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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併購法總評 

企業併購法總評 
  

壹、前言 

隨著全球市場之自由化與國際化，企業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從組織面來看，企業

為提升競爭力與經營綜效，或進行組織改造、或從事策略聯盟等行為，其中選擇併購

或被併購，亦為相當常見的作法之一。準此，有鑑於我國傳統法制對於企業併購相關

規範之分散與不足，便有擬定企業併購法制之聲浪產生。而企業併購三法中最重要的

「企業併購法」，業已於九十一年一月順利三讀通過。在本法通過生效後，對於我國以

往混亂不堪的企業併購法制，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本文擬從較宏觀的角度來評估企業併購法。首先，本文擬介紹有關企業併購動機

之學說，以分析企業選擇進行併購之原因。復就本法之立法政策、法規整體架構與主

要內容做一總覽與介紹。其次，依作者所見，企業併購之核心問題—併購決策、董事

權責與專家責任—乃本法最具爭議之規範漏洞；因此本文特針對此一部份開闢專節加

以分析。接著，本文並就其他本法較具爭議或尚有疑義之處，如跨國併購與認許制度、

表決權契約與表決權信託，及收購與分割相關問題等，於本文第伍部分進行論述。最

後部分為結語，呼籲我國企業併購法制能成為創造財富之萬靈丹，而不只是不肖業者

進行財富重分配之障眼法。 

貳、從企業併購之動機談起 

欲研究分析企業併購法制，必須先瞭解企業進行併購之動機。而企業併購之動機

理論，在學理上計有 1： 

1
 國內外有關企業併購動機之研究甚多，國內部分如陳志榮，企業併購程序中理論與實際之比較，台

灣大學商研所碩士論文，15-22 頁，79 年。 



 

 

一、價值極大化動機理論 

此理論包括「壟斷力」、「綜效」與「財務動機」等假說，茲分述如後： 

(一)壟斷力假說 

同一產業內的廠商（水平結合），可使產業集中度提高，而較高的市場集中度有助

於產業內各廠商達成勾結協議（collusive agreement），使產業壟斷力增加，獲得壟斷利

潤。 

(二)綜效（synergy）假說 

所謂「綜效」，是指廠商結合後的預期現金流量超過個別廠商結合前之現金流量的

總和。綜效之利益來自於生產效率或組織效率之提高，從而降低成本。生產效率提高，

最重要的是規模經濟的實現；而組織效率提高，最重要的是交易成本經濟之實現。 

(三)財務動機假說 

所謂「財務動機」，又分為「節稅動機」與「風險減少動機」。前者係指公司合併

後，可使營業虧損之公司與獲利之公司營虧互抵，因而節省公司之所得稅
2；後者則係

依古典資產理論所得出之推論，亦即廠商透過併購，在許多相關性低的市場或產業(例

如分別在船運業及畜牧業，此二種沒有什麼相關性的產業)從事生產以分散風險，進而

減少廠商盈餘的變異（variance of earning），不致於因某一產業或市場之營業虧損，使

其它產業因骨牌效應而受波及，從而資本市場在折現廠商未來盈餘時，會認為併購後

之廠商的營業風險較小，使廠商在併購後價值大於併購前個別廠商價值的總合。 

二、「懲戒式接管假說」與「代理理論」 

第二大類之動機理論包括「懲戒接管假說」與「代理理論」，後者又可細分為「成

長極大假說」與「經理人者個人風險分散假說」，分述如下： 

(一)懲戒式接管（disciplinary take- over） 

一般而言，懲戒式接管並非是替換標的廠商其無效率經理階層之唯一手段。但若

掠奪廠商擁有標的廠商無效率之內部訊息，而標的廠商股東不知此訊息時，透過懲戒 

 
2　依照美國稅法，公司的營業虧損可遞延到未來，抵銷課稅所得，而其目的乃在避免對利潤極度

不平均的公司施以過重的稅賦壓力。



 

 

式接管將是有效排除標的廠商其無效率經理者的方法。經由懲戒式接管取得經營權並

引進改革措施，改善無效率之管理，來獲取併購標的價值被低估之差價 3；尤其當標的

廠商經營不善，面臨破產時，經由接管並可減少破產成本之發生。 

(二)代理理論 

1.成長極大假說：又稱「規模極大假說」。此說認為公司併購乃符合經營階層追求

廠商成長與擴大廠商規模的目標，因此公司併購即非以追求價值極大化為唯一目標。

申言之，本說認為廠商的行為並非追求利潤極大，而是追求銷售額極大。 

2.經理者個人風險分散假說：此說認為股東能透過市場投資組合而分散所有非系統

風險。但對經理者而言，其報酬常以利潤共享計畫（profit-sharing schemes）、紅利

（bonuses）或選擇權（options）方式擁有，這些與廠商之經營績效密切相關，因此報

酬之風險與廠商之風險也就密切相關。在經理者與股東對風險分散的能力存有差異之

下，規避風險便形成經理者進行併購之動機，亦即藉由多角化併購策略來穩定廠商盈

餘，減少績效變異與破產風險，以減少本身的就業風險和報酬風險。 

惟應注意者，當企業進行併購時，對雙方或三方企業而言，並非全然基於上述理

性之原因，也可能純粹因為企業經營者個人一己之私或是自大心理而決議併購 4。在真

實世界中，並非所有之併購案件均能產生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與被併購公司雙贏

之結果。事實上，有些併購對經營階層或公司之大股東或許有利，然而公司員工、小

股東、債權人等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卻可能受到損害。從而，企業併購究竟是創

造財富之萬靈丹？抑或僅是財富重分配之障眼法？實有深入探討之必要。 

參、本法之立法政策與主要內容 

企業併購法（以下簡稱本法）5 之立法原則有六 6：(一)以制定專法之方式，建立企

業併購之基礎法制；(二)簡化程序，便利企業併購；(三)提供多元之併購方式，排除現

行法令障礙；(四)提供靈活之勞動制度；(五)提供適當租稅措施，鼓勵企業進行併購； 

 

3
 曹瑞泰，本國銀行之經營與併購—以新銀行為例，台灣大學國企所碩士論文，24 頁，90 年 6 月。

4
 關於「自大理論」與其他企業併購動機之較詳細說明，see Ronald J. Gilson & Bernard S. Black, The Law

and Finance of corporate acquisitions (2
nd
 ed.), Westbusry, N. Y., at 253-506. (1995) 

5
 廣義之「企業併購法」，除指本文所探討於 91 年 1 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之企業併購法外，尚包括

證券交易法部分修正條文及公平交易法部分修正條文，三者合稱「企業併購三法」。惟限於篇幅，

本文僅以企業併購法為討論重心，合先敘明。 
6
 參照企業併購法之立法說明。 

 



 

 

(六)提供適當金融措施；(七)加強公司重整之組織再造。而就立法架構言，共分為：

「總則章」、「合併、收購及分割章」、「租稅措施章」、「金融措施章」、「公司重整及組

織再造章」、「附則章」等六章，總計條文五十條。 

以下茲分就「併購障礙之排除」與「併購誘因之提供」兩方面切入，分析本法之

立法政策與重要內容： 

一、併購障礙之排除 

(一)本法之立法目的與基本架構 

本法第一條立法目的開宗明義指出，為利企業以併購進行組織調整，排除現行公

司法及證券交易法等各種法律對於企業併購之障礙，特制定本法。故併購障礙之排除

實乃本法之重要目的之一。 

其次，為避免其他法律對於企業併購之不當限制，第二條乃明文規定本法為規範

企業併購之特別法，故在適用順序上，除金融機構之併購外 7，一概優先適用本法。惟

就各法規實際適用之順序，仍有待主管機關進一步之解 釋 8。 

而關於企業併購之主管機關為何，亦為本法重要爭議之一。在本法研擬過程中，

一度形成沒有主管機關之局面。蓋因本法制牽涉到諸多層面，如租稅減免、勞工權益、

及公司管理等，而上開事項的主管機關多不相同。故本法一度曾打算不明定主管機關，

而就各個事項交由各主管機關私下自行解決。惟最後一次朝野協商之結果，終於決定

將主管機關定為經濟部，使之回歸公司法制之主管機關
9。然未來在具體操作上，何事

項應歸經濟部管理，何事項則否，仍有待進一步之研究。 

(二)明定董事會之責任，並承認併購後之一人公司 

為避免企業於併購決策時權責分配不明，以致有礙併購之進行，並為保障投資人

及少數股東之權益，本法明定公司依本法為併購決議時，董事會應為全體股東之最大

利益行之，並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併購事宜 10。有關董事會之權責，實係本 

 

 

7
 參照本法第 2 條第 2 項：「金融機構之併購，依金融機構合併法及金融控股公司法之規定；該二

法為規定者，依本法之規定」。 
8
 陳春山、張馥羽，我國公司併購過程中法律爭議，實用月刊，36、37 頁，91 年 2 月。 

9
 參照本法第 3 條規定及其立法說明。 

10
 參照本法第 5 條規定及其立法說明。 



 

 

法最為核心、卻也最具爭議的問題之一，關於其較詳細之說明，本文將置於第「肆」

部分討論。 

而企業進行分割、合併或收購等併購行為後，基於組織調整與再造之理由，極可

能成為一人公司，故本法特參酌公司法第一二八條之一，規定公司因進行併購而成為

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所組成之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之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行使，以

杜爭議 11。 

應注意者，當初本法乃預期將先於公司法修正條文通過施行，故特設本條規定，

以排除原公司法對於「一人公司禁止」之限制，惟目前公司法修正條文業已公布施行，

該法第一二八條之一之規定，已明文解決此一問題，故居於特別法地位之本法的此條

文，已成為可有可無之規定。 

(三)公司因併購之目的而發行新股相關障礙之排除 

為鼓勵公司進行換股或現金增資，以利併購，本法特規定於第八條第一項所列四

款情形，得免除公司法第二六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關於發行新股時員工及股東優先承

購權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八條之一關於為上市（櫃）公司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股權分散規

定之限制 12，以免造成公司發行新股予第三人作為併購對價時，因必須併同保留員工

與原股東購之股數，或強制提撥發行新股之一定比率對外公開發行，造成股權不斷膨

脹，致生股權稀釋及股權分散之效果 13。 

其次，若企業因前述四項事由而發行新股時，得以公司事業所需財產作價出資，

並允許公司重整時債權人之以債作股，不受公司法第二七○條規定之限制 14，以利企

業重整。 

(四)明文承認表決權契約與表決權信託 

公司進行併購時，其目的之一係為取得公司經營權之控制，故持股未過半數之股

東間為提升其影響力，以強化參與公司經營權，常利用表決權契約及表決權信託之制

度。惟我國過去實務曾對表決權契約之效力持否定見解 15。準此，為鼓勵公司或股東

11
 參照本法第 7 條規定及其立法說明。

 

12
 張宏賓，企業併購法立法重點，實用月刊，14 頁，91 年 2 月。 

13
 參照本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及其立法說明。 

14
 參照本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 

15
 參照 71 年台上字 4500 號判決。 



 

 

間成立策略聯盟及進行併購，並穩定公司決策，有關股東表決權契約及表決權信託制

度，應回歸「股東自治原則」及「契約自由原則」，而承認效力 16。由於本條規定亦為

本法相當重要的爭議之一，故本文將於第「伍」部分，另闢專節討論。 

(五)得合理限制股票之轉讓 

現行公司法第一六三條基於股份轉讓自由原則，規定公司股份轉讓不得以章程禁

止或限制之，固有其存在價值，惟企業實務上基於業務競爭或符合法令等目的，以契

約限制股東移轉股份已甚為普遍，足見「股份轉讓自由原則」在合理目的或公司全體

股東最大利益之考量下，得予以適當限制。是故，本法特規定於企業併購時，得以股

東間或公司與股東間之書面契約，合理限制股份轉讓之相關事宜。此外，鑑於股票設

質之性質及法律效果與股份轉讓近似，特一併予以規定 17。然實際上，此一規定不外

是把真實商業世界中，對於限縮「股份轉讓自由原則」之實際需求，加以正當化而已。 

(六)簡化企業合併程序 

為簡化公司合併程序，鼓勵大型公司合併小型公司，以提升企業競爭力，特參酌

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引進「非對稱式合併」（whale- minnow merger）制度。申言之，

若存續公司因合併發行之新股，未超過存續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百分之二十

者，因發行新股數量相當少，對於存續公司股東權益影響甚小，故無經存續公司股東

會決議之必要 18，而以董事會之特別決議即為已足。同時參考日本商法第四一三條之

規定，併列「擬交付消滅公司股東之現金或財產價值總額未超過存續公司淨值之百分

之二」為要件，以求規範之完備。 

又為便利公司成立後之整體集團組織及業務調整，並考量母公司合併其持有絕對

多數股份之子公司時，對於子公司股東權益影響較小，故為簡化合併程序，特參酌美

國模範公司法第一一．○四條及我國公司法第三一六條之二第一、二項規定，引進「簡

易合併」制度，規定此類合併事項之討論不以召開股東會為必要
19。 

 

 

 

 

 

16
 參照本法第 10 條規定及其立法說明。 

17
 參照本法第 11 條規定及其立法說明。 

18
 參照本法第 18 條規定及其立法說明。 

19
 參照本法第 19 條規定及其立法理由。 



 

 

(七)允許進行跨國併購 

在我國傳統之公司法制下，並無本國企業與外國企業併購之法源依據，故在全球

化企業發展之浪潮下，勢必使我國企業之競爭力相形遜色。故本法秉承金融機構合併 

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四項之精神，並參考美國立法例，於本法中明文賦予本國公司

與外國公司進行跨國併購之法源依據，以符合時代潮流 20。至於其相關爭議，容後詳

述。 

(八)企業合併時得以信託或證明方式處理債權人之異議 

企業進行合併時，為保護債權人利益，應將公司合併之決議通知或公告債權人，

使其有提出異議之機會。而為提升企業合併之效率，本法除參酌新修正公司法第七三

條規定，將債權人異議期間定為三十日，並參酌日本商法第一百條第三項，增訂合併

之公司得以成立專以清償為目的之信託，或由公司證明無礙於債權人之權利等 21 二種

選擇，作為除了清償或提供擔保外的處理債權人異議權之方法，以免少數債權人假借

異議之名，行杯葛干擾企業合併之實。 

(九)企業進行收購時對債權人異議權之限制 

在處理團體性之組織活動時，因為參與者眾，自不希望因為少數人的利益受到輕

微之侵害，而影響團體活動之進行，故為簡化公司進行概括承受或概括讓與之程序，

爰參考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十八條第三項，針對公司之通知義務，即對債權人之異議權

或反對權上面，作出相當之限制，亦即公司以概括承受、概括讓與或依公司法第一八

五條第一項第二、三款為收購時，得以公告方式為債權讓與之通知；承擔債務時，並

免經債權人之承認
22，以排除民法、公司法等相關法規之障礙。 

(十)創設股份轉換制度 

在先進國家之立法例中，企業併購之概念應包含所謂的「股份交換」。故為使一般

產業公司能轉型成為產業控股公司，本法比照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二六條關於股份轉換

之機制，規定公司得經股東會之特別決議，以股份轉換之方式成為既存或新設控股公

司的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 23。而預定受讓股份之公司為新設公司者，轉讓公司之股

20
 參照本法第 21 條（合併）、第 27 條第 3 項（收購）、第 33 條第 3 項（分割）等規定及其立法說明。

21
 參照本法第 23 條規定及其立法說明。 

22
 參照本法第 27 條規定及其立法理由。 

23
 同註 12，16 頁。 



 

 

東會，視為受讓公司之發起人會議，得同時選舉新設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 24。 

惟因此一制度會影響少數股東及債權人之權利，故本法特別賦予少數反對股東股

份收買請求權，並就應通過如何多數決之門檻等，定有完整的規定。 

(十一)公司分割制度之引進 

原本，本法預計將先於公司法修正條文通過施行，故為使一般公司亦得利用公司

分割方式調整其業務經營及組織規模，本法參照日本商法有關公司分割之規定及金融

控股公司法第三三條，制定本法第三二、三三條，期以此創設公司分割之制度。惟公

司法全盤修正條文已先本法通過施行，故本法關於公司分割之部分，除第三章就公司

分割提供相關租稅優惠外，其餘規定與公司法並無太大差異。 

(十二)以企業併購方式進行重整 

本法第五章「公司重整之組織再造」，乃立法院委員會於一讀時始增訂之部分。蓋

為使公司得於重整時，將併購等計畫納入，以增加企業重建更生之機會 25。惟本章規

定係於匆促中通過，因此其利弊得失尚待進一步評估。 

二、併購誘因之提供—以員工權益與租稅優惠為例 

(一)員工權益之誘因 

為儘速確定公司進行併購時勞動契約之移轉及人員留用與否等問題，本法規定新

雇主（即併購後之存續公司、新設公司或受讓公司），應於併購基準日三十日前，通知

舊雇主（即消滅公司、轉讓公司或被分割公司）原已雇用之勞工是否留用，並告知留

用勞工之勞動條件。該受通知留用之勞工拒絕留用者，應於受通知日起十日內以書面

通知新雇主，屆期未通知者視為同意留用。且因勞工係公司之重要資源，人力資源之

管理與取得亦為公司進行併購之重要動機之一。故本法除賦予公司對勞工前述之商訂

留用權外，復規定受同意留用之勞工若因個人原因嗣後不願留任者，視同辭職，從而

不得請求雇主給予資遣費
26。 

企業併購制度之制定，很難兼顧勞資雙方之利益。換言之，若欲大規模鼓勵企業

24
 參照本法第 29 條規定及其立法說明。 

25
 參照本法第 47 條規定及其立法說明。 

26
 參照本法第 16 條規定及其立法說明。 



 

 

併購時，此消彼長之下，勞工之相關權益可能必須稍打折扣。因此對企業主而言，制

度面上勞方的退讓，便是資方企業併購之誘因。關於此點，本法亦嘗試尋找一個平衡

點，惟實效如何，仍有待時間檢驗。 

(二)租稅優惠之誘因 

過去由於我國稅法均未對於併購行為之稅捐減免方式予以明確規範，以致於併購

行為常被視同一般買賣或交易行為而予以課稅，造成企業進行併購之阻礙 27。蓋因併

購而為財產或股份之移轉，如僅係形式上之轉移，與一般應稅交易行為之本質應有區

別。故為鼓勵併購強化企業經營效率與競爭能力，應對進行併購而發生之稅捐，給予

適當之減免。 

有鑑於此，本法參考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金融機

構合併法第十七條第一款及第二款，及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二八條第三款及第四款有關

免徵稅捐等規定，做為企業併購之誘因 28。整體而言，本法之租稅優惠相較於原既存

之公司法、促產條例、金融機構合併法等法制，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29，相信應能成為

企業併購之良性誘因。 

肆、併購決策、董事權責與專家責任 

在企業併購制度中，董事於併購決策中之角色及其相關權責，實乃企業併購之核

心問題。因為關於企業併購的案例，最重要者莫過於「評價」(valuation)的問題。換言

之，併購除了講求組織面是否有效率外，該併購案之條件如何，亦即市場價格與換股

比例如何，實乃併購案中最關鍵之重點。而國內外之立法例，多規定企業併購之最終

決策機構為公司董事會。雖然本法第六條規定董事會在作最終裁決前，原則上應諮詢

律師、會計師、投資銀行、證券商等獨立專家之相關專業意見，但因我國長久以來董

事會權責不明之積習難改，且欠缺董事義務之明確實際操作標準，在面臨董事與公司

因併購而生之諸多利益衝突時，勢難有效加以規範，從而將可能發生許多爭議。 
 

27
 同註 12，18 頁。

 

28
 參照本法第 34 條規定及其立法說明。 

29
 詳細之比較請參照「企業併購法座談會」附表，月旦法學雜誌，82 期，162、163 頁。 



 

 

尤其，從我國公司之股權結構來看，許多企業與企業集團多屬大股東所掌控之結

構，故董事會通常亦為其所直接或間接掌控。在此情況下，應透過如何之機制來檢驗 

某一併購行為是否妥當，及併購之條件、價格、換股比例是否恰當等，皆值得吾人深

究。在董事有權無責、企業併購法關於董事權責規範亦未臻完善之情況下，此類問題

日後必定一一浮現。筆者認為，企業併購法中，併購決策與董事權責之相關規定，乃

本法中最具爭議之一環。故本文擬針對此部分，以專節進行分析探討。 

一、公司法關於董事權責之規範 

(一)公司負責人之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 

公司法第二三條第一項 30，乃公司負責人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之具體規範，董事自

亦有其適用。又就董事與公司間之法律關係，公司法第一九二條第四項規定：「公司與

董事間之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若由比較法之觀點，美

國法上將之歸類於「注意義務」（duty of care），與我國規定有類似之處。然而，我國

民法所規範之委任關係基本上係針對委任人對受任人為特定事務處理之授權而為設

計，故受任人原則上係依委任人之指示執行，屬較被動之法律關係；反之，依美國公

司法理念，董事乃公司之法定、經常業務執行機關，以商業環境之複雜性、公司事務

之專門性及股東與公司間關係而言，股東不可能對公司各項業務之執行詳為指示，而

董事亦須主動地配合各種商業狀況、公司情形為經營策略之調整，故就董事之注意義

務不應僅就善良管理人之角度出發，而應賦與董事經營行為更大的裁量空間，從而「商

業判斷原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便因應而生
31。 

    此外，董事除應具備相當能力以履行注意義務外，尚應具有起碼之操守，以忠實

執行職務。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或許可認為是對董事能力上之客觀要求，而在操守

上，則涉及董事是否忠於職份，屬董事特質之主觀條件。本文以為，董事操守監控之

重要性應與其注意能力之要求等量齊觀，因為某一董事能力之不足，可由其他董事補

足，縱使董事全屬顢頇無能之輩，尚有公司經理人、顧問等可供輔佐。但若董事之操

守有疑問，則必須有賴強力之監控機制方能防止，否則依董事權限之大及對公司內情

 
 

30
 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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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王文宇，併購決策與董事權責，實用月刊，19 頁，91 年 2 月。 

 



 

 

之瞭解，董事以職權謀取私利不但難以預測，損害之範圍更是十分鉅大 32。就如何規

範董事操守之問題，英美法將之稱為「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本此公司法修正

亦從善如流，將「忠實義務」亦一併規範於第二三條之中。 

(二)利益衝突與迴避 

公司法第一七八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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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稽其立法原意，乃因

股東對於會議事項既有自身利害關係，若許其行使表決權，恐其因私忘公而不能為公

正之判斷，故禁止其參與表決及代理他股東行使表決權，至於代表權以外的其他參與

權則不妨許其享有 33。本條規定依公司法第二○六條第二項，亦準用於董事會之決議。 

而本條所謂有自身利害關係者，係指與一般股東或董事的利益無涉，而與某特定

股東或董事有利害關係而言。亦即，因其事項之決議致該股東或董事特別取得權利或

免負義務，或喪失權利或新負義務 34。至若董事會違反本規定，其法律效果為何，公

司法並無明文，惟學者一般認為其為當然無效，該議案不得執行。 

此項規定之作用在於使董事會決議排除有利害關係之董事，使得不合常規的決議

無法通過。然若公司董事由大股東所控制，則單一具有利害關係董事雖被排除，仍可

運用其影響力使得其他董事通過該項決議。況且董事間往往有密切之情誼，甚至之間

有利益輸送之關係，故此規定仍可以各種方式加以突破。此等問題在我國企業實務中

尤其嚴重。故縱使將利害關係之範圍擴大解釋，在認定上也將充滿困難。 

(三)董事會權能之專屬化 

再者，新修正的公司法第二○二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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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股東會雖為公司的最

高意思機關，惟為避免股東會職權之擴大與複雜，以致於過度干預董事會關於經營管

理之專業決策，故新修正公司法乃規定其專屬事項。況近來各國立法例對股東會之職

權亦逐漸縮小，以達到企業自治原則，俾企業經營與企業所有分離。故股東會得為決 

32
 同註 31，20 頁。

 

33
 柯芳枝，公司法論，263 頁，86 年 10 月版。 

34
 柯芳枝，公司法專題研究，116 頁，65 年 4 月版。 



 

 

決議之事項，仍以本法或章程規定者為限。由此亦可得知，即使無企業併購法之規定，

關於企業併購之相關事宜，因係屬公司業務之執行，仍應由董事會為最終決策及負責

機關。 

二、企業併購法關於併購決策與董事權責之規範 

(一)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 

依公司法規定，董事應負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已如前述。而企業併購法中關於

公司為併購決議時，董事應盡之義務則規定於第五條第一項：「公司依本法為併購決議

時，董事會應為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行之，並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併購事宜」。

本條看似冠冕堂皇，惟如何具體解釋適用，實不無討論必要。 

故「公司的最大利益即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惟此一結論僅係基本原則，有時，

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未必即是公司之最大利益。如股東與員工之衝突即為著例：過度

注重股東（企業所有者）利益可能會犧牲若干員工利益，進而使其工作士氣低落，降

低生產值，最後造成股東利益之減損；反之，過度注重員工利益，同樣會造成股東股

利收入之減少。準此，董事之決策應以追求「公司之最大利益」為依歸，其中股東之

最大利益固為其考量之重要依據，惟其仍須注意其他族群之利益，以創造公司最大之

價值。準此，本文以為，所謂「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概念雖太過抽象，但應可包

含「追求公司最大利益」之行為要求。 

其次，若將本條項所規定「為公司最大利益」，作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操作標

準，則本條項似未就董事之忠實義務於併購決策之規範中予以考量。相較於公司法第

二三條第一項而言，特別法之規定較諸一般法規定反而相形見絀，似嫌美中不足。 

(二)利益衝突與迴避 

就併購決策時董事所面臨之利益衝突與迴避之問題，實乃本法最具爭議性之問

題。蓋在本法通過施行前，公司為合併決議時，公司若持有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股份，

是否應依公司法第一七八條規定進行迴避，及公司或其指派代表人當選為其他參加合

併公司之董事，就該參與合併之公司董事會為合併決議時，是否應依公司法第二○六

不明確。依本法第十八條第五項之立法說明認為，「⋯企業進行合併通常係為提升公司

經營體質，強化公司競爭力，故不致發生有害公司利益之情形，且公司持有其他參與



 

 

合併公司之一定數量以上之股份，以利通過該參與合併公司之決議，亦為國內外合併

收購實務上常見之作法⋯」，故本法認為此種先購後併之情形，前述之法人股東與董事

皆不須於決議時迴避。 

惟應注意者，本項之立法理由指出：「先購後併」乃常見之企業實務且通常無害於

公司，故無論購者係股東或董事，皆無迴避之必要。然如此說法似不無可議之處，蓋

當公司透過收購他公司之股份成為該他公司之大股東時，「原則上」對該他公司並不負

有任何義務 35，且有行使股權之自由。是故該公司本於股東之身分，欲當選為他公司

董事或指派代表人當選董事，皆無不可。惟一旦其當選為他公司之董事時，便對他公

司負有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故無論法人或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當該公司與他公司

欲進行併購時，因其具有明顯之利害關係，故自宜遵循公司法之原則，進行迴避。且

在企業併購之實務上，有分「善意併購」與「惡意併購」兩種態樣 36。前者多為提升

公司經營體質，強化公司競爭力，故通常不致發生有害於公司利益之情形，因此董事

在面臨此類併購決策上，亦多能善盡其「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與「注意義務」

(duty of care)，由此光明面以觀，企業併購法第十八條第五項規定公司持有其他參與合

併公司之股份，就其他參與合併公司之合併事項為決議時，得行使表決權而無庸迴避，

固然無可厚非。 

惟若考量董事亦可能透過合併案中飽私囊，或董事職位及大股東利益將因合併案

而受影響等因素，似不得不搭配其他防弊之措施。且實務上亦常出現所謂「惡意收購

要約」，在惡意收購之情形下，董事與公司之利益衝突，尤為嚴重。是故，得否一概依

本條立法說明所述之理由，完全忽視企業合併時公司法關於董事因利益衝突而迴避之

問題，實不無疑問。 

或有謂企業併購法第五條第一項及公司法第二三條第一項之「忠實義務」與「善

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已足堪解決上述問題
37，惟在我國公司法下所建構之董事與公司

間之關係，係較為被動之委任關係，在此基礎之下，與英美法系之尊重董事專業而較

為主動之「注意義務」（duty of care），具有本質上的不同。故在缺乏較細緻之配套規 

 

 

35
 當然，若該大股東符合證交法關於內部人之規定時，其自然應負一定之義務，如申報持股等。 

36
 關於善意、惡意併購間較詳細之比較，參照王志誠，企業併購法律規範之研究，政治大學法研所

碩士論文，10-29 頁，81 年 1 月。 
37
 同註 29，156 頁。 



 

 

定下，如此規範恐成具文。其次，若空有冠冕堂皇之判斷標準（如：忠實義務、善良

管理人注意義務等），而無如美國具體明確之操作基準（如「商業判斷法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時，欲透過董事之歸責原則以達到監控併購決策之目的，無異緣木求

魚。是故，似有必要就目前現存之法制，做一較詳細深入之檢討與分析，以求更完備

的解決之道。 

綜上所論，筆者以為：本法（與公司法）針對董監事利益衝突之問題，宜設定明

確之利益迴避條款。退一步言，即使本法仍堅持第十八條第五項不須迴避之立場，最

低限度應課以利益衝突董事之資訊揭露義務，即規定該等人士將其所具有之利害關係

情事予以公開，並具體說明為何在利益衝突下仍然贊成（或反對）併購之原因，預先

充分告知小股東與其他利害關係人，使其有謹慎評估之機會，似較為妥當。 

(三)幕後董事 

本法並未解決之另一重要問題，即關於幕後董事責任之問題。依照公司法第二七

條規定，法人股東非但可分身當選數席董監事，且本條第三項規定，代表人可隨時改

派補足原任期，更允許法人股東得依其意思，變更股東會所形成之意思決定，所造成

弊端更形重大。公司法本條規定有違股東平等原則，久為各界所批評，惟本次修法並

未針對此一弊端進行修正，誠屬可惜。從而在公司董事得隨時被改派之前提下，法人

股東不必擔心代表人不受控制，可藉由此規定規避董監責任，假人頭以實質操縱公司

經營。故本項規定實宜刪除之。本次企業併購法並未針對此一久為詬病之情況加以特

別規範，實屬遺憾。 

此外，利用人頭充任董事，而自己居於幕後操縱公司經營之情形，國內實務早履

見不鮮
38。公司由非董事而具有影響力之股東操縱而使公司不為正常之經營，或該股

東可能藉此營私舞弊，英國學說上是以”shadow directors”（本文譯為「幕後董事」）理

論加以解決。亦即對於不居於董事地位而對公司具有實質影響力或與董事具有相同控

制力及資訊接受度之人，在某些情況下得將之視為董事，而課以如同董事之責任。此

或可做為我國相關立法之參考 39。 

目前對於幕後董事各國尚未專就自己交易加以規定，但實務上常見之自己交易行 

38
 前幾年著名之「華隆案」即為其著例。 

39
 同註 31，20、21 頁。 

 



 

 

 

為多是由董事幕後黑手所操縱，董事可能只是人頭。故解釋論上可以先將幕後董事納

入利害關係人之範圍而受規律，但對此等地位特殊之公司內部人（insider），實宜另定

專條規範之。 

(四)獨立專家之地位 

為保障股東權益，並藉助獨立專家之專業意見及判斷，本法第六條特規定公開發

行公司於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併購事項前，應委請獨立專家就換股比例或配發股

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並分別提報董事會及股東會。此及本法課與

董事會於併購決策前向獨立專家之諮詢義務，目的無非是使董事就合併事項得獲悉充

足之資訊，以提升決策之品質，並降低錯誤判斷之可能。 

惟令人遺憾者，本條雖設有獨立專家提供意見之規定，但對於該意見如屬嚴重錯

誤且可歸責時，應否負民事賠償責任一事？卻漏未規定。從比較法來觀察，歐盟指令

不但規定合併與分割原則上均應選任專家檢查人，而且規定應規範該等人士出具不法

意見時所涉之民事賠償責任 41，此項規定可供參考。 

三、小結 

雖然，論者有謂董事權責與專家責任應屬公司法之規範領域，而無須於本法中再

行規範。惟本文以為，本法既係企業併購之特別法，而併購決策與董事權責又為企業

併購中之核心問題，將之於本法中做一較具體而詳盡之規範，實有其必要。在本法關

於併購決策、董事權責與專家責任之規定為德不卒的情形下，日後針對此一部份，勢

必問題叢生。 

伍、其他主要爭議與適用上疑義 

一、跨國併購與認許制度 

在過去，跨國併購所面臨最主要之障礙，就是欠缺明確法源依據，及外國法人未 

 40
 本條規定與公司法第 7 條：「⋯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實乃基於相同理念。

 

41
 Article 21 of Council Directive 78/855/EEC; Article 18 of Council Directive 82/891/EEC. 

 



 

 

經認許即無權利能力之問題。企業併購法第二一條，雖提供本法企業與外國企業併購 

之法源 42，並規定只要外國公司依其成立之準據法規定係屬公司形態，原則上便有進

行合併之能力，稍微排除了需要事先經過認許之障礙，惟關於併購後如何進行財產之

持有及成為其他法律關係之主體，仍不無疑義。 

按在公司法第三七五條 43 與民法總則施行法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第一項 44 規定之

下，通說見解認為未經許可之外國公司並未具有法人資格，從而無權利能力。但在全

球化、國際化之趨勢下，對於外國法人在外國依該國法律規定設立而具有一定法人格

後，內國對此一既存事實並無否認餘地 45。本文以為，外國法人取得權利能力與否及

享有何種權利係屬二事，因此概念上宜區分「承認」（recognition）與「認許」

（admission）。所謂外國法人之一般權利能力，即外國法人一般地為法律上權利主體之

地位，而得依法律從事各項法律行為。此種外國法人之一般權利能力，僅須外國法人

確實依其本國法有效設立後，即應「承認」其享有權利能力之事實，包括訴訟能力、

締約能力、及為各種偶然性、一次性之交易行為。至於外國法人若欲於國內從事經常

性及持續性之業務活動，因事涉國內利益關係甚大，故基於經濟、財政、管理或其他

政策目的之考量，須符合國內法律規定之條件，此即吾人所謂外國法人之「認許」46。 

在釐清「認許」與「承認」之後，更進一步須探討者，外國企業與本國企業合併，

是否以外國企業經我國認許為必要？如答案為否定，則應以何種機制取代？又應如何

解決合併後企業法人格地位之問題？例如，外國公司欲與本國公司合併時，當被合併

之本國公司消滅後，外國公司究應以何種名義持有土地廠房及雇用員工？不動產其他

物權應如何登記？稅捐機關應向「何主體」課稅？準此，從稅務及管理之角度來看，

外國公司若未依我國法取得權利能力，便難以順利地完成併購交易，如何解決，實不

無疑問。 

 在本法通過施行前，實務見解係認為「本國公司與外國公司係分別依本國及外國

42
 另參照本法第 27 條第 3 項、第 33 條第 3 項等規定。 

43
 公司法第 375 條：「外國公司經認許後，其法律上權利義務及主管機關之管轄，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與中華民國公司同」。 
44
 民法總則施行法第 11 條：「外國法人，除依法律規定外，不認許其成立。」；同法第 12 條第 1 項：

「經認許之外國法人，於法令限制內，與同種類之中國法人有同一之權利能力」。 
45
 王文宇，外國公司之認許、清算與合併，月旦法學雜誌，67 期，18、19 頁。 

46
 王文宇，外國法人在我國法律地位之研究，收錄於「千禧年世紀法學之演進—柯澤東教授祝壽論文

集」，17、18 頁。 



 

 

法律設立之營利性法人組織，兩者所依據之法律不同，自無我國公司法合併規定之適

用」47 云云。在本法通過後，本國與外國企業之合併雖已有法源依據，而前開諸問題，

本法非但未有明確規定，甚至連授權規定亦付之闕如。且在企業併購法第二條之規定

下，本法未規定之事項仍應回歸公司法規範之下。從而，在相關法制改進之前，外國

公司仍須於我國先成立一控股公司或設立一營業所，以進行各項實際作業 48。而前述

問題究應如何處理改進？實有待投審會 49 或有關單位儘速頒佈相關法令，以利實務作

業。 

總之，過去我國法令對跨國併購的限制過多，是不爭的事實；但在本法通過後，

政府對跨國併購案件是否僅需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即可？實不無疑問。至盼主管機關

在「過度規範」與「規範不足」間取得一個平衡。 

二、表決權約款與表決權信託 

本法未通過施行前，在企業進行併購時，持股未過半之股東間，常藉由表決權契約及

表決權信託，整合表決權之行使方式，以強化其影響力。此種表決權契約（voting 

agreement）與表決權信託（voting trust）制度，無論在企業實務或國外立法例上，皆已

行之有年。惟我國實務見解曾對股東表決權契約持否定見解 50。故究竟其有無效力、

範圍如何，向有爭論。企業併購法通過後，第十條明文承認表決權契約與表決權信託

之效力，雖係一進步之立法，惟關於其要件、效力範圍及其他相關爭議（如當併購計

畫無法繼續時，表決權契約之效力是否繼續等），卻未一併加以規定，實乃美中不足之

處。本文擬針對本條重點及相關爭議，分述如下。 

首先，就表決權契約（voting agreement）而言，此乃一關於表決權之約定。係指為

達到一定共益目的，將表決權群集在一起，使得各參加股東一致性地行使表決權。藉

由限制契約當事人表決權之行使，或是透過將表決權賦予其他人的方式，表決權契約

47
 參照經濟部 84 年 9 月 11 日商 220963 號函釋。 

48
 同註 29，154、155 頁。 

49
 於此應注意者，本法就外國人投資的部分並未加以規範，因此依本法第 2 條規定，關於外國人投資

的部分，全程皆由投審會審議，換言之，當本國公司被外國公司收購、合併或分割時，須依外國

人投資條例或其他相關規定辦理，併予敘明。 
50
 參照最高法院 71 年 10 月 27 日台上字 4500 號判決。 

 



 

 

即可控制契約當事人，而將分散之表決權集合成為一股龐大的表決權。因其有助於股

東間成立策略聯盟，並有穩固公司決策之效，故美國主要各州公司法多承認其效力 51。

至於表決權信託（voting trust），係指藉由書面信託契約之約定，成立關於股東表決權

之信託，透過受託人行使表決權而有一致之投票行為，擴大對於公司決策之影響力 52。

而美國主要各州公司法亦多承認表決權信託之效力 53。 

應注意者，表決權契約與表決權信託，二者雖有類似之功能，但仍有不同之處 54：

雖然表決權契約之當事人似乎已將表決權讓渡出去而不得任意行使，但契約當事人仍

保有其股票的形式上所有權及與其股票之持有關係，甚至仍保有其表決權，而與信託

係將表決權移轉與受託人，受託人須依信託本旨處理行使表決權之事務有所不同 55。 

其次，本條規定之適用範圍如何？不無疑問。如單純地就本法第十條之條文文義

以觀，表決權約定似僅限於公司進行併購時方得為之。然而從實務運作面來看，這些

信託或契約安排通常均發生於實際併購交易前，故嚴守文義解釋上之時點，似嫌過於

僵化。又契約內約定之表決事項可能五花八門，因此當嗣後併購無法完成時或交易條

件無法成就時，該紙契約是否當然失其效力？解釋上不無疑義。以實務運作之觀點來

看，未來企業並不一定要真的進行併購，而是只要有併購計畫或宣稱要進行併購後，

即可援用此制，如此解釋，方符合本條立法之初衷與實際併購之流程 56。因此，表面

上來看這個條文係企業併購法針對併購之特別規定，但將來它的適用範圍可能會擴

張，而引發解釋上的爭議。 

又從實質面以觀，本條對於契約或信託之存續期間 57、契約目的、構成要件、如

51
 參照美國模範公司法第 7.31 條(2)；德拉瓦州公司法第 218(c)條；紐約州公司法第 620 條；加州公司

法第 706(a)條。
 

52
 王文宇，表決權契約與表決權信託，法令月刊，53 卷 2 期，37-50 頁。 

53
 參照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第 7.30 條；德拉瓦州公司法第 218(a)-(b)條；紐約州公司法第 620 條；加

州公司法第 706(a)條。 
54
 See Robert W. Hamilton, Cases and materials on corporation, including partnerships and limited partnerships (5

th

ed.). West Publishing Co., at 500-508(1994). 
55
 關於信託（trust）概念，並非本文之重點。較詳細之討論，請參照王文宇，信託法原理與商業信託

法制，台大法學論叢，29 卷 2 期，309 頁以下；See John H Langbein, The Contractarian Basis of the Law 

of Trusts, 105 Yale L. J. at 646-647(1995). 
56
 同註 29，157 頁。 

57
 關於存續期間，美國 1984 年模範公司法就表決權契約雖無明訂存續期間，惟就表決權信託而言，

第 7.30 條明文規定存續期間不得超過十年。See 18A Am Jur 2d Supp. §1113, at 39. 

 



 

 

何執行及信託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等，均未加以規範，而有待司法判解與學說實

務之補充，誠屬美中不足 58。此外，表決權限制之約定有無對世效力 59？是否登載於公

司章程後，便可對抗第三人？本法亦付之闕如。再者，依本條規定所由繼受之美國立

法例規定，當事人在締結表決權契約後，可於股票上註記約定事項，而經過此種註記

後，此種表決權約款得拘束股份之受讓人。從契約當事人的角度來看，可能希望此種

約款得對抗第三人，但在我國法體系下，契約之效力得否透過此種註記，取得物權化

之對世效力，則尚待釐清，似宜日後一併於本條中加以規範。 

最後，本條之表決權信託登記實務上應如何操作，亦值得深究。例如，本條之信

託登記勢必與傳統之股東名簿登記簿不同。蓋每一表決權信託之內容可能五花八門，

針對各種不同之信託契約，公司欲以較規格化之方式進行登記作業，恐有一定程度之

困難 60。或許，本法可參考甫修訂通過之土地登記規則，以建立「信託專簿」之方式，

處理表決權信託登記之問題。總之，類似問題在表決權信託中可謂不勝枚舉，均有待

日後加以釐清。 

三、本法有關收購與分割之定義 

在本法制定前，企業併購之相關規範乃散在於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公平交易法、

稅務及會計法令，乃至於勞基法等不同法規領域，非但併購程序相當繁瑣，且法令上

之各種障礙亦多不利併購之進行
61。本法制定後，由於程序簡化及各種租稅上之優惠，

具有相當之誘因，因此併購行為有無本法之適用，對於企業之併購決策，至關重要。

由本法立法目的與規範範圍 62 以觀，本法係以企業之「併購」行為為規範對象。而所

謂「併購」，依本法第四條第二款之定義，係指公司之合併、收購及分割。其中「合併」

概念久存於我國公司法中，較無疑問，但所謂之「收購」、「分割」，究竟所指涉之範圍

如何，則不無疑義。例如「收購」之範圍為何？「分割」定義中「得獨立營運之一部

或全部之營業」所指為何？如何程度始謂之「獨立」？皆有待進一步之釐清。 

 

 

 

58
 限於篇幅，此等較細緻之討論，只得割愛。較詳細之討論，see Robert W. Hamilton, The Law of

Corporations (4th ed.), West Publishing Co., at 226-234.；另同註 51。 
59
 依過去實務見解，契約限制約定雖無法直接請求強制履行，但對契約相對人間仍有效力，而得請

求違約者依約賠償。 
60
 同註 29，158 頁。 

61
 關於企業併購法制定前之企業併購相關規範，參照林進富，公司併購之現行法令規範，收錄於「企

業併購理論與實務」，樂觀文化，69-98 頁，90 年。 
62
 參照本法第 1 條、第 2 條。 



 

 

所謂「收購」，依第四條第四款規定，係指「公司依本法、公司法、證券交易法、

金融機構合併法或金融控股公司法規定取得他公司之股份、營業或財產，並以股份、

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準此，收購行為除依法規取得他公司「股份」外，

尚包括取得他公司「營業或財產」之態樣。由此以觀，本法所定之「收購」行為涵蓋

之領域，不可謂不大。 

惟復觀本法第二七條第一項 63 之規定，立法者將該條之適用範圍，限縮於「概括

承受或概括讓與」，或「依公司法第一八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讓與或受讓營業或

財產」者兩種情形。換言之，公司之「收購」行為欲享有第二七條免通知債權人或經

債權人承認等程序上之簡化，勢必須以本條所列之二種方式為之。相較於前述第四項

第四款對「收購」之定義規定，本條似乎限縮企業對「收購」行為之範圍。 

同樣地，類似情況也發生於第二八條第一項 64，使得「收購」行為之範圍限縮於「收

購公司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若將第四條第四款之定義與本條項規定相比

較，「收購他公司股份」及「收購他公司非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之情形，有無第二

八條簡化程序規定之適用？便不無疑問。 

本文以為，本法第四條第四款將「收購」之範圍界定甚廣，乃為鼓勵企業得依本

法進行併購，以達成我國企業組織再造及提升競爭力之目標。惟第二七條至二九條卻

將收購行為之範圍予以限縮，使得企業之收購行為須符合各條較嚴格之構成要件，才

得適用本法之簡化程序及各項租稅優惠 65，如此無異使本法預期之功效大打折扣，並

使本法第四條第四款之定義規定形同具文。是故，為落實本法之立法精神，關於「收

購」行為之範圍，宜採規範目的解釋，使收購之行為態樣不限於二七條至二九條所列

之情形，方屬妥當。 

其次，關於「分割」之定義亦有爭議。依本法第四條第六款規定，分割係指「公

司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將其得獨立營運之一部或全部之營業讓與既存或新設之他公

63
 本法第 27 條第 1 項：「公司以概括承受或概括讓與，或依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 項第 2 款或第 3 款讓

與或受讓營業或財產之方式為收購者，債權讓與之通知得以公告方式代之，承擔債務時免經債權

人之承認，不適用民法第 297 條及第 301 條之規定」。 
64
 本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之子公司收購公司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符合下列規定者，

得經公司董事會決議行之，不適用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 項至第 4 項應經讓與公司與受讓公司股東會

決議之規定及公司法第 186 條至第 188 條之規定⋯。」 
65
 同註 29，160、161 頁。 



 

 

司，作為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發行新股予該公司或該公司股東對價之行為」。而所謂「獨

立營運之一部或全部之營業」意義為何，不無疑義。 

應先注意者，本法規定之分割非採美國僅允許「新設分割」之立法例，而是參酌

德、日式之分割法制，即除「新設分割」外，亦容許「既存分割」。是故，在探討分割

定義中「獨立營運之一部或全部之營業」此一概念要素，宜參酌日本學說、實務之相

關見解。日本商法所規定公司分割之標的為「營業之全部或一部」66，關於「營業」之

定義，學說雖向有爭論，惟皆認為至少須具備「具有機的一體性機能之財產」此一要

件。詳言之，多數學者認為此一要件不僅指原來關於營業用之財產設備，亦應包括原

營業活動之繼承、營業秘密、商譽及交易契約關係等與該營業具有不可分之一體性關

係之部分 67。 

準此，我國法所謂「獨立營運之⋯營業」，似宜同日本立法例之解釋，認為該分割

標的之營業或財產至少須具「有機的一體性機能」。換言之，單獨之不動產、機器設備

等財產，可能被認為不具分割標的之適格，而須屬能獨立營運之部門，始足當之，進

而得適用本法，享受各種優惠 68。 

惟無論由本法之立法精神或引進「分割」制度之目的，皆在於盡可能排除現行法

令障礙，使企業得透過此方法，有效地依其需求，進行組織再造或提升整體競爭力。

是故企業如何設計其組織，應回歸企業自治，行政機關或法律實不宜過渡介入。若強

制分割標的須具有「得獨立營運」之要件，則可能企業因分割過細而無法發揮綜效，

反而有悖本法之精神。故本文以為，「獨立營運」之概念，在解釋上宜寬不宜嚴，惟該

概念具體之要件，仍有待實務和學說進一步之討論。 

陸、結語—財富之創造還是重分配？ 

綜上所述，企業併購法本於簡化併購程序、排除法令障礙及提供優惠誘因之立法

66
 參照日本商法第第 373 條及 374 條之 16。 

67
 杜怡靜，企業組織再造與公司分割制度—以日本公司分割制度之研究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81

期，141、142 頁。 
68
 目前實務上經濟部之見解，亦傾向認為依公司法第 185 條所為之營業讓與，應不發生獨立營運事項

之問題，惟考慮到租稅設計之因素，為避免企業濫用分割條款做為租稅優惠之依據，故於本法「分

割」定義中增加「得獨立營運之營業」的規定；同註 29，161 頁。 

 



 

 

精神，針對我國長久以來併購規範之不足與紊亂，提供整體而完善的解決之道，其所

設定之許多機制亦頗具水準，實堪嘉許。惟依理而言，企業併購之相關規制似宜在公

司法中加以規範，為何有本法的出現？究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企業併購涉及諸多

法律事項，其中有與公司法有關，亦有與公司法無關者。是故，在進行立法時，行政

與立法部門乃透過制定特別法之方式，企圖畢其功於一役，一舉解決企業併購之法律

障礙。第二，本次公司法修正實已研擬多時，各方原認為短時間不可能通過，故選擇

制定特別法方式，以爭取時效。詎料，本次公司法修正竟在去年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

速度通過生效，從而較後擬定通過之企業併購法是否與公司法之新修規定互相配合，

不無疑問。 

總體而言，雖然本法立意良善，惟其中尚存部分爭議問題有待改善與釐清。有鑑

於此，本文對本法進行整體性之分析與評論，希望藉一隅之見，拋磚引玉，使本法美

中不足之處，得透過相關法令之修訂，或學說、實務見解之補強，使本法法制臻於完

備。尤其，有關併購決策、董事權責（包括迴避事由）與專家責任之規範，可謂本法

之最大缺漏，允宜加以補救。歸根究底，本法宗旨本在促進企業進行良性的組織再造，

而不在鼓勵業者僅為享受經濟誘因而進行非必要之併購；因此，筆者至盼本法能成為

創造企業與社會財富之萬靈丹，而不致成為利害關係人進行財富重分配之障眼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