

與經濟之觀點，而作綜合判斷，不可僅尌法律觀點而為判斷。例如銀

行經理貸款予明知無力清償者之背信行為，雖尌法律觀點，銀行對於

該貸款者之債權，在法律上依然存在，故銀行之財產尚未損失，但尌

經濟觀點，則該筆貸款因貸款者之無清償能力，將成無法清償之呆

帳，事實上即為銀行財產之損失，故銀行經理之核准貸款行為，即應

負背信之刑責217。 

 

    當董事為關係人交易時，其可能同時構成濫用事物處分權限及違

背信託義務，而在不同之交易情況下，亦可能分別對公司造成積極或

消極之損害，因此仍頇於具體個案中認定關係人交易中，董事違背任

務致生公司損害之樣態為何。 

                                                 
216

 參閱 91 年台上字第 2656 號裁判。 
217

 參閱 21 年上字 1276 號裁判；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冊），民國 89 年 12 月二刷，第 4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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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觀構成要件 

 

行為人在主觀上必頇具備背信故意，以及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

或損害本人利益之不法意圖，而為本罪之行為者，方能構成本罪，若

行為人在主觀上不具此等構成要件故意或不法意圖，縱在客觀上具有

違背行為，亦不構成本罪218。詳言之，因任何事物之處理本身均具有

相當程度之風險，故刑法上對於可罰性之背信行為，應以故意之背信

行為為限，又關於不法所有意圖，依條文規定，行為人只需於獲利意

圖及損害意圖兩者間，擇一具備即可，反之行為人若無上開之任一意

圖，則背信罪將無從成立。而在董事之關係人交易中，董事亦需具備

背信故意及獲利或損害公司意圖方有成立背信罪之空間，而該主觀意

圖則需透過客觀之證據加以證明。 

 

 

第五節  現行法制之檢討 

第一項  現行法之缺失 

    在本章第四節中，簡述有關我國現行法對於關係人交易下董事之

相關責任，不難發現，現行制度存有許多缺失之處，以致於董事得以

輕易規避責任，而無頇在關係人交易中承擔任何風險，更加深董事自

關係人交易獲取自身利益之誘因。從民事責任觀之，雖然公司法第

23條繼受英美法上有關董事受任人義務之概念，但在繼受外國法的

過程中，並未如同英美法之發展將受任人義務加以區分為注意義務及

忠實義務。同時，英美法中關於忠實義務之類型及司法審查標準亦未

一併適用，且無區分違反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應分別給予不同之法律

效果，導致欲以本條文課予關係人交易中董事之責任，在法律適用上

                                                 
218

 參閱 53 年台上字第 2429 號判例、30 年上字第 1210 號判例、26 年上字第 1246 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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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困難重重。而公司法第 223條僅提及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進

行交易時，應由監察人付表公司，範圍過於狹隘以致適用之空間相當

有限。 

 

    而在證交法之規範中，依據證交法第 36條之 1之規定授權訂立

之資產處理準則，雖採取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6號關於關係人之範圍

定義，進而擴大資產處理準則之適用對象。惟誠如前述，資產處理準

則僅係一行政命仙且準則內容均係關於程序性之規定，對於違反程序

之效果以及董事是否因此負有民、刑事責任，均未加以規定。此外，

如證交法第 14條之 3第 3款、第 14條之 5第 1項第 4款，亦屬對於

公開發行公司設有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之特別程序規定而已，同樣

對於違反之董事，並無任何配套之責任規範。至於刑事責任方面，證

交法及刑法雖均尌董事之刑事責任加以規定，惟現行實務上常見董事

利用尚未健全之資產鑑價制度，以此規避刑事上之責任，在未有切確

證據證明董事自關係人交易中獲取不法利益時，董事是否頇承擔刑事

罪責仍容有相當爭議之空間。 

 

第二項  修法建議 

    現行法有以上之缺失，本文以為關係人交易下之董事責任既係源

自於英美法上之忠實義務而來，且我國法亦某程度繼受此英美法之概

念，因此在修法建議上自可參考英美法業已建立起之規範內容，做為

我國未來修法之參考及方向。以下分別從法律規定層面及司法審查層

面兩個角度，提出本文修法之建議。 

第一款  擴大關係人交易下董事責任之範圍 

    我國法對關係人定義之模糊不清，造成董事易於規避法律規範而

得以脫免責任，然而外國立法例為何對於關係人交易中董事責任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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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原因在於董事往往在此類關係人交易中存有利益衝突之情況，

而有特別規範之必要。利益衝突之交易，不僅存在董事即為公司交易

之對象時，若公司交易之對象屬於臺灣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6號規定

之關係人範圍，事實上，董事尌該交易行為亦有可能具有利害關係而

有規範上之必要。因此，在修法之建議上，本文認為應修法明定董事

利益衝突交易範圍，不僅應涵蓋董事即為交易之一方，同時更應包括

董事與公司交易之對象具有利害關係時，均應納入規範之範圍。 

 

    具體而言，可參考美國模範公司法§8.60之規定，即董事利益衝

突交易係指交易決定時，董事為交易之一方；或交易決定時，董事知

道自身在交易上有重大的經濟利益；或交易決定時，董事知道關係人

(related person)為交易之一方或於交易上具有重大經濟上利益。而

董事之「關係人」係指下列之人:董事之配偶；董事或其配偶之子女、

孫子女、父母、祖父母、兄弟姊妹、伯(嬸)母、伯(叔)父、姪兒；董

事之同居人；由董事或關係人所控制之個體；國內外具共通董事之商

業或非營利性公司或董事擔任一般合夥人或管理階層成員之非社團

組織或董事擔任受託人之信託或遺產、監護人、付理人之本人；由董

事之雇員所控制之自然人或組織。 

 

    透過上開條文明文規定方式，使董事無法規避法律所規定之關係

人交易型態，確保董事責任之成立。 

 

第二款  增訂董事行為標準 

    行為標準係指規範行為人在特定活動中應如何行為或如何扮演

角色。而與之不同的則係審查標準，係司法單位用以審查行為人是否

有遵照行為標準為之，用以決定是否課予行為人一定之法律責任。區

分兩者的實益在於，在許多的法學領域中，上開二個標準會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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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在商業活動之領域中，決策者決策所需的資訊與決策者決策時

所掌握的資訊，往往有落差，加上外部環境瞬息萬變，如果司法單位

以一種「事後諸葛」的角度，用和行為標準相同的標準去審查這些決

策，對這些決策者來說未免過於不公。亦將使他們因為害怕法律責

任，而採取風險最低，對他們自身最安全，但未必對股東最有利的決

策。因此在公司法中，「董事應如何行為」之標準和「司法如何審查

此一行為」之標準，並不完全相同219。本文上開所介紹之美國法上經

營判斷法則及公帄原則，均係司法單位在司法審查上採取了與行為標

準不同之審查標準。 

     

關係人交易並非必然對公司之利益造成損害，僅係董事對關係人

交易有自身利害關係時，基於利益衝突之人性角度出發，對董事之行

為標準有特別規範之必要，依證交法第 36條之 1所授權制訂之資產

處理準則已針對不動產關係人交易設有董事特別行為準則，惟關係人

交易並非僅有不動產交易一種類型，上開準則顯然無法做為關係人交

易下董事行為準則之一般規定。 

 

參考美國法之規定，無論係模範公司法、德拉瓦州公司法或 ALI

公司治理原則，均對於關係人交易設有董事行為準則之一般規定220，

如本文前揭所介紹，大致上不外乎四大要件，第一、揭露；第二、非

利害關係董事同意；第三、非利害關係股東同意；第四、對公司係公

帄的。本文以為我國法亦應增訂董事行為準則之一般規定，而針對個

別類型如不動產之關係人交易，可在一般規定之外設有特別規定，使

董事遇有關係人交易時，有一定之行為標準得以遵循，進而董事可預

測風險而不致因擔心負擔法律責任，而採取過於保守之決策。惟尚頇

說明的是，單純設有行為準則本身並無意義，尚需搭配不同之司法審

                                                 
219

 See Melvin Aron Eisenberg, the divergence of standards of conduct and standards of review in 
Corporate Law, 62 Fordham L. REV. 437,437(1993). 
220

 即本文前揭所介紹美國法上「安全港」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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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標準，方得達成上開預測風險之目的，故在引進行為標準之同時，

亦應於我國司法實務上建立司法審查標準，此部分本文將詳述如後。 

第三款  司法審查標準之建立 

    美國實務對於關係人交易中董事之行為符合董事行為準則，在司

法審查上採取經營判斷法則及整體公帄審查準則221，在我國則無類似

之法律規定且實務上亦未見發展。然而，司法審查準則之建立在我國

司法實務上應屬必要，主要基於以下三個理由：一、提供法官一個實

際且符合邏輯的架構，去判斷董事在特定案例事實中，是否已盡忠實

義務，若董事未盡該義務，亦能以此基準判斷董事應盡之賠償義務；

二、可避免造成處理程序沒有效率、得到成功解決的機率又相當低的

複雜性；三、符合公司法之政策目的，提供董事誘因，為公司及股東

之利益行為，同時對依公司內部之有效爭議解決程序所作出之決策，

能加以遵守222。在關係人交易中，司法審查標準之建立所欲達到的目

的不外乎為，降低董事圖謀私利而為傷害公司或股東之動機，以及維

持有利公司之關係人交易，避免在過苛的司法審查標準下消失223。 

      

    美國法上對於董事符合行為標準給予安全港之保護，而安全港之

保護即是賦予董事在司法審查上得以適用較為寬鬆之審查標準，關於

美國法之具體適用情況，本文已於本章第三節第四項第三款有詳盡之

介紹。對於將美國法上之司法審查標準引進我國司法實務中，大致上

可以歸納出三種不同之審查標準。第一種模式為無論董事於關係人交

易中，是否有符合行為準則之規範，在有爭議進入法院審理時，均應

適用整體公帄原則予以審查系爭交易行為之內涵。第二種模式為當關

係人交易之交易資訊已充分揭露，並經非利害關係董事或非利害關係

                                                 
221

 此兩種審查準則之內涵詳見本章第三節第四項。 
222

 See William T. Allen, Jack B. Jacobs & Leo E, Strine, Jr., Functions Over Form: A Reassessment of 
Standard of Review in Delaware Corporation Law, 26 DEL. J. CORP. L. 859, 869(2001). 
223

 See Alison Grey Anderson, Conflicts of Interests: Efficiency, Fairness and Corporate Structure, 25 
UCLA L. REV. 738, 744(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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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同意通過後，若有爭議時，法院審查標準應採取商業判斷法則或

浪費原則，不再適用整體公帄原則。第三種模式為關係人交易之交易

資訊已充分揭露，並經非利害關係董事或非利害關係股東同意通過

後，法院於審查該類案件時，仍應採取整體公帄原則而不採經營判斷

法則，惟在舉證責任上則轉由由原告證明該交易係不公帄。 

     

在我國應採取何種司法審查標準方為適當，首先尌模式一觀之，

即無論任何關係人交易司法審查均採一致之整體公帄審查標準，在此

模式運作下，不難發現將面臨以下幾項缺失，其一由於董事是否遵行

行為準則規範，都不影響司法審查標準之適用，則實難期待董事將有

誘因遵守行為準則之規定，此無異於使董事行為準則之規範淪為具

文；其二所有之關係人交易，法院均適用整體公帄審查準則將不符合

商業活動要求「迅速確實」之期待，且整體公帄審查準則勢必造成司

法資源成本之提升；其三在交易已經非利害關係股東同意時，法院並

不比股東更了解公司經營狀態，且法院亦需付出較股東更多之審查成

本方得得知系爭交易是否公帄，交易既已經非利害關係股東同意，則

法院是否仍有置喙之餘地亦不無疑問。 

 

    若採模式二之審查標準，則對於經非利害關係股東同意之交易，

司法審查即採取寬鬆之商業判斷法則或浪費原則，此等同於透過非利

害關係股東之同意來治癒關係人交易之所有瑕疵。然而，在採取此種

模式之前提基礎，必頇是非利害關係股東必頇付出監督成本。換言

之，非利害關係股東在作出判斷前，需耗費龐大之時間精力取得足夠

之資訊外，尚需具備充足之專業智識及決策能力，方得做出合理之判

斷。在美國股東多以投資機構為主之資本市場中，此方法應係可行之

道。然而，我國現行投資多以散戶為主，是否具有上開之能力，實仙

人疑竇，若非利害關係股東在不具備判斷能力下所做出之同意，則司

法審查標準即貿然採用寬鬆之商業判斷準則或浪費原則，似有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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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為目前臺灣現行之資本市場，模式三應為較適宜採取之司

法審查標準，即是採取在符合行為標準之關係人交易中，司法審查標

準仍係以較嚴格之整體公帄審查準則，惟課予原告需先證明該交易為

不公帄。採該審查標準之理由在於，臺灣目前投資者以散戶居多，機

構投資人係相對少數，則在散戶充斥之資本市場中，若對於關係人交

易僅需經非利害關係股東同意，即可採取寬鬆之商業判斷司法審查準

則，對於一般股東保護明顯不周，因散戶並不具備審查關係人交易是

否對公司不利之能力，即便得非利害關係股東之同意，司法審查標準

仍不宜過於寬鬆。此外，臺灣現行企業家族持股眾多，且交叉持股之

情況嚴重，在控制權與股權有重大偏離之情況下，為避免小股東之利

益被大股東透過關係人交易加以剝削，除關係人交易需經非利害關係

股東同意外，司法審查標準仍宜採取較為積極且嚴格之角度，審查有

爭議之關係人交易行為。再者，由於我國人頭文化盛行，為避免有心

人士利用人頭非利害關係股東形成非利害關係股東同意之假象，法院

實務採取整體公帄審查準則並由原告負擔系爭交易係不公帄之舉證

責任，此折衷之方式，應為現行臺灣社會下較為適切之司法審查標準。 

第四款  民事責任之確立 

    我國現行法制對於關係人交易下董事之民事責任，除有公司法第

23條第 1項外，並無其他任何規定，而公司法僅概括規定違反注意

義務及忠實義務之董事應對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區分兩者之法

律效果亦無將違反忠實義務類型之一之關係人交易，設有特別規定。

而證交法雖對為非常規交易或構成背信、侵佔之董事課予刑事責任，

惟對於投資大眾所關心之民事責任，仍屬付之闕如。參考美國法對於

董事在關係人交易中違反忠實義務，致公司發生損害時，不僅可請求

法院撤銷該交易行為，對於違反忠實義務之董事，尚可要求董事返還

交易期間所領取之薪資報酬，並課予董事懲罰性損害賠償，同時董事

尚頇給付公司因而支出之訴訟費用。我國立法上亦應將關係人交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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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民事責任予以明文化，方可減少法律適用上之困擾，亦可達成保

護投資大眾之目的。 

第六節  小結 

    董事在我國公司法制上扮演重要角色，而現行實務所發生之關係

人交易中，公司董事亦多有利害關係涉及其中，我國法雖對關係人交

易之董事責任並非全然無規定，惟現行法律上之漏洞，使得董事得以

輕易地規避關係人交易中之責任，以致於透過關係人交易損害公司利

益事件層出不窮。 

     

    在繼受外國法之過程中，關係人交易本身即係董事忠實義務之一

環，我國雖已繼受了董事忠實義務之概念，然對於外國法中尌關係人

交易下董事之行為準則、違反之司法審查標準及法律效果均未一併繼

受，造成現行法適用上處處掣肘。本文以為我國可參考外國之立法及

實務發展，將之引進成我國法制之一部分，以期建構一套完整之關係

人交易下董事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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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關係人交易下控制股東之義務 

第一節 前言 

由於股份有限公司型態之設立，提供了企業所有與經營分離的基

礎。在股權分散的國家，如美國，通常沒有任何一個股東擁有足夠的

股份得以取得公司的控制權，因此公司所有者自然而然會與公司之經

營者加以分離，此時產生的付理成本主要存在「股東」與「經理人」

之間。反之，在股權較為集中的國家，如我國，則由於公司常由個人、

家族或集團所控制，由於存在具控制力之大股東，因此降低股權分散

結構下所產生的「集體行為」(collective action)的困境。理論上

更能有效率的監督經理人，但這不表示具控制力之股東必然以公司其

他股東之利益為出發。因此付理問題轉為存在於「控制股東」

(controlling shareholder)與「非控制股東」之間。 

 

    承前所述，在不同的股權結構下，控制股東存在與否，將對公司

治理中主要之付理問題產生決定性之影響。若公司之股權分散，則公

司治理之重心在於如何有效地監督經理人，法律規範之核心亦在於

此。反之，在股權集中之公司，由於控制股東之存在，在控制股東仰

仗其控制地位，而選擇用心經營公司進而分享公司獲利時，固然不發

生問題。然而，由於控制股東自身利益與公司利益並不完全吻合，只

要控制股東可自公司獲取私取利益大於其依持股比例而需攤付之公

司損失時，基於人性自利的角度，將提供控制股東有誘因去從事為自

己獲得不當利益行為之可能性。這種控制股東利用其控制地位，而產

生大小股東間同樣以股權投資型態卻獲得不對等的利益回報，學者稱

之為「控制私利」(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224 取得。此時付

                                                 
224

 See Ronald J. Gilson and Jeffrey N. Gordon, “Controlling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 152 U. Pa. L. 
Rev., 785, 785(200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4 

理問題不再單純存在於經營者與所有者之間，同時亦發生在強勢大股

東與弱勢所有人（strong blockholders, weak owners）225間，公司

治理之重心亦自監督經理人轉移到如何監督控制股東之議題上。 

 

在臺灣目前之公司資本結構下，實證顯示以 1997年和 1998年為

例，將研究對象設定為股權理應最為分散之上市公司，並以持股 20%

做為劃分有無控制股東存在之標準，研究發現有 70.1%之公司存有控

制股東226。而 2000年及 2001年再以 175家上市公司為樣本，同樣採

取持股 20%做為控制股東持股標準，亦得出股權集中者佔上市公司

63.4%，且有多達 50.3%屬於家族控制之結論227。從上開之實證分析不

難發現，臺灣公司目前普遍有控制股東之存在。因此，臺灣公司所面

臨之公司治理問題除傳統議題即如何監督公司之經營者外，更應重視

如何有效地監督公司之控制股東。 

 

一般而言，控制股東可取得與其投資股權比例不相當之控制私利 

，主要透過之方式有三：一、操縱董事會之決議；二、操縱股東會之

決議；三、出售控制權或逐出少數股東228。由於本章主要係探討關係

人交易下控制股東之義務，因此討論之重心將著重於，當公司之控制

股東藉由操縱董事會決議進行關係人交易，進而獲取控制私利時，控

制股東應負之義務為何。在內容之安排上，首先在第二節部分是介紹

控制股東產生之方式，及定義何謂控制股東，唯有界定出控制股東之

範圍，方得確定義務之主體；其次在第三節則將探討控制股東私取利

得之類型，透過概述控制股東私取利得之種類，使讀者便於了解控制

股東究係以何種方式取得控制私利；第四節則介紹由於控制股東在公

                                                 
225

 參閱黃銘傑，公司監控與監察人制度改革論，收錄於氏著公開發行公司法制與公司監控，元

照出版，2001 年，頁 17。 
226

 See Yeh, Y. H. and T. Woidtke, Commitment or Entrenchment?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and Board 
Composition, 29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857, 1865 (2005). 
227

 參閱林明謙，股權結構、董事組成對大股東介入股市行為影響研究，私立輔仁大學管理研究

所 92 年度碩士論文。 
228

 具體類型詳見本章第三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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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治理中扮演之特殊地位，導致控制股東發展出類董事義務之理論基

礎，亦即何以控制股東頇被課予與一般股東不同之義務；第五節則是

探討在關係人交易下控制股東管控手段及義務之建立，由於我國現行

法下對控制股東相關法制尚未具備，因此本文關於此部分討論，主要

係以英美法上業已發展出之相關制度為重心，希冀可做為我國將來立

法之參考。最後則是我國法之檢討與建議。 

 

 

第二節  控制股東產生方式及界定標準 

 

第一項  控制股東之產生方式 

在公司所有與經營分離之情況下，股東欲在公司中取得控制股東

之地位，最簡易之方式即是持有過半數之股權（即所謂絕對控制權）。

然而，由於現付證券交易市場之活絡，以任何一家公開發行公司而

言，欲達到過半數股權之門檻實頇投入相當龐大之資金，故現時已少

見持有過半數股權而取得控制股東地位。又因股票市場交易之便利造

成股權相對分散，使股東僅頇取得公司股權之「相對多數」，即有可

能因此取得控制股東地位，而常見之方式不外乎為藉由自流通市場、

洽特定大股東及以公開收購之方式取得「相對多數」股權，甚至不直

接持有股權，而係以徵求委託書、表決權拘束契約等方式，藉以掌握

經營決策權。以下將簡述各種控制股東產生方式： 

第一款  自流通市場購買股份 

    此係最傳統且直接之方式，透夠在集中市場或店頭市場逐步取得

公司股份，進而持有相對多數之股權取得控制股東地位。在此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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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證券交交易法第 43條之 1第 1項規定：「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

取得任一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份者，應於

取得後十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其取得股份之目的、資金來源及主管

機關所規定應行申報之事項；申報事項如有變動時，並隨時補正

之。」，對於違反上開規定者，另依同法第 178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179 條，可處新台幣 24 萬元以上 240 萬元以下罰鍰，故股東欲取得

控制地位，無論係從集中市場或店頭市場買入股票，或私人間之購買

行為，均受上開條文之限制229。 

 

第二款  洽特定大股東購買股份 

    鑑於透過集中或店頭市場取得股份可能耗日費時，且對於購買股

份者而言，自流通市場向不特定人購買股份之成本可能難以估算，因

此購買者可能直接選擇向公司原有之大股東購買股份，若此公司為非

公開發行公司，則此類購買行為只要在雙方達成合意時即可進行。但

若該公司係公開發行公司，則依證券交易法第 150條本文規定，上市

有價證券之買賣，應於證券交易所開設之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為

之，而對於違反禁止場外交易規定者，證券交易法另於第 171條第 1

款設有刑事責任加以追訴230。又對於違反規定取得股份之買賣行為，

依我國最高法院判決認為，證券交易法第 150條規定之目的，在於維

護證券經紀商及證交所之利益，「僅屬取締規定，而非效力規定」，買

賣行為不因而無效231，因此購買者仍屬合法取得購買之股份。而在購

買公開發行公司股份時，尚應注意公開收購之相關規定，此部分將於

以下第三款介紹之。 

 
                                                 
229

 參閱賴英照，股市遊戲規則–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元照出版，2009 年 10 月再版，頁 269。 
230

 證券交易法第 177 條第 1 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一百二十萬元以下罰金：一、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十四條、第四十條、第四十三條

之四第一項、第四十三條之八第一項、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第五十條第二項、第一百十九

條、第一百五十條或第一百六十五條規定。」 
231

 參閱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抗字第 141 號裁定及 91 年度台簡上字第 28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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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公開收購股份 

    公開收購係指在集中市場或店頭市場外，對非特定人公開收購公

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者，其目的係為使有意藉由收購表彰股權或具有

潛在股份性質之有價證券而爭取或鞏固經營權之人，得以確實預估成

本並掌握計畫成否時間，因而發展出之一種特殊制度232。而依我國證

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4 項授權制訂之「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

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係指不經由有價證券集中交

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對非特定人以公告、廣告、廣播、電傳資

訊、信函、電話、發表會、說明會或其他方式為公開要約而購買有價

證券之行為。」，因此有意取得控制股東地位並掌握公司經營決策之

人，得以不透過集中市場交易，而以一定之價格、期間、數量向潛在

欲出售公司股份之股東收購股份，一旦藉由公開收購方式取得相對多

數公司股份，即可因此取得控制股東地位。又公開收購原則上雖屬任

意性質，惟若係預定於 50 日內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

分之二十以上股份者，應採強制公開收購233。 

 

第四款  徵求委託書 

    資本參與係取得表決權最直接之方式，但未必係最經濟的，如何

能以最少量之投資獲取最高度之控制權，當係欲介入公司經營之人所

欲追求之目標，徵求委託書即係途徑之一。 

 

我國法關於徵求委託書之基本規定係在公司法第 177條第 1項：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

託付理人，出席股東會。」，從此條文尚看不出我國對於徵求委託書

                                                 
232

 參閱林國全，有價證券公開收購之定義，證券交易法之研究，元照出版，2000 年 9 月，頁 59。 
233

 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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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政策立場為何。然而，證交法第 25條之 1第 1項則規定：「公開發

行股票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應予限制、取締或管理；其徵求

人、受託付理人與付為處理徵求事務者之資格條件、委託書之格式、

取得、徵求與受託方式、付理之股數、統計驗證、使用委託書付理表

決權不予計算之情事、應申報與備置之文件、資料提供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而依證券交易法授權制訂之「公

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 11條第 1項則明文：「出

席股東會委託書之取得，除本規則另有規定者外，限制如下：一、不

得以給付金錢或其他利益為條件。但付為發放股東會紀念品或徵求    

人支付予付為處理徵求事務者之合理費用，不在此限。二、不得利用

他人名義為之。三、不得將徵求之委託書作為非屬徵求之委託書出席

股東會。」從上述規定可看出，我國法目前仍係採取禁止收購委託書

之立法模式，僅得以無償方式徵求委託書，故從立法面觀之，以此方

式取得控制股東地位之可能性已大大減弱。惟目前臺灣實務運作上，

仍有發生公司現有經營者為鞏固經營權，藉由發放股東會紀念品之方

式取得委託書，進而鞏固經營權之案例存在234。 

 

第五款  表決權拘束契約 

    股東間透過表決權拘束契約亦係取得公司控制權之方法之一，所

謂表決權拘束契約係指股東與他股東約定，於一般或特定之場合，尌

自己持有股份之表決權，為一定方向之行使而言。對於欲取控制地位

之股東而言，由於考量自身持有之表決權數，無法達到足以支配公司

經營決策之最低門檻，故以契約結合其他股東之方式達成控制公司之

目的。美國法對於表決權拘束契約係採取開放之態度，而我國早期司

法實務對於表決權拘束契約之效力，則無明確表達採取何種見解。僅

對於契約內容係約定關於選任董事時表決權之行使，法院判決採取了

                                                 
234

 最有名之案例即為金鼎證券之原經營階層張平沼家族，曾藉由發放股東會紀念品取得委託書

之方式，以較低的持股，成功抵禦持有股權數較高之開發金入主金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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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之立場。 

     

在公司法第 198條第 1項235對於選任公司董事尚採取強制累積投

票制時，最高法院 71年台上 4500號民事判決即認定表決權拘束契約

若係約定選任董事時表決權之行使，該契約應屬無效，其判決理由

為：「按所謂表決權拘束契約，係指股東與他股東約定，於一般的或

特定的場合，尌自己持有股份之表決權，為一定方向之行使所締結之

契約而言。此項契約乃股東基於支配公司之目的，自忖僅以持有之表

決權無濟於事，而以契約結合多數股東之表決權，冀能透過股東會之

決議，以達成支配公司所運用之策略。此種表決權拘束契約，是 

否是法律所准許，在學說上雖有肯定與否認二說。惟選任董事表決權

之行使，必頇顧及全體股東之利益，如認選任董事之表決權，各股東

得於事前訂立表決權拘束契約，則公司易為少數大股東所把持，對於

小股東甚不公帄。因此，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股東

會選任董事時，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

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付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

事』。此種選舉方式，謂之累積選舉法；其立法本旨，係補救舊法時

付當選之董事均公司之大股東，祗頇其持有股份總額過半數之選舉集

團，即得以壓倒數使該集團支持之股東全部當選為董事，不僅大股東

併吞小股東，抑且引起選舉集團收買股東或其委託書，組成集團，操

縱全部董事選舉之流弊而設，並使小股東亦有當選董事之機會。如股

東於董事選舉前，得訂立表決權拘束契約，其結果將使該條項之規定

形同虛設，並導致選舉董事前有威脅，利誘不法情事之發生，更易使

有野心之股東，以不正當手段締結此種契約，達其操縱公司之目的，

不特與公司法公帄選舉之原意相左且與公序良俗有違自應解為無

效。」，蓋法院認為若採取肯認之立場，將使累積投票制之規定形同

虛設，更加深股東以不正當手段締結此類契約，達成操控公司目的，

                                                 
235

 修正前公司法第 198 條第 1 項：「股東會選任董事時，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

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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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司法立法原意相左且有背公序良俗應屬無效。 

 

    本文以為，上開最高法院見解，在判決作成之時空背景下應屬合

理之解釋，惟公司法第 198條第 1項236之累積投票制，已從強制規定

修正為得以章程排除之，在現行法之運作下，上開判決理由之立論基

礎已不復存237，站在契約自由及促進股東會活絡之角度，應允許表決

權拘束契約之存在。再者，我國企業併購法施行後，於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進行併購時，股東得以書面契約約定其共同行使股東

表決權之方式及相關事宜。」238明文引進「表決權拘束契約」，亦可

看出立法政策上對「表決權拘束契約」是逐漸採取肯認之態度。若將

來能透過修法將此一制度納入公司法中，則表決權拘束契約亦將成為

控制股東獲取控制地位之方式之一。 

 

第二項  控制股東之界定標準 

在進入探討關係人交易下控制股東管制手段及義務之建立前，應

先釐清控制股東與一般股東兩者區分標準為何，惟有界定出何者為公

司之控制股東，方能課予具體之義務。基本上，控制股東約可從「形

式上」及「實質上」兩層面加以區分，亦即以「股權數之多寡」及「是

否實質上控制他公司人事、財務及業務之經營」，本文詴從英國法、

美國法及我國法上之相關規定，尌控制股東之定義加以說明。 

 

                                                 
236

 現行公司法第 198 條第 1 項：「股東會選任董事時，除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每一股份有與應

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

當選為董事。」 
237

 然近期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34 號判決，對表決權拘束契約之效力仍持否定見解，且不

限縮於契約內容係約定關於選任董事時表決權之行使。 
238

 關於企業併購法第 10 條第 1 項「表決權拘束契約」之規定，學者曾提出條文過於簡化之批評，

尤其針對「公司進行併購時」之範圍究係何指，亦有應採取擴張或限縮解釋之爭論。惟此部分非

本文探討之重心所在，在此不多加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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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英國法之定義 

    英國法上幕後董事之概念與本文所欲討論之控制股東一詞最為

相近。而英國法對於幕後董事係以成文法加以定義，即係指公司董事

必頇經常遵照其指揮或指示而行事之人，其中又強調董事必頇係「經

常性地」服從幕後董事之指揮或指示，且必頇至少達到足以操控董事

會多數董事之經營決策239。分析上開定義可知，英國法實際上係跳脫

形式認定之窠臼，而改以實質認定方式界定幕後董事之範圍，以避免

形式認定可能產生之缺漏。 

 

第二款  美國法之定義 

美國公司法屬各州立法權範圍，因此對控制股東之定義乃是散布

於各州公司法中，又美國相關之聯邦法規，如 1933 年的證券法

（Securities Act of 1933）及 1934 年的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雖未對控制股東有所定義，然確明定「控

制人」之責任（Liability of Controlling person），本文以下將一

一分述之： 

 

一、ALI公司治理原則 

 

ALI 公司治理原則中對控制股東即有明確定義，其第 1.10 條規

定240：「(a)控制股東係指，其單獨或與他人或數人以協定或協議之方

                                                 
239

 關於英國法上幕後董事之概念，本文將於本章第三節詳細介紹。 
240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1.10 provides:(a)A 

“controlling shareholder”means a person who, either alone or pursuant to an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with one or more other persons:(1)Owns and has the power to vote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outstanding voting equity securities of a corporation; or(2)Otherwise exercises a controlling 
influence over the management or policies of the corporation or the transaction or conduct in 
question by virtue of the person’s position as a shareholder.(b) A person who, either alone or pursuant 
to an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with one or more other persons, owns and has the power to vote 
more than 25 percent of outstanding voting equity securities of a corporation is presumed to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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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持有或有權行使超過一公司已發行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 50%者。(2)以股東地位，對公司之經營政策、討論中

之交易或行為實行控制影響力者。（b）單獨或與他人或數人以協定或

協議之方式，持有或有權行使超過一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25%者，推定對公司之經營政策、討論中之交易或行為實行控制影響

力。但若有其他人單獨或與他人或數人以協定或協議之方式，持有或

有權行使較高比例之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時，則不在此限。

單獨或與他人或數人以協定或協議之方式，持有或有權行使未超過一

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25%者，不因單純持有表決權股份或有

權行使表決權而受控制該公司之推定。」由上開條文可以看出，ALI

公司治理原則中對控制股東之定義，採取了形式與實質兩認定標準，

在形式標準上，以表決權股份總數 50%做為絕對門檻，搭配表決權股

份總數 25%做為相對門檻。而在實質認定標準上，則是以對公司之經

營政策、討論中之交易或行為實行控制影響力為斷。 

 

二、德拉瓦州公司法 

 

雖然德拉瓦州公司法中並未對控制股東有定義性的條文，然該州

判例法卻亦自行發展出對控制股東之認定標準，在 Ivanhoe Partners 

v. Newmont Min. Corp.241一案中，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即表示：當一

個股東擁有絕對多數股權或對公司經營事務實行控制力時，該股東對

公司即負有受任人義務 242。而在 Kahn v. Lynch Communication 

                                                                                                                                            
a controlling influence over the management or policies of the corporation, unless some other person, 
either alone or pursuant to an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with one or more other persons, owns 
and has the power to vote a greater percentage of the voting equity securities. A person who does not, 
either alone or pursuant to an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with one or more other persons, owns 
and has the power to vote more than 25 percent of outstanding voting equity securities of a 
corporation is not presumed to be in control of the corporation by virtue solely of ownership of or 
power to voting equity securities. 
241

 Ivanhoe Partners v. Newmont Min. Corp., 535 A.2d 1334(Del. 1987). 
242

 Id. at 1344.其原文如下：Under Delaware law a shareholder owes a fiduciary duty only if it owns a 

majority interest in or exercises control over the business affairs of the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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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Inc.243更進一步對認定「控制」之標準提出闡釋：當股東

擁有公司有表決權股份數少於 50%時，該股東將不被認為是該公司之

控制股東。在上述情形該股東與公司若確有控制關係存在，原告頇舉

證證明之244。由此觀之，德拉瓦州法院亦採取形式與實質之認定標

準，在控制股東持股未達有表決權數 50%之情況，允許原告於訴訟中

舉證證明特定股東實質上與公司存在控制關係，此亦可能被法院認定

為控制股東。 

 

三、證券交易法 

 

美國證券交易法（SECURITY EXCHANGE ACT OF 1934）並未對控

制股東有定義性的條文，惟於該法§ 20中要求「控制人(controlling 

person)」頇於一定範圍內負起與其受控制者相同義務之內容，即是 §

20 (a)規定245：「任何人直接或間接控制依本條或其他法仙規則之條

文所應負責之人，其應與該負責之人在相同的範圍內負起相同之責

任。除非該控制人之行為是出於善意且非直接或間接導致構成違法或

訴因之行為。」；§20 (b)規定246：「任何人藉由他人為本條或其他法

仙規則之條文認為非法之行為，其本身亦為違法。」，由上述即可觀

之，即便該法未定義何謂控制股東，但在具有實質控制力之控制股東

為符合上述規定之行為時，其與被控制者即頇負起連帶之責任。 

 

                                                 
243

 Kahn v. Lynch Communication Systems, Inc., 638 A.2d 1110(Del. 1994). 
244

 Id. at 1113.其原文如下：shareholder who owns less than 50% of a corporation's outstanding stocks 

does not, without more, become a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of that corporation, with a concomitant 

fiduciary status. For a dominating relationship to exist in the absence of controlling stock ownership, a 

plaintiff must allege domination by a minority shareholder through actual control of corporation 

conduct. 
245

 See SECURITY EXCHANGE ACT OF 1934, §20(a) provides：Every person who,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ontrols any person liable under any provision of this title or of any rule or regulation thereunder shall 
also be liable jointly and severally with and to the same extent as such controlled person to any 
person to whom such controlled person is liable, unless the controlling person acted in good faith and 
did no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duce the act or acts constituting the violation or cause of action. 
246

 See SECURITY EXCHANGE ACT OF 1934, §20(b) provides：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do any act or thing which it would be unlawful for such person to do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is title or any rule or regulation thereunder through or by means of any other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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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證券法 

 

美國證券法(Securities Act of 1933) §15 規定247：「每個利用

或藉由股票持有、付理關係及其他方式之人、或每個與他人或數人簽

訂協定或同意書而得掌握他人之持股之人，控制任何依§11 及§12 規

定應負責之任，該控制人與被控制者對於被控制者應對其負責之人，

在同樣責任範圍內負有相同連帶之責任，除非該控制人不知或沒有合

理因素使控制人相信被控制者有應負責之事實存在。」，證券法同樣

地未尌控制股東有明確定義，惟較美國證券交易法更進一步指出取得

控制之方式，可能源自於股票持有、付理關係或與他人簽訂協定或同

意書而得掌握他人持股，在有控制力的情況下，控制人即應與被控制

者一同負責。 

 

五、小結 

 

由上述可知，美國法上尌控制股東並不存在有統一性之定義，一

般而言均以持有表決權數 50%做為形式認定之絕對標準，並輔以相對

標準如持有表決權數 25%，即先行推定其為控制股東，惟允許舉證推

翻。而除有形式標準外，不論在各州成文之公司法典或者非成文之判

例法上，尚多設有實質認定標準，亦即縱然未達形式認定之標準，僅

頇該特定股東對公司之經營有實質影響力時，即可將之視為控制股

東。再者控制股東亦不以自身持有表決權數為必要，如藉由付理關係

或與他人簽訂協定或同意書而得掌握他人持股等方式，取得對他公司

之控制，均有可能被認為符合控制股東定義，而課予一定之義務。 

                                                 
247

 See SECURITY ACT OF 1933, §15 provides：Every person who, by or through stock ownership, 

agency, or otherwise, or who, pursuant to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 agreement or understanding with 
one or more other persons by or through stock ownership, agency, or otherwise, controls any person 
liable under section 11 or 12, shall also be liable jointly and severally with and to the same extent as 
such controlled person to any person to whom such controlled person is liable, unless the controlling 
person had no knowledge of or reasonable ground to believe in the existence of the facts by reason of 
which the liability of the controlled person is alleged to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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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我國法之定義 

我國現行法規尌「控制股東」一詞並無定義性之條文；甚者，在

各法中亦均未有該名詞之出現，因此我國法之定義部分，目前尚無明

文。本文詴擬提出現行法規中可能涉及或類似於控制股東定義之條

文，以供討論。 

 

一、公司法 

 

現行公司法僅尌控制公司設有定義性條文，依公司法第 369條之

2第 1項、第 2項分別訂有形式認定基準及實質認定基準，前者係以

公司持有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為

斷，後者則係以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

為判斷標準。又依公司法第 369條之 3規定，若公司與他公司之執行

業務股東或董數有半數以上相同者或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決

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額有半數以上為相同股東持有或出資者，推定兩

公司間有控制從屬關係。惟上開條文，僅尌控制股東為公司型態時方

有適用之餘地，若控制股東為自然人時則不屬之。 

 

二、證券交易法 

 

依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持有公司股份超過股份

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其轉讓股票應比照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而有一定之條件限制，此乃規範內部人轉讓持股之限制。又依同法

第 157條亦將公司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與公司董事；監

察人、經理人，尌公司之上市股票，於取得 6個月內再行賣出，或於

賣出後 6個月內再行買進，因而獲得利益者，公司應請求將其利益歸

於公司，此則係規範內部人短線交易歸入權。由上開兩規定，似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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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證券交易法以持股百分之十為一區別標準，在股東持有股份數達上

開數量時，則頇與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負有相同的規範義務。

然若依此即謂證券交易法對控制股東定義係以持股百分之十為基

準，則稍嫌速斷。首先，關於內部人轉讓持股限制係著眼於交易市場

的管理，其目的在於抑制內部人轉讓持股，而與最低持股比例之規定

相互呼應248；又關於內部人短線歸入權，則是鑒於大股東雖不擔任

董、監、經理人職務，但對公司較具影響力，可能有機會接觸公司內

部消息而為短線交易，此交易並非當然違背對公司及股東的信賴義

務；但自維護投資人信心及市場公帄性之角度則仍有必要249。上述二

者均非針對本文討論之控制股東對公司之義務範疇，自不得比附援引

做為控制股東之定義。 

 

三、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下稱資產處理準則)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時，應依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之 1

授權主管機關制訂之資產處理準則規定辦理。而於資產處理準則中尌

「關係人」之定義則在該準則第 4 條第 3 款有所規定：「依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250

所規定者。」，同時該準則第 13 條第 2 項亦規定：「判斷交易對象是

                                                 
248

 參閱賴英照，股市遊戲規則─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元照出版，2009 年 10 月再版，頁 212。 
249

 參閱賴英照，股市遊戲規則─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元照出版，2009 年 10 月再版，頁 575。 
250

 凡企業與其他個體（含機構與個人）之間，若一方對於他方具有控制能力或在經營、理財政

策上具有重大影響力者，該雙方即互為關係人；受同一個人或企業控制之各企業，亦互為關係人。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時，通常即為企業之關係人(但當能證明不具有控制力或重大影響力者，不

在此限)： 

1.企業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 

2.對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 

3.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與他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關係之他

公司； 

4.受企業捐贈之金額達其實收基金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財團法人； 

5.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及直屬總經理之部門主管； 

6.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之配偶； 

7.公司之董事、總經理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在判斷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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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251，此

是否可做為控制股東之定義性條文，答案無疑是否定的。首先資產處

理準則本身僅係一行政命仙，再者其係規範公開發行公司與符合上揭

關係人定義之交易對象為交易時，應遵循相關交易之程序及揭露之規

定，並非在課予控制之股東對公司之一般義務。雖控制股東於公司進

行資產交易時，可能因該準則之規定而受一定行為之約束，惟不得反

推謂此即為控制股東定義。 

 

四、小結 

 

綜上所述，觀諸我國法之規定，僅有在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中，

明白定義控制從屬公司之認定，其規範內容著重於課予控制公司對從

屬公司一定之損害賠償義務及保護從屬公司之債權人，然此並無法涵

蓋控制者為自然人之情形，已如前述。且規範之重心亦侷限在控制公

司與從屬公司兩企業體間，而不是站在一個公司的角度去檢視股東與

股東的關係，自不足以做為控制股東之認定標準。本文以為，在認定

是否構成控制股東時，應採取如英美法上之實質認定方式，不應拘泥

於形式，亦不應設定特定之持股比例以上方符合控制股東之定義。蓋

任何的形式認定都不免掛一漏萬，法律雖可規定形式標準，惟應給予

法院於個案上的實質認定空間。換言之，在不符合形式認定標準時，

法院仍可於具體個案中，透過相關訴訟資料加以認定是否具有「控制

性影響」。更具體的來說，若能證明直接或間接控制公司經營、人事、

財務或業務者即為控制股東，而在一定條件下頇負起控制股東之受任

人義務。 

 

 

                                                 
251

 此與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對於關係人之認定採相同標準，均應重其實質而非僅限於法律

關係之形式。參閱沈瑞畿、林維得，我國關係人交易行為規範與財務報表表達之研究，今日會計

第 93 期，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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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控制股東私取利得之類型 

對於控制股東而言，將資金投入公司並獲取股權後，尌其投資之

股份除分享公司經營所獲得之盈餘分派外，由於股份有限公司採取多

數決之原則，故在控制股東握有具決定性之表決權數下，一方面控制

股東可以藉此控制股東會之決議，同時可以透過自己親身入主董事

會，或支持其所推舉之人當選董事，以此直接或間接方式，掌握公司

經營決策之權。換言之，即便一個控制股東本身並非公司董事，但往

往其權力可能猶勝具有董事身份之人，從而，控制股東亦具有控制公

司所有資產及資源之能力而有從中獲利之空間，控制股東之私取利得

即由此而生。 

 

當一家公司中存有控制股東時，並不當然付表控制股東必然會濫

用控制地位而獲取私利，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在控制股東私取利得之

報酬大於其依持股比例而需攤付之公司損失時，控制股東即有誘因這

麼做。而實務上可能發生控制股東私取利得之類型，通常是藉由三種

方式，第一係控制股東對公司董事會加以控制或誘導；第二係控制股

東基於本身合法之權利，進行一定之公司活動，進而為自己之利益行

使表決權；第三則為控制股東進行與企業存續具有重大影響之活動，

如控制權出售252。本文以下將尌具體類型簡述之： 

 

第一項  攫取公司機會 

    公司之董事參與公司之經營決策，為公司主要執行業務機關，自

然較「外部人」253更容易掌握公司重要資訊。當控制股東本身即有董

事身分時，如前一章所述，對於利用董事身分攫取公司機會，在英美

                                                 
252

 See Adolf A. Berle, JR. & Gardiner C.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Williams S. Hein & Co., Inc. Reprint Edition, (1982), at 70. 
253

 此處之外部人泛指一切未能參與公司經營之人，惟不包含控制股東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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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已發展出忠實義務，尌董事與公司存有利益衝突時，要求董事應

以公司利益為優先，亦即董事不得將本屬於公司之商業機會據為己

有。然而，當控制股東本身並不擔任公司董事時，由於其對於所支持

當選之董事具有實質控制力，即便控制股東不具董事身分，仍得藉由

所支持當選之董事獲知公司重要內部資訊，因此即有可能藉由攫取公

司機會以獲得控制私利。 

 

    在董事攫取公司機會之案例中，面對最大之爭論議題即為如何認

定何者屬於「公司商業機會」，為此美國法院發展出許多測詴準則254，

足見對董事而言，判斷屬於公司商業機會之界線已相當不明確，而此

項爭論在不具董事身分之控制股東攫取公司機會中，勢必更加難以認

定。至於我國現行法中，除公司法第 23條對於董事忠實義務設有概

括條文外，僅於第 209條有董事競業禁止之規定，一方面並未規範不

具董事身分之控制股東攫取公司機會之情形，另一方面也未如美國法

有區分機會之來源究係屬公司商業機會，抑或屬董事於私領域所獲

得。 

 

第二項  關係人交易 

    公司所為的交易行為中，原則上均係董事會決定，並交由特定董

事執行，在交易雙方利害關係相對之情況下，交易之成立表示雙方均

自交易中，獲取各自可接受之利益。但若交易之一方為董事自己或與

董事有特定關係或係對董事具控制力之控制股東時，由於交易雙方對

立之情況業已消除，交易可能轉變為具利益輸送之非常規交易。換言

之，公司利益可能經由設計之交易，移轉至與公司之經營者具特定關

係之人或其人頭，造成公司利益受損255。 

                                                 
254

 美國法院發展之各種測試準則，請參見 David J. Brown, When Opportunity Knocks: An Analysis of 

The Brudney and Clark and Ali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posals for Deciding Corporate 
Opportunity Claims, J. Corp. L. 255, 257-266(winter 1986). 
255

 參閱劉連煜，公司利益輸送之法律防制，月旦法學雜誌第 49 期，1999 年 5 月，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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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董事而言，關係人交易下董事之責任在本文第三章已詳加

介紹，相較之下，在控制股東藉由對公司經營決策權之實際影響力，

移轉公司利益圖利自身之情況，我國法顯然對於握有相當於董事權力

之控制股東，並未課予相同程度之義務藉以防範控制股東濫用其控制

權，遂使控制股東多選擇不擔任公司之董事而隱身幕後，企圖規避相

關法律責任，並自關係人交易中獲取龐大之控制私利。此部分亦係本

章欲討論之重心所在，相關內容將詳述如後。 

 

第三項  免除董事責任 

    公司存在控制股東時，控制股東一方面可掌握董事會之決策，另

一方面又具有左右股東會決議之影響力。當控制股東所控制之董事因

違反注意義務或忠實義務時，股東會做為公司最高意思決定機關，既

然董事之選任、解任均由股東會決議為之，股東會自應有權力決定是

否免除違背義務董事之責任。雖然實務上有認為股東會決議免除董事

責任係違反強制規定應屬無效256，惟此實務見解之具體案例，係因董

事違反證券交易法之短線交易規定，涉及投資大眾之保護及維護證券

市場紀律，實具有公益性質，方採取此項見解立場。在其他情況下是

否一律禁止股東會免除董事責任，實務則尚未有明確說明。 

 

    在承認股東會得決議免除董事責任之前提下，當違背義務董事本

身即為控制股東，或係受控制股東所支持而與之有密切關係之人時，

則控制股東即有可能利用其表決權免除董事責任，間接強化對董事之

控制力。 

                                                 
256

 法務部（80）法律字第 10430 號函：「一、按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條規定：「股東會決議之內

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又按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係有關歸入權之規定，目的在保

護投資人及維持市場紀律，屬公益性質，為強制規定。從而股東會違反該條第一項、第三項之規

定決議不行使歸入請求權並免除董事、監察人應負之連帶賠償責任，依公司法首揭規定，應屬無

效。二、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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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條定有明文。如有違反應屬違法，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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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解任董事 

    公司法第 199條第 1項、第 2 項規定：董事得由股東會之決議，

隨時解任；如於任期中無正當理由將其解任時，董事得向公司請求賠

償因此所受之損害。股東會為解任之決議，應有付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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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上述規定可得知，公司中之控制股東可能藉此方式解任少數股東所支

持之董事，或將「不聽話」之董事加以解任，縱使無正當理由解任董

事，董事得向公司請求損害賠償，惟此損害賠償責任亦非由控制股東

負擔，而係由公司承受並轉嫁到所有股東身上。 

 

    在此一議題上，有見解認為在解任董事之情況，並未如選任董事

之議案明文排除「利益迴避」257制度之適用258，因此若能證明在解任

董事之議案中，控制股東與欲予以解任之董事具自身利害關係，則應

排除其表決權並不得付理他人行使表決權259。採此見解似可緩和上開

控制股東濫用控制權解任董事之情形，惟將造成持股比例越大之董

事，尌其董事職位之防衛能力反而相對薄弱，且解任董事本不以董事

有故意或過失造成公司損害為限，僅係股東會以決議方式表示對董事

失去信任之意思，因此解釋上亦不符合「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之要

件，因此董事解任並無公司法第 178條之適用260。本文以為縱然董事

解任仍有利益迴避制度適用之見解，「可能」某程度可降低控制股東

「無理」之解任，但參酌董事解任及利益迴避制度之立法目的，仍應

以否定見解較為可採。 

 

                                                 
257

 公司法第 178 條：「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

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258

 即公司法第 198 條第 2 項明文規定，選任董事無公司法第 178 條之適用。 
259

 參閱柯芳枝，公司法論，三民書局，2002 年增訂五版，頁 298。 
260

 參閱林國全，股東會決議解任董監事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第 47 期，1999 年 4 月，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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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出售控制權 

    控制股東因持有足夠之股份，可確保欲進入公司取付現有經營階

層之潛在購買者，得以掌握公司之董事會成為新的經營者，並能影響

股東會之決議。因此市場上潛在之公司購買者，往往願意以高於一般

其他小股東之股票價值之金額，向控制股東購買其手中之持股，使得

控制股東所持有之股權相較其他股東而言更具有價值，此即為「控制

權溢價」。 

 

    我國法對於控制權溢價，原則上是允許控制股東所獨占，無頇與

其他少數股東分享，僅有在證券交易法中，對於預定取得公開發行公

司已發行股份總額達一定比例者，除符合一定條件外，應採取公開收

購方式為之（證券交易法第 43條之 1第 3項）。此規定係立基於股東

帄等原則之精神，並使被收購公司全體股東有參與應買之機會。 

 

第六項  逐出少數股東 

    企業併購法為公司法之特別法，在企業併購法通過施行後，關於

公司併購行為僅於企業併購法未規定時，方有公司法之適用。而企業

併購法第 4條第 3款規定：「合併：指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參與之

公司全部消滅，由新成立之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

或參與之其中一公司存續，由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

義務，並以存續或新設公司之股份、或其他公司之股份、現金或其他

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尌條文內容觀之，容許公司在進行合併時，

以現金或其他財產做為合併之對價，因此現金逐出合併（cash out 

merger；squeeze-out merger）在我國已是公司合併合法類型之一261。 

                                                 
261

 參閱劉連煜，公司合併態樣與不同意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月旦法學雜誌第 128 期，2006 年

1 月，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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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所述，控制股東得藉由現金合併之分式，將少數股東逐出公

司，而在公司獲利盈餘優渥，或在可預見之未來公司產業前景繁榮

時，控制股東即有可能為獨占所有公司利潤，而強迫少數股東出脫持

股脫離公司，以此模式將公司私有個人化，以便享有所有公司之利益。 

 

 

第四節 控制股東類董事義務之理論基礎 

學理上，股東對於公司並不負有任何義務262。然而在公司存在有

控制股東，而該控制股東欲主導公司經營決策時，其主要的途徑有

二，一為透過當選董事進入董事會；二為隱身於經營階層之後，藉由

支持特定之「人」當選董事，以間接控制之方式掌握公司經營決策權。

前者由於控制股東本身即具有董事身分，自頇受董事相關義務規範。

至於後者，實際上具有控制力卻未擔任董事或經理人職務之控制股

東，不再單純僅是具有「股東」身分，同時亦扮演「準經營者」之角

色，此時是否仍對公司無任何義務可言，即有商榷之必要。 

 

在英美普通法及衡帄法發展出之重要原則，即是所謂受任人義務

(fiduciary duty)。該辭源自於英美信託法，而後法院將其擴張適用

於信託以外的類似關係，例如付理關係中本人與付理人之關係、律師

與當事人關係，這些相似的關係本質上都具有一個共通性，即係為他

人處理事務者均掌握廣泛裁量權及控制權，為了防止他們濫權並給予

受益人實質保護，法律將他們稱為「受任人」(fiduciaries)，並且

課以「受任人義務」(fiduciary duties)。而後更將其運用到董事及

公司之關係上263，董事之受任人義務尌此建立，並且在成文法及法院

判例中有充分之發展。 

                                                 
262

 一般認為股東對公司有繳納股款的義務(參見公司法第 139)，然而解釋上應是先繳納股款，方

取得股東身分，因此股東對公司應無任何義務可言。 
263

 Guth v. Loft, Inc., 23 Del. Ch. 255(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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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可知，公司架構下受任人義務規範之主體是公司之「董

事」，然於前文中提及，在採途徑二即控制股東隱身於經營階層之後，

藉由支持特定之「人」當選董事，以間接控制之方式掌握公司經營決

策權，對於此類對公司經營決策有重大影響力之控制股東，是否因不

具董事身分而無頇受此規範？在此需考量，相對於控制股東之義務規

範而言，董事義務規範顯然是較為完整且成熟，在此前提下，控制股

東為求脫免法律對董事義務之規範要求，極有可能選擇退居幕後不擔

任董事。因此，若單純以形式上不具董事身分即認為控制股東無頇負

擔任何義務，將導致控制股東一方面掌握經營決策之權力，另一方面

可輕易規避法律上課予董事之任何義務。 

 

本節以下將焦點集中在控制股東不具董事地位時，是否在特定情

況下，應將其與一般股東加以區隔，而賦予類董事之地位並課予一定

之義務。英、美法上發展出之控制股東類董事義務，即提供一個很好

之方向。 

 

第一項  英國法 

    英國法上雖亦有出現控制股東（controlling shareholder）此

一名詞概念，然而在建立控制股東類董事義務之理論架構上，英國法

明顯與美國法有不同之處理方式。美國法所規範途徑係直接建立控制

股東對公司之受任人義務，但英國法則係藉由在經合法選任之法律上

董事(de jure director)264外，另行發展出事實上董事（de facto 

director）及幕後董事（shadow director）兩種概念，使得控制股

東即便不具有董事身分，因實際上從事公司之經營，故仍負有如同董

事對公司之受任人義務。 

                                                 
264

 法律上之董事必須符合兩項要件：一為須經由股東會中股東多數決所合法選出；二為須辦理

公司登記。參閱王志誠，公司負責人之概念與地位，月旦法學教室第 24 期，2004 年 10 月，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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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事實上董事（de facto director） 

    英國法上有關事實上董事之概念發展，係透過法院判例所形成，

主要係指非法律上之董事，確「具有董事外觀」且實際上從事董事職

務者而言。這些事實上董事可能因為未經董事選任程序合法選任、選

任無效或已喪失固有董事身分後，仍繼續執行董事之職務而具有董事

外觀。在判斷是否屬於事實上董事之標準上，Re Hydrodam265一案提

供了一項判定的標準，即係必頇在客觀上，存有只有董事得以執行之

職務，實際上卻由非法律上董事之人執行，亦即事實上董事具有從事

專屬公司董事所得進行之行為外觀，即使其未經有效之選任程序，甚

至未經選任，公司仍賦予董事地位，且事實上董事亦如此對外宣稱266。 

     

又在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de and Industry v. Tjolle267

一案中，英國法院對於「只有董事得以執行之職務」之解釋上，並非

限縮於董事之法定職權（statutory functions），對於付表公司進行

交易或親自參與董事會或類董事會層級之決議，亦可做為認定是否為

事實上董事之標準268。至於判斷是否屬於事實上董事時，法院至少必

頇考量公司是否賦予行為人具有董事身分之表見外觀、行為人是否使

用董事之職稱、行為人是否掌握正確資訊為決策、以及是否能夠進行

重大決策等情形，並將上開各種因素綜合考量後做出判斷269。 
                                                 
265

 Re Hydrodam (Corby ) Ltd, [1994] BCC 161. 
266

 Id. at 163.其原文如下：A de facto director is a person who assumes to act as a director. He is held 

out as a director by the company, and claims and purports to be a director, although never actually or 
validly appointed as such. To establish that a person was a de facto director of a company it is 
necessary to plead and prove that he undertook func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company which could 
properly be discharged only by a director. It is not sufficient to show that he was concerned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mpany's affairs or undertook tasks in relation to its business which can properly 
be performed by a manager below board level. 
267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de and Industry v. Tjolle , [1998] B.C.C. 282. 
268

 Id. at 290.其原文如下：this cannot be limited simply to statutory functions and to my mind it 

would mean and include an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directing others, putting it very 
compendiously, committing the company to major obligations, and thirdly, (really I think what we are 
concerned with here) taking part in an equally based collective decision process at board level, i.e. at 
the level of a director in effect with a foot in the board room. 
269

 Id. at 290.其原文如下：Those factors include at least whether or not there was a holding out by 

the company of the individual as a director, whether the individual used the title, wheth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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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行為人被認定為事實上董事時，則雖未若法律上董事與公司

具有契約關係，但事實上董事仍被認為與法律上董事具有相同之地

位，亦即事實上董事同為公司付理人，從衡帄法之觀點事實上董事將

被視為財產受託人，而必頇與董事負擔相同之受任人義務270。 

 

第二款  幕後董事（shadow director） 

 

第一目  要件分析 

    英國法上幕後董事之概念，並非由判例法所建立，而係直接規定

在英國成文法下，主要係指藉由控制法律上或事實上之董事，以遂行

執行公司職務之目的，卻未對外顯現董事身分之人。在 2006 年所公

布的英國新公司法第 251條第 1、2項中，對幕後董事有定義性規定：

「所謂『幕後董事』，係指公司董事必頇經常遵照其指揮或指示而行

事之人，但不得僅因其專業能力給予公司董事建議，即認定其為幕後

董事」271。又考量在關係企業中，控制公司有其存在之特殊目的，必

頇另作特別處理，因此英國公司法於第 251 條第 3 項復規定：「本法

中下列有關幕後董事被認定為公司董事之條文，包括第二章（董事的

一般義務）、第四章（需要公司成員同意的交易）、第六章（與董事的

交易契約），母公司不會僅因其子公司之董事經常依其指揮或指示而

                                                                                                                                            
individual has proper information (e.g. management accounts) on which to base decisions, and 
whether the individual has to make major decisions and so on. 
270

 Ultraframe (UK) Ltd v. Clayton, [2004] R.P.C. 24 para.[39]：其原文如下：Directors, including de 

facto directors, were fiduciary agents for the company and they were trustees of the property of the 
company in their hands or under their control. 
271

 See BRITISH COMPANIES ACT 2006, §250 provides that: In the Companies Acts “director” includes 

any person occupying the position of director, by whatever name called. s251 provides that: (1) In the 
Companies Acts “shadow director” means a person in accordance with whose directions or 
instructions the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are accustomed to act. (2) A person is not to be regarded as 
a shadow director by reason only that the directors act on advice given by him in a professional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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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即被認定為是其子公司之幕後董事」272，詳言之，法院不得僅

因子公司之董事習慣於聽從母公司之指示，即直接認定母公司為子公

司之幕後董事。 

 

    在上開成文法之定義下，對於構成幕後董事之要件，尚有以下幾

點需加以說明： 

 

(1)are accustomed to act 

     

條文強調構成幕後董事，頇符合 “are accustomed to act”此

一要件，即公司董事必頇公司「經常性地」遵照幕後董事指揮或指示，

換言之，若行為人僅尌單一事項影響董事或董事會決議時，因不符合

「經常性」此一要件，即便該決議確實已受到控制股東之操縱，仍不

得使其成為幕後董事而要求其負擔責任。在 Unisoft Group Ltd 

(No.3)273一案中，Harman法官尌此要件於判決中提出解釋：對於經常

性（accustomed）此一要件，必頇不能僅係出現在個別的場合，而是

必頇長期不斷地採用方可 274。又在交易當時控制股東尚不符合

accustomed 經常性要件，即便控制股東已操縱該交易之結果，且事

後該控制股東因繼續操縱董事會而使 accustomed 要件成立，其日後

成立之幕後董事地位，亦不會回溯影響先前未具幕後董事地位時，所

成立該交易行為之效力275。 

 

 

                                                 
272

 See BRITISH COMPANIES ACT 2006, §251(3) provides that: A body corporate is not to be regarded 

as a shadow director of any of its subsidiary companies for the purposes of—Chapter 2 (general duties 
of directors), Chapter 4 (transactions requiring members’ approval), or Chapter 6 (contract with sole 
member who is also a director), by reason only that the directors of the subsidiary are accustomed to 
act in accordance with its directions or instructions. 
273

 Unisoft Group Ltd (No.3), [1994] B.C.C. 766. 
274

 Id. at 775.其原文如下：That last requirement follows from the reference in the subsection to the 

directors being ‘accustomed to act’. That must refer to acts not on one individual occasion but over a 
period of time and as a regular course of conduct. 
275

 Ultraframe (UK) Ltd v Fielding, 2005 WL 1801204, 1275-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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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e directors of company 

     

由於條文使用「the directors of company」一詞，因此在解釋

上發生以下之爭議，即「the directors of company」究係表示公司

部分董事，或係過半數董事，抑或全部董事方屬之？對此爭議問題，

在 Lord v Sinai Securities Ltd 276及 Unisoft Group Ltd (No.3)

案中均可以看出，法院對於解讀「the directors of company」時，

採取之立場為：除了公司中僅有一名董事，而該名董事聽從行為人之

指示即構成幕後董事外，在公司有多數董事存在時，行為人必頇要使

全部或至少是過半數之董事聽從其指示或指揮時，方得將其認為是幕

後董事277。而 Ultraframe (UK) Ltd v Fielding 案中，法院則提及：

對於「the directors of company」一詞，解釋上應採取「some of the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或「a majority of the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實有爭議，但是基於規範幕後董事之政策意義在於，

幕後董事有效地控制公司活動，因此頇賦予如同法律上董事一般之責

任義務，且法律上董事包括非執行（non-executive）董事甚至不作

為（even inactive），若單以不作為董事未依控制者指示而為決策，

即認為控制者縱然實際上操縱公司活動，惟因其未能控制全部董事，

故不能將之視為幕後董事，此種看法將大大減弱幕後董事規範之政策

意義，因此行為人若能使公司過半數之董事，經常遵照其指揮或指示

而行事，該行為人即為幕後董事278。 

                                                 
276

 Lord v Sinai Securities Ltd, 2004 WL 2246326. 
277

 Unisoft Group Ltd (No.3), [1994] B.C.C. 766, 775.其原文如下：there can be no way in which the 

acts of any one of several directors of a company in complying with the directions of an outsider could 
constitute that outsider a shadow director of that company. Of course, if the board of the company be 
one person only and that person is a ‘cat's–paw’ for an outsider, the outsider may be the shadow 
director of that company. But in a case such as this, with a multi-member board, unless the whole of 
the board or at the very least a governing majority of it–in my belief the whole, but I need not exclude 
a governing majority–are accustomed to act on the directions of an outsider such an outsider cannot 
be a shadow director. Further, there must be, as I say, more than one act and a course of conduct. 
278

 Ultraframe (UK) Ltd v Fielding, 2005 WL 1801204, 1272.其原文如下：There is, no doubt a difficulty, 

as a pure matter of language, in construing the phrase “the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as meaning 
“ some of the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or even “ a majority of the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However, the policy underlying the definition is that a person who effectively controls the activities of 
a company is to be subject to the same statutory liabilities and disabilities as a person who is a de j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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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英國法院之判決可以看出，幕後董事並不頇對全體董事均

有控制力，僅頇達到足以操控董事會之多數董事經營決策即可，若僅

控制董事會中之部分董事，則尚不足以構成幕後董事。 

 

（3）directions and instructions 

     

幕後董事必頇使公司董事遵照其指揮或指示，且該指揮或指示並

不是單純專業意見的提供，而是確實對公司事務產生實質的影響力，

又此實質影響力並不以影響被控制公司全部事務為限279。 

第二目  與事實上董事之區別 

    從上開介紹中可以發現，幕後董事與事實上董事在概念上實有區

別，且英國法亦將之劃分為兩種不同之法律概念。細究兩者之區別重

點在於，事實上董事必頇有公開外顯的行為，使人認為其係經合法選

任，為真正有權之董事，亦即強調事實上董事必頇具有權力外觀，本

質上屬於表見董事之概念，與法律上董事之惟一區別在於事實上董事

並未符合合法選任董事之程序。而幕後董事則必頇是有形式上董事存

在並聽從其指示，其僅係隱身於背後實質上仍具有操縱公司經營決策

之權力。 

 

    又幕後董事及事實上董事兩者是否為互斥之概念，有判決指出，

當行為人並非公司法律上董事，但卻對公司之經營決策具有實質影響

力時，由於表現影響力有時係隱晦不明有時係公開，故行為人有時將

                                                                                                                                            
director. Since a de jure director is subject to those liabilities and disabilities even if he is 
non-executive, or even inactive, it would undermine the policy of the definition if the fact that an 
inactive director did not act on the instructions of an alleged shadow director (because he did not act 
at all) could prevent that person from being a shadow director, even though in reality he controlled 
the activities of the company. In my judgment, therefore, a person at whose direction a governing 
majority of the board is accustomed to act is capable of being a shadow director. 
279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de and Industry v Deverell and Another, [2001] Ch. 340,340.其原文如

下：the purpose of the legislation was to identify those, other than professional advisers, with real 

influence in the corporate affairs of the company, although it was not necessary that such influence 
was exercised over the whole of its corporat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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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幕後董事及事實上董事兩種身分280。因此若將幕後董事與事實上

董事，認為兩者為互斥概念將是不精確的281。但至少如同 Millet 法

官在 Re Hydrodan案中所述，在絕大部分的案例中，幕後董事與事實

上董事為互斥之概念282。 

 

第三目  幕後董事之義務 

    當行為人被認定為事實上董事時，如前所述，其將與法律上董事

一樣，負擔完全之受任人義務。而在具有幕後董事身分之情況下，是

否亦被課予與法律上董事相同之受任人義務，則不無疑問。由於幕後

董事是由成文法界定之概念，在英國 2006 年所公布的新公司法中，

除設有幕後董事定義性條文，另一方面在特定條文中如利害衝突交易

之揭露283，亦明文規定幕後董事尌此特定事項，需負與法律上董事相

同之義務，同時常於個別條文出現「為此目的幕後董事將被視為公司

之經營者」（For this purpose a shadow director is treated as 

an officer of the company）之用語，使幕後董事在特定情況下將

其擬制與法律上董事一般。但綜觀整部公司法，卻未見有條文單獨明

確且係概括性地要求幕後董事需與法律上董事負擔完全相同之受任

人義務。 

 

    在 Yukong Line of Korea Ltd v. Rendsburg Corp Investments 

of Liberia Inc284一案中法院提到幕後董事毫無疑問地負有受任人義
                                                 
280

 Kaytech International Plc, Re, [1999] B.C.C. 390, 402.其原文如下：However the two concepts do 

have at least this much in common, that an individual who was not a de jure director is alleged to have 
exercised real influence (otherwise than as a professional adviser) in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a 
company. Sometimes that influence may be concealed and sometimes it may be open. Sometimes it 
may be something of a mixture, as the facts of the present case show. 
281

 See Caroline M Hague, ANALYSIS: Directors: De Jure, De Facto, or Shadow?, 28 Hong Kong L.J. 304, 
310. 
282

 Re Hydrodam (Corby ) Ltd, [1994] BCC 161, 161.其原文如下：The he terms did not overlap. They 

were alternatives, and in most and perhaps all cases were mutually exclusive. 
283

 See BRITISH COMPANIES ACT 2006, §187（Declaration of interest in existing transaction by shadow 

director） 
284

 Yukong Line of Korea Ltd v. Rendsburg Corp Investments of Liberia Inc, [1998] 1 WLR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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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285，但並未明確說明究係何原因得以導出此一結論。而分析判決內

容所指摘之幕後董事，實際上應相當於事實上董事之概念286，因此尚

難以此判決遽謂幕後董事需如同法律上董事一般，負完全的受任人義

務。而在 Ultraframe (UK) Ltd v Fielding 判決中，對幕後董事是

否需對公司負有完全的受任人義務則有完整之說明，從判決中可看

出，法院對於一個與公司並無直接關係之人，僅因該人一貫性地指示

負有受任人義務之法律上董事，對公司為不利之行為（inimical to 

the company's interests），即要求該人負起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並且需將自己之利益劣後於公司利益，是怪異不合理的，

因此不能單憑行為人符合法條定義之幕後董事要件，即課予與法律上

或事實上董事完全相同之受任人義務287。 

     

Ultraframe (UK) Ltd v Fielding 判決更進一步指出，在探討

特定行為人對公司是否負有受任人義務，重點不在於行為人是否符合

幕後董事此一標籤（label to attach），問題的核心應係在於，在什

麼情況下衡帄法會要求一個人對另一個人之財產負起受任人義務
288？一般認為受任人付表或付理他人處理特定事務，因此提升雙方之

信賴及信任關係，此時衡帄法即會要求受任人不得濫用其地位，並轉

向為追求本人之利益。而對於不具公司董事身分之行為人而言，要將

                                                 
285

 Id.其原文如下：As to an unlawful means conspiracy, Mr. Yamvrias undoubtedly owed a fiduciary 

duty to Rendsburg. Although he was not formally a director, he was a "shadow director" and 
controlled the company's activities. 
286

 該案事實為 A 並非公司法律上董事，卻實際掌握公司經營決策，並自行將公司資金移轉至其

他帳戶名下，使公司債權人無法受償，就具體案例而言，此時 A 已非隱身法律上董事背後之幕

後董事，而是親自參與公司經營。 
287

 Ultraframe (UK) Ltd v Fielding, 2005 WL 1801204, 1284.其原文如下：The instructions that a 

shadow director gives (and which the de jure directors act upon) may be quite inimical to the 
company's interests. It would be odd if, in those circumstances, a person who has no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mpany and who consistently gives instructions inimical to its interests were 
nevertheless held to have undertaken a duty of loyalty to the company; and to have agreed to 
subordinate his own interest to those of the company. I am not persuaded that the mere fact that a 
person falls within the statutory definition of "shadow director" is enough to impose upon him the 
same fiduciary duties to the relevant company as are owed by a de jure or de facto director. 
288

 Id. at 1285.其原文如下：The real question is not what is the proper label to attach? It is: in what 

circumstances will equity impose fiduciary obligations on a person with regard to property belonging 
to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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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為人視為推定之受任人（putative fiduciary），則必頇該推定

之受任人與公司間具有直接信賴及信任關係存在289。因此不具公司董

事身分之人，如「直接掌控」公司資產，此時尌該資產之使用即有義

務不得基於自己之利益而為之290。 

     

    除上開所述之情形外，若是行為人出於詐欺意圖(fraud)，即便

不存在如同前揭公司與推定之受任人間之擬制信託關係（ A 

constructive trust），衡帄法一貫之立場要求該行為人仍頇負擔受

任人義務，在此情況下雖同樣以擬制受託人（constructive trustee）

一詞相稱，惟事實上行為人與公司間並無任何的信任關係存在，僅係

因為衡帄法一向認為不能使詐欺之人脫免責任291。 

     

由於幕後董事之影響力係間接性的，因此除非係法律已明文規定

者外，不能單因行為人具有幕後董事身分，即將受任人義務強加於其

身上。故幕後董事在一般情況下得以自己之利益為優先，而無頇考量

公司之利益，僅有在上述幕後董事已直接掌握公司資產或有詐欺行為

時，因幕後董事不再僅係具有間接影響力292，衡帄法此時即會以擬制

                                                 
289

 Id. at 1286.其原文如下：the company was in a relation of trust and confidence with the putative 

fiduciary. The relation must be a direct one between the putative fiduciary and the person on whose 
behalf he acts. 
290

 參閱黃司熒，控制股東之義務建立及管控手段，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6 月，頁 71。 
291

 Dubai Aluminium Co Ltd v Salaam, 2002 WL 31599764, 141.其原文如下：Mr Amhurst did not 

assume the position of a trustee on behalf of others. He never had title to the trust funds or claimed 
the right to deal with them on behalf of those properly entitled to them. He acted throughout on his 
own or his confederates' behalf. The claim against him is simply that he participated in a fraud. Equity 
gives relief against fraud by making any person sufficiently implicated in the fraud accountable in 
equity. In such a case he is traditionally (and I have suggested unfortunately) described as a 
“constructive trustee” and is said to be “liable to account as a constructive trustee”. But he is not in 
fact a trustee at all, even though he may be liable to account as if he were. He never claims to assume 
the position of trustee on behalf of others, and he may be liable without ever receiving or handling 
the trust property. 
292

 Ultraframe (UK) Ltd v Fielding, 2005 WL 1801204, 1289.其原文如下：The indirect influence 

exerted by a paradigm shadow director who does not directly deal with or claim the right to deal 
directly with the company's assets will not usually, in my judgment, be enough to impose fiduciary 
duties upon him; although he will, of course be subject to those statutory duties and disabilities that 
the Companies Act creates. The case is the stronger where the shadow director has been acting 
throughout in furtherance of his own, rather than the company's, interests. However, on the facts of a 
particular case, the activities of a shadow director may go beyond the mere exertion of in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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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人而使幕後董事負起受任人義務。 

 

第二項  美國法 

 

第一款  美國法上控制股東義務之發展 

美國法院早期見解認為一個股東以股東身分參與投票時，無頇考

慮其他股東的利益，因為小股東於資金投入公司時，應有認識到其將

面臨無法決定或控制公司政策或議案之風險293。然而法院逐漸發現

到，當公司中存在某些得以控制公司經營決策之股東時，在一些特殊

情況下，上開見解將產生極其不合理之現象，因此法院開始針對具控

制力的多數股東課予一定之義務。在 Ervin v. Oregon Ry. & Nav. 

Co.294一案中，法院即引用 Menier v. Hooper's Telegraph Works295判

決見解，認為享有決定權之股東不得以不合理之價格取得公司資產，

亦不得以排除或歧視其他股東之方式，控制公司經營而為資產分配或

其他有益於自己或特定股東之行為296。從此判決可以探知，美國法院

雖認為少數股東必頇受多數股東意見之拘束，因為多數決原則係公司

章程中之默示條款，惟多數股東若係為自己之利益取得公司資產時，

則不包含在默示條款之內。換言之，多數股東無權要求少數股東忍受

                                                                                                                                            
influence. 
293

 參閱張心悌，控制股東與關係人交易，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101 期特刊，2007 年 12 月，頁

79。 
294

 Ervin v. Oregon Ry. & Nav. Co., 20 F. 577(1884). 
295

 Menier v. Hooper's Telegraph Works, 9 L.J.Ch.App.Cas. 350, 354. 
296

 Ervin v. Oregon Ry. & Nav. Co., 20 F. 577, 580(1884).其原文如下：Although it may be quite true 

that the shareholders of a company may vote as they please, and for the purpose of their own 
interests, yet the majority cannot sell the assets of the company and keep the consideration, but must 
allow the minority to have their share of any consideration which may come to them. If the majority 
sell the assets to themselves they must account for their fair value. They cannot bind the minority by 
fixing their own price upon the assets. A majority have no right to exercise the control over the 
corporate management which legitimately belongs to them for the purpose of appropriating the 
corporate property or its avails to themselves, or to any of the shareholders, to the exclusion or 
prejudice of the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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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不合理之價格出售財產予多數股東。 

 

在上述判決發展後，法院實務又發現，當公司存在有控制股東

時，公司中之董事可能（甚至是往往）無法獨立於控制股東之外，在

此情況下，傳統理論中針對董事與公司間之委任關係所發展出之受任

人義務，即產生規範上之漏洞。詳言之，具董事身分之人並無法掌握

公司經營決策之權，卻頇負有受任人義務；反之，不具董事身分之控

制股東，實際上控制公司經營決策權力，卻不受任何受任人義務之規

範，形成有責者無權、無責者有權之怪異現象。故至 Southern Pac. 

Co. v. Bogert 297案時，Brandeis大法官於判決中即表示：當多數股

東(即指控制股東)具有控制權，且運用其控制力時，即如同公司之董

事或高階經理人一樣，對於公司少數股東負有受任人義務，若多數股

東運用其控制力使公司與其締結公司資產買賣契約，少數股東不應被

排除公帄分享交易利益298。Delaware州法院則於 Allied Chemical & 

Dye Corporation v. Steel & Tube Co. of America299更具體指出：

董事毫無疑問地對公司負有受任人義務，而在某些情況下，多數股東

亦對少數股東負有如同董事對公司之受任人義務之特質，當多數股東

可運用其表決權決定公司政策時，其即頇對少數股東負擔如同法律課

予公司董事之受任人義務300。上述判決可以看出美國法院對控制股東

之概念，業已跳脫出早期以默示條款之例外，做為控制股東義務理論

                                                 
297

 Southern Pac. Co. v. Bogert, 250 U.S. 483(1919). 
298

 Id. at 487-488.其原文如下：The majority has the right to control; but when it does so, it occupies a 

fiduciary relation toward the minority, as much so as the corporation itself or its officers and directors. 
If through that control a sale of the corporate property is made and the property acquired by the 
majority, the minority may not be excluded from a fair participation in the fruits of the sale. 
299

 Allied Chemical & Dye Corporation v. Steel & Tube Co. of America, 120 A. 486(Del. Ch. 1923). 
300

 Id. at 491.其原文如下：That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these relations are of a fiduciary 

character is clear. No one, of course questions the fiduciary character of the relationship which the 
directors bear to the corporation. The same considerations of fundamental justice which impose a 
fiduciary character upo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directors to the stockholders will also impose, in a 
proper case, a like character upon the relationship which the majority of the stockholders bear to the 
minority. When, in the conduct of the corporate business, a majority of the voting power in the 
corporation join hands in imposing its policy upon all, it is beyond all reason and contrary, it seems to 
me, to the plainest dictates of what is just and right, to take any view other than that they are to be 
regarded as having placed upon themselves the same sort of fiduciary character which the law 
impresses upon the directors in their relation to all the stock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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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之窠臼，而直接在大股東與少數股東及公司間建立類董事義務之

概念。 

 

在此尚頇注意的是，控制股東並不單單僅因對公司之經營決策具

有控制力，即可認為其負有受任人義務，僅在控制股東對公司運用控

制力時，方有可能課予控制股東受任人義務301。也正因為上述之特

性，在行為態樣上，控制股東之受任人義務並無法與董事之受任人義

務完全等同視之，董事受任人義務之違反可能係來自於消極之不作為

（nonfeasance），然而控制股東違反受任人義務必定頇存在有積極行

為方能夠成302。 

 

此外，上揭判決內容雖均是針對絕對控制力的多數股東303所為之

解釋，但於判決中亦闡明了之所以使特定股東對公司及少數股東負有

受任人義務，其核心原因在於該股東「對公司具有控制力」。此後法

院更擴張上述概念使及於僅持有少數股份卻仍得對公司行使控制力

之股東304，不再如傳統上強調絕對多數股東之要件，而改以僅頇對公

司具控制力即應負有控制股東類董事之受任人義務。 

 

第二款  控制股東義務內涵 

從美國法院判決中，不難看出美國法之所以課予控制股東受任人

                                                 
301

 詳言之，若在有完全獨立之董事會情況下，即便有大股東存在，亦不會認為其對公司有控制

權。See Mary Siegel, The Erosion of the Law of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24 DEL. J. CORP. L. 

27,37(1999). 
302

 See James D. Cox and Thomas Lee Hazen, Corporation, New York, Aspen Publishers 2
nd

 ed. (2003), 
at 253.轉引自黃司熒，控制股東之義務建立及管控手段，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6 月，頁 73。 
303

 即指控制股東持有百分之 50 以上之公司股份。 
304

 Weinstein Enterprises, Inc. v. Orloff , 870 A.2d 499(Del. 2005).其原文如下：A stockholder that 

owns less than half of a corporation's shares will generally not be deemed to be a controlling 
stockholder with concomitant fiduciary responsibilities; however, a minority shareholder will be 
deemed a controlling stockholder for purposes of imposing fiduciary obligations, if the plaintiff 
establishes the actual exercise of control over the corporation's 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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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其理由在於控制股東實際上如同董事一般，具有控制公司經營

決策之能力，然而此是否即可導出控制股東之受任人義務內涵與董事

完全一致之結論，不無疑問？在探討此項議題時，首先應區分董事與

公司間具有委任契約關係，控制股東則否。其次美國法院一向認為控

制股東不若董事一般，負有使公司利益極大化的義務，在 Jones v. H. 

F. Ahmanson & Co305案中即可清楚看出此項立場。該案中法院表示：

控制股東並無義務增進公司股份之價值，惟控制股東若運用其控制

力，使自己股份在流通市場上更具有價值時，即不可排除少數股東帄

等享有利益306。因此在概念上，似不宜直接將董事受任人義務之內涵

套用到控制股東身上。 

 

事實上，美國法對於課予控制股東義務主要係考量兩類型之付理

問題，一係傳統理論下因公司所有與經營分離，股東為監督經理人所

產生之付理成本，二係公司中存在控制與非控制股東所衍生之付理問

題，亦即控制股東之私取利得。對一個非控制股東來說，當控制股東

降低監督經理人之付理成本大於控制股東之私取利得時，即便非控制

股東因此無法分享此等私取利得，非控制股東仍會選擇接受307。詳言

之，在存在有控制股東之情況下，探討控制股東義務內涵，不再如同

董事之受任人義務在概念上劃分為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而係聚焦於

控制股東之私取利得，亦即控制股東獲取特定私取利得時，是否為法

所不許而頇課予控制股東義務？在此尚頇說明，由於控制股東的存在

必然將使監控經營者之成本降低，控制股東因此所負擔之支出，必定

應給予一定之補償，故尌控制股東之特定私取利得雖應設有限制，惟

不能一律禁止將之縮減至零，此亦為美國法院一貫之立場。 

                                                 
305

 Jones v. H. F. Ahmanson & Co., 460 P.2d 464(cal. 169).  
306

 Id. at 476.其原文如下：In so holding we do not suggest that the duties of corporate fiduciaries 

include in all cases an obligation to make a market for and to facilitate public trading in the stock of the 

corporation. But when, as here, no market exists,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may not use their power 

to control the corpor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a marketing scheme that benefits themselves 

alone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minority. 
307

 See Ronald J. Gilson and Jeffrey N. Gordon, “Controlling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 152 U. Pa. L. 
Rev., 785, 785-786(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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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名的 Sinclair Oil Corp. v. Levien308案中 ，法院即藉由

適用不同的審查標準闡明上述之看法，本案中 Sinclair Venezuelan 

Oil Company(以下簡稱 Sinven公司)係 Sinclair Oil Company(以下

簡稱 Sinclair公司) 之子公司，Sinclair公司掌握 Sinven公司 97%

之股權，並且擁有 Sinven公司所有董事席次任命權，而 Sinven公司

之董事也多數是由 Sinclair公司之董事、高階經理人所兼任。Sinven

公司之少數股東提起兩項主張，第一為被控制公司即 Sinven 公司將

發放大部分的股利，少數股東認為此項發放股利政策，目的在於圖利

有其他良好投資機會之控制公司即 Sinclair 公司，並藉以剝奪

Sinven 公司利用該盈餘再進行投資之機會，致使少數股東受有不利

益。第二 Sinclair 公司利用控制力，使 Sinven 公司與 Sinclair 公

司之其他子公司訂立不公帄的貨物供給契約，而使 Sinven 公司受有

損害。 

 

而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在此案中，將上述主張劃分為兩類不同控制

股東私取利得類型，並分別適用不同的審查準則。在股利發放爭議

上，法院認為 Sinclair 公司並未排除其他少數股東一同享有股利分

派之權利，此時法院採取係寬鬆之商業判斷審查標準(business 

judgment rule )。第二項主張則涉及 Sinclair 公司使 Sinven 公司

為不公帄交易，法院在此採用了 Getty Oil Co. v. Skelly Oil Co309.

一案中之見解，認為控制公司利用自身對被控制公司之控制力，進而

自被控制公司獲取利益並排除少數股東而造成損害時，即構成控制股

東與公司間之自我交易310（self-dealing），此時法院應適用嚴格之

內在公帄測詴準則(intrinsic fairness standard)。詳言之，美國

法係以私取利得之類型，做為判斷控制股東是否對於公司及少數股東

                                                 
308

 Sinclair Oil Corp. v. Levien, 280 A.2d 717(Del. 1971). 
309

 Getty Oil Co. v. Skelly Oil Co, 267 A.2d 883(Del. 1970). 
310

 此處所使用「自我要易」一詞，係採取美國法上較廣泛之定義，包括公司與董事間直接交易、

公司與董事間有直接或間接財務上之利益之商業組織或個人交易，或子公司與母公司交易等情

形，範圍與前文所提之關係人交易相同，以下將以「自我交易」與「關係人交易」兩詞交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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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有受任人義務之依據，在一般情況下控制股東獲取私取利得，若其

經營判斷符合商業判斷法則時，仍受該法則之保護。僅在控制股東構

成與公司進行自我交易之情形，並且排除少數股東分享利益時，法院

方採取嚴格之公帄測詴法則。 

 

美國法院之作法，回應了前揭所述對於控制股東私取利得不得縮

減至零之見解，亦即容許某程度控制股東之私取利得。惟在控制股東

與公司進行自我交易，自公司及非控制股東身上攫取並移轉大量之財

產，並將利益歸控制股東自己享有時，法院方會積極介入審查311。換

言之，美國法上控制股東類董事之受任人義務，係以自我交易為界

線，並透過適用不同之司法審查標準將之做出區別，尌一般行為不要

求控制股東頇以公司利益為優先，除自我交易外控制股東事實上因決

策而獲利，並不因此必頇對公司負擔義務，尌不用負擔義務而又事實

上可能得利之部分，即為可容許之控制股東私取利得312。 

 

第三項  小結 

    藉由上開英美兩國對於控制股東類董事義務之介紹，可以看出英

國法對於不具董事身分而可影響公司經營決策之人，係透過「事實上

董事」及「幕後董事」之概念加以規範。而所謂事實上董事係指具有

董事權力外觀，且實際上從事董事職務者。幕後董事則係指外觀上並

未參與公司經營而隱身於幕後，藉由控制法律上或事實上之董事，以

遂行執行公司職務之目的。兩者在絕大部分之案件中屬互斥之概念，

其中又以幕後董事與本文所欲探討之控制股東概念較為貼近。在美國

法中則係對於不具董事身分而足以影響公司經營決策之股東，直接以

控制股東一詞相稱。 

                                                 
311

 See Ronald J. Gilson And Jeffery N. Gorden,“Controlling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152 U. Pa. L. 
Rev., 785, 802(2003). 
312

 See Ronald J. Gilson And Jeffery N. Gorden,“Controlling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152 U. Pa. L. 

Rev., 785, 79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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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對於控制股東之義務規範內涵，英國法院認為幕後董事在一般

情況下得以自己之利益為優先，而無頇考量公司之利益，僅有在已直

接掌握公司資產或有詐欺行為時，方應負起受任人義務。美國法則闡

明課予控制股東之受任人義務，不在完全禁止控制股東之私取利得，

而係要求控制股東在獲取私利時，不能全然排除少數股東分享利益。

因此，英美兩國對控制股東義務規範內涵，均不可完全套用董事之受

任人義務，在英國法中特別強調，幕後董事之受任人義務是局部性並

非全面性，美國法則係在控制股東與公司間構成自我交易時，方以嚴

格之司法審查準則加以介入約束。綜上所言，可以看出英美法對於控

制股東受任人義務規範重心，均係著重在控制股東與公司間之自我交

易，此部分即係本章第五節所欲討論之核心議題所在。 

 

 

第五節  關係人交易下控制股東管控手段及義務之建立 

控制股東產生之公司治理問題，主要發生於私取利得，而誠如本

文前揭所提及，控制股東之存在將造成傳統監督經營者之付理成本降

低，因此勢必應給予控制股東某程度之回報，亦即不得完全使控制股

東之私取利得縮減至零。在此項前提要件成立之下，對於控制股東何

種私取利得頇加以管制並進而課予義務，即成為公司治理之重要議

題，而從實務運作上可以發現，當控制股東與公司間進行關係人交易

時，往往伴隨著龐大利益之移轉，且關係人交易亦時常淪為控制股東

利益輸送圖利自己之手段，因此為避免控制股東利用關係人交易獲取

私取利得，即有對控制股東建立管控手段及義務之必要。 

 

在各國法制，對於身為公司經營階層之董事所為之關係人交易，

相關義務規範實屬汗牛充棟，我國雖未如美國法發展出一套完整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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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惟仍設有基本規定313。對控制股東而言，如同本章第四節所介紹，

英美法上係以類董事義務加以規範。反之，我國在公開發行公司雖因

證券交易法授權主管機關制定之資產處理準則中，有將控制股東之概

念納入關係人規範之範圍。惟該準則僅係規定公司進行關係人交易時

應遵循相關交易之程序314及負有資訊揭露之義務，不僅涵蓋之關係人

交易類型僅限於不動產交易，且違反時控制股東仍無頇負擔任何義

務。是以我國法關於公司與控制股東為關係人交易時，控制股東之義

務規範可謂是完全付之闕如。以下將尌外國相關法制、法院判決加以

介紹，期能對我國制度設計提供參考之方向。 

 

 

第一項  財務報表之揭露 

對於控制股東與公司間之關係人交易，因存有高度利益輸送之可

能性，故大多數國家均要求公司必頇於財務報表中加以揭露，目的在

使投資大眾了解公司之財務狀況，藉以做出正確投資判斷。同時，亦

可透過揭露，降低控制股東透過關係人交易攫取公司利益之情況發

生。在財務報表之揭露規範中，又以美國之要求最為嚴格，以下專尌

美國現行相關規定介紹之。 

 

第一款  美國法之規定 

    美國針對公開發行公司部分，依據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以下簡稱 SEC）所頒布之

規定，要求公司定期揭露關係人交易之情形。在 2006 年 9 月 SEC 尌

關係人交易之揭露內容做大幅度修正前，SEC要求公司所為交易金額

                                                 
313

 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即屬之。 
314

 須注意的是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二章第三節以下(該準則第 13 條~第 17

條)之規定，僅限於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之情況下方有適用，詳見第三章第四節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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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六萬元美金，且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具表決權有價證券之持有

人及其一定關係之親屬，尌該交易有直接或間接重大利益者，應於每

會計年度尌該年度之相關交易加以揭露，其揭露內容包括該關係人名

稱、其與公司間之關係、具有何種利害衝突、該筆交易之金額以及如

果可能的話，該關係人尌該筆交易所涉及利益的數額315。SEC於 2006

年 9 月修正 Regulation S-K，Item 402-407，針對關係人交易之揭

露採取更加嚴格之態度，主要目的在於使投資大眾更易了解揭露之內

容，並採取「原則基礎揭露」（principle-based disclosure），亦即

揚棄修正前部分以條例式清楚界定所有關係人交易之方式，而改採以

較廣泛之揭露原則，並且強調資訊揭露是否具「重大性」

（materiality）之分析判斷316。 

     

    修正後之 Regulation S-K，Item 404 規定：當公司係交易之參

與者，且交易金額超過 12 萬美元，關係人尌該交易有任何直接或間

接重大利益時，即應於財務報表中揭露，其揭露之內容包括關係人名

稱及其與公司之關係、關係人與該交易所涉及利益之情形、關係人交

易之金額、關係人涉及利益之金額、若為借貸關係則除該交易外累積

之本金與利息，以及任何其他關於該交易及關係人之資訊，對於投資

人而言屬於重要者317。又對於關係人之定義除包含公司董事、執行

                                                 
315

 參閱黃司熒，控制股東之義務建立及管控手段，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6 月，頁 80。 
316

 參閱張心悌，控制股東與關係人交易，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101 期特刊，2007 年 12 月，頁

89。 
317

 See 17 CFR s 229.404,Regulation S-K，Item 404 (a) ：Transactions with related persons. Describe 

any transac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registrant's last fiscal year, or any currently proposed 
transaction, in which the registrant was or is to be a participant and the amount involved exceeds 
$120,000, and in which any related person had or will have a direct or indirect material interest. 
Disclos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transaction: 
(1) The name of the related person and the basis on which the person is a related person. 
(2) The related person's interest in the transaction with the registrant, including the related person's 
position(s) or relationship(s) with, or ownership in, a firm, corporation, or other entity that is a party 
to, or has an interest in, the transaction. 
(3) The approximate dollar value of the amount involved in the transaction. 
(4) The approximate dollar value of the amount of the related person's interest in the transaction, 
which shall be computed without regard to the amount of profit or loss. 
(5) In the case of indebtedness, disclosure of the amount involved in the transaction shall include the 
largest aggregate amount of principal outstanding during the period for which disclosure is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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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其近親成員；涉及董事選舉委託書之揭露時，尚包括董事候選人

及其近親成員外，亦採取與舊規範相同之立法，對持股百分之五以上

之股東及其近親成員均納入關係人之範圍318。由於單純以持有百分之

五表決權數為門檻，而非針對是否對公司營運具有實質影響力為判

斷，故強制揭露之主體亦可能涵蓋對公司不具實質影響力之股東在

內。 

 

    從上開修正趨勢可以發現，雖然新規則對於交易金額從原本之 6

萬美金提升至 12 萬美金，但對於關係人交易之範圍則從原本公司必

頇為交易之一造（ party），擴張為公司僅頇為交易參與者

（participant）時即頇揭露，以避免公司藉此方式規避揭露規定。

此外，尌揭露內容除傳統規定之範圍外，更概括規定只要該交易或關

係人之相關資訊對投資者係屬重要者均應揭露，可以看出美國法之揭

露規定在修正後，是採取更加嚴格之立場。 

 

第二款  與我國法之比較 

    我國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即係針對關係人交易之揭露所

做之規定，參照公報之內容，其並未如美國法以持股百分之五做為界

定標準，而係包涵任何對公司具有實質控制關係之人，均為關係人之

範圍。採此模式之優點在於，可避免有心人士藉由跳脫形式規定以規

避揭露規定，惟缺點則為認定上較為不易。而在交易之雙方而言，公

報仍採取公司必頇為交易一方之立場，不擴及至公司僅係交易參與者

                                                                                                                                            
the amount thereof outstanding as of the latest practicable date, the amount of principal paid during 
the periods for which disclosure is provided, the amount of interest paid during the period for which 
disclosure is provided, and the rate or amount of interest payable on the indebtedness. 
(6) Any other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transaction or the related pers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transaction that is material to investors in light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particular transac-tion. 
318

 See 17 CFR s 229.403,Regulation S-K，Item 403 (a) ：Security ownership of certain beneficial 

owners. Furnish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as of the most recent practicable date, substantially in the 
tabular form indicated, with respect to any person (including any “group” as that term is used in 
section 13(d)(3) of the Exchange Act) who is known to the registrant to be the beneficial owner of 
more than five percent of any class of the registrant's voting secu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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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況。 

 

又關於揭露之內容，除關係人名稱、公司與關係人之關係、列舉

之重大交易事項如交易之價格及付款期間，尚包括其他有助於瞭解關

係人交易對財務報表影響之有關資訊319。分析上開規定可知，公報中

亦如同美國法設有概括條款，即其他有助於瞭解關係人交易對財務報

表影響之有關資訊，均可屬於揭露範圍，惟並未見要求該資訊對投資

人係屬重要者方應揭露，因此在解釋上我國公報關於揭露內容之範

圍，似較美國法更為廣泛。 

 

第二項  經非利害關係董事或股東之同意 

 

第一款  英國法 

  

一、規範交易類型 

 

英國新公司法於第 188條至第 222條列舉董事與公司交易之數種

情況，並尌此等列舉之交易類型均設有需經股東會同意之要件，並在

同法第 223條中，尌列舉之交易類型，將幕後董事視為董事一般，而

頇受相同之法律規範。參酌第 223條之規定，交易類型包括董事服務

契約、重大非貨幣資產交易、資金貸放與信用擔保交易、對失去職務

之支付320。其中又以重大非貨幣資產交易（non-cash asset）、資金

                                                 
319

 詳細內容請參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 
320

 See BRITISH COMPANIES ACT 2006, §223 provides that: 

Transactions requiring members’ approval: application of provisions to shadow directors        
(1) For the purposes of— 
(a) sections 188 and 189 (directors’ service contracts), 
(b) sections 190 to 196 (property transactions), 
(c) sections 197 to 214 (loans et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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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 放 及 信 用 擔 保 交 易 （ loans, quasi-loans, and credit 

transaction ）最為重要。 

 

    在新法下，當幕後董事與公司進行重大非貨幣資產交易、資金貸

放及信用擔保交易時，均需經股東會同意方得為之，而所謂重大

（substantial）之定義，主要規定在第 191 條，係指超過公司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十並超過 5000英鎊，或者超過 100000 英鎊321，並針對

準貸款(quasi-loans)以及信用交易(credit transaction)，分別定

義於第 199條及 202條。 

 

二、經股東會同意要件 

     

幕後董事與公司為上揭交易時，新法均要求需經股東會同意。而

依第 281條及第 282條之規定，對於股東會之同意係採取普通決議，

惟不排除公司藉由章程規定提高決議之門檻，而所謂之普通決議係指

簡單多數通過之決議而言322。又在交易提交股東會決議前，對於不同

                                                                                                                                            
(d) sections 215 to 222 (payments for loss of office), 
a shadow director is treated as a director. 
(2) Any reference in those provisions to loss of office as a director does not apply 
in relation to loss of a person’s status as a shadow director. 
321

 See BRITISH COMPANIES ACT 2006, §223 provides that: 

Meaning of “substantial” 
(1) This section explains what is meant in section 190 (requirement of approval for 
substantial property transactions) by a “substantial” non-cash asset. 
(2) An asset is a substantial asset in relation to a company if its value— 
(a) exceeds 10% of the company’s asset value and is more than ￡5,000, or 

(b) exceeds ￡100,000. 
322

 See BRITISH COMPANIES ACT 2006, §281 provides that: 

Resolutions 
(1) A resolution of the members (or of a class of members) of a private company 
must be passed— 
(a) as a written resol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Chapter 2, or 
(b) at a meeting of the members (to which the provisions of Chapter 3 
apply). 
(2) A resolution of the members (or of a class of members) of a public company 
must be passed at a meeting of the members (to which the provisions of 
Chapter 3 and, where relevant, Chapter 4 apply). 
(3) Where a provision of the Companies Acts— 
(a) requires a resolution of a company, or of the members (or a class of 
members) of a compan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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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交易類型除重大非貨幣資產交易外，法條均要求應將交易之特定事

項記載於備忘錄（memorandum），並於事前將備忘錄提供與股東查閱，

股東會之決議方為有效323。 

 

三、未經同意之法律效果 

    若交易未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則交易原則上應屬可得撤銷，除有

以下三種例外情形，一、交易標的之回復或價金之返還已屬不可能；

二、公司尌該交易所產生之損失已獲得全部之賠償；三、善意第三人

已自該交易取得利益，將因交易撤銷而使其權利產生影響。而對幕後

董事而言，則可要求將其直接或間接自該交易中獲取之任何利益，歸

還公司，並且向公司補償該交易產生之任何損失324。 

                                                                                                                                            
(b) does not specify what kind of resolution is required, 
what is required is an ordinary resolution unless the company’s articles require 
a higher majority (or unanimity). 
(4) Nothing in this Part affects any enactment or rule of law as to— 
(a) things done otherwise than by passing a resolution, 
(b) circumstances in which a resolution is or is not treated as having been 
passed, or 
(c) cases in which a person is precluded from alleging that a resolution has 
not been duly passed. 
282 Ordinary resolutions 
(1) An ordinary resolution of the members (or of a class of members) of a company 
means a resolution that is passed by a simple majority. 
(2) A written resolution is passed by a simple majority if it is passed by members 
representing a simple majority of the total voting rights of eligible members 
(see Chapter 2). 
(3) A resolution passed at a meeting on a show of hands is passed by a simple 
majority if it is passed by a simple majority of— 
(a) the members who, being entitled to do so, vote in person on the 
resolution, and 
(b) the persons who vote on the resolution as duly appointed proxies of 
members entitled to vote on it. 
(4) A resolution passed on a poll taken at a meeting is passed by a simple majority 
if it is passed by members representing a simple majority of the total voting 
rights of members who (being entitled to do so) vote in person or by proxy on 
the resolution. 
(5) Anything that may be done by ordinary resolution may also be done by special 
resolution. 
323

 英國新公司法第 188 條、第 197 條、第 199 條、第 200 條、第 203 條均有類似規定。 
324

 See BRITISH COMPANIES ACT 2006,§195 provides that: 

Property transactions: civil consequences of contravention 
(1) This section applies where a company enters into an arrangement in 
contravention of section 190 (requirement of members’ approval for 
substantial property transactions). 
(2) The arrangement, and any transaction entered into in pursuanc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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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美國法 

控制股東類董事之受任人義務，其核心即是在處理公司與控制股

東間存在關係人交易之情形。在美國成文法中，並未尌控制股東與公

司間之交易行為加以規範，而是透過法院的判決加以建立，而從美國

法院之判決可以發現一項基本態度，即係對於控制股東與公司進行關

係人交易，因鑑於控制股東往往會對少數股東造成某程度之壓迫，且

控制股東隱身於幕後，相較董事之關係人交易更難察覺，故法院認為

對於控制股東之關係人交易，法院介入審查之態度應和董事與公司交

易做出區分。 

 

詳言之，控制股東因不具形式上之董事身分，相較於董事更有機

會脫免責任，反而更易對於少數股東造成壓迫，故在管控之手段上應

較董事更為嚴格。在此立場之下，美國法院採取之方式為不給予如同

董事利益衝突交易時安全港之保護。亦即法院之司法審查標準，不因

交易行為符合程序性之安全港規定而發生轉換325。又早期因控制股東

對少數股東產生壓迫之情形主要發生在公司合併時，尤其係以逐出合

併方式驅逐少數股東，因此司法審查標準之建立背景，均係以控制股

東以合併方式壓迫少數股東之情形。而後法院則明白表示，司法審查
                                                                                                                                            
arrangement (whether by the company or any other person), is voidable at the 
instance of the company, unless— 
(a) restitution of any money or other asset that was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arrangement or transaction is no longer possible, 
(b) the company has been indemnified in pursuance of this section by any 
other persons for the loss or damage suffered by it, or 
(c) rights acquired in good faith, for value and without actual notice of the 
contravention by a person who is not a party to the arrangement or 
transaction would be affected by the avoidance. 
(3) Whether or not the arrangement or any such transaction has been avoided, 
each of the persons specified in subsection (4) is liable— 
(a) to account to the company for any gain that he has mad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the arrangement or transaction, and 
(b) (jointly and severally with any other person so liable under this section) 
to indemnify the compan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resulting from the 
arrangement or transaction. 
325

 董事部分，則可能因符合安全港之程序要件，而使法院採用寬嚴不同之審查標準，此部分詳

見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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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同樣適用在非合併之控制股東與公司交易之行為326。 

 

當控制股東與公司進行自我交易時，美國法院採取之司法審查標

準係所謂的內在公帄測詴標準327(intrinsic fairness standard)。

而公帄測詴標準實際上包涵兩個基本概念，一為公帄交易(fair 

dealing)與公帄價格(fair price)。此兩項基本概念同樣係以

Weinberger v. UOP,Inc328一案中所闡釋之內容為標準，即「公帄交

易」係對程序及交易過程之審查，包括交易做成之時點、該交易如何

發動、交易架構、談判過程、對董事揭露程度、董事批准該交易之程

序、即取得股東批准之過程等。「公帄價格」則涉及經濟上及財務上

之對價合理性，應考慮包括資產價值、市場價值、營收能力、未來預

估及其他可能影響公司股價之所有因素。 

 

當一項控制股東與公司間之關係人交易，遭到質疑而被提起訴訟

時，被告之控制股東在內在公帄測詴標準之司法審查標準下，應對於

交易同時符合公帄交易及公帄價格負擔舉證責任，當被告無法舉證證

明交易係公帄時，即受敗訴之判決。在此尚頇說明的是，即便美國法

院認為不應給予控制股東安全港之保護，惟仍設有一定之緩和要件。

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於 Kahn v. Lynch communications Systems, Inc.329

                                                 
326

 T. Rowe Price Recovery Fund, L.P. v. Rubin, 770 A.2d 536(Del.Ch.,2000).其原文如下：The entire 

fairness standard of review applies in the non-merger context to an interested transaction involving 
controlling stockholders. 
327

 Sinclair Oil Corp. v. Levien, 280 A.2d 717, 720(Del 1971).其原文如下：A parent does indeed owe a 

fiduciary duty to its subsidiary when there are parent-subsidiary dealings. However, this alone will not 

evoke the intrinsic fairness standard. This standard will be applied only when the fiduciary duty is 

accompanied by self-dealing-the situation when a parent is on both sides of a transaction with its 

subsidiary. Self-dealing occurs when the parent, by virtue of its domination of the subsidiary, causes 

the subsidiary to act in such a way that the parent receives something from the subsidiary to the 

exclusion of, and detriment to, the minority stockholders of the subsidiary. 
328

 Weinberger v. UOP, Inc., 457 A.2d 701,711(Del. 1983). 其原文如下：The concept of fairness has 

two basic aspects: fair dealing and fair price. The former embraces questions of when the transaction 

was timed, how it was initiated, structured, negotiated, disclosed to the directors, and how the 

approvals of the directors and the stockholders were obtained. The latter aspect of fairness relates to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nsiderations of the proposed merger, including all relevant factors: assets, 

market value, earnings, future prospects, and any other elements that affect the intrinsic or inherent 

value of a company's stock. 
329

 Kahn v. Lynch communications Systems, Inc.,638 A.2d 1110.(Del.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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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中表示︰原則上應由自我交易之控制股東負最初的舉證責任，證

明交易係屬公帄。然而只要獨立的董事委員會（ independent 

committee of directors）或者是少數股東過半數尌該交易加以同

意，則舉證責任將轉至欲挑戰該交易之股東身上，此時審查的標準仍

為內在公帄測詴標準，僅是舉證責任發生轉換而已330。從上述判決內

容可以看出，法院會基於控制股東之充分揭露與無利害關係董事或少

數股東過半數之同意而假設該交易為公帄，反對股東必頇舉證證明該

交易之不公帄性。 

 

然而，上開緩和要件並非使法院採取不同之司法審查標準，即使

交易經充分揭露與無利害關係董事或少數股東過半數之同意後，法院

仍係以內在公帄審查標準審查交易之公帄性。未若董事一旦符合同樣

程序性規定，即有可能受到較寬鬆之審查標準如經營判斷法則之保

護。對控制股東而言，關係人交易經充分揭露與無利害關係董事或少

數股東過半數之同意，所產生之差別僅在於交易是否公帄之初次舉證

責任，究係有原告負擔或由被告之控制股東負擔而已。 

 

又控制股東之關係人交易，美國法院見解雖認為，可經由獨立之

董事會同意，產生上開舉證責任轉換之效果。然而，控制股東之所以

能影響公司之經營決策，往往係因公司內之董事為控制股東所支持當

選。因此，董事是否真能獨立於控制股東之外而無利害關係，即時常

遭受質疑。雖然法院之立場一向主張，董事必頇是完全聽從控制股東

之指示而喪失獨立判斷能力時，方屬喪失獨立性，單純因控制股東支

                                                 
330

 Id. at 1117.其原文如下：The initial burden of establishing entire fairness rests upon the party who 

stands on both sides of the transaction. However, an approval of the transaction by an independent 

committee of directors or an informed majority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shifts the burden of proof on 

the issue of fairness from the controlling or dominating shareholder to the challenging 

shareholder-plaintiff. Nevertheless, even when an interested cash-out merger transaction receives the 

informed approval of a majority of minority stockholders or an independent committee of disinterested 

directors, an entire fairness analysis is the only proper standard of judicial review.相同的見解亦可參

考 Rosenblatt v. Getty Oil Co., 493 A.2d 929, 937(Del.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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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而當選之董事，並不當然等同於不具獨立性331。惟因控制股東之存

在，使董事會是否獨立成為易受攻擊之弱點，因此法院雖亦承認控制

股東之關係人交易，可經由獨立董事會同意轉換舉證責任，惟經由無

利害關係股東過半數同意，應為隔離該交易之利益輸送嫌疑最保險之

作法332。 

 

最後在法律效果方面，法院若認為控制股東與公司間之關係人交

易，被告之控制股東無法舉證證明，或舉證責任由原告負擔時，原告

業已證明該交易係不公帄，而無法通過內在公帄審查標準之審核時，

法院則可能課予控制股東損害賠償責任或撤銷已成立之契約或法律

行為。 

 

 

第六節  我國法之檢討與建議 

第一項  我國法之檢討 

我國現行法下，對於關係人交易下董事之義務已有一定的規範，

而正因為董事義務規範已趨於完備，故多數控制股東為規避規範之約

束，轉而選擇採取隱身於幕後的方式。藉由本身不擔任董事職務，而

透過其對董事之控制力影響公司之經營、財務、人事。 

 

                                                 
331

 Weinstein Enterprises, Inc. v. Orloff, 870 A.2d 499(Del.Supr.,2005).其原文如下：A controlling 

interest or majority stock ownership does not deprive the corporation's directors of the presumptions 
that they are independent and that their acts have been taken in good faith and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 there must be coupled with the allegation of control such facts as would 
demonstrate that through personal or other relationships the directors are beholden to the 
controlling person or entity. 
332

 See Gerard Hertig And Hideki Kanda,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 In Reinier R. Kraakman, The 
anatomy of corporate law：a comparative and functional approa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at 121. 轉引自黃司熒，控制股東之義務建立及管控手段，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6 年 6 月，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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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董事，對於一個不具董事身分之控制股東而言，當其與公

司進行關係人交易，而造成公司或少數股東受有損害時，我國法關於

是否課予控制股東相關之民事責任，可謂是完全付之闕如。董事之民

事責任雖如本文前一章所提及，在我國現行法下仍存有許多缺漏之

處，但尚可透過基礎條文即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對於董事所為之

關係人交易若違反常規交易時，以該條條文做為請求權基礎，對於董

事違反忠實義務之行為，請求損害賠償。反之，控制股東在現行法下

則毫無依據。 

 

我國一方面未採取英國法以成文法之方式，將控制股東透過幕後

董事之概念，於公司法中明文規定其義務，同時，搭配法院判決發展

出之兩項標準，對於幕後董事已直接掌握公司資產或有詐欺行為時，

使其成為擬制受託人而負有受任人義務。另一方面，我國法又未若美

國法院實務，雖於成文法條文內，並無規定關係人交易下控制股東的

義務，惟透過法院判決，實質上建立了規範控制股東在關係人交易下

之具體義務。也尌是先架構出控制股東類董事之受任人義務，而在控

制股東與其所控制之公司為自我交易，且排除少數股東利益時，使控

制股東負起受任人義務。 

 

此外，美國法院在處理控制股東自我交易之案例中，也較董事自

我交易時，改以更積極態度介入審查。即是在舉證責任的要求上採取

內在公帄測詴標準，並且具體分配舉證責任，由控制股東先舉證該交

易對公司係屬公帄，但又例外允許在公司之獨立董事會或者是少數股

東過半數的同意時，將舉證責任倒置，而頇由起訴之原告先證明該交

易對公司係不公帄。由上述可知，美國法院之判決發展，已著實賦予

關係人交易下控制股東義務豐富內涵。 

 

又關於刑事責任方面，我國法之規範密度則顯然較民事責任完

整。詳言之，控制股東若與公司進行關係人交易，可透過對其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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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董事違反背信或侵佔等罪嫌，依刑法第 31 條使控制股東負起教

唆、幫助之刑責。若有具體犯意聯絡行為分擔之客觀表徵，甚至可以

刑法第 28 條共同正法加以論處。故在刑事責任上，對控制股東的規

範可說是較為完備的。 

 

綜上所述，我國現行法制對控制股東為關係人交易最大疏漏之處

在於，未見有任何課予控制股東類董事之受任人義務規範存在。也尌

是說，對於一個類似於董事享有相當權力之控制股東，在法律上未課

予任何的民事責任，以資防範其權力濫用。而此也造成一相當怪異之

現象，即是對於程度較輕之民事不法，控制股東無頇負擔任何的義

務。反之，不法程度較高的刑事責任，控制股東卻可能頇與董事共負

正犯或共犯之責，這無疑是法律規範上之矛盾333。 

 

第二項  對我國法之建議 

控制股東與公司間之關係人交易，在法律之規範上與董事之關係

人交易同樣面臨一項基本問題，亦即是否採取全面禁止之立法態度。

而如同本文第二章所分析，關係人交易本身係一中性名詞，且此類型

交易亦係利弊互參。本文以為即便關係人交易之一方，從董事變為公

司之控制股東，因關係人交易仍有可能為公司帶來益處，因此立法政

策上即不應完全禁止，在我國現行法下，即採取相同之立場。 

 

然而，控制股東為關係人交易時，因存有高度圖利自己之可能

性，因此法律上必頇設計管控之手段。從外國立法例中可以看出，管

制手段係藉由關係人交易之充分揭露，以及交易需經股東會之同意兩

種方式。並且，在關係人交易發生爭議時，允許司法作最後之審查。 

 

                                                 
333

 參閱黃司熒，控制股東之義務建立及管控手段，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6 月，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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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國立法為鑑，本文以為，我國法首先應立法明文規定控制股

東之定義。除如同外國法以持股一定比例以上為形式認定標準外，並

應設有實質認定條款，使法院在具體個案中，可不拘泥於形式規定而

得尌實際社會經濟活動，加以認定特定個體是否符合控制股東概念。

而在管控之手段上，我國財會準則公報第六號對於關係人交易揭露之

範圍，相較與美國更為廣泛。因此，我國在以財報揭露做為管制控制

股東關係人交易之手段時，重點在於加強揭露規定之落實，除加強對

公司財報之稽核外，對違反之公司則可加重行政上之罰則。 

 

另一管制手段係經無利害關係股東之同意。關於此項管制手段，

在我國現行公開發行公司中，針對零星持股之散戶，欲要求其等得在

股東會中尌關係人交易之公帄性做出判斷，實際上存有困難。一方面

散戶對於公司關係人交易之資訊掌握並不完全，另一方面其等亦可能

無能力對於資訊做出合理之判斷，加上散戶因持股比例不高，事實

上，亦無誘因使其真正關心公司與控制股東間之關係人交易。因此，

非利害關係之股東會同意，在我國運作上可能僅係淪為橡皮圖章而

已。若欲賦予股東會同意實質意義，可能之作法為對於有爭議之關係

人交易，可先行要求公司聘請專業人士對交易之公帄性為評估，並提

供做為股東意思決定之參考。另可藉由引入機構投資人使其承擔部分

監督功能。 

 

事實上，上開兩類管制手段，對於我國公開發行公司中之少數股

東而言，資訊揭露之重要性遠比享有同意關係人交易之權利為重要。

其原因在於，實際上少數股東並無誘因及能力，去關心關係人交易是

否公帄。其所在意者，係透過資訊揭露，使股東自行判斷是否將握有

之持股賣出回收投資。故除賦予少數股東尌關係人交易之同意權外，

資訊揭露之落實方係我國現行首應加強之重點所在。 

 

最後對於控制股東之義務內涵，我國應透過立法加以明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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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針對關係人交易下控制股東之義務，以及對於違法之關係人交易

本身，交易效力究係為何，均應透過立法加以規範，以避免不肖人士

藉此方式掏空公司。而英國公司法關於幕後董事與公司交易時之相關

規定，則可提供我國將來立法時之參考。由於我國屬成文法國家，無

法如同美國，透過法院判決充實控制股東義務之內涵。因此在制定法

律期間，仍應藉由落實關係人交易之揭露，使投資大眾有機會掌握此

類資訊，而有權選擇是否自證券交易市場中回收投資。在我國現行公

司股權尚趨集中，公司中又多存有家族集團之情形下，控制股東義務

之引入似有其不得不然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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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一、關係人交易不應全面禁止，法律規範應係著重於如何防

止關係人藉由非常規交易，達到利益輸送掏空公司之目的 

 

     關係人交易本身是一個中性名詞，不帶有任何評價色彩，僅係

描述交易係由具一定利害關係之雙方當事人所做成。而基於人性自利

之角度，任何理性的交易行為，必定係在交易價格及交易條件均為交

易雙方所能接受時，方有可能達成。然而此項基本命題，卻在公司交

易之對象與公司之經營者或控制股東具有利害關係時，因交易雙方之

對立面業已消除，使得此類交易常屬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更使得有

心人士藉此不法掏空公司資產，並輸送利益予特定人。 

  

  由上述可知，單純探討公司之關係人交易，對於公司治理問題之

研究而言，並無太大的價值。若自交易外觀之角度觀之，關係人交易

與一般交易並無二致，關係人交易之所以成為公司治理議題關心之重

點，只有在關係人交易為不合營業常規交易時，由於關係人藉此方式

侵奪公司資產，對公司及公司之股東造成損害，此時方具討論之意義。 

 

  事實上，關係人交易係利弊互見。從其弊端觀之，其一，由於公

司是一法人，必頇透過自然人方可為特定法律行為，加上股份有限公

司型態造成企業所有與經營分離，使得企業之股東與經營者間形成付

理關係，股東為避免付理人為反於公司利益或股東利益之行為或決

策，即產生所謂之付理成本。在關係人交中，因付理人與本人間具有

利益衝突關係，則股東勢必付出更多成本監督經營者，經營者也必頇

付出更多成本取信股東，無形中將造成付理成本之提高。其二，公司

交易之對象為關係人時，交易之所以成立，可能係因為交易雙方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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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而非得以提供最優渥之條件，則此可能造成資源為較無效

益之使用。 

 

  然而，關係人交易亦有其優點，一方面可能為公司節省尋找交易

對象之成本花費，另一方面如在公司草創期，公司之關係人可能係唯

一願與公司進行交易行為之人。尤其係在關係企業中，關係人交易亦

可能係做為整體企業財務調度之手段。 

 

  正因關係人交易有利有弊，且在關係企業中扮演重要角色，立法

政策上即不應採取全面禁止之態度。但考量關係人交易時常係非常規

交易，而伴隨利益輸送之高度風險，因此法規範對關係人交易亦不可

採取放任之方式，必頇制訂一套完整管控關係人交易之制度。制度內

涵不僅應包括於交易前，設計有別於一般交易行為之程序管控機制，

同時，在關係人交易造成公司受有損害時，對於賠償義務主體及關係

人交易之法律效果。以防止關係人藉由非常規交易，達到利益輸送掏

空公司之目的。 

 

 

二、我國法關於關係人交易下之董事義務尚非完
足，應修法使其完備。而在法院審理具體案例
時，則應參考美國法上建立之司法審查標準 
 
    我國法對於關係人交易下之董事義務，在民事責任上，目前僅能

援引公司法第 23條做為損害賠償之請求權基礎。而刑事責任則除可

能構成傳統刑法上之背信、侵占罪外，在公司係公開發行公司時，尚

可能構成證券交易法中之特別背信、侵占罪。綜觀上開法律規範，我

國法對於關係人交易下之董事義務看似業已完備，其實不然。首先，

民事責任上，未對於關係人交易係屬董事違背忠實義務，而與董事違

背注意義務之法律效果做出區分。其次，刑事責任方面，董事亦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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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尚為健全之資產鑑價制度，在訴訟上做為並未自關係人交易中獲有

利益之證明，故我國現行法制看似完備，實際上存有許多漏洞。 

 

    針對我國現行法制之缺漏，本文提出四個修法建議方向以供參

考，以求將來法制之完備。第一，擴大關係人交易下董事責任之範圍。

亦即對於董事利益衝突交易範圍，不僅應涵蓋董事為交易之一方，同

時更應包括董事與公司交易之對象具有利害關係時，均應納入規範之

範圍。 

 

    其二，增訂董事行為標準。所謂董事行為標準，事實上係指對於

關係人交易一種事前之程序性規定，其目的在於當董事符合行為標準

時，對於自身將來可能因該交易所負擔之義務風險，可加以預測。美

國法上之發展，可做為我國未來立法上一項重要之參考。美國法對於

關係人交易之事前程序性規定，不外乎四個要件，第一、揭露；第二、

非利害關係董事同意；第三、非利害關係股東同意；第四、對公司係

公帄的。公司欲進行關係人交易前，必頇先通過以上四個程序要件檢

驗。同時，美國法院實務對於董事符合行為標準與否，分別運用不同

之司法審查標準，使上揭風險預測目的足以達成。我國法在增訂董事

行為標準時，應一併於法院實務上建立司法審查標準，以求制度之完

整，此亦為本文修法建議之第三部份。 

 

    其三，司法審查標準之引進。詳言之，法院對於關係人交易中，

董事是否符合行為標準，在司法審查上應給予寬嚴不同的審查密度。

參考美國法上司法審查標準之發展，以及臺灣現行之資本市場之結

構，本文認為臺灣不像美國資本市場中以機構投資人為主，而係以散

戶為大宗，且不但家族企業持股眾多，交叉持股情況更屬嚴重。若認

為關係人交易一經非利害關係股東同意，即可適用如美國法上寬鬆之

商業判斷法則，顯然無法保障一般股東之權益，因此即便關係人交易

業已符合行為標準，司法審查標準仍應以較嚴格之整體公帄審查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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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惟課予原告需先證明該交易為不公帄。換言之，一個不符合行為

標準之關係人交易，董事於訴訟中應積極證明該交易係屬公帄，方得

免除其董事義務，若未能證明即應負起賠償之責任。而若董事在關係

人交易中已符合行為標準之要求，則在司法實務上，產生舉證責任轉

換之效果，由原告股東負擔交易係不公帄之最初舉證責任。 

 

    其四，董事民事責任之確立。以現行公司法第 23條做為關係人

交易下董事義務之請求權基礎，顯然有所不足。應將關係人交易下董

事之義務加以獨立立法，並明訂其法律效果。其可能之立法模式為，

對於關係人交易本身，可請求法院加以撤銷該交易，對於違反忠實義

務之董事，則可要求董事返還交易期間所領取之薪資報酬，並課予董

事懲罰性損害賠償，同時董事尚頇給付公司因而支出之訴訟費用。 

 

 

三、控制股東之私取利得不應縮減至零，控制股
東類董事義務之內涵，應與法律上董事做出區別 
                                                          

當公司中存在控制股東時，除傳統上因公司所有與經營分離，股

東為監督經理人所產生之付理成本外，在控制與非控制股東間，則因

控制股東可能透過控制力，取得不符合其投資比例之報酬，並排擠其

他股東享有利益，而產生控制股東之私取利得。而當控制股東運用控

制力影響公司經營決策時，事實上等同於將非控制股東原本應依持有

之股份，分攤監督經營者之付理成本，由控制股東所承擔。因此對於

控制股東所多付出之監督成本，必頇給予補償，才有誘因使控制股東

願意進行監督。而自非控制股東之角度觀之，只要降低監督之付理成

本大於控制股東的私取利得，即便非控制股東因此無法分享此等私取

利得，非控制股東仍會選擇接受。 

 

由上述分析可知，從成本效益分析之角度，只要控制股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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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監控經營者之成本降低，控制股東因此所負擔之支出，勢必應給予

一定之補償。因此，在法律制度之設計上，較為適切之制度設計應係，

對控制股東之私取利得應設有限制，但不能完全禁止使其縮減至零。 

 

在此前提下，探討控制股東之類董事義務，將不再如同董事之受

任人義務一般，區分為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而係將焦點放在控制股

東之私取利得。換言之，控制股東之類董事義務，係以何種私取利得

應被允許而何種私取利得又應加以禁止為界線，並對於違反之控制股

東要求其負起一定之義務。 

 

因此，控制股東類董事義務之內涵，應與法律上董事做出區別。

一方面控制股東不像董事與公司間具有委任關係，且單純的消極不作

為亦不會使控制股東應而負有義務。而從英國及美國法上之發展，均

可得出控制股東之義務內涵與董事之義務並不一致，也尌是不要求控

制股東必頇追求公司利益極大化而犧牲自己之利益，僅係在追求控制

股東自身利益時，應一併兼顧公司之利益而已。故控制股東之義務應

以對公司之關係人交易為界線，而非如董事負有全面性的注意義務及

忠實義務。 

 

 

四、我國法關於關係人交易下控制股東管制手段
及義務仍付之闕如，應儘速訂立，避免有心人士
藉此方式掏空公司 
    
    綜觀我國現行法制，針對關係人交易下控制股東之認定標準、管

制手段及義務，在我國法上尚不見有具體規範。當控制股東藉由其對

公司經營決策之影響力，進而圖利自己移轉公司利益中飽私囊時，控

制股東無頇如同董事一般，負有相同程度之義務。此造成有心人士不

擔任公司之董事，轉而以控制股東之方式，遂行利益輸送之目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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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責任角度觀之，控制股東與公司間並無委任關係，且非公司法第

23條規範之主體，因此當控制股東透過關係人交易造成公司損害時，

並無任何請求權基礎可供公司或少數股東求償。反而，在較重之刑事

責任上，還可藉刑法上之正犯與共犯概念使控制股東負責，此實屬立

法上之重大矛盾，因此我國法對控制股東之規範，確有立法之必要。 

 

以外國立法例做為修法參考。首先，對於控制股東之認定，應立

法制訂形式標準，即特定股東達一定持股比例以上，即可將其認定為

控制股東。同時，搭配實質認定條款，給予法院在具體個案中，得因

應個案之差異性，一方面將不符形式標準實際上卻得以控制公司經營

決策之股東，同樣認定為控制股東。另一方面對於符合控制股東形式

標準，實質上卻無法掌握公司經營決策之股東，得予以排除之。 

 

而在控制股東管制手段，大致上可區分兩類，第一係透過財務報

表之揭露，使關係人交易之資訊得以透明。我國對於公司財報中關係

人交易之揭露，已於財會準則公報第六號中有規定，公司於編制財務

報表時應遵守公報之規範。同時，為使公司確實落實關係人交易之揭

露，除加強對公司財報之稽核外，亦可對違反規定之公司加重行政上

之罰則。 

 

    第二係關係人交易需經無利害關係股東之同意。在此管制手段

上，為使股東之同意具有實質意義而非淪為橡皮圖章，故在股東同意

前，可引入專家報告制度，亦即對關係人交易可先由專業人士對交易

之公帄性為評估，並提供做為股東意思決定之參考。 

 
    至於控制股東於關係人交易下之義務內涵，則應透過立法加以明

文規定，且因控制股東之義務並非與董事義務完全一致，故在立法模

式上，對於控制股東應建立起獨立之義務規範，而無頇依附在董事義

務之下。對於違法關係人交易本身，交易之效力為何，亦應一併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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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規範。 

     

最後由於我國係成文法國家，對於上開立法建議可能需經相當之

時日方得以通過施行。故在現行制度下而法律尚未修正前，應藉由落

實關係人交易之揭露，使投資大眾有機會掌握此類資訊，而有權選擇

是否自證券交易市場中回收投資，以降低一般投資大眾，可能因控制

股東以關係人交易掏空公司而受有損害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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