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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公司制度問世以來之所以為世界各國所樂於接受、成為刺激

投資者踴躍利用此制度作為生產工具，及促進各國經濟欣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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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蓬勃發展之原因，即在於公司制度之有限責任特性。因有限

責任制之優點係從事商業經營者以設立公司方式為商業行為時，

將不致因一時計算失誤，導致傾家盪產之惡果，所以公司制度若 
運作良好，實可成為富國利民之絕佳體制。 

至於公司之成立依一般國家除有涉及國家機密或獨占、壟斷

性事業外，大多係採準則主義，故成立一般生產事業公司或服務

性公司係極為簡易之事1。但若公司設後卻利用公司有限責任之特

性，從事詐害債權人以謀取不法利益;或為私益而罔顧公共利益
時，國家當然有權於一定條件下，撤銷其設立資格或否認該公司

之法人格。而且依公司法法理，支撐公司有限責任特性於不墜之

條件，係在於公司成立後即取得獨立法人格，其法人格與原投資

股東個人人格完全分離;而且該公司之獨立財產與原投資股東個
人財產亦完全分離。若任何公司欠缺各該條件之則無法獨立存在。 

至於此處所指之獨立法人格及獨立財產，係指必須從形式到

實質均與其投資股東徹底分離者始屬之。若公司股東係形式上造

成公司具有獨立財產，及獨立法人格之假象，而實際上係為利用

公司僅負有限責任之特權，進而遂行其詐害公司債權人;或藉該公
司名義作為逃避義務之工具時，則此時該公司之法人格已無承認

之必要。因此，在若干國家為制裁此種情形下之公司，即發展出

法人格否認理論，否認前述情形下之公司之法人格。該公司法人

格被否認後，其投資股東即須就其個人財產對公司債權人負無限

清償責任。例如，英、美法系國家所謂之「揭開公司面紗」(lifting 
the evil of the corporation)、「刺破公司面紗」(piercing the 
corporation’s veil)理論;大陸法系國家所謂之「公司法人格否認」 
(disregard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理論。2 

    各該理論不問所用名詞為何，其目的皆係為防止或制裁濫用

                                                 
1
  河本一郎，「法人格の否認」，別冊ジュリスト，29号，会社判例百選(新版)，有斐閣

（1970），頁13。 
2
 朱慈蘊，公司法人格否認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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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獨立法人格，以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維護公平交易，及保護

公司債權人。所謂揭開公司面紗或公司法人格否認之意義，係指

法人登記成立後，在特定事件中(例如子公司與母公司之間或股東
與公司之間)因有濫用公司法人格之情事時，若在該事件中仍完全
承認該公司所取得之形式獨立人格，係違反公平正義原則或侵害

第三人交易安全者，則否認該公司於該特定事件中之法人資格獨

立性;或「出資者與公司、或者是母公司與子公司這類原本法律上
應承認其個別人格，但因其濫用有限責任特權而無法承認其法人

格之法理」。3 

換而言之，該公司之實際所有者不得主張僅就其出資額，對

公司債權人負有限責任，公司債權人亦得藉由此項法人格之否

認，要求隱身幕後之該公司實際所有者，就其個人財產與該公司

共同負無限清償責任，而非就此認定該公司不再具有法人資格或 
因此解散該公司之謂。4 

依各國實踐經驗得知最容易發生濫用公司法人格之情事者，

係道德危機極高之一人公司、家族公司及母子公司5。在一人公司

部分不論係一人有限公司或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因各該公司股東僅

有一人，而且一般情形均係該一人股東同時為公司所有者及公司

業務執行者。當其從事公司業務經營時，因欠缺一般公司應有之

內部制衡機制，故當其個人利益與公司之債權人或社會公共利益

產生衝突時，極易造成該一人股東利用公司有限責任之條件侵害

債權人或社會公共利益。 

事實上就各國一般經驗觀察，較容易發生法人格濫用者以侵

害公司債權人者亦以一人公司居多。對此情形美國聯邦大法官道

格拉斯(Douglas)曾慨嘆曰:「在法律之所有經驗中，沒有比一人公

                                                 
3
  井上和彥，「改正商法と法人格否認の法理」，高岡法科大学「高岡法学」，第2卷1号

(1947)，頁73。 
4
 竹内昭夫，「注釈会社法(1)」，有斐閣，昭和48年（1973）8月30日，頁145。 
5
 劉興善，論公司法人格之否認，政大法學評論，第18期，67年10月，頁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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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之類的詐欺案件更多者」6。因此，探討一人公司問題時，有關

法人格濫用部分則亦屬應研究之重點。 

    關於公司法人格否認之理論及法院判例，甚早即已建立完整
之理論體系及實務見解，關於此項理論之探討最早係發軔於英國

一八九七年 Salomon v. A. Salomon & Co. Ltd.一案7; 而後發達於
美國，最後為世界各國所引用。唯時至今日真正將之附諸立法明 
文者則屬不多。 

英國雖於十七世紀在 Edmunds v. Brown and Tillard 一案中即
引用法人格否認之概念8;並於一八九七年 Salomon 一案中確立是
項法人格否認運用原則，但日後並無更進一步發展，其理論性探

討亦較他國為少，此或係與該國保守性格及較重視公司法人格獨

立之「實體法則」有相當關係。例如，英國法院於英國協 Lee v. Lee’s 
Air Farming Ltd.(1961)A. C. 12, P. C., 一案中9，即完全顯現英國對 
公司已取得法人格之尊重。 

    至於美國係由英國承襲此項理論，於該國此理論亦稱之為公
司擬制之否認或公司人格之否認(Disregard of the Corporate 
Fiction or Corporate personality );或法人披衣之剝奪(Piercing the 
Veil of Corporate Entity)等。10 

    本理論雖係於十九世紀後半葉形成，但若追溯其根源亦可溯
至一八○九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 Bank of United States v. 
Deveaux 一案之判決11。依該判決認為決定法院管轄權之有無，

係以隱匿於公司幕後之股東個人認定之，而非以幕前之公司為認

                                                 
6
 黃鴻圖，公司人格否認理論之研究，政大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72年6月，頁90。 
7
 有關該案詳情因限於本文主題不同，故在此暫不說明而將於另文詳述。 
8
 Edmunds v. Brown and Tillard, 1668 1 Lev. 237. Hans-Joachim Bauschke “Grenzen der 
Rechtspersönlichkeit Juristischer Personen im englischen Gesellschaftsrecht” Carl Winter, 
Heidelberg, 1975, S. 33。引自井上和彥，「法人格否認の法理」，千倉書房，昭和63年(1988)11

月10日3刷，頁6。 
9
 引自劉興善，前引註5，頁121(註39)。 
10
 劉興善，前引註5，頁113-114。 
11
 Bank of United States v. Deveaux, 9U. S. (5 Cranch) 61;3L. ed. 38.(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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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標準。但此案雖有否認公司法人格之意味，但該案判決並非係

針對此事項而作之認定，故亦不得以該案作為美國否認法人案例 
之先驅。12 

    美國有關此理論之發展大致可劃分為三個時期13。第一時期

係指自十九世紀末葉至一九一○年左右。此時期之理論發展重

點，係以防止利用公司之有限責任特性，以設立公司為手段詐害

債權人。因該時期之案件多係債務人利用成立公司作為屏障，以

便逃避債務、迴避契約義務、避免他人追究違反義務後之責任14。

而各該問題日後亦成為實務上據以判斷，是否應適用否認公司法 
人格之重點。 

第二時期係指自一九一○年起至一九三九年左右。此時期法

人格否認理論發展係由第一時期著重於保護債權人，使其不致因

受詐欺、義務迴避等因素形成個人利益受損為主，進入以避免因

企業集團結合結果，導致少數股東及債權人受害，而形成「不公

平結果」(Inequitable)之另一利益保護層次。此時期依是項保護原
則否認公司法人格時，適用條件上較富有彈性，常因事件不同而

有不同處理結果，故於該時期欲建立一項標準化之統一適用範例

(general rule)，技術上實屬不可能。 

此時期以是否形成「不公平結果」作為否認公司法人格基礎

之特徵，係在於以彈性標準認定承認公司法人格後，是否將引致

「不公平結果」之發生。因而導致本時期對於公司法人格否認之

解釋範圍，較第一時期擴大許多，尤其自一九一○年以後，規範

之重點係特別加強公司股東責任，此尤以集團企業中母、子公司

間之債務歸屬及對公司債務其股東應負之責任變化最大15。但由

                                                 
12
 H. Henn, Handbook of the Law of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2d ed. 1970), p. 
261。 

13
 本部分主要係參考黃鴻圖碩士論文，前引註6，頁20-33。 
14
 須藤  茂，「米国法における法人格否認の法理の適用の範囲」，国学院大学『政経論叢』

第11卷3号(1947)，頁17-18。 
15
 例如馬利蘭州Joseph R. Ford Co. v. State of Maryland, 219 Fed. 827(4ch cir 1914)一案即為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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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何謂不公平?定義為何?欠缺認定標準，故適用時爭議性極大。 

因此嗣後美國即在公司法人格否認之適用標準上，發展出揭

開公司面紗之「 道具理論」 (Instrumentality Theory )16。此項理

論係美國學者包威爾(Powell)於一九三一年所提出者17。其意義係

指子公司成立後，該公司之業務與其股東或母公司之業務無從區

別，其存續價值僅係成為母公司謀取利益之道具。而且就實質而

言，該公司根本即係其母公司之一部分，該公司僅於外觀上具有

形式上獨立法人格而已18。再者平情而論多數母公司設立此類公

司之目的，皆係出於不良意圖，例如，以該公司名義為詐害債權、

迴避義務等行為19。至於判斷是否屬於道具公司之標準，大致有

該公司財產與其股東或母公司財產混同、業務活動混同、公司賬

目不清、未曾或甚少召開股東會或董事會、資本過少及無視於身

為獨立法人應為之作為等。20子公司設立後若有前述各該情形之 
一，則應適用揭開公司面紗理論否認其法人格。 

 第三時期係指自一九三九年迄今。由於第二時期所建立之道
具理論所指[道具]一詞欠缺明確定義，造成適用時各州自行其
事，甚至外國引入美國揭開公司面紗理論時，亦排除第二時期之

道具理論。例如，德國於第二次大戰後 Serick教授引用美國揭開
公司面紗理論時，即明白表示拒絕接受第二時期之道具理論，僅

引入第一時期有關詐害債權、迴避義務及脫法行為之否認法人格

觀念，進而形成德國之「責任貫徹理論」(Durchgrifflehre)21。 

而美國本身亦因自一九三九年以後，公司經營型態逐漸趨向

                                                                                                         
例。 

16
 田中誠二，「会社法詳論(上卷)」，勁草書房，3全訂第1刷，1993年3月25日，頁102。 
17
 賴英照，「關係企業法律問題及立法草案研究」，中興法學，第18期，71 年3月，頁100。 
18
 蓮井良憲、森淳二朗編著，「會社法」，法律文化社，第2版第1刷，1995年11月20日，

頁20。 
19
 蓮井良憲、森淳二朗編著，同前註，頁21。 
20
 須藤  茂，同前註14，頁14-19。 
21
 江頭憲治郎，「法人否認論の形成とその法構造(1)」，法学協会雑誌，第89卷12号，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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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母子公司型態，若僅以第一時期及第二時期純就法人格是否獨

立之理論應對，勢必無法解決此時期產生之問題。故自第三時期

開始逐漸揚棄自第一時期以來，一直以公司與股東間是否為同一

人格之法人格否認理論基礎，及由該理論衍生而出之道具理論解

決濫用法人格所引伸之問題，而改採更具彈性及實益之「公正」

(Justice)22、「衡平」(equitable)23，及公司之控制股東(controlling 
Shareholders)對公司債權人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之理論代之。
24(有關歐美各國法人格否認理論之發展將於另文探討之) 

    唯在歐美各國如火如塗地發展法人格否認理論時，亞洲國家
之發展究係如何則屬頗為值得探討之課題。因亞洲國家如日本及

我國均係甚早即已建立公司制度之國家，當有心人利用有限公司

及股份有限公司僅就公司資本負有限責任之特性，實行詐害公司

債權人、為脫法行為、違背契約責任時，在相關法規均付闕如之

情形下究係如何因應?一九八七年確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中國
大陸，於一九九三年制定公司法建立公司法人制度後，由於在公

司法中亦無否認公司法人格之相關規定，在有必要否認公司法人

格時，究係如何處理實有一探究竟之必要。茲分就日本、大陸及 
我國法人格否認理論發展之問題探討如次: 

2.日本法人格否認理論與一人公司 

2.1 日本法人格否認理論之發展 

日本有關公司法人格否認理論係由該國學者大偶健一郎教授

及松田二郎教授，參考美國揭開公司面紗理論及德國公司法人格

否認理論於昭和二十五年前後正式引入該國25。故於該時期日本

                                                 
22
 Henry Winthrop Ballantine, Ballantine On Corporations, Revised Edition, Callaghan and Company, 

(1946),p at 319。 
23
 Ballantine, Id., at 293。 
24
 Ballantine, supra note 22, at 250。 
25
 日本學者江頭憲治郎指出日本所謂法人格否認理論，係繼承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美國

之判例法，及其後之德國學說所構成之理論結構。江頭憲治郎，「法人格否認の形成と

その法構造」，『私法』，第6号，頁121;井上和彥，前引註8，頁2;竹內昭夫，前引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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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該項理論之內容與德國學者 Dr. Rolf Serick博士所著「法人之
形式與實體」(Rechtsform und Realität Juristisher Personen)26所引之

理論完全相同，而 Serick之理論亦係以美國之揭開公司面紗理論 
為基礎。 

例如，於該時期法人格否認理論之適範圍係採廣義說27。是

項理論甫引入該國立即獲得學界及實務界在相當程度內予以認

可，因該國於斯時正受困於大量中、小企業湧現後所帶來之各種

違反社會經濟秩序問題，此項法人格否認理論對日本解決各該問

題，實有極大助益，因此該理論一出即為該國解決不少困擾。因

該國認為法律之所以認同一特定社團或財團之法人格獨立性，係

由於該社團或財團對國家社會具有一定之正面功能，故運用法律 
技術賦予其法人格對國家社會具有絕對之實際效益。 

唯若該社團或財團係基於違法目的而成立;或係於成立後具
有反社會傾向時，即可能反而因此對社會造成侵害，此時對其所

賦予之法人格在法律技術上已無任何正面意義，因而必須否認其

法人格28。但此處所謂否認並非全面拒絕承認其已取得法人格之

合法性，或必須命令該公司解散，而僅係當該公司在為某些不當

行為時，在該特定行為上否定其法人格而已，易言之，即係拒絕

承認該行為發生時，該公司股東僅須就出資負責之有限責任。因

該公司解散對企業維持之經濟性功能並無任何益處，此亦即所謂 
「部分剝奪法人格制度」29。 

然而此項理論引入該國時並非全面為學界及法院所接受，起

初各界對該理論之接受態度頗為消極，法院面臨相關案例時，亦

大多僅就形式上審查公司與股東間之人格區別上是否清晰、或係

                                                                                                         
4，頁145。 

26
  Godin/Wilhelmi”Aktiengesetz” vom 6. September 1965, Band I § 1-178, Walter de Gruyter & 
Co., 1967, S.13。引自井上和彥，前引註8，頁100。。 

27
 井上和彥，前引註8，頁9。 
28
 井上和彥，同前註，頁1。 
29
 井上和彥，同前註，頁2; 森本  滋，「いわゆる法人格否認の法理の再検討」，『私法』

第36号(1947)，頁124; 蓮井良憲、森淳二朗編著，前引註18，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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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事實認定或以法規解釋否認公司法人格，而盡可能不去適用

否認法人格理論解決問題30。時至今日此種情況亦未受到大幅改 
善31。造成此結果之主要原因如下: 

(1)否認公司法人格理論無法與一般民事法理接軌，充其量該理論
僅係為求得結論妥當性所形成之過渡性理論32，造成該項理論

在現行法上無法找到合法及合理根據。33 

(2)該理論引入日本主要目的係為解決個人企業及中、小型公司所
形成之經濟問題，以保護公司債權人34，但由該理論中無法找

到應如何認定適用範圍及構成要件為何之明確答案。35例如，

一般而言該理論應適用於「法人格形骸化」36及「法人格濫用」

二情形，但法人格屬性為何?何種情形始得稱為濫用?應如何予
以否認?於此諸多問題均無實質上之理論說明。因此造成適用
時，由於欠缺法理上適用效果之具體結論，以致只能就個案之

不同，而予以個別地認定其是否適用於該理論而已，至於對問 
題之根本解決則僅屬無法企及之理想罷了。37 

(3)有待以法人格否認理論解決之事實認定問題、契約合理解釋問
題或公司成立是否符合設立目的問題等等，均屬既存之法律技

術問題，以現行法既有規定即可徹底解決，實無必要引用該項

理論。38 

(4)該理論充其量僅得視為一種過渡時期之學理，一旦具體法律規
範出現時，該項理論即將遭致揚棄。因該項理論法理架構有欠

                                                 
30
 井上和彥，前引註8，頁2。 
31
 森本  滋，前引註29，頁124。 
32
 森本  滋，同前註，頁125。 
33
 井上和彥，前引註8，頁2。 
34
 森本  滋，前引註29，頁126。 
35
 井上和彥，前引註8，頁2。 
36
 日本所謂形骸化公司係指公司設立後僅具有公司名稱等外形，其餘諸如公司之功能、資

本、財產、職員等均欠缺者而言。 
37
 森本  滋，前引註29，頁124-125。 
38
 井上和彥，前引註8，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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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其最大功效僅只能因個案而定出處理方法，此種過渡性、

階段性之特性，有時會造成不必要或錯誤結論之虞。例如，以

否認形骸公司法人格獨立性言，若僅係以「由形骸化之程度決

定是否應否認公司之法人格」去分析歷年來之判例，則必將難

以找到可作為日後判決之參考標準。此適足以說明該項理論實

際上無法敘述出真正判斷理由之「假裝理由」。39 

但亦有學者認為，法人格否認理論在目前並無專屬法規足以

解決公司法人格遭致濫用之情形下，亦不失為一項可資參考之應

急規範，若在應適用該理論解決問題時，卻以前述理由拒絕適用，

反而係屬矯枉過正之作法。例如，應適用但未適用否認法人格理

論，而引用一般法律觀點，解決有關法人資格濫用問題，而引起

甚多學者批評之案例有如，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於昭和六十年(一九
八五年)三井東圧公司一案即為適例40。該案大致内容(僅敘述與法
人格否認有關之部分)如下: 

被告甲公司(三井東圧温室農藝股份有限公司)係乙公司(三井
東圧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全額投資成立之子公司，乙公司之所以投
資設立甲公司係為藉由該子公司之成立，而便於取得並運用有關

農業資料。所以甲公司之四十名職員大多來自乙公司，而且甲公

司之人事管控、資金使用、技術提供、客戶接待及原料供給等，

皆係來自於乙公司，甚至甲公司營業之損益亦均歸乙公司。因此，

甲公司與乙公司形式上雖係屬於法人格各自獨立之公司，但實質

上甲公司係為乙公司完全支配，致法人格並非真正獨立之公司。 

甲公司不久因經營不善向法院聲請破產，但於破產前積欠丙

公司(伊藤  忠鋼材販賣股份有限公司)一筆債款未還，丙公司即
                                                 
39
 江頭憲治郎，前引註25，頁121。 
40
 東京地裁，昭和60年(1985年)4月19日民事第37部判決、昭和58年(1983年)(ワ)第10585

号売買代金請求事件、請求棄却(確定)，本誌739号頁31。井上和彦，「子会社の債務に

対する親会社の責任と法人格否認の法理」----------三井東圧事件，『金融商事判例研

究』，第753号，昭和61年(1986)，頁42-47。此案例雖係於昭和44年所謂Leading Case

出現之後，但此適足以表示該歧見從法人格否認理論引入該國至今，有關此項爭議一直

未曾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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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甲公司事實上為乙公司完全控制之子公司，其法人格係屬濫用

為由，請求法院判准該債款由甲公司之真正所有者乙公司負責清 
償。 

但東京地方法院審理該案後判決丙公司敗訴，乙公司不必為

甲公司之債務負清償責任，甲公司法人格獨立性並未有任何問

題。其所持理由為甲公司並非乙公司之形骸公司，甲公司日常業

務經營係由該公司董事會決定，常務董事負責執行。乙公司雖為

甲公司之母公司但其並未干涉甲公司業務，故二者並無業務混同

問題;其次，依甲公司業務內容觀之，其間並無任何違法或有不法
目的之處;再者，並無証據足以顯示甲公司聲請破產解散公司，係
為逃避債務清償責任。因此，丙公司主張甲公司法人格濫用部分 
不能成立。 

該案判決確定後即有甚多學者批評法院之判決不當，該法院

應適用否認公司法人格理論否認甲公司之法人格，而在此應適用

法人格否認理論卻不適用，則屬極為不洽當之判例。例如，該國

學者井上和彥即為文指出，該案例係有關否認公司法人格理論之

第一件訴請否認大企業法人格之案例，因此已成為全日本注目焦

點。就案例內容言甲公司各項條件已完全符合法人格否認條件，

而東京地方法院卻作出此種不僅違背常理，而且不論係於解釋論

或法律上均屬有問題之例例41。由該案判例及學者批判得知，在

日本對於是否接受公司法人格否認理論，一直存有各種相當大之 
歧見。 

唯歧見雖然存在，但在昭和四十四年(一九六九年)最高法院
對公司法人格否認理論作出肯定見解之前，日本全國各地方法院

至少有二十件以上判決，係採用公司法人格否認理論作為判決依

據者42，例如，昭和三十五年(一九六○年)熊本地八代支判(下級

                                                 
41
 井上和彥，同前註，頁44。 
42
 相關說明請參閱江頭憲治郎，前引註21;及江頭憲治郎，「法人否認論の形成とその法構

造(2)」，法学協会雑誌，第90卷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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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集一一，一，四)、昭和三十五年(一九六○年)千葉地判(下級民
集一一，一，一九四)、昭和，四十三年(一九六八年)福岡高判(判
時五五一，八二)、昭和四十三年(一九六八年)最高判(二小)(判時
五四三，六一)，及昭和四十三年(一九六八年)大阪高判(金融商事 
一五八，一四)等，皆為適例43。 

因於該國適用公司法人格否認理論事實上有其必要性，一如

前述，自二次大歸戰結束大量中、小型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湧現後，因轉投資成立母子關係之關係企業與母公司或子公司債

權人之間;或個人企業改組登記成立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後，各該公司與原個人企業債權人之間，常常滋生各種法律糾紛。 

例如，該國上田明信教授即指出:「--------當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東變成所謂稻草人，使公司即為個人，個人即為公司時，就是

所謂的個人企業。在這種情況下，對交易他方而言，很難判斷到

底是對個人還是對公司為交易行為。所以保護交易對方是必要的」;
「當公司背後存在之個人必須負擔責任時，儘管這個交易原本是

以公司名義，但是基於法人格否認，則視為公司背後之個人行為，

而交易之他方亦可對其追究責任。否則個人極易利用股份有限公

司型態，侵害交易他方之利益」。44 

除此之外，甚至有些股份有限公司之設立，從一開始即係以

逃避稅金為設立目的，其數量在日本至少有近百萬之多。其中絕

大部分並未遵守公司法規定行事，例如公司財產與股東個人財產

混淆不清、從未召開股東大會或董事會、公司會計表冊等書類資

料均係交給會計業者製作，以便蒙混稅務機關等等不一而足。為

解決各該問題當有引用法人格否認理論之必要。45 

此種不願積極肯定否認公司法人格理論之適用及見解分歧現

                                                 
43
 井上和彥，前引註8，頁117-118。 
44
 上田明信，「法人格否認の法理—最高裁の判決を通じて—」亜細亜法学，第7卷第1

号，頁78。 
45
 上田明信，同前註，頁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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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直至昭和四十四年(一九六九年)最高法院於審理有關不動產
租賃物返還之訴中，肯定公司法人格否認理論之適用後，始獲得

緩解，日本學界將該判例稱為 Leading Case 46。該案內容如下:47 

甲為節省稅金而將其所有之電器行申請改成乙有限公司，並

由甲自已擔任該公司董事長。公司登記成立後甲即於昭和三十六

年(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日向丙承租店面一間作為營業所，約定
每月租金為一萬圓日幣。其實乙公司係甲原有電器行之變體而

已，該公司實際上仍係甲之個人企業，此事亦為出租人丙所知，

故租賃契約上雖係以乙公司名義承租，但丙一直係以甲為租賃契 
約之真正當事人。 

    嗣後於昭和四十一年(一九六六年)二月，丙因自已須使用該
店面即向甲表示終止租約，要求甲歸還該店面，而甲亦以書面承

諾將於同年二月二十一日歸還，但屆期甲並未歸還，丙即以甲為

被告訴請返還該店面。該案於第一審終結前雙方達成和解，甲丙

雙方約定於昭和四十三年(一九六八年)一月底前，甲必定歸還該 
店面。 

但事後甲以乙公司名義提起上訴，主張原第一審之和解係丙

與甲之間所達成者，與乙公司毫無關連，乙公司無需履行和解書

之內容歸還該店面，因其非該和解書之當事人。唯高院未採納乙

之主張判決乙仍須依和解書記載歸還店面，乙不服判決再將該案

上訴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審理後仍認為乙之請求不具理由駁回

其上訴後，該案即告確定。 

最高法院於判決中指出，該案租約上記載之承租人雖係為

乙，而且第一審和解書之當事人係甲而非乙。但事實上該案之真

正當事人乃為甲而非乙，儘管租約當事人及和解書當事人形式非

                                                 
46
 井上和彥，同前註，頁117。 
47
 昭和44年(1969年)2月27日，最高判(一小)，判時551‧80、民集23‧2‧511。河本一

郎，前引註1，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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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同一人，但實質上皆為甲一人而已，故此案例係甲濫用公司法

人格所致，乙之法人格在此案應予以否認。甲與丙所訂立之和解

契約當可解釋為係乙公司所簽訂之和解書，乙公司必須於昭和四 
十三年(一九六八年)一月底以前歸還該店面予丙。 

此判例一出日本學界大多表示讚同該案之見解48，因是項判

決使得公司法人格否認理論自引入日本以來，首次一掃過去學界

及法院實務界低迷消極之態度，讓該理論由以往之空談，進入正

式引用衡平法理念解決問題之實用階段。該案不僅係打破對公司

法人格理論認同之僵局，亦對公司法理論、民法理論、民事裁判

實務及交易法理論均有深遠而且重大之影響。49自此以後，該國

各級法院均以該判例之見解為依歸，作出不少相類似之判決，故

該判例實屬該國開啓適用公司法人格否認理論之鑰，其之重要性 
不言可喩，因而始有將之稱為 Leading Case之說法。 

但對此亦有學者持反對或持保留看法，例如，該國學者田中

誠二教授認為，昭和四十四年(一九六九年)之判例係錯誤引用公
司法人格否認理論之案例，田中教授並不認為該案例已構成「濫

用法人資格」之條件50。因該判例所持理由係以該涉案公司「僅

具有公司形骸」，其目的係為迴避義務所造成之法人資格濫用，故

該案例係以該公司「僅具有公司形骸」為主要條件，至於「濫用

法人資格」在該案例並非主要條件，而係「僅具有公司形骸」條 
件後之結果或附屬理由。 

依田中教授見解若欲否認該公司之法人格，除須具有該公司

為「形骸公司」之條件外，尚須具有「濫用法人資格」之條件。

二者相較若設立公司之目的係為「濫用法人資格」者，則係屬絕

                                                 
48
 上田明信，前引註44，頁76;河本一郎，前引註1，頁12-13;江頭憲治郎，前引註25，

頁121-123;井上和彥，前引註8，頁2-3;蓮井良憲，「1，法人否認の法理; 2，実質が個人

企業と認められる株式会社における取引の効果の歸属」，民商法雑誌，第61卷，第6

号，昭和45年(1970)3月15日，頁1084。 
49
 井上和彥，同前註，頁3。 
50
 田中誠二，前引註16，頁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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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必要條件，而「僅具有公司形骸」條件在法人格否認理論中係

屬可有可無之相對條件。因此，若僅有「濫用法人資格」為目的

之條件，當可據以否認該公司法人資格;再者，若「形骸公司」條
件加上「濫用法人資格」條件則更可據以作為否認該公司法人資

格之理由。然若僅以「形骸公司」為唯一條件，據以否認該公司

法人資格，則並不能構成法人格否認之理由。於今該判例則係以

該公司「僅具有公司形骸」作為否認該公司法人資格之主要條件

則屬欠妥，故而反對該項判決。51 

至於對該判例雖未明白表示反對態度，但亦持保留看法者則

有蓮井良憲教授、森淳二朗教授及井上和彥教授。依蓮井教授及

井淳教授於其合著之「會社法」中指出，昭和四十四年(一九六九
年)之判決係以法人格形式化及法人格濫用為理由，判決否認該涉
案公司之法人格。此對於全國大量中、小企業或關係企業所衍生

之種種法律問題，固能得到有效解決之理論基礎。 

但此案例目前看來僅具有「一般條理之性格，故於未來適用

時必須慎重為之」52，因該判例於判決理由中並未說明未來適用

該理論時，應適用於何種屬性之法人格?對於同類型，同法理之案
例，其適用條件學說為何?亦未具體說明。53井上和彥教授亦認為

該判例雖使法人格否認理論由空談進入實際引用階段，對日後公

司法理論、交易法理論及民事裁判實務之發展，均有相當重要影

響力。但因其理論體系不完備導致無法產生真正之標竿作用，以

致於時至今日該國不論係學理或實務，對於法人格否認理論之適 
用範圍、實定法之根據等皆無一致看法。54 

2.2 日本法人格否認理論之法理根據 

因日本法人格否認理論受德國影響甚大，德國通說係以民法

                                                 
51
 田中誠二，同前註，頁94-95。 
52
 蓮井良憲、森淳二朗，前引註45，頁19。 
53
 蓮井良憲、森淳二朗，同前註，頁19-20。 
54
 井上和彥，前引註8，頁3。 



16 銘傳大學法學論叢─創刊號 

 

第二二六條禁止權利濫用理論作為法人格否認理論之法理基礎，

故日本一般學者及法院實務大多主張，該國法人格否認理論亦應

以民法第一條第三項禁止權利濫用之理論，作為法人格否認理論

之基礎。而對所指濫用該國與德國相同，學說上亦分為主觀濫用

說及客觀濫用說二者，客觀濫用說係指客觀上利用公司之行為，

衹要係屬不為社會觀念所允許之權利濫用者，即可不問該公司主

觀意思為何?據以否認該公司法人格。 

主觀濫用說即係認為應以該公司股東設立公司之目的為何?
作為判斷該公司之行為是否屬於權利濫用之基準，若公司係為不

法目的而設立時，即有法人格否認理論之適用，否則並無該項理

論之適用。於今日本係與德國相同，均以主觀濫用說為通說，日

本採此說之主要理由係因為，當前對於否認公司法人格欠缺明文

規定，在此情形下為避免紛爭，應採用縮小其適用範圍之見解較

為妥當55。但於該國讚同客觀濫用說者亦屬不少，例如，井上和 
彥教授等。56  

2.3 日本法人格否認理論之適用範圍 

該判例推出後依一般學者見解，最高法院否認該涉案公司法

人格之認定事由，係法人格否認理論中之迴避義務及濫用法人資

格二者57，至其法理根據則係依民法第一條第三項:「不得濫用權
利」之規定58，故於該國法人格否認理論係以權利濫用理論為基

礎，此與德國相同。唯適用該理論否認公司法人格時，何種範圍

內之事項始符合權利濫用理論，於此並無確定標準可循，學者及

                                                 
55
 大隅健一郎，「会社の法形態の濫用」，会社法の諸問題，(再増補版)，頁35;加美和照，

「会社法人格の界限と否認」，『私法』，第24号，頁164;蓮井良憲，前引註48，頁1087;

井上和彦，前引註8，頁179。 
56
 井上和彥，同前註，頁179-180。 
57
 上田明信，前引註44，頁81;井上和彥，同前註，頁96;江頭憲治郎，前引註25，頁121;

大隅健一郎、今井  宏編著，「会社法論(上)」，有斐閣，平成3年(1991年)1月，第3

版第1刷，頁53;蓮井良憲，前引註48，頁1085;森本  滋，前引註29，頁124;河本一

郎，前引註1，頁12。 
58
 井上和彥，同前註，頁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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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對此往往均係各有所見，以致最後均淪為各說各話之局面。 

因民法第一條第三項僅係極為簡單之理論性、抽象性規定，

適用該規定時必須有一定理論支持始可。於此該國學者將國內外

否認公司法人格時，學界及實務界所訂出，應適用範圍之標準匯

集後，歸納出下列五種學說:59 

2.3.1 第一說(中義說) 

此說為昭和四十四年(一九六九年)最高法院所採之見解，此
說主張法人格否認理論之適用範圍，係在於法人僅具有形骸及為

迴避債務而濫用法人資格之情形，此為該國大部分學者所讚同之

學說60。讚同此說之學者約有上田明信、鈴木  薰、西島梅治、 
小川善吉、河本一郎、奧山恒朗及竹內昭夫等。61 

2.3.2 第二說(廣義說) 

此說為英國及美國所採62(請參閱本章第二節第二項有關美國
之說明)，此說主張法人格否認理論適用範圍除前述兩種情形之
外，亦應包含設立公司之時，即已存有預期違反相關法律規定之

不法意圖者;除此之外，甚至亦有主張那怕只有間接違反之意圖亦
為法所不許。換而言之，只須於公司設立時已存有不法意圖之可 
能性即為已足，此與刑法意圖犯理論頗相類似。 

例如設立子公司之目的即係為便於炒作二關係企業間之股票;

                                                 
59
 井上和彥，同前註，頁96-104。但亦有學者將其區分為廣範圍、中範圍、小範圍及最小

範圍4種學說，田中誠二，前引註16，頁99-101;及區分為第1類型(適用於資本不足、

與股東財產混淆、為詐害債權而移轉財產者)、第2類型(基於競業禁止義務而生之禁止

請求權擴張、和解及契約效果擴張)、及第3類型(專門針對公司或其股東，在一般私法

領域不會產生之不利狀況)3者，江頭憲治郎，「会社法人格否認の法理」，東京大学出版

会，1980年12月版，頁147、168-169。 
60
 田中誠二，同前註，頁99。 
61
 上田明信，前引註44，頁74-84;竹内昭夫，前引註4，頁144-152；井上和彥，前引註8，

頁102(註1)。 
62
 例如，美國自十九世紀後半採公司法人格否認理論後，該國判例即認為當法人資格被用

於「危害公共利益、變更非法為合法、保護詐欺、或為犯罪辯護」時，即應否認其法人

資格，而其學說之主張較判例所指範圍更廣。井上和彦，同前註，頁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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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該公司之真正當事人，係另有他人而非該公司者，例如，個人

企業設立公司後，利用該公司名義對外承租房屋，以詐害他人者，

均為法人格否認理論應適用之範圍。日本主張本說之學者約有， 
大隅健一郎、鈴木忠一、龍田  節及蓮井良憲等。63 

2.3.3 第三說(狹義說) 

此說為德國及法國所採64(請參閱本章第二節第四項有關德國
之說明)，此說主張法人格否認理論應適用之範圍，僅限於公司形
骸化及法人資格濫用後，已對他人造成侵害者始適用之。此說與

中義說不同之處在於，中義說僅須具有意圖而不待結果發生，即

可據以否認該公司法人格。而本說則不僅須有公司形骸化及法人

資格濫用意圖，而且必須已發生因此對他人造成侵害之結果後，

始有否認法人格理論之適用。日本主張該說之學者約有，田中誠

二、大山俊彥、石井照久及加美和照等。65 

2.3.4 第四說(小規模個人公司否認説) 

此説係該國學者對於法人格否認理論究係僅適用於實體法，

或程序法亦有適用所引發之學理爭議後，少數說學者所為之主

張。依本說見解日本之所以適用法人格否認理論，其目的係為保

護數量眾多之中、小規模之封閉型公司，當其勝訴後，為便於其

強制執行及減少訟源之故，因而主張對涉案公司否認其法人格

後，其既判力得直接擴張至強制執行之程序法，勝訴者無須於實

體判決勝訴後仍須另行提起強制執行之訴66。否則若仍須另行起

訴始能達原訴訟目的時，再度訴訟之曠日廢時，及繁鎖程序必將

使人望而怯步，因而原實體法上之勝訴判決對勝訴者則無太大意 
義可言。 

                                                 
63
 大隅健一郎，前引註55，頁23;蓮井良憲，前引註48，頁1086-1087。 
64
 井上和彥，前引註8，頁99-102。 
65
 田中誠二，前引註16，頁52。 
66
 森本  滋，前引註29，頁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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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前述昭和四十四年(一九六九年)歸還租賃物之判例，
出租人勝訴，乙公司於該案例中法人格遭致否認確定後，出租人

丙若欲收回該店面時，仍須另行提起強制執行之訴，而不得直接

依實體上否認乙公司法人格之確定判決強制執行，此對出租人丙

而言，前項勝訴判決對其實益有限。此說為日本之特別理論，67讚 
同此說之學者有森本  滋68。 

唯實務上亦有部分判例支持此說，例如，大阪高等法院於昭

和五○年(一九七五年)曾判決指出，若能証明新舊兩家公司實際
上為同一公司時，得以舊公司之給付判決為執行名義，對新公司

強制執行(大阪高判昭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判時七八一號，第 
一○一頁)69。 

但通說則認為實體上否認公司法人格之判決，僅係就該公司

有無濫用法人資格而作之實體審查，至於涉及注重執行客體之明

確性、形式性及穩定性之程序法時，則須另行審理。因實體上之

否認與能否執行?如何執行?係屬不同領域之法律，前者係重視事
實之有無，後者則係重視程序之正確，二者屬性完全不同。否則

執行客體為何?執行範圍為何?執行標的是否適於執行?若均無明 
確答案而貿然執行，必將引起其他糾紛。 

而且現行民事訴訟法第二○一條亦有明文規定:「既判力主觀
範圍以外之人，非為既判力效力所及」70。因此，前述昭和四十

四年(一九六九年)最高法院之判例，即係採此見解71，其後該國亦

有多次判例之見解亦同。72但最近亦有不少下級審法院採不同見

解73，學者間亦有支持擴張既判例力至強制執行等程序法者74，例

                                                 
67
 井上和彥，前引註8，頁102。 
68
 森本  滋，前引註29，頁124-126。 
69
 大隅健一郎、今井  宏，前引註57，頁55。 
70
 井上和彥，前引註8，頁113。 
71
 蓮井良憲、森淳二朗，前引註18，頁22。 
72
 例如，最判昭和53年(1978年)9月14日判時906號，頁88。 
73
 鹿兒島地判昭和46.6.17(1971年)下民集22卷5，6號，頁702;仙台地決昭和45.3.26(1970

年)判時588號，頁52;大阪地判昭和49.2.13(1974年)判時735號，頁99;大阪高判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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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井上和彥教授即認為以現狀而言，其係持反對立場，但就長

久而言，其支持於訴訟法等程序法中，明文訂定承認法人格否認 
理論之效力及於程序法事項。75 

2.3.5 第五說(暫時適用說) 

此説認為目前法人格否認理論所適用者皆係暫時性現象，因

目前私法領域之理論並不完備，以致有甚多相關問題無法解決，

故不得不暫時以法人格否認理論以資因應。故就日本之否認法人

格理論言，其僅係屬暫時性之過渡理論，其目前存在之價值或機

能僅係為解決存在於日本社會中，大量之中、小型封閉企業及關

係企業所引發之問題，該類問題之性質係以往民商法體系所未曾

預想過會發生之問題，故以現有法律體系無法有效因應，故不得

不暫時適用法人格否認理論解決之。待日後理論體系逐漸步入正

軌後，目並前之法人格否認理論，勢將在理論體系形成過程中被

吸收殆盡。主張此說之學者為江頭憲治郎。76 

2.4 日本法人格否認理論適用之行為態樣 

目前日本學理之通說及判例均已承認法人格否認理論，而且

界定該理論僅適用於公司形骸化及法人資格濫用二種情形。所謂

形骸化定義係指公司與股東不分，該公司所經營之事業通常亦為

其股東之個人事業，或為母公司事業之一部分;該公司財產與股東
個人或母公司財產不分;公司會計表冊不是未作，即係與股東個人
或母公司之會計表冊混同;公司設立後從未召開股東會及董事
會，或縱有召開但亦無股東會議記錄;或公司設立後並無資本或資 

                                                                                                         
50.3.28(1975年)判時781號，頁101。 

74
 竹內昭夫，「法人格否認と判決の効力の擴張」，判夕390号，頁248;上田明信，「法人

格否認と訴訟主體」，『私法』，第33号，頁31、上田明信，「既判力の観的範囲の理論

の構成」，民事法雑誌，第20号，頁170以下。引自蓮井良憲、森淳二朗，前引註18，

頁23-24(註11)。 
75
 井上和彥，前引註8，頁114。 
76
 江頭憲治郎，前引註25，頁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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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過少等情形皆屬之。77 

至於法人格濫用定義係指公司之實際控制者，為達謀取不法

利益目的，而利用公司法人格從事各種違法或不當之行為，例如，

以設立公司詐害債權或迴避義務等。但該實際控制者必須有完全

控制該公司之能力始可。78 

至於前述兩種情形，其中又以法人資格濫用為必要條件，於

此如前所述其理論根據係來自該國民法第一條第三項禁止權利濫

用法理。唯當某一公司已具有前述二種情形之一時，亦須具有「具

體侵害法益之行為」始得據以否認該公司法人格。但適用時究竟

何種行為始得稱為「具體侵害法益之行為」?此亦即謂適用時究係
以何種行為態樣所構成之情形，始得列為此處所指之濫用法人資

格之行為? 

對此日本學界之通說及法院實務大多認為，得據以否認公司

法人格之權利濫用行為態樣，「僅限於交易行為」所造成之法人資

格濫用者，始得適用法人格否認理論79。例如，前述昭和四十四

年(一九六九年)之 Leading Case;及昭和四十二年(一九六七年)東
京地方法院判決，母公司濫用子公司法人格侵害交易行為之相對

人者，該子公司法人格應予否認之判例皆屬適例。80通說及法院

持此見解之理由為，該國之所以承認公司法人格否認理論，係為

保護交易第三人之交易安全，故適用法人格否認理論時，自應僅 
限於交易行為所造成之權利濫用行為。81 

但對此見解亦有反對說，例如，該國田中誠二教授認為，否

認法人格理論基礎既為民法禁止權利濫用之理論，則其適用範圍

                                                 
77
 在母子公司之情形，所指公司形骸化，主要係以母公司對子公司支配力之強度及從屬性

如何為判斷基準，若前述條件皆有之，但母公司事實上對子公司支配力不足時，亦不得

稱子公司為形骸化公司。例如仙台地院所作之判決則為適例(昭和45年(1970年)3月26

日判時第588號，頁38)。蓮井良憲、森淳二朗，前引註18，頁20。 
78
 蓮井良憲，森淳二朗，同前註，頁21。 
79
 蓮井良憲，「会社法人格の否認」，『ジュリスト』，第451号，頁103。 
80
 昭和42.5.8(1967年)東京地判下民集第18卷第5，6號，頁509。 
81
 井上和彥，前引註8，頁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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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非僅止於此，其範圍更應擴大始是。換而言之，只要是利用法

人有限責任特性，而利用公司從事權利濫用行為者，應皆有法人

格否認理論之適用餘地。82 

對此見解井上和彥教授亦表讚同83。茲以前述昭和四十二年

(一九六七年)東京地方法院判決為例，經營貨物運送業之母公司
為逃避發生車禍後之損害賠償責任，而分別設立數個子公司，每

一子公司僅以一輛貨車作為公司資產，除此之外別無任何資產。

當車禍發生時，被害人最多僅能就子公司之該輛貨車求償，母公

司即得因此規避賠償責任。在此案例當侵權行為實際發生後，該

子公司之法人格當然應予否認，至於賠償責任應由隱身其後之母

公司負承擔之，而無待於該子公司有受害人有任何交易行為後， 
始得否認其法人資格。 

該國法院對於因交通事故而發生損害賠償請求事件之判例

中，亦有採此說之見解者。例如，昭和四十三年(一九六八年)三
月十五日最高法院第二小法庭，判時五四六號判決(頁六十一);及
昭和四十五年(一九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橫濱地方法院，判タ第 
二六一號(頁三三三)判決皆為適例。84 

事實上就具體而言，日本以公司形骸化及權利濫用為基礎之

否認法人格事例，大致有以之為詐害債權、侵占公司資產、迴避

契約義務、逃避債務、逃避責任及從事脫法行為等，而各該案件

於日本各級法院已有極多相關判例。若從各該判例作進一步分

析，即可發現於該國法院對此類案例之基本態度。換而言之，可

由判例中看出，各該案例所指之權利濫用情形應至何種程度?法院 
始同意適用法人格否認法理，否認涉案公司之法人格。 

除此之外，同時亦可藉此得知，各該案例與民法或其他相關

                                                 
82
 田中誠二，前引註16，頁108。 
83
 井上和彥，前引註8，頁108。 
84
 井上和彥，同前註，頁109(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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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之關係如何?。茲引介井上和彥教授所歸納在日本判例中，適
用法人格否認理論之具體行為態樣如下:85 

2.4.1 與民法第三編第一章總則有關者(利用公司詐害債權或侵占
公司資產) 

a.違反第四二四條規定，利用設立公司以詐害債權人者: 

(1)債務人為免除強制執行而設立公司者，判例有昭和四十五年(一
九七○年)五月六日東京高判(判タ 247.124 下級民集 21.5，
6.629); 昭和四十八年(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最高判(2
小)(判時 723，頁 37); 昭和四十九年(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三日大
阪地判(判時 735，頁 99); 昭和五○年(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八
日大阪高判(判時 781，頁 101); 昭和五十三年(一九七八年)九
月十四日最高判(1 小)(金融商事 559，頁 3); 昭和五十四年(一
九七九年)十一月二○日大阪高判(判タ 408，頁 123)。86 

(2)債務人為免除強制執行而利用既有公司者，判例有昭和四十七
年(一九七五年)三月七日松山地宇和島支判，判タ 278，頁 207。 

(3)債務人為免除強制執行而利用複數公司者(不適用之判例有昭
和五○年(一九七五年)五月二○日東京地判「金融法務 774，頁 
34」)。 

(4)設立資本不足之公司，該公司所需資本由所有人借出者。87 

                                                 
85
 井上和彥，同前註，頁158-168。 
86
 各判例所附最高判(1小)、(2小)係指日本最高法院第1小法庭、第2小法庭所為之判決，

以下依此類推。 
87
 日本商法於成平2年(1990年)修法時，對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公司均定出最低資本額標

準。股份有限公司部分依第168條之4，股份有限公司最低資本額不得少於日幣1000萬

圓，修法前已存在之公司須於修法後5年內補足不足之數，或變更組織改為兩合公司或

合資公司(附則第5條第2、4、5項，及附則第5條第2、4、5項)。5年期間屆滿後自主

管機關公告之日起2個月內仍未補足資本不足之數，依法改組為兩合公司或合資公司

者，該公司視同自動解散(附則第5條第3項，及第6條第1項)。但被視同解散之公司，

仍得於3年內補足資本額為1000萬圓，或變更組織為兩合公司或合資公司(附則第6條

第2項起至第5項)。 

    有限公司依有限公司法第9條規定公司資本額不低於日幣3萬圓，修法前已存在之公

司，於修法後5年內得補足資本不足之數，或變更組織為兩合公司或資合公司，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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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設立新公司以詐害債權人者，判例有昭和四十三年(一九六八年)
十月十六日福岡高判(判時 551，頁 82); 昭和五○年(一九七五
年)八月八日東京地判(判時 799，頁 90); 昭和五○年(一九七五
年)九月二十二日松江地判(判時 807，頁 92); 昭和五十五年(一
九八○年)二月二○日東京地判(判時 966，頁 11、金融商事 605， 

頁 44)。 

b.違反第四二三條規定，利用設立公司而侵害人司資產者，判例
有昭和五十三年(一九七八年)八月九日東京高判(判タ 371，頁 
80、金融商事 559，頁 37)。 

2.4.2 與民法第三編第二章契約有關者(利用公司以迴避契約上之
義務) 

a.違反競業禁止契約義務，利用設立公司將該義務轉嫁給自已所
經營之公司者(不適用之判例有昭和三十五年(一九六○年)一月十 
三日熊本地八代支判「下級民集 11.1.4」)。 

b.經營不善之公司為逃避債務而將原公司解散，另行設立新公
司，但新公司之設立組織、事業種類幾乎與原公司完全相同，判

例有昭和四十三年(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福岡地判(判時 551，
頁 82); 昭和四十九年(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福岡高判(判時
760，頁 95); 昭和四十九年(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東京高決
(判時 755，頁 103); 昭和五○年(一九七五年)八月八日東京地判
(判時 799，頁 90); 昭和五○年(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松江地
判(判時 807，頁 92); 昭和五○年(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一日札幌地
決(判時 800頁 105 )。(不適用之判例有昭和四十三年(一九六八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阪高判「金融商事 158，頁 14」; 昭和四十五
年(一九七○年)三月四日東京高判「判タ 252，頁 272」)。 

                                                                                                         
期間屆滿該公司視同自動解散(附則第18條第1項)。但於視同解散後3年內補足資本

額為3萬圓，或依法變更組織為兩合公司或合資公司者，準用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處

理(附則第18條第2項起至第5項，及第19條)。引自井上和彥，前引註3，頁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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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利用既存之公司逃避契約義務者。判例有昭和三十五年(一九六
○年)十月三○日千葉地判(下級民集 11.1.194); 昭和四十四年(一
九六九年)五月十四日大阪地判(判時 598，頁 77、民集 23.2.511); 
昭和四十四年(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東京高判(金融法務 561，
頁 36); 昭和四十四年(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東京地判(判
タ 244，頁 260); 昭和四十四年(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仙台
地判(判タ 243，頁 223); 昭和四十七年(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七
日東京高判(判時 676，頁 75); 昭和四十七年(一九七二年)九月二
十五日大村簡判(判時 694，頁 10); 昭和五○年(一九七五年)三月
十日大阪地判(判時 788，頁 100); 昭和五十一年(一九七六年)一
月二十八日東京高判(判時 815，頁 83); 昭和五十一年(一九七六
年)五月二十七日東京地判(判タ 345，頁 290); 昭和五十二年(一
九七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東京高判(判タ 357，頁 278、金融法務
842，頁 32); 昭和五十三年(一九五八年)三月三日東京高判(判時
890，頁 112 )。(不適用之判例有昭和四十七年(一九七二年)十一
月十七日東京地判「判時 671，頁 84」; 昭和四十七年(一九七二
年)六月三○日大阪地判「判時 688，頁 94」; 昭和四十八年(一九
七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東京地判「判時 706，頁 84」; 昭和四十九
年(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東京地判「判時 755，頁 106」; 昭
和五○年(一九七五年)六月三○日東京高判「判タ 330，頁 302」; 
昭和五○年(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東京地判「判時 812，頁 84」; 昭
和五十二年(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新潟地判「判タ 369，頁
383」; 昭和五十三年(一九七八年)七月二○日大阪地判「判時 
912，頁 96」)。 

d.利用設立複數企業迴避契約上義務者，判例有昭和四十五年(一
九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仙台地判(判時 588，頁 38); 昭和五○年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東京地判(判時 810，頁 60)。(不適用
之判例有昭和四十七年(一九七二年)三月八日大阪地判「判時
666，頁 68」; 昭和四十九年(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八日福島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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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時 770，頁 102」)，唯應注意者係仙台地判及福島地決，亦 
係與母子公司及後述勞動法規有關之判例。 

2.4.3 與民法第三編第三章業務執行相關者(利用公司迴避業務執
行之責任、義務) 

a.公司業務管理者利用其他公司迴避其應有之責任、義務。 

b.請他人代為執行業務者，利用公司法人格迴避其責任、義務。 

2.4.4 與民法第三篇第四章不當得利有關者(利用公司逃避不當得
利責任) 

利用新設公司或設立複數公司迴避不當得利之責任、義務

者，判例有昭和四十三年(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阪高判
(金融商事 158，頁 14); 昭和四十六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日
名古屋地判(金融商事 308，頁 12); 昭和四十九年(一九七四年)六
月十日東京地判(判時 753，頁 83); 昭和五○年(一九七五年)八月
二十七日東京高判(判時 798，頁 34); 昭和五十二年(一九七七年)
十月二十四日東京高判(判時 889，頁 62)。 (不適用之判例有昭和
四十六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九日名古屋地判(金融商事 308，頁 
12)。 

2.4.5 與民法第三編第五章不法行為有關者(利用公司迴避或分散
不法行為責任) 

ａ.因交易有不法行為而負債之公司，藉由解散原有公司再設立新

公司以迴避其應有責任，但該新公司之組織、業務內容、人員幾

乎與原有公司完全相同者，判例有昭和四十七年(一九七二年)十
一月二十八日大阪地判(判タ 298，頁 109)。 

b.本為單一公司，但為考慮所經營之事業面對不法行為後之債務
賠償責任風險太大，故將原有公司分割為數公司以分散財產，逃

避債務賠償責任者，例如，運輸公司，判例有昭和五十三年(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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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年)七月七日水戸地判(判時 918，頁 109)。 (不適用之判例有
昭和四十六年(一九七一年)四月三○日東京高判(判時643，頁87)。 

2.4.6 與商法有關者 

a.為迴避競業禁止義務(商法第二十五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八
條、第七十四條、第一四七條、第二六四條)，而設立新公司以從
事不當競業行為者，判例有昭和四十七年(一九七二年)二月十日 
名古屋高判(判時 670，頁 49、高裁民集 25.1.48)。 

b.以設立新公司並加以投保後，故意造成保險事故以詐領保險金
理賠者(商法第六四一條)。 

c.利用公司承租房屋後，以不實頂讓契約對出租人主張，已承受
該法人將該屋轉讓給其個人者(商法第五○四條)，判例有昭和四
十四年(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最高判(1小)(判時 551，頁 80、
民集 23.2.511)。 

2.4.7 與有限公司法有關者 

利用所成立之公司迴避有限公司法第二十九條競業禁止之規定

者。 

2.4.8 與勞動法有關者 

a.利用解散原有公司後，再設立新公司之方式解僱從事勞工運動
之極端員工(勞組法第七條)。 

b.逃避解散子公司藉此不當解僱勞工後，伴隨而來違反勞組法之
責任者，判例有昭和四十五年(一九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仙台地
判(判時 588，頁 36); 昭和四十五年(一九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仙
台地決(判時 588，頁 52); 昭和五○年(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福島地判(労働民例集 26.4.580)。 (不適用之判例有昭和四十九年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八日福島地決「判時 770，頁 102」)。 

2.4.9 與民事程序法有關者(民事訴訟法、強制執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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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逃避對於個人財產之強制執行，而利用所成立之公司提出

第三人異議之訴;或為逃避自已所開設公司之財產遭致強制執
行，而以個人名義提出第三人異議之訴者，判例有昭和四十五年

(一九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仙台地決(判時 588，頁 52); 昭和四十
六年(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七日鹿児島地判(判時 652，頁 80)。 (不
適當之判例有昭和五十一年(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東京高判
「判時 8 2 6，頁 4 4」 ;仙台地決亦與勞動法有關 )。 

由前述日本法院相關判例歸納說明後即知，該國適用法人格

否認理論之案例，係以違反民債編之案例居多;至其行為類型又以
為交易行為後，意圖迴避義務、違反契約及詐害債權為多; 至其
所侵害之法益又均為個人私法益，與公法益相關者較少。但同類

型事件中，法院亦有不適用法人格否認理論以否認涉案公司法人

格之案例(前引判例中有記載「不適用之判例」者皆屬之)。除此
之外，復由井上教授之說明得知，各該判例所否認法人格者，亦

可引用各該法律規定中之相關條文規定解決(各項目所列違反各
該法律之相關條文)，不一定非得引用法人格否認理論不可。88 

2.5 日本法人格否認理論之適用要件 

如前所述日本適用法人格否認理論時，依該國通說係以濫用

公司法人格為理論基礎，至其構成要件依一般見解有二，即完全 
控制要件及法人資格濫用要件，茲分述如下: 

2.5.1 完全控制要件 

基於完全控制理論，該涉案公司之實質控制者必須於客觀

上，對該公司有靜態之支配權，及動態之客觀濫用事實。對該公

司須有完支配權係一般國家之共通要件，例如，德國、英國、美

國等皆屬之。此要件於美國係指支配股東(dominant shareholder)
將公司資產及業務當作自已所有而任意處理，造成公司與股東不

                                                 
88
 井上和彥，同前註，頁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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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情形、或支配後對他人造成侵害、或該公司資本過少，而向 
該股東借款營業者皆屬之。89 

例如，昭和三十五年(一九六○年)一月十三日熊本地八代支
判例即指出，「不得利用公司型態迴避競業禁止約定。唯因該契約

當事人係該公司背後之個人股東，若欲追究該股東利用該公司違

反契約競業禁止義務者，必須証明該個人股東與該為競業行為之

公司係為同一人。至其要件係以該股東持有該公司之全部股份，

或持有絕大部分始得成立。除此之外，尚須舉証該股東係為契約

上之義務人及係為迴避義義而利用該公司始可」90;另如昭和四十
五年(一九七○年)仙台地方法院判決亦指出，「依法人格否認法理
子公司之法人格被否認時，母公司應就子公司債務負責之條件

為，第一，母公司與子公司於財務上係屬單一企業體;第二，在業
務經營上母公司對子公司實際上完全擁有統一支配權，而且該業

務於實質上必須在經濟上或社會上具有同一性」91。至於支配權

行使時，亦得經由對該公司派遣高級職員或利用與該公司訂立契 
約等方式為之。92 

2.5.2 法人資格濫用要件(亦稱不法目的要件)93 

日本於此受德國學說影響甚大，如前所述，德國對公司法人

格否認理論係以民法第二二六條權利濫用理論為其理論根據，而

德國對該條文適用於否認公司法人格時，係以該公司之行為主觀

上「有加害他人為目的」之主觀濫用說為通說94。而日本亦係以

主觀濫用說為通說，此即係以該公司股東為不法目的而利用公司

法人資格者，應適用法人格否認理論，拒絕承認該公司法人格獨

                                                 
89
 Ballantine, supra note 22, at 294。 
90
 昭和35.1.13(1960年)，熊本地八代支判(下級民集11.1.4)。 
91
 昭和45.3.26(1970年)，仙台地判(判時588.38)。 
92
 竹內昭夫，前引註4，頁146-147。 
93
 對此部分井上和彥教授稱為客觀濫用要件，竹內昭夫教授稱為不法目的要件。井上和

彥，前引註8，頁179;竹內昭夫，同前註，頁147。 
94
 井上和彥，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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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性。例如，利用公司之目的係為逃避法律(例如，逃避商法中競
業禁止義務之規定、設立公司為謀取不法保險利益、假裝解散公

司以違反勞動法規解僱員工)、迴避契約責任(利用公司迴避不作
為義務、迴避債務清償責任)、利用公司為脫法行為、利用公司詐 
害債權人等皆為適例。95 

但讚成採用客觀濫用說者亦不在少數。例如，該國學者井上

和彥即認為於日本應採客觀濫用說較妥，其理由有三:96 

a.因依該國普遍見解適用於法人格否認理論之法律依據，即為該
國民法第一條第三項規定之禁止權利濫用行為，而該國之是項規

定未如德國民法第二二六條另有須以「以加害他人為目的」之主

觀要件，因此就文義解釋日本應採客觀濫用說始是。 

b.依德國經驗採客觀濫用說較易舉証(此為德國由主觀濫用說改為
客觀濫用說之根本原因) ，故日本應吸取該國經驗，以免重蹈他 
國覆轍。 

c.就解釋目的論，若如此解釋並不會引致任何不利後果，甚至將
有較為有利之結果誕生時，當應接受此項見解，例如前述舉証較 
易即為其優點。 

d.若以目前而言，採主觀濫用說較能維持法之安定性，但如因此
造成舉証困難，及解釋上違反民法第一條第三項之根本立法旨趣 
時，則非屬該當之見解。 

2.6 日本得主張法人格否認之主體 

當得為否認法人格之事由發生時，得主張否認該涉案公司法

人格者應為何人?此意即謂，得為否認法人格之主張者係僅限以該
事件中不利益之他方始得主張?或當造成得為否認法人格事由之
當事人本身亦有不利益時(例如該公司之實際控制者)，能否為此

                                                 
95
 竹內昭夫，前引註4，頁146-149。 
96
 井上和彥，前引註8，頁1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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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主張?再者，各該人等之繼承人是否亦包含在內?例如，甲為迴
避與乙約定競業禁止之義務，即於其所經營之個人企業之外，另

行登記設立一家有限公司，嗣後其以該公司名義與丙訂立為期三

年之房屋租賃契約以便經營與乙競爭之業務。唯半年後甲欲將該

公司他遷，但租約尚餘二年半，中途解約勢將面臨必須依約給付

鉅額違約金。此時甲得否主張該公司實質上為其一人所、公司並

無足夠資本、所有公司職員皆為其個人企業之員工等事由，據以 
否認該有限公司之法人格，以迴避該項租約拘束? 

對此有廣義說及狹義說二種不同主張，就廣義說言，不論何

人只須因該具有得為否認法人格事由之公司而受有不利益時，皆

得主張否認該公司法人格，因此，前述案例中之甲及其繼承人亦

得主張否認其所設立有限公司之法人格。97 

狹義說則主張僅有因該公司法人格未予否認，致受有不利益

之他方當事人及其繼承人始得為此主張。主張此說之理由為，法

人格否認理論既係由民法第一條第三項禁止權利濫用理論類推演

而來，則依理只有因他人權利濫用而受害之他方始得為此主張。

故前述案例中僅有受害人乙及其繼承人，始得主張否認該有限公

司之法人格(若丙因甲或其繼承人受有任何不利益時，亦得主張)。 

至於甲係權利濫用者，縱其因租約之存續對其有不利益，但

該不利益係因其本身欲違約所造成者，其本應承受所有因其違約

所形成之不利益;再者，依法理甲本身即係權利濫用者，絕不能因
其自已權利濫用後，亦得再主張權利濫用為自已爭取有利之事

實，在此絕不能曲解民法第一條第三項禁止權利濫用之本意。98西

諺有云 :「污染之手，不得進入衡平法院」即係指此之謂。 

                                                 
97
 主張此類見解之學者有蓮井良憲，「会社の独立性の限界」，『私法』第19号，頁112(但

嗣後其見解有所変更);大隅健一郎，「法人格否認の法理の適用」，松田二郎判事在職40

年，会社と訴訟，頁48-52。引自井上和彥，前引註8，頁107(註1)。 
98
 主張此類見解之學者有田中誠二，前引註16，頁102;上田明信，前引註44，頁5-6;竹內

昭夫，前引註4，頁150;蓮井良憲，前引註79，頁103;井上和彥，前引註8，頁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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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院實務亦讚同後說之見解，例如，判決擁有具有法人

格否認事由公司之本人及其繼承人，不得提起該公司法人格否認

之訴之判例有:99 

(1)昭和四十六年(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四日，東京地判，判時六四
一，頁七十二。 

(2)昭和四十六年(一九七一年)四月三○日，東京高判，判時六四
三，頁八十七。 

(3)和四十六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九日，名古屋地判，金融商事
三○八，頁十二。 

(4)昭和四十八年(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東京高判，判時七
○九，頁三十八。 

(5)昭和五○年(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東京地判，判時八一二，
頁八十四。 

(6)昭和五十一年(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東京高判，判時八
二六，頁四十四。 

(7)昭和五十三年(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東京地判，判時九
二三，頁九十四。 

(8)昭和五十三年(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東京高判，判時八
九三，頁二十一;判タ三六八，頁三一八。 

(9)昭和四十三年(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最高判(2小)，判時
五四三，頁六十一。 

(10)昭和四十五年(一九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橫濱地判，判タ二
六一，頁三三三。 

2.7 日本法人格否認理論適用之效果 

                                                 
99
 引自井上和彥，同前註，頁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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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當公司法人格遭致否認後，其效果並非因此使該

公司本身因此必須辦理解散登記，而係暫時性地於該特定案件

中，否認其法人資格爾。唯在此有下列數端值得討論者，其一為

公司法人格遭致否認後，該當事公司於訴訟法上之當事人資格是

否亦隨之不存?其二為法人格否認效力是否及於所有當事人?其三
為法人格否認效力是否及於該公司所有事務?其四為法人格否認
後應追究法律責任之當事人有幾?其五為法人格否認效力是否亦
適用於有人合性質之公司?其六為法人格否認效力是否亦適用於 
強制執行法中第三人異議之訴?茲分述如下: 

2.7.1 法人格遭致否認後該公司於訴訟法上之當事人資格是否亦
隨之不存? 

  此部分係涉及訴訟法事項時，該涉案公司法人格既於實體
法中遭致否認，則於同一事件在訴訟法中，該公司是否已不具當

事人資格?對此日本多數學者主張，其於訴訟法上當事人資格仍應
存在。因如前述否認法人格效力僅及於特定事項之實體法律關

係，而不及於訴訟法或強制執行法等程序法部分。於該部分依現

行一般見解該公司債權人於實體法勝訴後，有關強制執行仍須另

行提出訴訟，而不得直接強制執行100，此與公司因合併或清算而 
解散致公司法人格完全消滅之情形不同101 

2.7.2 法人格遭致否認後效力是否及於所有與該公司有關之當事
人? 

對此部分於該國學說與法院實務見解一致，均認為法人格否

認效力僅係「針對特定當事人間而生之法律關係」，至於其他當事

人則非法人格否認效力所及102。例如，涉案公司經其債權人主張

否認其法人格成立後，其效力不及於與該涉案公司另有交易行為

                                                 
100
 井上和彥，同前註，頁115-116。 

101
 田中誠二，前引註16，頁110。 

102
 井上和彥，同前註，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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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第三者。 

2.7.3 法人格否認後之效果是否及於該公司所有事務? 

一如前述，否認法人格之效果僅係針對特定事務始有否定效

力，至於其他事務因非屬涉訟範圍內事項，故當然非屬法人格否

認效力所及者，此為法理上之必然解釋。 

2.7.4 法人格否認後追究當事人責任之範圍為何? 

法人格否認後應被追究責任當事人之範圍為何，於該國有三

種主張: 

a.法人無責說 

此說主張法人格否認後，其背後之實際控制者應就所有債務

負無限清償責任，至於被否認法人格之涉案公司並無責任可言，

美國即係採此見解。103 

b.共同責任說 

此說主張法人格否認後，其責任應由該公司及其背後之實際

控制者共同承擔，債權人得就其二者擇一求償或連帶求償。法國

關於共同破產(faillite commune)判例即係持此見解104;日本亦有學
者及判例讚同此項主張，故此說於該國為通說，其理由為既然濫

用法人資格之事由已確定，而且已據此否認該公司法人格，此時

則應完全保護該公司之債權人，由其自由選擇應如何求償以充分 
保護其權利。105 

c.補充責任說 

此說主張為強調法人資格之獨立性，故應先追究該公司責

                                                 
103
 井上和彥，同前註，頁111(註3)。 

104
 法國共同破產判例主張，法人格否認後之責任，應由該公司及其背後之實際控制者，

依該國民法第七九一條類推解釋，共同負連帶賠償責任。田中誠二，前引註15，頁

110-111(註1)。 
105
 昭和44.5.14(1979年)，大阪地判，下民集20卷5，6號，頁354; 昭和52.4.28(1977年)，

東京高判，金融法務842號，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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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就該公司財產先行求償，若有不足始再追究該公司背後實際

控制者之責任，因此，該實際控制者所負者僅係補充性責任。日 
本亦有部分學者支持此項見解。106 

2.7.5 法人格否認效果是否亦適用於有人合性質之公司? 

否認公司法人格對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固有其重大意

義，但對於具有人合性質之公司是否亦有適用之必要?例如，無限
公司或兩合公司若有必要時是否亦得適用法人格否認理論?其實
就否認後效果言，該類公司全部股東或部分負無限責任股東本即

對公司債權人負無限連帶責任，故似乎並無適用實益。 

但因該國公司法第八十條規定股東之連帶責任，係於公司財

產不足以清償債務時，始就不足之數負連帶責任107。若公司財產

本足以清償該公司積欠債權人之債務，但債權人仍執意強制執行

負無限責任股東之個人財產，而該個人股東亦依據商法第八十條

第三項規定，主張公司財產足以清償其債權，而且該財產較易執

行作為抗辯時，該債權人則不得就該無限責任股東之個人財產主

張強制執行。但若該公司同時具有得否認其法人格之事由時(例
如，該公司設立目的係為迴避義務)，則對該債權人言似乎仍有適 
用法人格否認理論之需要。 

因在此情形該公司負無限責任之股東所主張者，固係商法第

八十條第三項明文賦與之抗辯權，但由於該公司同時具有得為否

認其法人格之事由。而就該公司債權人言，否認該公司法人格後，

即可對該無限責任股東財產強制執行，係較有利之選擇時(例如可
直接執行其銀行之存款，而無須向法院另行提出拍賣公司之財

產)，則在法人格否認理論上，是否應排除具有人合性質公司之適 

                                                 
106
 該國學者田中誠二教授主張，此種情形該公司及其背後實際控制者之責任非屬連帶責

任，而係應分別負責之個別責任。田中誠二，前引註16，頁110-111。 
107
 日本公司法第80條規定:「一，公司財產不能清償公司債務時，各股東負連帶清償責任;

二，強制執行公司之財產仍不足以清償債務時，亦與前款相同;三，前款規定不適用於

股東已証明公司具有清償債務之財力而且較易於執行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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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即有討論之空間。 

該國學者竹內昭夫主張否認公司法人格理論既係在保護債權

人，任何公司債權人只須於法理上有適用該理論之價值者，當然

有主張該理論以保護債權之權利。因此，具有人合性質之無限公

司，若同時存有債權人得為主張否認其法人格之原因時，自無不

許債權人主張該項理論之理由。至於兩合公司中負有限責任股東

部分，既然對無限責任股東已不免於該項理論之適用，則有限責

任股東自亦不待多言，當有該項理論之適用。108 

2.7.6 法人格否認效果是否亦適用於強制執行法上第三人異議之
訴? 

  當公司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公司財產時，該公司之實際控
制者若就應執行財產中之一部，提出第三人異議之訴時(例如，主
張應執行拍賣之車輛在拍賣前已被轉讓為其所有)，該債權人得否
以該第三人實際上為被執行公司之實際控制者為由，主張否認該

公司法人格? 

日本學者及判例對此皆係採肯定說，例如，田中誠二教授109、

井上和彥教授110及鹿兒島地方法院判決(昭和四十六年(一九七一
年)六月十七日，鹿兒島地判，判時六五二，頁八○)。其所持理
由為，第三人異議之訴與一般聲請執行之訴於審理程序不同，一

般強制執行之訴僅係就執行名義、執行標的是否適於執行、聲請

人資格是否符合等事項作形式審查而已。但第三人異議之訴提出

後，法院審理時，須就異議內容為實質審查及判斷，二者法律效

益完全不同。故若審查後確有藉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以詐害債權 
者，當然有適用法人格否認理論之餘地。111 

                                                 
108
 竹內昭夫，前引註4，頁151。 

109
 田中誠二，前引註16，頁113-114。 

110
 井上和彥，前引註8，頁115。 

111
 井上和彥，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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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本法人格否認理論與一人公司之適用關係 

日本於平成二年(一九九○年)修改商法及有限司法後，於股
份有限公司發起人，已無最低人數限制(刪除商法第一六六條第一
項第五款股東最低人數規定)。除此之外，有限公司公司之解散事
由中，亦刪除「股東變動僅餘一人」之法定解散事由(刪除有限公
司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而此次修法刪除各該規定
後，亦未另行規定股東須為二人以上。是故，自此次修法後於該

國不論係一人有限公司或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均正式取得法律地 
位。 

唯一人公司因股東人數僅為一人，同時該股東通常亦身兼公

司負責人，公司業務及財產亦當然完全為其所控制。因此，具有

不良意圖者亦常以設立一人公司方式，作為詐害債權、迴避義務、

違背契約、為脫法行為等行為之工具，其尤以關係企業中之母公

司轉投資設立子公司之情形最為嚴重。該國早期之所以不願明文

承認一人公司之原因亦即為此112。 

唯今法律為順應時代潮流開放一人公司之成立後，前述各該

足以引起經濟大混亂之問題，只有益趨增加而無減少之可能113。

因此，對一人公司法人格之否認自有其必須適用之堅強理由。唯

目前該國對法人格否認並無明文立法，只是於學理及判例中建立

一些法理上不甚有力之適用原則，於此勢不足以因應一人公司所

引起之各類違反社會經濟秩序問題。故該國學者井上和彥教授即

因此主張應適用意大利民法第二三六二條及第二四九七條第二項

規定114，即「當公司財產不足以清償債務時，該一人股東須就其

個人財產對公司債權人負無限清償責任」，因此，當公司股東僅為

一人時，不問任何情形，只要該公司財產不足以清償公司債務時，

該一人股東即應就不足部分負全部清償責任。如此始能解決一人 

                                                 
112
 井上和彥，前引註8，頁79-81。 

113
 井上和彥，同前註，頁81。 

114
 井上和彥，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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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與法人格否認法理之大部分問題115。 

但該國學者竹內昭夫教授主張對於一人公司股東責任之追

究，不能如此含糊地以公司財產是否足以清償債務，作為否認一

人公司僅負有限責任之依據，對此仍應依一般否認法人格理論行

之始為正途。例如，依法人資格濫用理論，視該一人公司之股東

與該公司支配關係及是否主觀上有不法目的而定，若該一人公司

係股東僅有一人之形式上一人公司，而且其係為不法目的支配該

公司時，當有法人格理論之適用;甚至若該公司股東雖為複數，但
實際控制公司者僅有一人，其餘股東皆為人頭之實質一人公司、

或其他股東雖非人頭，但股東中僅有一人握有絕對控制權者，亦

皆有法人格否認理論之適用。116該國昭和六○年(一九八五年)福 
岡地方法院之判決即係採此見解，該案內容如下:117 

日本福岡久留米市以個人商號「高口鮮魚店」販售魚類之甲，

與其魚類供應商乙素有不合，甲於積欠乙購魚價款後，為詐害乙

之債權及希望利用公司名稱能有助於增加營業額，即將該商號改

組為實質上為其一人所有之丙公司。該公司本係由其自已擔任董

事長，唯日後又數度變更該公司名稱，最後以「高口鮮魚有限公

司」名稱定案，董事長一職以人頭丁擔任之。而該公司不僅名稱

與前商號類似，而且仍從事賣魚業務，其餘公司內之職員、電話、 
事務所及車輛等皆與原商號完全相同。 

嗣後乙經數度向甲催討債款未果後，即以「高口鮮魚有限公

司」與原商號係同一人為由，向福岡地方法院提起否認該公司法

                                                 
115
 依井上和彥教授說明，因意大利民法第2362條及2497條第2項規定，僅適用於形式一

人公司，而無法適用於實質一人公司，故縱將前述該國民法規定引入日本，作為否認

一人公司法人格之依據，仍無法解決實質一人公司於日本所帶來之問題。請參閱本章

第3項有關意大利法人格否認理論之介紹。 
116
 竹內昭夫，前引註4，頁146-147。 

117
 福岡地裁，昭和60年(1985年)1月31日第3民事部判決，昭和58年(ワ)第二九一五号

売掛代金請求事件，請求認容(福岡高裁，昭和61年(1986年)1月30日第一民事部判

決，控訴棄却確定)，本誌七三二号三十八頁。井上和彥，「法人格否認の法理により

個人の債務が会社に負わされた事例」，『金融商事判例研究』，第746号，昭和61年

(1982)，頁49-55。 

- 135 - 



 
日本、大陸及我國法人格否認理論與一人公司關係之探討 39 

 

人格之訴，主張「高口鮮魚有限公司」應清償原商號對其所積欠

之債務。唯「高口鮮魚有限公司」抗辯稱，該有限公司承受原商

號之營業讓渡後，為具有獨立法人格之公司，並無當然承受對乙

債務之義務。 

福岡地方法院審理後認為，丙公司與原商號雖係於形式上各

具獨立法人格，但二者名稱、業務內容、職員、電話、車輛等均

與原商號有實質上之相同性。由此觀察甲設立該有限公司，僅係

為規避對乙之債權而已，故其設立公司部分有濫用法人格之處，

故判決「高口鮮魚有限公司」敗訴，該公司應負責清償前商號對

乙所積欠之債務。其後「高口鮮魚有限公司」上訴至福岡高等法

院仍告敗訴確定。 

除竹內教授外，該國學者吉永榮助教授對此亦持相同見解，

吉永教授認為法人格否認理論係適用於任何利用公司型態之濫用

行為，一人公司自亦包含在內118。因當探究公司法人格背後關係

時，若該公司之形式與實體悖離時，當然應該檢討其法人格於該

案件中獨立之必要性，在此縱使於實質一人公司亦同。 

因實質一人公司之稻草人股東係有名無實之股東，該公司之

設立本即偏離法律制度之基本目的。當該公司與他人發生法律上

利害關係衝突時，否認該公司法人格以追究其背後實質股東之個

人責任，係屬當然法理於此自無須多言119。例如，前述昭和六○

年(一九八五年)福岡地方法院有關「高口鮮魚有限公司」案之判
決;昭和三十五年(一九六○年)熊本地方法院八代支判等皆為適 
例。120 

                                                 
118
 吉永榮助，「実質上の一人会社の株主総会の特別決議の方法として右一人株主の意思

決定をもつて代しうるか-----法人格を否認しなかった一事例-----」，週刊金融‧商事

判例，第201号(1970)，頁3。 
119
 吉永榮助，同前註。 

120
 該案係有競業禁止義務之個人，利用設立公司以迴避該義務，嗣後為該地方法院判決，

隱身為該公司身後之個人，仍須負違反競業禁止義務之責任。昭和35.1.13(1960年)熊

本八代支判(下級民集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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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院實務上亦有反對採此見解之判決，例如，大阪地方法

院於昭和四十四年(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八日之判決，即未以法人
格否認理論否認實質一人公司之法人格獨立性。該案內容如下:121 

甲 1 糾集數人頭設立一家實質上為其一人所有之實質一人公
司，嗣後甲 1 又以該公司名義，轉投資另行成立亦為實質上屬其
一人所有之乙、丙兩家公司，故該三家公司實質上均係甲 1 個人
投資設立者。唯日後乙公司因經營不善，被銀行列為拒絕往來戶，

甲 1 即在未經股東大會決議之情形下，將乙公司之全部營業以一
百五十萬日圓代價轉讓給丙公司，事實上丙公司可說係為承受乙

公司業務而成立之「第二公司」，該公司不僅所用之「大東物產股

份有限公司」名稱，與乙公司之「大東研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頗為類似，而且該公司之業務執行權亦係由原乙公司中之甲 2 掌
控。不久乙公司宣告破產解散，丙公司亦以經營不善為由宣告破 
產解散。 

但由於該二公司之破產侵害各該公司債權人之債權，故破產

管理人即向法院提出該二公司法人格否認之訴。其所持理由為:
第一，乙公司營業轉讓行為未經股東會決議，依商法第二四五條

及第三四三條規定，該轉讓行為應屬無效;第二，乙公司既已為銀
行列為拒絕往來戶，該公司則無任何商業信譽價值，但丙公司竟

然仍以一百五十萬日圓購入該公司之營業權，此一以丙公司為工

具之利益輸送行為侵害丙公司之債權人甚鉅，故請求甲 1 應就其 
個人財產對各該公司債權人負無限清償責任。 

此案經大阪地方法院審理後，認為破產管理人之主張無理由

判決甲 1勝訴，而未依法人格否認理論否認各該公司法人格獨立
性。該法院所持之理由為:第一，在實質一人公司中關於營業轉讓
特別決議問題，得以該公司中實質地位較高者為最終意思決定取

                                                 
121
 大阪地判，昭和44年(1969年)3月18日第53民事部判決，昭和42年(ワ)第124號損害

賠償請求事件，請求棄卻。本誌167號，18頁以下。引自吉永榮助，前引註118，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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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代之;第二，乙公司縱被銀行列為拒絕往來戶，但亦不足以就此
認定該公司之商業信譽完全不具商業價值。但此判決為該國學者

吉永榮助教授嚴詞批判為不適當判決。122 

唯不論如何綜合前述說明後得知，縱使日本學者間對法人格

否認理論之應適用事項各有仁智之見，但該項理論已於該國為多

數學者及法院實務界所認同，因此於該國一人公司之股東若欲藉

該公司為工具為詐害債權行為、為脫法行為或違反契約義務者，

該國法院自得以是項理論否認該公司法人格，令該單一股東負債

務清償責任。 

3.大陸法人格否認理論與一人公司 

3.1 大陸法人格否認理論之發展 

大陸自鄧小平南巡講話提出改革開放之新經濟理念，到一九

七八年第十三屆三中全會正式確定此項經濟政策方向，大陸於經

濟上即掀起一片如火如塗地經濟改革。在此改革風潮中鄧小平於

一九九二年特別明確指出，從事經濟改革時法制建設係屬第一要

務，其特別指出:「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23。此後大

陸在積極進行經濟改革之同時，亦著手進行經濟法制改革，在極

短之期間內即完成多項重要之經濟法制建設，大量訂出有關民商

性質之法規。 

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一九八六年)、專利法(一九
九二年)、海商法(一九九二年)、商標法(一九九三年)、不正當競
爭法(一九九三年)、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一九九三年)、公司法(一
九九三年)、商業銀行法(一九九五年)、票據法(一九九五年)、擔
保法(一九九五年)、保險法(一九九五年)、拍賣法(一九九六年)、
合伙企業法(一九九七年)、証券法(一九九八年)、合同法(一九九

                                                 
122
 吉永榮助，同前註，頁2-3。  

123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頁。石泰峰，社會主義法治

論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1年6月第2次印刷，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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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個人獨資企業法(一九九九年)124等等。 

其中公司法之制定及國有企業改革確立公司化之政策方向

後，更自此加速大陸之經濟蓬勃發展，此後大陸之有限公司及股

份有限公司，即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例如，依民法通則第四

十一條及第四十八條規定，全民所有制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資企業等具備法人條

件者，經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核准登記後，取得法人資格; 全民所
有制企業法人、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人、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人、

外資企業法人，以企業所有之財產承擔民事責任; 一九九三年公
司法第三條亦規定，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對公司僅就 
其出資負責，公司則以公司資產對債權人負責。 

唯在此以少數資本即得為無限制營業，但卻僅須負有限責任

之現代化公司制度推波助瀾之引誘下，利用設立公司以濫用公司

法人格，進行各種侵害他人權益之情事，亦於大陸開始層出不窮。

例如，母公司利用子公司吸取利潤及承擔債務、以人頭混充股東

成立公司、成立僅有公司形式但資本嚴重不足或實際上並無資本

之買空賣空公司、單一資本卻同時設立數家公司、假借資產重組

之名行「大船擱淺、舢板逃命」之實等，皆為適例。因此，大陸

與其他民生經濟發達之國家相同，為使經濟制度步上正軌，以保

護公司債權人，在當前相關法律嚴重不足之情形下，必須面對法

人格否認理論適用之問題。 

但大陸之立法界及司法界自實行公司制度以來，於公司法制

上一直未正視有關法人格否認理論之問題125。因此，是項理論未

如其他國家受到一定程度之重視。唯在司法實踐上，卻有部分行

政規範與一般國家法人格否認理論之效果大致相同。此即係在一

                                                 
124
 大陸改革開放前已訂有部分民生經濟性法規，例如，婚姻法(1980)、繼承法(1985)、民

法通則(1986)、企業破產法(1986，試行)、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1988)、著作權法(1990)

等，只是改革開放政策確立後立法腳步亦愈趨加快。 
125
 朱慈蘊，前引註2，頁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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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條件下，公司股東或與該公司有關之第三人，須就該公司債務

負一定責任。因此，各該規定在效果上頗具有法人格否認理論之

特色。例如，大陸國務院於一九九○年頒布關于被撤銷公司債權

債務清理問題之通知;及大陸最高法院於一九九四年之關於全資
性子企業被撤銷或歇業後，有關於其民事責任承擔之批復，則有

一定程度法人格否認理論之意義，故此可認為係大陸法人格否認 
理論之基礎126。其理由如下: 

3.1.1「國務院關於清理整頓公司中被撤併公司債權債務清理問題
的通知」(一九九○年十二月十二日)127所指應適用事由，為
一般國家法人格否認理論中之「完全控制」、「財產混合」及
「資本不足」事由。故此為有關法人格否認理論之規範。 

首先以完全控制及財產混合言，因該通知說明各級黨政機關

及所屬序列之事業單位，凡是向其所開辦之公司收取資金或實

物，而用於各該機關之財務開支或職工福利、獎勵、補貼等項目

者，在所收取之額度內，對公司所積欠債務負清償責任。以該通

知所指應適用事由觀察，各單位對其所開辦之公司握有一定程度

之控制權，縱非完全控制亦一定已達到有絕對影響力之程度(類似
一般國家之控股公司)，否則不可能對該公司之資金或實物有予取
予求之權利。甚至在該公司財產不足以清償積欠債務時，須由該

開辦單位負責善後，若非該開辦單位對該公司具有絕對控制權 
利，何來此種應負債務清償責任之要求? 

而且該公司之資金及財物，其開辦單位可收取作為該單位之

財務開支或職工福利、獎勵等事項，皆可顯見該公司財產與其開

辦單位財產係混合為一。而依一般國家法人格否認理論，對該公

司具有完全控制權力;或該公司實際控制者之財產與該公司混合

                                                 
126
 但對此見解有反對說，例如，朱慈蘊教授認為該二項規定無論係由實務或理論上言，

均非屬公司法人格否認理論，其理由如後述。朱慈蘊，同前註，頁359-360。 
127
 引自朱慈蘊，同前註，頁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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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者，皆屬得適用法人格否認理論，否認該公司法人格獨立性 
之事由，故此部分即為法人格否認理論於大陸適用之實例。 

其次，再以資本不足言，一般國家法人格否認理論應適用事

由之一，即為由於公司資本不足而必須向其股東借款，以致該公

司無可供清償其他債權人之財產。依國務院該通知說明得知，公

司雖經行政管理機關核准辦理登記註冊，但其並無自有資本或實

有資本與登記註冊資本不相符合者(國家另有規定者除外)，其核
准開辦之主管機關，或申報單位、投資單位，在註冊登記之資本 
範圍內，對該公司之債務負清償責任。 

此部分即係就公司資本不足情形所為之責任歸屬界定，至於

其事由不論係開辦時公司資本即已不足;或公司開辦後抽逃、隱
匿、移轉公司財產導致公司財產不足，而積欠債務，皆係一般法

人格否認理論適用事由中之「資本不足」事由。依該理論為保護

公司債權人，公司之實際控制者不得主張該公司之有限責任特

性，須就其個人財產對該公司之債務負清償之責。如今國務院之

通知即係要求該公司之開辦單位、批准單位，或投資單位均須就

該公司註冊登記資本額度內，負債務清償責任。是故，此部分亦 
為法人格否認理論於大陸適用之實例。 

3.1.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企業開辦的其他企業被撤銷或者歇業後
民事責任承擔的批復」(一九九四年三月三十日)128所指應適

                                                 
128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企業開辦的其他企業被撤銷或者歇業後民事責任承擔問題的批復，

法復(1994)4號:「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你院『關於審理企業開辦的其他企業被撤併後

的經濟糾紛案件是否適用國發【1990】68號文規定的請示』收悉，經研究，答覆如下: 

一， 企業開辦的其他企業被撤銷、歇業或者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

理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視同歇業後，其民事責任承擔問題應根據下列不同情

況分別處理: 

1， 企業開辦的其他企業領取了企業法人營業執照並在實際上具備企業法
人條件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四十八條的規定，應當

以其經營管理或者所有的財產獨立承擔民事責任。 

2， 企業開辦的其他企業已經領取了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其實際投入的自有
資金雖與註冊資金不符，但達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

條例實施細則】第十五條第(七)項或者其他有關法規規定的數額，並且

具備了企業法人其他條件的，應當認定其具備法人資格，以其財產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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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事由，為關係企業之子公司資本不足時，母公司責任歸屬
問題。 

此項批復係就廣東省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企業開辦的其他企

業被撤併後的經濟糾紛案件是否適用國發『一九九○』六十八號

文規定的請示」129。最高法院經研究後批復，原則上企業開辦之

其他企業於取得法人營業資格後，其實際投入之資本雖與登記註

冊之數額不相符合，但若已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

管理條例實施細則」第十五條第(七)項，或其他法律所規定之數
額，而且其已具備企業法人其他條件者，應當承認其法人資格， 
以其獨立財產承擔民事責任。 

但若該企業因案被撤銷或歇業，而其財產不足以清償債務

者，其開辦企業(即母公司)應就其實際投入之資金與註冊登記資
本之差額內，負債務清償責任。此部分即屬一般國家法人格否認

理論應適用之事由中，母公司對子公司所投入資本不足時，應否

認在此案例中子公司之法人資格，而由母公司就子公司債務負清 
償責任。 

3.1.3 以公司為工具為詐欺行為者，亦為前述國務院通知所規範之

                                                                                                         
承擔民事責任。但如果該企業被撤銷或者歇業後，其財產不足以清償債

務的，開辦企業應當在該企業實際投入的自有資金與註冊資金差額範圍

內承擔民事責任。 

3， 企業開辦的其他企業雖然領取了企業法人營業執照，但實際沒有投入自
有資金，或者投入的自有資金達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

理條例實施細則】第十五條第(七)項或者其他有關法規規定的數額，或

者不具備企業法人其他條件的，應當認定其不具備法人資格，其民事責

任由開辦該企業的企業法人承擔。 

二， 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中，對雖然領取了企業法人營業執照，但實際上並不具備

企業法人資格的企業，應當依據已查明的事實，提請核准登記該企業為法人的

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吊銷其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不予吊銷的，

人民法院對該企業的法人資格可不予認定。 

三， 從本批復公布之日起，本院法(研)復(1987)33號『關於行政單位或企業開辦的

企業倒閉後債務由誰承擔』的批文第二條中關于如果企業開辦的分支機構是公

司，不論是否具備獨立法人資格，可以根據國發(1985)102號通知處理的規定和

法(經)發(1991)10號通知第六條的規定，即行廢止。 1994年3月30日」 
129
，『1990』68文即係本文所指最高法院1994年3月30日之批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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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依該通知所指，若公司資本係國家授予企業法人經營管理之

財產，或係企業法人自有財產者，各該單位均不得將已投入之資

本抽回。若有抽逃、移轉資本、隱匿財產，或逃避債務者，應將

抽回、移轉，或隱匿之財產一律退回，以償還公司所欠債務。因

此，若有於出資後將所出資本抽逃、移轉、隱匿或逃避債務等詐

害債權之行為時，亦應承擔一定之債務清償責任。此點係一般國

家於法人格否認理論適用事由中，最基本之適用範圍。故於此亦

屬大陸法人格否認理論實際適用之案例。 

唯對於國務院通知及最高人民法院之批復，究竟是否屬於一

般國家所指法人格否認理論之適用案例，大陸民商法學者朱慈蘊

教授所見與個人有所不同。朱教授指出國務院通知及最高人民法

院批復，非屬一般國家法人格否認理論適用案例之理由有三，其

一為兩者適用之法律後果迥異;其二為被適用之主體不同;其三為
責任承擔之範圍不同130。但個人認為此三者自另一角度觀察，適

足以說明國務院通知及最高人民法院批復，係屬法人格否認理論 
適用於大陸之實例。其理由如下: 

a.適用該理論後之法律效果與一般法人格否認理論相同 

 一般而言，適用法人格否認理論後，僅係就該侵害債權人之
特定案件否認該涉案公司法人格之獨立性，其債務清償責任應由

其背後之實際控制者承擔。至於在該案件以外，該公司法人格仍

然完整存在，不受任何影響，換而言之，所謂法人格否認理論，

其目的並非使該涉案公司法人格自此消滅，而僅係指在某一個案

中，其法人格不具備獨立性而已。故由此觀之，一般國家所指法

人格否認理論適用時期均係於該公司法人格未消滅之時期。但在

此之通知及復文所適用者，似乎與其他國家不司，而係適用於該

涉案公司已被撤銷而解散或歇業之後，責任追究之情形。是故就

                                                 
130
 朱慈蘊，前引註2，頁357-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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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點而言，似乎前述之通知及批復與其他國家所指之法人格否認

理論所得適用事由確有不同之處。 

但於此個人認為，細觀各國適用法人格否認理論時，並未發

現有特別限制應適用於法人格消滅前或消滅後之時間限制者。其

實如前所述就基本法理言，法人格否認理論目的並非在使法人格

消滅，而僅係為保護該涉案公司之債權人，至於保護債權人之時

期不論係在公司法人格尚存在或已不存在，皆有保護之必要。因

此就法人格否認理論效果言，縱使大陸之通知及批復皆係適用於

法人解散後之責任歸屬認定，但其本質上及效果上仍與其他國家

並無不同，即涉案公司之背後仍有應負責之人，此時涉案公司之

法人格，在一定程度上已被否認，否則其僅須負有限責任即可，

何需另由該公司以外之人另行承擔該公司之債務清償責任? 

b.適用之責任主體與一般法人格否認理論相同 

一般適用法人格否認理論後之效果，係令隱於該公司幕後之

真正控制者負債務清償責任，而未涉及第三人，至於國務院通知

及最高人民法院批復所指應責者，卻有涉及非該公司開辦單位或

投資單位之直接批准單位及開辦之申報單位。故有主張由於涉及

者有無關係之第三人，因此，國務院通知及最高人民法院批復似

非屬一般國家之法人格否認理論之適用案例。 

但個人認為法人格否認理論所欲制裁之行為係濫設公司行為;
而應歸責之對象係造成法人格濫用事實之行為人，而非該涉案公

司。今國務院通知及最高人民法院批復所指應負債務清償責任

者，除直接促成法人格濫用事實之各級黨政機關及其所屬編制序

列之事業單位、企業及其他出資單位外，亦包括直接批准單位及

開辦之申報單位，恰恰符合此法理。因大陸早期國營企業之特殊

規制所致，非有一定之單位申報及核准單位，即無可能開辦公司，

一般個人亦無機會在此體制下開辦私人公司，故實際上一般個人

並無可造成違反法人格否認理論事由之機會，而各該批准單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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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單位卻有權利及能力促成此種情事發生。因此，國務院通知

及最高人民法院批復之見解，適足以說明此項法理之適用原則， 

故個人認為此亦屬法人格否認理論適用於大陸之案例。 

c.責任人承擔責任之範圍相同 

依國務院通知及最高人民法院批復內文所指，可歸責者之責

任承擔範圍因案例之不同而有不同範圍。但不問案例為何，各該

單位所負責任均為有限責任，並非無限責任，而一般國家於適用

法人格否認理論後，可歸責者之債務清償責任大多為無限責任。

故就此點而言，國務院通知及最高人民法院批復似亦非屬一般法

人格否認理論適用之案例。 

但一般而言，適用法人格否認理論之國家，固然係要求可歸

責者負無限清償責任例如美國，但此並不足以說明負有限清償責

任之規定，則非屬法人格否認理論應適用之案例。因就法人格否

認後之效果言，其均已達到迫使促成法人格濫用之可歸責者，負

債務清償責任之基本效果，其間之不同僅係應承擔責任範圍有何

差異而已;而且就理論言，世界各國適用法人格否認理論時，亦未
必均要求應承擔責任者負完全且無限清償之責任，例如，日本對

於法人格否認後債務承擔之學說即分為三說，其中之第二說共同

責任說即未要求其幕後之可歸責者負完全無限責任，而係與該公

司共同負責(日本多數學者採此說);而第三說補充責任說，更係使
該公司之幕後可歸責者僅負補充責任爾131。因此，個人認為就歸

責而言，既已達到使其負債務清償目的，則不論其應負責任範圍

為何?均屬於法人格否認理論適用後之效果，故國務院通知及最高
人民法院批復應屬大陸法人格否認理論之適用案例。 

因此綜合前述說明得知，大陸實際上已存在實際適用公司法

人格否認理論之案例，僅係基於大陸為國營企業居多之特殊情形

                                                 
131
  請參閱本文有關日本法人格否認理論適用之效果;四,法人格否認後追究當事人責任之

範圍為何之說明。 

- 145 - 



 
日本、大陸及我國法人格否認理論與一人公司關係之探討 49 

 

下，在適用條件及效果上與世界其他國家所規定者稍有差異爾，

但就否認涉案公司法人格，使其背後之相關人員就其債務負清償

責任之精神而言，則係完全相同。故於大陸已有法人格否認之適

用案例。 

3.2 大陸法人格否認理論與一人公司之適用關係 

如前所述大陸於相關法律中，已承認國有獨資公司、外資企

業等企業法人，得於設立時組織形式一人公司;此外一般學說亦承
認設立後形式一人公司之合法性;至於其他以人頭湊數成立有限
公司之實質一人公司，亦已於公司法施行後大量出現。再者大陸

所謂公司並非僅指依公司法設立之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此

項概念亦包含依「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成立之公司。因此，

大陸之企業法人概念涵蓋範圍甚廣，此與西方國家所稱公司，定

義上有極大不同之處。所以就公司定義而言，大陸之定義並不能

完全等同於西方傳統理論中之定義132。職是之故，在當前階段公

司等企業法人具有多樣性係大陸不同於其他國家之特色。而各該

公司日後亦極有可能因政策或其他因素，導致股份集中為一人所

有成為設立後形式一人公司。因此，大陸形成一人公司之途徑亦 
極具多樣化。 

日後當經濟發展至一定程度致一人公司日趨增多後，一般國

家中利用一人公司進行詐害債權、規避責任、違反契約、為脫法

行為等造成經濟亂象之負面情事，亦將不可免地大量出現。由於

大陸與其他國家相同，未如法國針對一人公司訂有特別法作為主

要規範，是故，大陸亦有必要在不影體經濟發展、具體維持企業

成長之情形下，引用法人格否認理論解決前述因一人公司所形成

之經濟亂象，否則必將妨害整體經濟之正常發展。 

唯於適用法人格否認理論解決一人公司所形成之問題時，應

將形式一人公司與實質一人公司予以區分。適用於形式一人公司

                                                 
132
  江  平、方流芳，新編公司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7年9月第7次印刷，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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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因該類公司股東僅為一人，故不論係類推適用前述國務院通

知或最高人民法院批復;亦或參考國外法人格否認理論之實踐經 
驗，均可作為追究該公司一人股東責任之依據。 

至於實質一人公司，因其具有一般複數股東之外形，故依現

行法似乎僅能適用公司法針對一般公司所為之規定，追究公司責

任而無法及於該實質握有公司股權之股東。但於此應可參考日本

相關理論處理，因其他股東僅具有股東形式，各該股東並未因此

真正享有任何股東權利，而該公司亦為該實質股東謀取不法利益

之工具爾。是故，當該實質股東利用公司侵害他人權利時，應不

問公司責任而僅追究該公司實質股東之責任，令其就該公司債務

負無限清償責任;至於其他掛名股東若未享有股東權益或實際掌 
控該公司經營權者，則無任何責任可言。 

4.我國法人格否認理論與一人公司 

4.1 我國法人格否認理論之發展 

我國有關法人格否認理論之判例及學說未如鄰國日本般發

達，此有謂或係由於我國民商法之規範已足以因應有關濫用公司

法人格事件所致133。因一般而言，法人格否認理論應適用之情形

係在於，一國相關法規對此種濫用法人資格所引起之爭端，並無

任何規定或規定不足者，例如英、美等國。若一國相關法規已足

以因應各該事由時，則無適用法人格否認理論之必要，例如，前

述意大利。因此我國之民商法既足以解決因法人格濫用所引起之 
爭端時，當然即無發展法人格否認理論之必要。 

但此理論是否正確，似應以世界各國法人格否認理論發達之

國家，在通常適用關於法人格否認理論之事項作為範例，再配合

我國現行民商法規定，客觀上逐步檢討始能得知。一般而言，歸

納英、美、德、日等法人格否認理論發達國家之實際經驗，應適

                                                 
133
  黃鴻圖，前引註6，頁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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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法人格否認理論之事由約有利用公司為脫法行為、為違反競

業禁止義務行為、為詐害債權行為、所設公司資本不足、公司形

骸化至該公司為其設立者完全控制等。茲就各該事由分析我國現

有民商法相關規定是否已足以解決各該事由所引起之問題。 

4.1.1 利用設立公司為脫法行為或為競業禁止行為者 

所謂脫法行為(亦稱避法行為)係指為逃避禁止規定，而以迂
迴手段達到其目的之行為。由該行為外表觀察係為合法行為，但

實質上其行為之目的係違反法律規定或契約義務，依我國現行學

說之通說及法院實務見解，脫法行為係屬無效行為134。因此若以

設立公司為迴避公司法第三十二條、第五十四條及第二○九條競

業禁止義務者;或以公司財產提供自已或他人作為財產擔保使公
司成為物上保証人，以資迴避公司法第十六條公司不得為保証業

務之規定者(七十四年台上字七○四號判例);或簽下假借據作為消
費借貸憑証者(四十四年台上字四二一號判例);或以先扣利息、酌
收手續費、預收保証金等名義，迴避民法第二○五條借貸利息不

得超過百分之二十上限規定，及第二○六條不得巧取利益者(五十 
九年台上字三二七一號判例)，皆屬適例。 

因此在脫法行為部分，依現行相關法律規定似已足以因應利

用公司法人格為脫法行為之事例，故在此似無適用法人格否認理

論之必要。 

4.1.2 利用公司為詐害債權行為者 

若利用設立新公司以廉價受讓或受贈其他公司重要資產，以

助該其他公司詐害債權;或設立新公司之目的係以之為工具詐取
財物後，廉價轉讓或贈與該公司設立者。依我國民法第二四四條

                                                 
134
  脫法行為是否絕對無效說者不一，但我國學者通說為無效行為。鄭玉波，民法總則，

三民書局，87年8月修訂11版，頁227;施啟揚，民法總則，三民書局，90年6月增

訂第10版，頁209;楊與齡，民法概要，自版，87年9月，頁56;我國最高法院見解亦

同，例如，44年台上字421號判例、59年台上字第3271號判例、74年台上字703號

判例等皆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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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若該侵害債權行為係無償行為時，債權人得向法院聲請撤

銷該贈與行為;若係有償行為，則以債務人及受益人均明知該侵害
債權事實為限，債權人得向法院聲請撤銷該轉讓行為。唯此權利

依第二四五條規定自知其情事起一年內;不知者十年內須聲請撤 
銷之。 

又若係為詐害債權而違反公司法第十六條公司不得為保証規

定，以原公司資產為他人作保，使該公司因履行保証責任後，因

資不抵債而宣告破產，以侵害原公司債權人之債權者，依現行新

修訂之公司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該保証行為有效但該公司負

責人須賠償該公司所受之損害，因而依是項規定債權人之債權仍

得以確保。我國法院對此見解亦與新修訂之公司法立法精神相

同，依最高法院四十四年台上字一五六六號判例見解，公司負責

人明知該公司不得為保証業務，而竟以該公司名義為保証行為

時，對於被保証人所受之損害，不得以(舊)公司法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四條未規定公司負責人應負賠償責任，而主

張得據以免責，其仍須依民法第一一○條(無權代理之責任)及第 
一八四條(侵權行為)規定，負損害賠償之責。135 

再者，新修訂之公司法第二十三第一項條規定，公司負責人

應忠實執行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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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條第二項亦規定，公司負責人
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

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 

而且依我國最高法為院判例見解，若外國分公司在我國之代

表，在未清償債務即欲向主管機關聲請撤銷該分公司在我國之認

許，致該債權人之債權無從受償者，該代表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四
十三年台上字六四三號判例)。136 

                                                 
135
 引自最高法院自版之「最高法院判例要旨」，上冊(民事)，72年5月，頁606。 

13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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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於此部分依前述各該規定大致上已足以因應，有關濫

用法人格詐害他人債權之情事。但在民法第二四四條第二項關於

有償行為詐害債權時，其撤銷條件限為詐害債權之行為人及受益

人均明知詐害債權情事始得聲請撤銷，若僅有詐害債權之行為人

明知，而受益人不知或亦無可得而知之情形時，則可能發生無法

保護債權之情形。 

例如，甲公司設立擁有絕對控制權之子公司乙後，因乙公司

經營不善致積欠丙、丁債務，目前瀕臨破產邊緣，但甲不願丙獲

得清償，即與不知其真正意圖之丁情商，再借金錢若干後，願將

乙公司所有唯一一筆土地為丁設定抵押權，丁同意後甲即將該筆

土地為丁設定抵押權，自此乙公司即無力清償丙之債務。該項減

少丙、丁債權共同擔保物價值之行為，僅使丁受有利益，對丙則

造成無法就該筆土地拍賣後之價金求償，因此，甲為丁債權設定

抵押權之行為，事實上已造成丙之債權受到侵害。唯此時因丁為

善意不知情僅有甲為惡意，依第二四四條第二項規定，並不符合

丙得對甲行使撤銷權之要件，故在此案例丙無法獲得民法第二四

四條第二項規定保障其債權。137 

因而在此由於民法無法保護丙之債權，故似應適用法人格否

認理論，主張甲將乙公司之土地為丁設定抵押權之行為，係屬詐

害丙債權之行為，於此事件應否認乙公司法人格獨立性，令甲對

丙負債務清償責任以為補救。故在此情形仍有法人格否認理論適

用之必要。 

4.1.3 公司資本不足者 

依美國法人格否認理論(深石原則)若設立資本不足公司後，
股東再以債權人身份借款給公司作為營業資本者，對其日後債務

                                                 
137
  我國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3528號判例，僅係就先有債權存在，事後再為該債權設

定抵押權之情形主張得適用民法第244條第2項規定，聲請撤銷該有害債權之抵押權

設定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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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償請求權，該公司其他債權人得主張適用法人格否認理論否認

該公司法人格獨立性，該股東之債權清償次序應列於其他債權人

之後。 

但此種情形於我國公司法規範之下較不易發生，因在我國公

司法規範之下，公司資本有一定之控制。例如，就資本確定言，

依公司法設立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時，有最低資本額限制138;
第九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公司設立時，若有應收之股款，股

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虛言收足、或於公司成立後將已

收股款發還股東或任由股東取回者，不僅刑事上公司負責人各科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上二百萬

元以下罰金; 而且公司負責人與各該股東須連帶賠償公司或第三
人因此所受之損害139;第十三條規定原則上公司轉投資時，其得為
投資之資本不得超過實收資本總額之百分之四十;第十五條規
定，公司資本除因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交易行為有融通資金之

必要者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否則公司負責人應與借用

人連帶負返還責任，並應對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第一○三條規定
公司須於股東名冊中記載股東出資額及其股單號數;第一四八條
規定未認足第一次發行股份，及已認而未繳股款者，應由發起人

連帶認繳;其已認但事後又撤回者亦同;第一六七條規定原則上公
司對已發行之股份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收回、收買或收為質物等。 

另就資本維持上言，同法第二三二條及第二三七條規定，公

司於有盈餘年度非完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存百分之十法定盈餘

公積後，不得分派股息紅利;第二三八條規定公司應依法提存資本

                                                 
138
  我國「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最低資本額標準」第2條規定:「Ⅰ有限公司及股份有

限公司經營左列事業者，應實收之最低資本額如左:一，興建國民住宅出租出售業:新

台幣二千五百萬元。二，興建商業大樓出租出售業:新台幣三千五百萬元。三，遠洋漁

業:新台幣四百萬元。四，汽車製造業:新台幣一億元。五，觀光旅館業:國際觀光旅館

新台幣六千五百萬元，一般觀光旅館新台幣二千六百萬元。六，建築經理業:新台幣五

千萬元。Ⅱ經營前項事業以外之公司，應實收之最低資本額，在有限公司為新台幣五

十萬元;在股份有限公司為一百萬元。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

定。」 
139
  請參閱我國90年修訂之新公司法第9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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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積;第二三九條規定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原則上非為彌補
虧損不得使用之;第二四六條規定公司得募集公司債以充實公司 
資本等。 

再就公司資本控管言，公司成立後依公司法第二十條規定，

公司每年度之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

案，應提請股東會同意或股東常會承認。公司資本額達新台幣一

億元以上者，其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証140，主管機關得隨

時派員查核或限期令其申報;第二十一條規定主管機關得會同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隨派員檢查公司業務及財產狀況;第二十二條規
定主管機關查核第二十條所定各項書表，或依前條規定檢查公司

業務狀況時得令公司提出証明文、單據、表冊及有關資料;第二十
三條規定若公司負責人執行公司業務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 
者，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由前述各該規定得知，若各該規定得以嚴格執行，則對於欲

以控制公司資本將公司作為謀取不當利益工具者，似較不可能發

生。縱若有之，經由引用前述各該規定亦能予以解決，故在此情

形似無引用法人格否認理論之必要。但對於各該規定是否真能嚴

格執行，實頗令人懷疑。因公司成立後依第二十條規定，資產之

控管主要僅係經由其內部之股東會及監察人負責，而所謂控管方

式主要係透過審核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等書面審查方式為之，

唯此部分不僅頗易造假，而且各該表冊頗具專業性，非一般人所

能理解或找出其中關鍵問題。 

其次，再就監察人之監察功能言，依公司法規定賦予監察人

之職權，確係足以充分發揮控管公司資產之功能，但因公司法第

二一六條並未限定監察人人數，依以往經驗其人數必定少於應選

董事人數，甚至有時僅達董事人數三分之一;復加以第二二七條規

                                                 
140
 經濟部70.2.14.經70商字05324號函。引自賴源河，「實用公司法精義」，五南書局，88

年10月，4版2刷，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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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監察人選任方式準用第一九八條選任董事之規定，採累積投票

法。因此則造成欲選任監察人者，必須掌握比選任董事者更多票

數始得當選，故若未得到董事支持，往往根本無法當選，若因董

事支持而當選者，何能奢求其得以發揮監察功能? 

除此之外，亦有甚者係亦有不少股份有限公司當選董事者，

往往係支持其親人選任監察人，在此情形若欲期待該監察人發揮

監察功能，實無異於椽木求魚。而且依公司法第二二七條準用之

規定，當公司監察人出缺時，並無準用第二○一條董事缺額達三

分之一以上時，應為補選之規定。故若該公司監察人僅有一人但

因故死亡或於「壓力」之下辭職時，在公司法並無強制規定應予

補選;而該職務又因與公司有特殊信賴關係，性質上不得由其他人
代理之情形下，有心者當可不予理會，因此公司欠缺監察人之情

形實不難預見，在此種公司無監察人情形下，如何依公司法發揮

控管公司資產之功能? 

再者，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公司資本達新台幣一億元

以上者，其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証，以加強該報表之真實

性。但事實上依以往實踐經驗，未依此規定辦理之公司為數亦屬

不少。因我國財政部雖曾發佈行政命令規定141，除公營事業外，

下列五大類營利事業需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証，該五大類包括

(一)，金融保險等相關事業及融資租賃業;(二)，公開發行股票並
經核准上市的營利事業;(三)，實施貨物稅查帳徵稅的事業;(四)，
經核准享受獎勵投資條例的生產事業;(五)，全年營業額在新台幣
一億元以上者。但該項行政命令並無法律規定違反者應受何等處

罰，以致違反者眾多。由此得以顯現該項規定事實上亦難以貫徹 
實行。142  

                                                 
141
聯合報，「未依規定會計簽証企業稅局提高查帳率至五成」，2000年3月15日，第21版。 

142
台北市國稅局長林增吉指出，以86年度為例，台北市全年營業額達新台幣一億元以上

之公司有6894家，但依法辦理簽証之公司僅有5853家，尚餘1041定未辦理簽証。同

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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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述說明得知，目前我國不僅相關法律規範尚未健全，

同時執行上亦無法貫徹實施，故若僅依恃該法作為因應濫用法人

格之情事時，則似尚有不足。因此，個人認為關於公司資本事項

上，因涉及債權人保護問題，似於個案上仍應有法人格否認理論

適用之餘地。 

4.1.4 公司形骸化而為其設立者完全控制者(法人格否認理論) 

此問題大致係發生於關係企業之母子公司居多，對此部分我

國已於八十六年修訂公司法時，參酌美國法人格否認理論之深石

原則等精神，通過第六章之一關係企業章。依該章第三六九條之

四規定，控制公司直接或間接使從屬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或其他

不利益之經營，而未於營業年度終了時為適當補償致從屬公司受

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同條第二項規定控制公司負責人
使從屬公司為前項之經營者，應與控制公司就前項損害負連帶賠

償責;第三六九條之五規定，控制公司使從屬公司為前條第一項之
經營，致他從屬公司受有利益者，受有利益之該他從屬公司於其

所受利益限內，就控制公司依前條應負之賠償，負連帶責任;第三
六九條之七規定，控制公司直接或間接使從屬公司為不合營業常

規或其他不利益之經營者，如控制公司對從屬公司有債權，在控

制公司對從屬公司應負擔之損害賠償限度內，不得主張抵銷;同條
第二項復規定，前項債權無論有無別除權或優先權，於從屬公司

依破產法之規定為破產或和解，或依本法之規定為重整或特別清 
算時，其受償順序應次於從屬公司之其他債權人。 

由本章規定可知對於關係企業母子公司部分，我國已式將之

引為明文規定，藉以規範因此種完全控制關係所引起侵害公司債

權人之問題，因此不論係利用子公司從事詐害債權行為、為脫法

行為迴避義務或違背契約行為，皆得以該「母公司利用子公司為

不合營業常規行為或其他不利益之經營」，對母公司科以應對子公

司負損害賠償責任;及若該母公司為前項不當行為係母公司之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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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人所促使者，則該負責人亦應與該母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因

此該子公司對債權人之債權即獲致一定程度之保障。職是之故，

在母子公司等關係企業部分，目前既已將法人格否認理論於關係

企業部分訂為明文，則於此有關適用法人格否認理論問題已算是 
塵埃落定，至少當前不再有應否適用之問題。 

4.2 我國法人格否認理論與一人公司之適用關係 

我國目前不論係形式一人公司或實質一人公司既均已獲得承

認，此後即須面對一人公司所帶來之各類不良副作用，此尤以形

式一人公司為最。因對我國而言，形式一人公司在我國公司法制

史上，係屬嶄新而且陌生之公司種類，依國外經驗該類型公司所

可能引發之問題係所有各類公司中機率最高者。 

如前所述該類公司不僅股東單一，而且事權集中，公司所有

業務及財務皆由該一人股東全權掌握，因此，國外承認形式一人

公司國家所曾經歷一人公司所造成形形色色之經濟制序問題，在

我國亦即將隨同一人公司數量日益增加而陸續出現。例如，利用

一人公司脫產、逃避債務、迴避義務以詐害債權，或利用一人公

司為脫法行為以迴避法律禁止規定等等。 

固然如前所述，我國公司法及相關法規對於前述所有可能產

生之問題，均已早有妥善之法律明文規定，因此一人公司雖然屬

於傳統公司型態之例外，但畢竟仍係屬於公司法所規範之公司，

因此，以現有相關法律之規定似應已足夠應付一人公司所引起之

各項問題。但關鍵是目前公司法僅對一人公司之構成要件有所規

定，至於其他配套規定則均付諸闕如。例如，一人公司之組織為

何?是否須設立股東會?若是，一人股東如何行使股東會之職權?
議事程序如何進行?一人公司資本控管是否仍然沿用公司法第二
○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等規定?若是，則各該規定對於依
國外經驗最容易發生詐害債權情事之一人公司是否有所不足?是
否應另訂定一套專為一人公司所設計，較為嚴格之控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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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依前述說明得知，在公司法中各項對於公司制度所設

之資本控管規定，事實上根本無法發揮應有功效之情形下，是否

更應針對一人公司訂立更加嚴格之防備規範?否則若僅依靠目前
執行成效頗有問題之控管規定，反而將使各該規定成為縱容利用 
一人公司作為詐害債權行為之幫兇。 

5.結論 

綜合前述相關說明後可知，日本之所以自德國引入公司法人

格否認理論，係為解決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日益澎漲之個人企業

及中、小企業所引發之經濟問題，以藉此保護各該企業之債權人。

唯該國一如德國對是項理論並未付諸明文，而係將之視為一種暫

時解決當前經濟問題之過渡性質實用理論143。但就因為欠缺明

文，而且有關該理論之法理亦不健全，致使該國從學理到法院實 
務對此項理論之解釋，常發生有如前述之見仁見智爭議。 

例如，關於該項理論適用範圍、構成要件(主觀濫用、客觀濫
用)、訴訟法事項是否適用、適用主體為何、一人公司如何適用等
等，皆引發極大不同見解之爭議;對此甚至亦有主張既然該項理論
於現行法上之根據、適用範圍、要件皆不明確144;而且以該國既有
法規即足以解決所有法人格否認理論適用之問題，因此該國不一

定必須引用法人格否認理論145。在此尤以一人公司為最，此種最

易引起諸多後遺症之公司類型，理論上係最有機會適用法人格否

認理論之公司，但如前述於該國卻仍有不適用之判例。 

因此該國學者森本  滋教授即謂，縱使「變更上述學說、判
例，仍無法解決這些問題(指法人格否認理論於該國現行法上之根
據、適用範圍及要件均不明確)之情形下，對於處理圍繞在基於減
少稅金、或侵害債權為主要目的，而沒有變更企業內部組織、經

                                                 
143
江頭憲治郎，前引註25，頁121。 

144
 森本  滋，前引註29，頁，124。 

145
 井上和彥，前引註8，頁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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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實態，只是變更企業外形之個人公司對外法律關係之簡便手

段，而不須要經過嚴密理論檢討過程者，只有用常識論這種法理 
才是正確的吧!」。146 

個人認為日本與德國於法律上係聲氣相通之國家，對成文法

之依賴習性二者完全相同，此誠如前述德國之情形，篤信成文法

之國家為解決已發生之經濟亂象，在未訂立法律明文情形下，驟

然引用判例法國家為解決各該國同類型之經濟亂象時，必將引發

橘越准變枳之效應。因成文法國家與判例法國家於法律思考方式

上常係背道而馳，前者係著重於法之安定性為思考主軸，後者則

係以實際解決問題之彈性運用為思考方向。故德、日等國於引用

發源於英、美法系等判例法國家之是項理論時，常會引發各種爭

議及亂象係屬正常情形。 

如今該國若欲在欠缺有關否認法人格之實定法情形下，為避

免陷入因必須依靠法人格否認理論解決濫用公司法人格，而導致

之學說及判例之紊亂現象，僅有回歸該國所熟悉之成文法環境，

始得徹底解決或減少此理論之爭議。此誠如該國學者上田明信教

授所言:「法人格否認之法理應有必要之法理也要有一般性條文，
因此，並不是任何情形皆可適用是項理論，否則必將破壞法律之

安定性」147，此項立論於該國而言實屬的論。 

至於大陸雖已有國務院通知及最高人民法院批復作為法人格

否認理論依據，但因各該依據所指應適用範圍僅為國營性質之公

司，至於一般民營公司及外資公司則無任何理論依據可資引用。

故在當前法人格否認理論於大陸尚未形成完整且實用之理論體系

時，為解決因改革開放後，准許外資進入成立公司、開放民營公

司及國營企業改制為一般公司所引起之各類經濟問題，大陸似應

暫時以國務院通知及最高人民法院批復，作為法人格否認之基本

                                                 
146
 森本  滋，前引註29，頁124。 

147
 上田明信，前引註44，頁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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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依據，將其以擴大解釋方式，將其適用範圍延伸至一般民營

公司、外資公司及外資公司所成立之一人公司。否則以目前民商

法體系所有之規範，很難達到既要解決濫用法人格後所引起之問

題，又要維持經濟成長。此尤以解決各類一人公司所形成之經濟

問題最為迫切，因不論係形式一人公司或實質一人公司，於當今

世界各國早已形成一股商業經營之新趨勢。此種新趨勢就有利面

言，一人公司制度可吸引中、小型企業投入經濟發展行列，對國

家整體經濟具有正面效益;但就其有負面效果言，該類公司因具有
股東單一、事權集中、資產易於移轉及僅負有限責任等特性，故

從國外經驗得知該類公司極易成為經濟犯罪工具，若未予以善加

規範，該類公司反將成為經濟發展之殺手。故盡速建立適用於大

陸當前公司體制呈多樣化之法人格否認理論，應係屬當務之急。

否則隨著改革開放成果日益擴大，經濟負面效應亦日趨嚴重時，

再為亡羊補牢之計 

可能為時將晚。 

而我國由於長久以來並未積極發展法人格否認理論，而一人

公司更是民國九○年始產生之新類型公司，因此就以往言二者間

根本無由產生任何關聯性。至於我國過去之所以未積極發展法人

格否認理論，其原因或係由於我國公司法及相關法規對債權人之

保護似已相當完備;及我國於民國九○年以前並未明文承認形式
一人公司，故對適用法人格否認理論並無迫切之需要感所致。但

經前述檢討相關法律規定是否充實?執行是否貫徹後?則可發現似 
乎實際情形無法如此樂觀! 

尤其是民國九○年正式訂立金融控股公司法;及修訂公司法
承認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得於設立時成立一人公司後，我

國公司制度即因此呈現更為複雜之法律關。國外有關適用於法人

格否認理論之事由，必將於台灣一一出現，屆時現有相關法律規

範必將因此面臨益趨嚴苛之挑戰。其中尤以金融控股公司問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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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嚴重，因該類公司係我國首創准許以一人公司形態設立之公

司，而且目前已有華南、富邦、國泰、開發、玊山、復華、新光、

第一等十數家金融控股公司。該法於立法過程中即有不少學者專

家提出呼籲，必須對該類公司訂立較一般公司嚴格之規範，否則 
若有不慎，必將創造出金融怪獸。 

因此，個人認為為真正落實維護交易秩序、保護公司債權人，

似應於現有法律體制下，適量採認法人格否認理論以為襄助。因

一般情形下，法律係尾隨於社會行為發生後始產生之事後規範，

因此，訂立法規時不論如何細心，考慮如何週到，亦無法事先為

尚未發生之問題預為立法;而且縱係針對已發生之問題擬定對策
性立法，但因成文法立法過程極為緩慢，往往無法追隨已發生問

題之腳步，在立法前及立法過程中對已發生之問題應如何處理?
而且退一步言，縱係已完成立法亦無法保証該項立法內容已面面 
俱到，完整無瑕，此即屬成文法國家無法迴避之法律宿命。 

因此，個人始主張成文法國家於成文法之外，亦應適量參酌

發源於判例法國家之法人格否認理論，作為成文法之輔助法源，

於時機成熟時再將之納入成文法體系，例如，我國金融控股公司

法，將美國深石原則納入公司法第三六九條之四即為適例。而不

能一味蔽帚自珍地不予正視其他非我族類之理論，否則德、日等

成文法先進國家，為何仍於其既有成文法體系外，仍全力發展法

人格否認理論即為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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