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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公司法沿革1與新制定之商業事件審理法 

我國工商發達，目前公司家數約達六十萬家，作為規範公司對內及

對外基本法律關係之公司法，當然在經濟發展上扮演重要之角色。 

我國第一部公司法頒行於清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西元一九○

四年一月二十一日）。這部距離現在已逾一世紀的「公司律」，初期效果

雖未獲普遍迴響，但作為引進西方公司制度的起點，意義卻十分重大。

它不僅引進公司制度與股東有限責任的觀念，奠定今日企業經營型態的

法律基礎，更在內容上師承當時大陸法系及英美法系公司法的精華，成

為一部具混合體（hybrid）特色的公司法典。它在我國公司法制史有其

不可磨滅之地位，自不待言。 

民國肇造，「公司律」仍繼續施行。一九一四年，大總統則另行公

布「公司條例」。依「公司條例」，公司分為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

兩合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等四種，因此可謂我們現行公司種類，早在

「公司條例」已奠下基礎。 

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當時工商部所擬之公司法草案，於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七日由立法院完成審查，同月二十六日由國民政府公

布，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施行。這部法律即是我國現行公司法的來源。

值得注意者，本次公司法之修訂，仿照瑞士立法例，採取民商合一編制

之立法體例，規定公司係「以營利為目的」而成立之團體。因之，在法

                                                 
 1 有關我國公司法立法演進，請參閱賴英照，中國公司立法之回顧與前瞻，收錄「公司法論文

集」，證基會編印，一九八八年五月，頁 1-49；Chun Li（李俊）, The Kung-Ssu-Lu of 1904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Company Law  & ，政大法學評論第十、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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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上，一方面將以前「商人通例」（與前述「公司律」同日頒行）中的

經理人與代理商與商行為中的交互計算、行紀、運送營業、承攬運送等

編入民法典之債編內；另一方面關於公司、票據、海商、保險，則各訂

定單行法律，以適應實際上的需要2。 

政府遷台後，這部公司法歷經二十六次之修正，以反應當時政經環

境之需求。其較近之修正有下面幾個重要階段。首先，歷經近二十年之

研究草擬，終於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增訂「關係企業」專章，開啟

我國規範關係企業的先河。其次，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公布生效之

公司法修正案，其增修條文計達二百三十五條，是我國公司法實施以來

最大幅度之修正。這次的修正，從最基本的公司設立、籌資以至公司組

織結構的重組，如合併及分割，均有詳細之規範3，其對於我國企業經

營型態及整體經濟發展所產生之重大影響，應可預見。 

又，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公布生效之公司法修正案，為落實股

東表決權之行使，以強化公司治理，新法引進了書面、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董監候選人提名制度及股東提案權等制度。如能真正落實此等制

度，相信確有可能正面影響我國公司經營生態及提升公司治理成效。 

另外，為改善我國經商環境，提升我國在世界銀行報告評比的排名

（「開辦企業」的細項「最低資本」的規定，二○○九年報告排名第一

五七名），經建會會同經濟部商業司研議修正公司法，廢除有限公司與

股份有限公司最低資本額，並於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這

一修正，打破我國遵行已久之有限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最低資本額制

度，其廢除之利弊得失亦有待時間驗證。再者，二○一一年六月公司法

再次修正，特色是允許公開發行公司可發行員工限制型股票。二○一二

年一月則再引進影子董事及授權證券主管機關得命令將電子方式列為表

決權行使管道之一等制度，以進一步加強公司治理。二○一三年一月引

進英美等國實施已久之「揭穿公司面紗原則」（公司法第一五四條第二

                                                 
 2 參閱王澤鑑，民法總則，二○○○年九月版，頁 18-19。 

 3 對公司之併購，應優先適用企業併購法，請參照企併法第二條第一項前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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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參照），以充分保護公司債權人。二○一五年七月一日再修正公布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專節，開啟股份有限公司依其公司規模大小加

以規範的先河。二○一八年除明訂企業社會責任條文外，為因應創新創

業之發展及經濟轉型之挑戰，除現行面額股外，再引進無面額股以供股

份有限公司擇一採行、非公開發行公司亦得發行複數表決權或對於特定

事項具否決權之特別股等等大幅度修正，而形成目前公司法之面貌。又

本次公司法新修正於民國一○七年八月一日由總統公布，施行日期則由

行政院另定於同年十一月一日施行之。應注意者，我國現行之公司法

制，在分類體系上，四種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無限公司及

兩合公司外，在股份有限公司中主要又有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非閉鎖

性之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非公發公司）、公開發行公司、興櫃公司、

上櫃公司及上市公司（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均為公開發行公司）之

分，種類不少。另我國近年公司法之修正，一言以蔽之，主要目的與其

他國家修法目的相似，均在保護小股東（或稱少數股東）、保障公司債

權人、維護員工利益、強化經營者責任、達到經營效率與公司各方當事

人公平之間，作利益衡量。亦即，為完善公司治理的目標而努力。 

另由於過去多起社會矚目之重大商業事件長期未結案（如 Sogo 經

營權爭奪案、台開內線交易案等），二○一七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由本

書公司法作者提案後正式決議設立商業法院，以求商業糾紛能「專業、

迅速、判決一致且可預測性」解決，俾健全公司治理，促進經濟發展。

據此，「商業事件審理法」（下稱商審法）經立法程序後，司法院公布自

二○二一年七月一日施行。按商審法規定：本法所稱商業法院，指智慧

財產及商業法院；所稱商業事件，分為商業訴訟事件及商業非訟事件，

由商業法院之商業法庭處理之（第二條第一項）。商業事件，專屬商業

法院管轄（第三條）。簡言之，商審法基本上以公開發行公司或標的金

額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之重大民事事件為審理對象，且採專屬管轄、專家

證人等重要制度，並且其裁判得上訴或抗告於最高法院，即以二級二審

解決商業紛爭。本法施行必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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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總  則 

第一節  企業組織型態 

按企業組織（business organizations）之型態，依我國現行法制，可

分為四種類型：（1）獨資；（2）合夥；（3）有限合夥及（4）公司。前

二者稱為商號（或商業），主要受商業登記法之行政規範。截至二○二

○年七月底止，我國登記之商號有 888,180 家（獨資：851,117 家；合

夥：37,063 家；參見經濟部商業司「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統計；

公司家數請參閱下述）。茲分別介紹其法律特質如下： 

壹、獨資 

所謂「獨資」，乃指個人單獨出資所經營之商業。從法律責任之態

樣而言，獨資經營之商業，其營業主人（即俗稱之號東）應承擔一切應

負擔之債務。換言之，營業主人所用於營業上之財產，與其個人私有財

產，在法律上並無分別。 

貳、合夥 

我國民法規定合夥之種類有二：一為普通合夥（ general 

partnership），另一為隱名合夥（silent partnership），其責任之負擔有很

大之不同。普通合夥乃指「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

（民法第六六七條第一項）。其合夥之事務，除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決

議外，由合夥人全體共同執行之（民法第六七一條第一項）。合夥財產

不足清償合夥之債務時，普通合夥之各合夥人，對於不足之數額，應連

帶負其無限之責，並不以其出資之數額為限（民法第六八一條）。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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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名合夥則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對於他方所經營之事業出資，而分受

其營業所生之利益，及分擔其所生損失之契約」（民法第七○○條）。隱

名合夥人對於業務無執行之權，而僅具監察權（參照民法第七○四條以

下），對於合夥之債務，則僅於其出資之限度內，負分擔損失之責任

（民法第七○三條）。 

參、有限合夥 

按前述獨資與合夥均無法人格，二○一五年六月公布之「有限合夥

法」則規定「有限合夥」為社團法人，故此商業組織具有「法人」資

格。依有限合夥法規定，「有限合夥應有一人以上之普通合夥人，與一

人以上之有限合夥人，互約出資組織之（第六條第一項）。」而此處普

通合夥人：指負責有限合夥之實際經營業務，並對有限合夥之債務於有

限合夥資產不足清償時，負連帶清償責任之合夥人，故其為無限責任；

至於有限合夥人：則指依有限合夥契約，以出資額為限，對有限合夥負

其責任之合夥人，故其為有限責任（第四條第一項第二、三款參照）。

有限合夥法草案總說明謂：此種人合性商業組織，因重視個人特性，尊

重契約自由及私法自治精神，較為符合產業發展需求，突破現行公司組

織限制，以利激發企業之創新能力，發展知識經濟產業，並與國際法制

接軌。截至二○二○年七月底，我國登記之有限合夥有 54 家。 

肆、公司 

除獨資、合夥、有限合夥外，商業組織中另一種重要型態是公司組

織。我國「公司登記現有家數及資本額」統計表如下： 



當代案例商事法 8 

 

公司登記現有家數及資本額 

單位：家；新臺幣百萬元 

無限公司 
家數 9 

資本額 139 

兩合公司 
家數 6 

資本額 24 

有限公司 
家數 535,364 

資本額 2,702,098 

股份有限公司 
家數 

170,024（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2,352） 

資本額 22,000,978 

設分公司之外國

公司 

家數 5,632 

在臺營運資金 190,102 

大陸公司在台 

許可公司 

家數 45 

在臺營運資金 6,239 

代表人辦事處 家數 外國公司：4,729；大陸地區：121 

總計 
家數 711,080（不含代表人辦事處） 

資本額 24,899,579（含在臺營運資金） 

※二○二○年六月底止（資料來源：經濟部商工行政資料開放平台） 

 

公司組織既於今日商場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故為充分了解，有必要

詳細介紹其意義、性質、目的、種類、與合夥之差別及其所具有之特

點。茲分述如下： 

一、意義 

公司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稱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

照本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 

二、性質 

公司為社團法人。公司既係法人，故為權利之主體而有權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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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既係由股東訂立公司章程而組織成立，因既以股東為基礎，故屬以人

為結合基礎之社團法人，而有別於以財產結合為基礎之財團法人。 

三、目的 

公司係以營利為目的。所謂營利，指公司因經營業務而獲致之利益

而言。傳統之見解認為公司以營利為目的，乃指公司成立之目標，係為

追求股東之最大利益，並將所獲取之利益分配給股東，即為已足；除此

之外，公司不須也不應有任何其他目的。但隨著時日的演進，此種狹隘

之見解，似乎已在變化，此種變化表現在下述兩點演變之中： 

（一）公司應負擔社會責任的問題 

公司，尤其是大型企業，必須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同時，負擔公司

之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此一觀念已經為國內

外絕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並為二○一八年我國公司法所明定。公司法第

一條第二項：「公司經營業務，應遵守法令及商業倫理規範，得採行增

進公共利益之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 

（二）具公益功能之公司已漸次出現 

除了近來媒體所熱烈討論的「社會企業」外（例如，為服務脊髓損

傷之病友而設之共益（或稱兼益）公司），過去我國社會已出現較一般

以營利為目的公司具有相對濃厚公益功能之公司。例如，1. 台灣證券交

易所；2. 台灣期貨交易所；3.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四、種類 

我國公司法將公司分為：無限公司、有限公司、兩合公司及股份有

限公司四種。此一分類，係根據股東責任之態樣加以區分，茲分述如

下： 

（一）無限公司 

係由二人以上之股東所組織，其全體股東對公司之債務，負連帶無

限清償責任之公司（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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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限公司 

此為一人以上股東所組織，全體股東就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負其

責任，但對公司之債權人並不負直接責任之公司（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

二款）。 

（三）兩合公司 

為由一人以上之無限責任股東，與一人以上之有限責任股東所組

織。其無限責任股東對公司之債務，直接對公司之債權人負連帶無限清

償責任；而有限責任股東僅就其出資額為限，就公司之債務對公司之債

權人負其有限責任之公司（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 

（四）股份有限公司 

此係由二人以上股東或政府、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全部資本分為

股份；股東就其所認股份，對公司負其責任，但對公司債權人並不負直

接責任之公司（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二○一五年七月一日公司

法修正公布增加「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專節，自此我國法已有大小兩

種股份有限公司，基本上適用兩種不同規範。 

五、公司與合夥之區別 

公司組織與上述合夥組織迥不相同。蓋公司為法人，因此其本身具

有獨立之人格，有權利能力，得以自己之名義，享受權利、負擔義務，

而為法律關係之當事人。至於合夥組織，則非法人，無獨立之人格，故

其權利義務之主體及法律關係之當事人，非屬合夥之本身，而係組織合

夥之各合夥人，此點應予辨明。然而，前已指出，「有限合夥」則具法

人人格。 

六、公司組織之特點 

近代各國企業，大都以公司形式經營商業，因其具有下列之優點： 

（一）股東有限責任之原則（limited liability） 

除了無限公司及兩合公司中之無限責任股東外，股東有限責任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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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4可謂為公司組織所具有之最大特色。西方學者曾謂：「股東有限責任

是現代一項最重要的發明，它甚至比蒸氣及電力的發明還來得重要。5」

為何股東有限責任之原則，為成立公司最大利益？因為此種特殊的設

計，使得股東得以其出資額為限，用以負擔公司可能之債務，其責任既

屬有限，故頗能符合人類之夢想─企業經營有限責任化之原則6。從

而，在此原則庇護下，一般人遂樂於進行各項投資7，開物成務，造福

人類的生活，遂得以實現。 

（二）得以永續生存（continuity of existence） 

公司組織與合夥、獨資等企業組織在永續經營之觀點上，亦有所不

同。一般而言，公司組織可以抽離人的因素，不致因公司所有權

（ownership），或董事、監察人、經理人（約可概稱為 management）等

之變異而人「亡」政息。企業藉由公司制度得以永續生存、長久發展，

今日吾人常見之百年公司，即是例證。 

（三）取得資金之容易性（easier access to capital）8 

公司組織中之股份有限公司，以「股份自由轉讓」為原則（公司法

第一六三條本文參照）。因此，股東原則上自可輕易地將其所持有之股

份脫手；相對的，他人亦可毫不費力地取得原股東之股份，成為新股

東。此外，股份有限公司更可發行新股，取得公司所需資金。職是之

故，股份有限公司自較他種型態之企業組織容易募得資金［特別是上市

（櫃）公司，以成就大資本］而為企業所用。 

                                                 
 4 股東有限責任原則在外國法制並非絕對，例如：在美國於某些情形，公司背後之股東可以被要

求對公司債務負責。參閱劉連煜，控制公司在關係企業中法律責任之研究，中興法學第三十五

期，頁 228 以下。收錄於「公司法理論與判決研究（一）」，一九九五年元月，頁 55-90。 

 5 See Nicholas M. Butler, Why Should We Change Our Government, 1912 Ed., at 82. 

 6 See Gorden H. Brough, Private Limited Companies: 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at 9-10 (1990). 

 7 參閱柯菊，一人公司，台大法學論叢第三十二卷第二期，頁 4。 

 8 James D. Cox, Coporations, 1998 Ed., at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