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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研究計畫中文摘要
為了追求公司外部成長，藉由併購手段來擴充公司經營版圖已成為世界之潮
流。然而進行併購時少數股東權益之保護、控制股東併購時控制權溢價之存否、
董事受任人義務之內涵等等，均係相當值得研究的議題。本研究計畫即選擇了美
國法上的經典判決及我國相關案例，主要以控制股東之合併案為主題，探討於控
制股東併購時，董事受任人義務之具體內涵，股東權益保護之手段，以及控制權
溢價之合理性等問題。
觀察美國法關於控制股東相關案例，為避免控制股東藉由其控制力從併購
案中謀利，嚴重侵害少數股東及公司權益，在 Perlman 案中之認為應限制之。就
董事會之受任人義務部分，在控制股東不願出售其持股時，Mendel 案法院認為
由於控制股東沒有任何義務出售持股以使併購案達成，故董事會當不得為求併購
案之完成，而稀釋控制股東之股份，否則有違其受任人義務。
在控制股東進行併購案例中，若係以合意併購之方式進行，為避免因被併購
公司礙於控制力，而使併購交易流於不公平，有害小股東及公司權益，Weinberger
案和 Lynch 案法院則以「完全公平測試標準」此一嚴格標準，以公平交易及公平
價格二階段來檢視併購案，若無法符合，則須給予少數股東損害賠償。在控制股
東若以公開收購方式進行併構時，Unocal 案法院則認為公開收購之要約雖然表
面上具有強制力，但若能符合有利害關係股東外其餘少數股東的多數同意、在同
一要件下完成簡易合併，且無任何的報復措施，則併購案不具強制力，符合公平
原則。
最後回到國內實際案例探討慧智與致達之合併案，可知我國公司法規定董事
僅對公司負有善管及忠實義務，但在合併案例中，被併購公司已消滅，則董事如
何對之負受任人義務則有疑問，顯見我國受任人義務體系似有更進一步改善的空
間。

關鍵字：企業併購、控制權溢價、受任人義務、完全公平測試標準、現金逐出合
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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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研究計畫英文摘要

To pursue outside growing of the company, expanding the company business by
means of merger became the trend of the world. However, how to protect the minority
shareholder’s interest, whether the control premium properly exists, and the content of
director’s fiduciary duty are issues quite worthy of research. In this project we choose
several American classic cases and relevant domestic case, and all the cases involved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The actual content of director’s fiduciary duty, how to
protect shareholder‘s interest and the rationality of control premium are our major
research points.
The Perlman court held that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right should be limited
so as to prevent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from abusing their right and undermining
minority shareholder and the company’s interest. As far as the director’s fiduciary
duty is concerned, the Mendel court held that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have no
duty to sell their stock while they are unwilling to do so. Therefor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cannot dilute the voting power of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only because they
intend to complete the merger deal; otherwise the board will breach their fiduciary
duty.
While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guide the proceeding of merger, the
Weinberger court and the Lynch court provide a crucial test called “entire fairness
test” to examine the deal. To avoid merged company’s fear of the controlling power
and the unfair merger process damaging minority shareholders and the company’s
interest, the test has two steps including “fair deal” and ”fair price”. If the transaction
process could not meet the test, the company has to compensate minority shareholders.
Whil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adopted tender offer as the way to complete the deal,
the Unocal court held that the offer is apparently compulsive in such circumstance.
However, if there were major approval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except interested
shareholders, and completed short-form merger under arm-length transaction without
any retaliatory measures, the offer is not compulsive and meets the entire fairness test.
The final part is concerned with domestic case—the Wyse and Behavior case.
Our company law provides that the directors have duty of loyalty and duty of care
toward the company only. However, when the merged company dissolved, it’s
doubtful that how the director is liable for fiduciary duty. Therefore our fiduciary duty
system obviously has to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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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merger and acquisition, control premium, fiduciary duty, entire fairness
test, freeze-out me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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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研究計畫內容
壹、前言
為追求公司利益之最大化，藉由併購手段來擴充公司經營版圖，增加公司自
我經濟實力，已成為世界之潮流。隨著併購案之增長，公司於併購時少數股東權
益之保護，控制股東併購時控制權溢價之存否，甚至於董事受任人義務之內涵等
等，均有研究之必要。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即藉由美國法上經典判決及我國相關案例之探討，主要以控制股
東之合併案為主題，探討於控制股東併購時，董事受任人義務之具體內涵，股東
權益保護之手段，以及控制權溢價之合理性等問題，盼能釐清該等問題之具體內
涵，以作為日後實務上之參考。

參、文獻探討
國內外目前就企業併購法制研究及併購個案分析之相關案例已有相當的數
量，本文希望透過美國經典控制股東案例，釐清控制股東於併購時之相關問題，
以提供日後控制股東併購時行為模式之依據，並希望能夠作為未來行政及司法機
關於行政及將來立法修正時之參考。

肆、研究方法
一、制度分析法
所謂制度分析法係指以法制面作為主軸，分析目前企業併購制度之法規範運
作上之要件及缺失與相關法規應如何適用，進而探討其併購實務運作上所應呈現
之制度為何。
二、文獻探討法
除以企業併購相關法律及授權命令為論述基礎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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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先進國家之立法例作為研究對象，並結合該國學說及實務見解，綜合比較
其異同，並探究該等制度之背景，與我國之國情、民情作一比較，以供我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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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於解釋適用時之參考，進而做為未來我國法律強化之基礎。
四、實務分析法
理論之探討仍應回歸於實際案例之分析始有意義，本文涉及併購個案於我國
實務運行所生之相關問題，是以筆者擬對過去法院實務判決對於相關案件之法律
適用及認定結果加以歸納整理，輔以學理相對照，俾探求現行法制是否仍有規範
不足之處，並提出相關修法建議。

伍、研究內容及結論
一、Perlman v. Feldman
（一）本案事實
1950 年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後，隨著通貨膨脹攀升，食物與消費財均發生短
缺現象。本案系爭之控制股權交易發生於 1950 年 8 月，剛好在韓戰爆發之後。
Feldmann 為本案之被告，時為 Newport1的控制股東2，並身兼公司董事長與總裁
（president）
，曾推行「Feldmann plan3」
，並使公司獲利。而 Perlman 為本案之原
告，乃 Newport 的小股東。
1950 年 8 月，被告將所持有之 Newport 股份以 20 美金/股之價格賣給
Wilport4，當時 Newport 股份在店頭市場的交易價格不超過 12 美金/股，帳面價
值則為 17.03 美金/股。此樁交易與隨後的董事改選使 Wilport 取得對 Newport 之
控制權5。原告提起代表訴訟（derivative action），主張被告自前開交易取得之價
金中，包含出售公司資產（控制權）之補償（compensation），並訴請被告賠償
（restitution）。下級法院認為，在欠缺詐欺或可預見之掠奪（looting）時，控制
股東有權依照自身最佳利益而出售股份，此外，本案原告並未善盡證明系爭交易
之價格非屬公平價格之舉證責任，故判決原告敗訴，原告因而上訴。
上訴法院多數意見認為，在被告出售股份所獲對價中源自於公司控制權之範
圍內，其應對原告負責，且原告係基於自身之權利而受償，故判決本件上訴為有
理由，而將案件發回重審。
1

Feldmann 為印第安那州的公司，其業務為生產鋼板，並出售給下游的鋼製品生產者。
原告乃透過家族成員或其他公司而直、間接持有 Newport 共 33%的股份，並因此取得公司控制
權。參閱 219 FEDERAL REPORTER, 2d SERIES, p.174, footnote 1。
3
所謂 Feldman plan，係指 Newport 透過市場力量之運用，令下游之鋼鐵用戶無息預付貨款，以
交換 Newport 未來對其持續供應之承諾。參閱 p.1052 第 4 段。換言之，Feldman plan 可謂係迂
迴規避價格管制之手段。
4
德拉瓦州的公司，係由下游的鋼鐵製造者所組成。Wilport 希望能在因韓戰而造成的鋼鐵供給
短缺中，確保上游原料的穩定供應。
5
Wilport 取得了 Newport 共計 37%的股份，其中 33%源自原告直、間接持有，其餘部份則係來自
原告之朋友和同事。參閱 219 FEDERAL REPORTER, 2d SERIES, p.174, footnote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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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律爭議與法院見解
1.

被告獨享控制權溢價是否違反了受任人義務？

本案並非典型之受任人義務違反案件，本案並未發現詐欺、濫用公司機密、
掠奪等情事。然而，本案亦未發現被告滿足了公司受任人義務的高標準要求。被
告自公司因有利之市況而可得的利益中吸取個人利得之行為，無法滿足受任人對
其委託人所必要的完全忠實（undivided loyalty）。
當市場短缺，而公司產品之買權（call）擁有不尋常的巨大溢價時，法院認
為受任人不應將此利益據為己有，方符法律之規定。故上訴法院認為 Feldmann
獨佔溢價之行為不符合受任人義務的要求
2.

承上，被告所違反受任人義務之具體內涵為何？

本案被告所違反的受任人義務為侵奪了屬於公司的機會。被侵吞之公司機會
並不以確實必然會發生為必要，只要公司有獲利之可能，少數股東即有權求償。
1950 年夏季，Newport 已在洽談冷軋（cold-rolling）設備中，以進行更為整
合的營運並生產更具市場性的產品，Feldmann Plan 的資金可用來達成此目標。
Newport 或許可利用供應短缺時期建立客戶基礎，而於市場回復充足供應時持續
獲利。這些機會均屬於 Newport 所有，僅得為公司之利益所用。除非被告能完全
否定 Newport 利用這些機會獲利之可能性，始能勝訴。
3.

何人負舉證責任？

誠如下級法院所言，證據雖然不足以證明 Newport 在 1950 年 8 月時，確能
透過 Feldmann plan 類型之交易獲取資金以擴充、整合其設備，亦不足以證明
Newport 嚮往這樣的擴張。然而，受任人恆就受託財產交易之公平性負舉證責
任，被告舉證必須能完全否定 Newport 利用這些機會獲利之可能性，始能勝訴。
受託財產交易公平性之爭議，如同所有其他關於受任人義務違反之爭議，均應由
被告負舉證責任。
4.

原告係基於自身權利抑或係代位公司之權利而受償？

原告係基於自身之權利而受償，而非基於公司之權利，因為 Wilport 或受讓
其股份之人均不應分享任何可能的利益。
（三）小結
傳統上，對於分享控制權溢價之爭辯係聚焦在公平性（fairness）。有認為控
制權乃歸屬於公司者（部分係因為公司法規定公司業務乃由董事會管理經營）6，

6

參閱 Adolph Berle & Gardiner Means, “Control” in Corporate Law, 58 Private Prob. 244 (1932);
Adolph Berle, “Control” in corporate Law, 58 Colum. L. Rev. 1212 (1958).
7

相關見解則將控制股東出售控制權視作公司之機會，而應由全體股東共享7。反
之，晚近評論則著重在效率（efficiency）：由控制股東獨享溢價或由全體股東共
享，何者能為股東創造較大價值8？換言之，何者對少數股東較為有利？
限制控制股東以溢價出售控制權，乃由於擔憂其將會從中牟取私利，亦即控
制股東將利用該交易以獲取不相稱的利益。控制股東藉控制力謀取私利的方式有
三：藉由奪取不相稱的公司收益、藉由逐出少數股東、藉由控制權交易，本案涉
及第三種方式—控制權之交易，本案法院認為控制權交易之價格屬於控制股東所
獲取之私人利益。

二、In re Pure Resources, Inc. Shareholders Litigation
（一）本案事實
Unocal 為 Pure 持股 65％之母公司，本案原告為子公司 Pure 的少數股東，
因母公司 Unocal 對子公司 Pure 進行公開收購欲取得剩餘 35%之股份，對 Pure
董事會及 Unocal 董事會請求禁止此公開收購要約的暫時禁制令。Unocal 對
Pure 少數股東公開收購條件為 Unocal 0.6527 股換 Pure 1 股，計算其溢價約
27%。目標為收購 Pure 股權達 90%，收購時間自 2002 年 8 月 21 日至 2002 年
10 月 2 日為止。達到收購目標後，即將進行簡易合併，亦以相同換股比例取
得其餘股東手中持股。對於 Unocal 公開收購之處理
Pure 董事會討論議案時，Hightower 要求兩位由 Unocal 指派的董事 Ling
以及 Chessum 迴避。並由 Williamson 以及 Covington 兩位獨立董事組成特別
委員會，其權限限於(1)聘用獨立財務及法律顧問；(2)代表 Pure 對收購要約
提出建議；(3)與 Unocal 談判提高換股比例。
特別委員會希望能取得更多授權，因此要求 Pure 公司澄清其權限，因此 Pure
董事會對此做討論。雖然 Ling 以及 Chessum 先前決定組成委員會時被要求迴避，
但是現在於特別委員會要求更多授權時，該二位由 Unocal 指派的董事卻參與討
論，而且由 Chessum 主導討論過程。經過一番討論後，特別委員會的權限仍限
於考量此一收購要約、談判及代表 Pure 作出建議。
在特別委員會要求更多授權的同時，委員會與 Unocal 進行談判，嘗試說
服 Unocal 提高出價。於 9 月 10 號委員會便提出其所聘用財顧所建議的換股比
例 0.787。在幾次面會後 Unocal 仍不為所動，因此於 2002 年 9 月 17 號特別
委員會基於他們所做的分析及財顧的建議，代表 Pure 作出不要接受要約之建
7

參閱 William Andrews, Stockholders’ Rights to Equal Opportunity in the Sale of Shares, 78 Harv. L.
Rev. 505, 506 (1965).
8
參閱 Frank Easterbrook & Daniel Fischel, Corporate Control Transactions, 91 Yale L.J. 698 (1982);
Ronald Gilson & Bernard Black, The Law and Finance of Corporate Acquisitions 1229-1236 (2d ed.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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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其後少數股東主張 Unocal 對於 Pure 及其董事會有控制力，導致此一收購
要約並非完全自由具有強制性，請求禁止此公開收購要約的暫時禁制令，法院
認為 Unocal 的公開收購符合非強制性的要件，駁回原告之請求。

（二）法律爭議與法院見解
1. Lynch 完全公平標準與 Solomon 標準
（1）Lynch 完全公平標準適用於母子公司合意併購
母公司對於子公司少數股東有內在的強制力，且獨立董事均受母公司之控
制，少數股東無法基於自由意志做決定，因此於母子公司合意併購而應適用完
全公平性標準。
（2）Solomon 標準適用於母公司對子公司公開收購
公開收購與簡易合併均不需經子公司董事會之同意，因此在 Solomon 標準
下，只要確保對小股東沒有強制力以及沒有證券詐欺的情形下，即是自願性的
公開收購。在自願性的公開收購下，法院傳統見解認為公開收購已充分保障少
數股東不受強制，不須適用完全公平法則。
2.

可否僅以母公司取得股份方式之不同採用不同標準
傳統見解認為合意併購時，控制股東與公司間屬於自己交易，控制股東同
時為買方與賣方；相較於公開收購下，控制股東僅為買方，是否應賣仍取決於
少數股東之自由。故只要母公司取得股份方式不同即可採取不同標準。
然而本案法院則認為，公開收購時沒有應賣的股東可能成為少數堅持的股
東，導致自己股票較不具流通性，或者適用簡易合併時可能獲得更低或較晚取
對價。不論公開收購或合意併購，一旦小股東不應賣或拒絕合併，均會產生
Lynch 案法院認為之內在強制力，故本案法院認為不得僅因母公司取得子公司
股份方式不同，即採取不同標準。
3.

本案法院以政策重點選擇適用 Solomon 標準
Solomon 標準的重點放在使買方和賣方可以自由決定，司法僅在必要時介
入，以維持公平的揭露以及防止結構性強制，其優點為能減少併購交易的訟爭
性，由少數股東保護自己，且現今日漸增加的機構投資人及資訊可獲得性亦為
本案法院選擇彈性適用 Solomon 標準的原因。
4.

法院彈性適用 Solomon 標準
本案法院認為僅在符合以下三種情形下，始認為控制股東公開收購的併購
不具強制力：
（1）收購條件具備必須得到少數股東中的多數同意；
（2）控制股
東承諾若他獲得超過百分之九十的股份將立刻以同一價格完成簡易合併；（3）
控制股東並沒有做任何報復性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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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東必須給予目標公司的獨立董事不受控制的空間，及足夠的時間回應
公開收購之義務，方式上至少並給予目標公司的獨立董事聘請財務顧問及法律
顧問，以及給予少數股東是否應賣的建議，以及對少數股東揭露足夠的資訊。
（三）小結
本案法院認為 Unocal 的公開收購要約雖然表面上具有強制力，但如果
Unocal 能將要約修正為，必須取得除上述有利害關係股東外其餘少數股東的
多數同意，則該瑕疵可以被治癒。除此之外，法院認為 Unocal 的公開收購符
合非強制性的要件，因為他們明確承諾在同一要件下完成簡易合併是，且
Unocal 並沒有任何的報復措施，因此駁回原告之暫時禁制令請求。

三、Kahn v. Lynch Communication System, Inc.
（一）本案事實
1981 年 Alcatel 根據股權收購的協議取得 Lynch 30.6%的普通股，協議內容
包括 Lynch 必須獲得 80%股東的同意才能進行其他併購。此外，協議內容還包括
(1)Alcatel 有權取得和持股比例相等之董事會席次；(2)有權購買 Lynch 出售給
第三人股份中的百分之四十；(3)禁止 Alcatel 於 1986 年十月前持有 Lynch 股份
超過 45%。
原告 Kahn 為 Lynch 之股東，代表被告以外之所有 Lynch 股東，於 1986 年對
Lynch 及 Alcatel 提起集體訴訟，請求禁止 Lynch 與 Alcatel 之公開收購要約及
其後之現金逐出合併。訴訟當時 Alcatel 持有 Lynch 43.3%之流通股，指定十一
席董事中的五位，執行委員會中三席中之兩席，薪酬委員會中四席中之兩席。
衡平法院駁回 Kahn 之暫時禁制令請求，Kahn 因而更改他的請求為經濟上的
損害賠償。

（二）法律問題及法院見解
1.

Alcatel 是否主導 Lynch 而居於控制股東的地位
法院認為股東只有在兩種情況下負有受任人義務（fiduciary duty）--擁有
公司多數股權，或對公司經營有實質控制力9時。何謂「實質上控制力」?法院認
為一個股東單純擁有公司少於百分之五十的股份，並不會成為具有控制力的股東
而負有受任人義務。在沒有控制性持股的情況下，要證明此股東對公司作為「存
在著主導關係」
，原告必須舉證此股東透過實質上的控制力主導了公司的作為10。
從 Lynch 董事會的紀錄中，衡平法院發現：非代表 Alcatel 的獨立董事也聽
從了 Alcatel 的指導，原因並非因為 Alcatel 在商業判斷的實行上居於一個正確
9
10

Ivanhoe Partner v. Newmont Mining Corp., Del. Supr., 535 A.2d 1334, 1334(1987)
Citron v. Fairchild Camera & Instrument Corp., Del. Supr., 569 A. 2d 53, 70(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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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而是起因於他位居一個強勢的大股東地位。該紀錄也支持了法院之後的
發現：儘管 Alcatel 百分之 43.3 持股只代表少數股東的權益，但 Alcatel 實質
上對於 Lynch 主導了其公司事務而展現了「實質上的控制力」。衡平法院後做出
結論，根據邏輯上的推論，Alcatel 對於其他 Lynch 股東負有控制股東的受任人
義務。
2.

完全公平測試標準如何適用在控制性股東上
法院在 Citron v. E. I. Du Pont de Nemours ＆ Co.案中，對完全公平測
試標準有所闡釋。檢驗利害關係控制股東現金逐出合併交易是否適當，其司法審
查標準即為完全公平測試標準。在獨立董事委員認可此交易或是大多數少數股東
獲得充分資訊而同意之情況，將會使舉證責任從有控制或支配力的股東身上，轉
移至有異議的股東身上。
然而母子公司的合併，不管少數股東是否投票同意或是拒絕該項交易，都會
被一個現在控制而且將會繼續控制該公司的一方提出。無論如何，控制股東的人
際關係均擁有潛在的影響力，故少數股東的表決並不會像是在沒有控制力的情況
下進行。即使未有控制力存在，在母子公司合併交易中的股東投票，仍會被理解
成：假設他們不同意此合併交易，將會產生遭到控制權股東報復的風險，例如控
制股東可能決定停止股利分配或以低價現金逐出少數股東。
因此，在母公司與其控制的子公司間之合併交易，即使其中一方經過公正的
獨立委員會的協商，法院無法相信其交易具備真正獨立性，而達到真正的公平談
判。故獨立董事委員認可此交易或是大多數少數股東獲得充分資訊而同意，並非
移轉舉證責任至少數股東身上之要件。

（三）小結
在具有利害關係併購案中，特別委員會是否真正地獨立、在常規交易中充分
被告知和自由協商，法院特別必須考慮。"然而完美的交易是不可能的"，除非控
制股東可以證明，在交易中不只是形成了一個獨立委員會，而且也進行了類似常
規交易中實際上討價還價的各種程序，否則完全公平的舉證責任將不被轉換。
衡平法院認為獨立委員會「適當地模擬第三人交易，也沒有在常規交易中受
到強迫。」然而這些理由在紀錄中卻得不到證實。最高法院認為衡平法院錯誤地
轉換舉證責任至 Lynch 股東-原告 kahn 身上。記錄上反映，在常規交易中委員會
實際的協商能力係妥協於若不同意$15.5，Alcatel 就準備進行敵意併購的狀
況。故本案完全公平準則中之舉證責任並不轉換到 Kahn 身上。

四、Mendel v. Car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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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事實
Katy Industries 係一間於紐約証券易所上市的公司，其控制權一直在
Carroll 家族手中，約持有 48%至 52%之股份。1983 年，Carroll 成員加入股份
購買協定（Stock Purchase agreement），該協定給予 Carroll 家族優先承買其
他簽署者（signatory)持有 Katy 股份的權利，且未限制其表決權。而 Pensler
Capital 則對 Katy 有高度興趣，數次提出合併計畫。
原告 Mendel 為 Katy Industries 的少數股東，要求董事會同意授予第三人
買進 20%股份的選擇權，用以達成稀釋現存 Carroll 家族控制股權的表決權。這
項指示將使 Katy 的董事會給予 Pensler capital 的成員以每股 27.80 元購買
Katy 大約 20%的在外流通普通股的選擇權。此選擇權的發行是一個提供 Pensler
以一股 27.80 的現金合併 Katy 的機會。控制股東 Carroll 家族則提出以每股
25.75 元價格收購其他股份。原告要求 Katy 與 Pensler 公平地協商；禁止最近
Carroll 以在市場上取得的股份行使表決權；禁止 Katy 進行某些支付；禁止 Katy
發放其在 1994 由股東會授權發放的特別股股利（special dividend)。

（二）法律問題及法院見解
1.

Katy 的董事會是否有義務同意 Pensler 所想要的發行選擇權（option）？

無論董事會授與一個買進股票的選擇權是否符合受託人義務，法院認為並不
需要為此抽象化的問題下一個制式的答案。然可以確定的是，董事會對於該稀釋
(股權)的目的若僅在維持控制權，這樣將會違反忠實的規範；然董事會之行為若
符合誠信且合理相信控制股東有濫用其影響力並利用少數股東的弱勢
(vulnerability)的情況，則董事會可能有權採取這樣的行動。
2.

法院認為控制股東未以特別的方式利用少數股權的弱勢。

法院認為本案事實並沒有利用或是對少數股東有不公平，Pensler capital
出價每股 27.8 元與 Carroll Group 合併價格 25.75 元，二者在法律上與商業上
是截然不同的。而二個可能交易間之根本性的不同在於 Carroll Family 事實上
已經有一個堅定的控制持股，法律並已承認且接受控制股東之控制權溢價的合法
性。在 Carroll Family 合併案中重要的事實是，購買方並沒有買公司的控制權，
他們已經持有公司已發行股票的 48%或 52%了；而 Pensler 的要約則是向控制股
東與其他的股東提出，並以單一價格購買其控制權持股與公司剩餘的股票，其將
控制權溢價平均分給所有的股東。
因此在本案，由於 Carroll Family 事實上已經持有了公司的控制權，因此
當 Katy 的董事會或是其特別委員會在評估 Carroll Family 合併案時，其有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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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注意到當時該提案已被一群持股近 50%的股東所提出，且該等股東可以說是有
能力去選舉董事會，在這種情況下，法院認為董事會有尊重 Carroll Family 的
權利的義務。
法院承認 Carroll Family 沒有義務去支持一個要他們出售手中持股交易，
並非在說他們可以運用對公司的控制權以不公平的價格去實現自我利益的合
併。而係本案中並無任何現存的資料可以認為 Carroll Group 所提出支付給非控
制權股東的 25.75 元為不適當或不合理的，就算是 Pensler 願意支付更多給所有
股東的這個事實，也無法支持 Carroll 之提案給非控制股東的價錢為不公平這樣
的推論結果。
法院認為董事仍有可能依循著受託人義務可以去發行一個稀釋股權之選擇
權以為了保護公司或其少數股東免於其遭受控制股東之利用，然這種情況並未完
全出現在 Katy 董事所面臨的情況中。因此 Katy 董事會沒有去發行稀釋股權之選
擇權將不被認為係違反對少數股東之受託人義務。

（三）小結
法院認為在本案中 Carroll 擁有公司的控制權，且 Carroll 一再表示其無
興趣出售持股，再者，身為控制股東也沒有任何義務需要其出售持股，董事會在
此種情況之下必須尊重 Carroll 的意願。董事會對於公司及股東的受託人義務，
就是要保護股東的權利，而非讓董事在控制股東沒有嚴重違反受託人義務的情況
下，可以運用公司的力量去對抗多數股東。因此在本案董事會有考量到股東利益
最大化，且本案中控制股東並未有利用少數股東弱勢的情形，此時董事會即應尊
重 Carroll 的意願，因此董事會拒絕 Pensler 提案並沒有違反受託人義務。

五、Weinberger v. UOP, Inc.
（一）本案事實
UOP 全名為 Universal Oil Products Company，為一家多角化經營的工業公
司，其股份在紐約證交所公開掛牌買賣。Signal 是一家多元且技術上透過不同
的子公司之運作建立起的公司，有意收購 UOP11。UOP 的前任股東 Weinberger 質
疑 UOP 與其大股東，即母公司 Signal，藉由現金逐出合併消滅少數股東，主張
其向少數股東收購之價格過低，訴請法院撤銷合併，對 UOP、Signal 及兩間公司
之董事與經理人請求賠償損害而提起團體訴訟。
11

其董事長 Walkup、總裁 Shumway、副總裁 Arledge、資深副總裁 Chitiea（首席財務長）以及
其董事 Crawford(就任前原為 Signal 完全持有的另一間子公司的資深員工及副總)，此五人均兼為
Signal 及 UOP 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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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律問題及法院見解
1. Arledge 與 Chitiea 身為 Signal 與 UOP 之共通董事，但其提出之可行性報告
完全立於對 Signal 有利的角度研擬，並且使用了 UOP 的資訊，是否違反受託人
義務？
Chitiea 和 Arledge 利用身兼公司董事職務的身份，取得 UOP 之內部資訊，
為 Signal 做出合併可行性的研究，並提出合併對 Signal 可帶來之種種好處，卻
導致 UOP 少數股東高達 1700 萬美元損失之重大影響，但 UOP 之少數股東並未
獲知此一資訊。法院認為被告並未揭露其所持有，且對該合併交易資訊密切相關
的資訊。因 Signal 所控制之董事對於 UOP 負有忠實義務，在此情形下，其所持
有的資訊必須全部被揭露。
在母子公司交易的情形下，若欠缺獨立的協商機制，或董事並未迴避，則董
事負有達成雙方最佳利益的義務。法院認為紀錄已證實 Signal 指派之董事並未符
合該義務。
合併之條件對少數股東是否公平？
公平原則的概念可分為兩個基本的面向：公平交易與公平價格。法院應整體
加以審查，而非將公平交易與公平價格作分割之觀察。故法院在審酌公平性時應
考量（1）交易作成時，其發起、架構設計、協商過程、對董事的揭露情況如何；
（2）如何取得董事與股東的支持；（3）關於合併提案之經濟與財務的考量，包
括所有相關的因素：資產、市價、盈餘、未來展望，以及其他任何會影響公司客
觀股票價值的因素。
2.

優勢資訊持有者，不應利用該資訊誤導其他不知情之股東。Chitiea 和 Arledge
為了 Signal 的利益，利用其地位取得之資訊做成可行性研究，且未將利害衝突揭
露給 UOP 之外部董事及 UOP 之少數股東，違反公平交易。最高法院指出公平價
格之計算，必須考量所有相關因素，即只要是以合併的成果或其代為出發點設定
的價格預測要素，皆屬之。若承審法院認為適當，公平價格亦包括任何由於公司
股東進行團體訴訟所致的損害。綜上所述，本案合併交易無法通過完全公平原則
之測試標準。
本案法院可採取之損害賠償方式為何？
最高法院認為，由現今已知的估價程序視之，在 Lynch 案中僅限使用嚴格的
金錢損害賠償計算方式作為救濟之方式，已失其法律基礎。反之，應透過「考量
所有相關因素」得出是否為公平價格之結果。而衡平法院若認為關於公平的爭
議，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其決定之救濟係適當時，亦可判予少數股東回復原狀之損
害賠償，至於 Lynch 案中法院認為在現金逐出合併下，僅得採用金錢損害賠償額
之原則，此部分之主張不予採納。
最高法院表示其不限制衡平法院可依據個案事實，給予股東其他救濟方式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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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權能。但因本案交易已完成許久，以致無法撤銷，衡平法院應謹慎地依照完
全公平的標準（也就是公平交易和公平價格），給予少數股東金錢形式的補償。

（三）小結
本案法院以公平交易與公平價格建構「完全公平測試標準」之內涵，在公平
交易部分，特別強調重要交易資訊應為充分揭露，並另提出常規交易作為判斷標
準；在公平價格部分，則認為在無違德拉瓦州公司法第 262 條之情況下，應允許
當事人採取更自由的估價方式。此外，在損害賠償方式之採擇上，本案法院雖認
為由於交易已完成許久，無法撤銷，僅得給予少數股東金錢形式之補償，惟亦特
別指出，若有足夠證據證明其決定之救濟係適當時，仍可判予少數股東回復原狀
之損害賠償，故不採納 Lynch 案中認為在現金逐出合併下僅得採用金錢損害賠償
方式之主張。

六、慧智與致達合併案
（一）本案事實
2003年三月致達科技公司對外公告，有意以每股14.5元於公開市場收購台灣
慧智公司股權。致達為和信集團100％持股之子公司。而和信及利害關係人原本
就持有台灣慧智超過27％的股權，致達順利取得台灣慧智30％的持股後，和信集
團對台灣慧智的持股比例升高至將近六成，因此取得台灣慧智的主導權。不到兩
個月後，台灣慧智董事會決議與致達進行現金合併，並決議若資產淨值高於47
億元，則以每股14.5元作為現金合併對價，否則即以每股13.5元左右價格合併。
合併後由致達為存續公司，慧智則自行下櫃。本案涉及現金收購之價格與每股淨
值可能不相當，股東權益因而受到侵害，因此少數股東之保障為本案之重點。

（二）法律問題
1.

美國法上少數股東於逐出合併時所能主張之救濟
由於現金逐出合併將影響股東地位，且評價股權價值有其困難性，經營者或
控制股東有能力影響股價的因素，因而在美國發展出各種不同的測試標準，藉以
衡量現金逐出交易的適法性。主要有「事業目的測試標準」及「完全公平測試標
準」兩種。前者係指只有基於正當的事業目的而採取現金合併方式，法院方承認
此種合併的正當性，然此標準遭到揚棄，因要求經營者或大股東說明合併除了逐
出少數股東以外還具備其他正當理由並非難事，並且要求法院事後衡量這些原因
的真實性有其困難。而後者則是要求控制股東或經營者必須在實質及程序上公平
對待少數股東，包括「公平交易」
、
「公平價格」
，以證明合併案件是完全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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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少數股東是否能主張要求董事負忠實義務
然而我國為成文法系國家，在現行法無相關規定的情況下，無法由法院引進
美國法院之測試標準。我國法中，股東間並無受任人義務，因此少數股東對於控
制股東濫用表決權通過不利合併條件時，少數股東通常無法向控制股東求償。
就董事違反受託人義務部份，於現金逐出合併時，若董事有「違反忠實或注
意義務」的情況，董事將負擔賠償責任，然依現行規定，董事負受任人義務之對
象是公司，董事對股東並不直接負有受任人義務，被驅逐之股東尚不得依此規定
直接向董事行使。若依 212 條或 214 條提起代位訴訟，又會遭遇我國股東代表訴
訟條件嚴苛難以行使的問題。
3.

少數股東之反對股東異議收買請求權
若慧智之少數股東認為現金收購之價格過低，可能得請公司依公平價格收買
股份。慧智公司原為上櫃公司，依非訟事件法 182 條第一項規定，公司法所定股
東聲請法院為收買股份價格之裁定事件，法院為裁定前，應訊問公司負責人及為
聲請之股東；必要時，得選任檢查人就公司財務實況，命為鑑定；第二項規定，
前項股份，如為上櫃或上市股票，法院得斟酌聲請時當地證券交易實際成交價格
核定之。按非訟事件法規定僅稱為斟酌，而不是依該交易價格為唯一判斷標準。
然我國實務上12多以公司該基準日之證交所交易價格為收買價格，這樣的見解似
乎過於依賴集中市場之交易價格，應多考量市場交易價格以外之因素例如公司目
前經營績效，及未來發展條件等，較能正確評估股份之公平價值。

（三）小結
我國公司法規定董事僅對公司負有善管及忠實義務，但在合併案例中，要求
董事對即將消滅之虛擬實體負有受任人之義務何在。因此，應該關切的問題在，
董事如何在合併交易中，為公司消滅後可以分得財產之人，也就是公司股東盡最
後義務，故我國之受任人義務體系似有更進一步改善的空間。另外，我國現行實
務對於股份公平價格之認定似乎仍過於僵化，無法完全保障股東權益，仍有待未
來學說與實務進一步發展。

七、結論
統整美國上關於控制股東相關案例之結論，為避免控制股東藉由其控制力
從併購案中謀利，嚴重侵害少數股東及公司權益，在 Perlman 案中之認為應限制
之。就董事會之受任人義務部分，在控制股東不願出售其持股時，Mendel 案法
院認為由於控制股東沒有任何義務出售持股以使併購案達成，故董事會當不得為
求併購案之完成，而稀釋控制股東之股份，否則有違其受任人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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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台灣高等 91 年抗字第 3795 號裁定，91 年抗字 5137 號裁定，92 年抗字 11129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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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股東進行併購案例中，若係以合意併購之方式進行，為避免因被併購
公司礙於控制力，而使併購交易流於不公平，有害小股東及公司權益，Weinberger
案和 Lynch 案法院則以「完全公平測試標準」此一嚴格標準，以公平交易及公平
價格二階段來檢視併購案，若無法符合，則須給予少數股東損害賠償。在控制股
東若以公開收購方式進行併構時，Unocal 案法院則認為開收購之要約雖然表面
上具有強制力，但若能符合有利害關係股東外其餘少數股東的多數同意、在同一
要件下完成簡易合併，且無任何的報復措施，則併購案不具強制力，符合公平原
則。
而在最後探討慧智與致達之合併案，可知我國公司法規定董事僅對公司負有
善管及忠實義務，但在合併案例中，被併購公司已消滅，則董事如何對之負受任
人義務則有疑問，顯見我國受任人義務體系似有更進一步改善的空間。
藉由上述各案例之探討，不僅點出控制股東併購時相關問題，美國法院之
結論極具參考價值，得以藉之補足我國法不足之部分，以完善我國併購下對於少
數股東保護及控制股東行為義務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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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研究成果自評
在競爭激烈的今日，企業莫不為能永續經營，提高國際競爭力，並達到多角
化經營的目標而努力。而為達此一目標，借由企業併購乃擴大經營規模，改善營
運效能，追求多角化經營外部成長方式的重要工具。
然而在控制股東進行併購時，其受任人義務為何，控制權溢價之合理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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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少數股東之保護等議題即有釐清之必要。本研究計劃藉由美國案例，在類型化
討論各案件中相關爭議後，已就此些問題有初步之具體化，應能給予我國修法上
之參考。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