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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美國公司法上的公司商業機會原則（ corporate opportunity 

doctrine），係指公司的受託人（corporate fiduciaries）在未經公司同意

情況下，不得將屬於公司的商業機會，移轉給自己或為自己之利益加

以利用
1
。此一原則，邏輯上植基於公司受託人義務（fiduciary duty）

的要求，認為受託人需將本人利益置於自身利益之上，因而不得侵用

屬於公司的機會。此一原則，從 1939年的 Guth v. Loft, Inc.案2
開始，

在案例法上已有相當長遠的歷史。操作上，係將公司機會視為或等同

於公司資產（asset of the corporation），因而其私自使用或移轉

（diversion），將被認為與其受託人需以本人利益優先的原則有衝

突，而予以法律禁止。 

但此一抽象原則在判斷標準的認定與具體操作上，經常面臨界線

上的困難。如同一般商業上可理解的，公司受託人現實上很難被全面

禁止有公司以外的個人利益或商業利益，例如我們不會以受託義務或

忠誠義務，去禁止公司董事或經理人持有或投資公司以外其他公司的

股票、甚至包括公司直接競爭對手公司的股票，因而此一受託義務的

要求，到底應該劃定在什麼樣的程度？亦即「機會」何時才會或能確

定構成「公司資產」？又「利用」與「移轉」，是否包括所有可能的

間接、衍生或遙遠相關的使用？這些判斷上的模糊性，一直是商業機

會原則在現實操作上會出現的困擾問題。這類問題在美國現行公司較

少控制股東的環境下，造成的問題相對輕微；但在台灣由於內部董

事、大股東與關係企業為現行公司結構下的主流，出現涉及公司商業

機會的爭議相對頻繁，因而，此一模糊性所造成的問題會變得更為嚴

重。 
                                                      
1 Victor Brudney & Robert Charles Clark, A New Look at Corporate Opportunities, 94 HARV. 

L. REV. 997, 998 (1981). 
2 Guth v. Loft, Inc., 5 A.2d 503 (Del.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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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下以美國法上經驗為基礎，介紹此一原則的發展與不同的

判斷標準操作上的問題。希望透過比較法上的經驗，能為台灣類似情

況的處理，提供一合理適當的參考標準。 

貳、公司商業機會原則：基本概念 

一、基本概念 

從公司法的邏輯，公司經理人與董事負責公司業務決策與經營，

對公司負有忠誠義務（duty of loyalty）。忠誠義務適用上，要求公司

經理人與董事將公司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此一利益優先原則，同

時也適用於公司的外部交易。因而在此一要求下，會禁止經理人或董

事使用公司的「機會」，特別是當該機會「被認為」歸屬於公司後。 

但相同處於利益優先的要求下，法律上，為何侵占公司機會會需

要一獨立的法律規則加以處理，而不是直接為公司的忠誠義務（例

如，禁止公司經理人侵占或盜用公司資產一樣）包括，就成為一件值

得探討的問題。畢竟在受託人的忠實義務下，侵占任何公司的「財

產」而為己用，都應該受到相同的譴責才是。 

一般的理解，公司法與判例法上會產生獨立的「公司商業機會」

原則，主要的原因在於機會與其他「資產」不同。機會的歸屬或所有

權，相較於實體資產，經常很難明確認定，甚至也不一定會只有一組

人可以合法持有。因而在所有權的互斥性欠缺情況下，公司機會的

「盜用」應該如何決定或認定，就出現現實上的困難性。面對此一困

難，針對較模糊或中間地帶的侵害類型，可能就需要獨立一組特殊的

界定標準，以平衡雙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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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構成要件：公司機會的成立 

基本上，公司商業機會原則，禁止公司高階經理人或董事在未得

到公司同意之前，使用（usurp）「屬於」公司的商業機會。但在這樣

簡單的定義下，旋即會出現幾組問題。首先最先會出現的，是相關機

會何時會變成「屬於」公司，使經理人、董事、大股東甚至其他人，

在使用或實行相關機會前，必須取得公司之「同意」？ 

關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透過傳統上公司商業機會原則歸納出

來的要件，進行切入。以下，一般而言，要適用公司商業機會原則，

需具備以下要件：（一）客體上，系爭商業交易屬於公司的機會；

（二）行為人與行為限制；（三）抗辯或除外條件。以下本文先處理

機會部分。 

關於公司機會的定義，一般而言會包括以下幾種情形： 

A. 使用或由於公司資產而獲得之機會（opportunities developed with 

corporate assets） 

在此一類型中，由於公司的機會是由公司所實際持有的「資

產」發展而來，因而相關的機會，會被較容易認為「屬於公司

所有」。在此，公司的「資產」可能是「實體」資產（“hard” 

assets）或「無實體」資產（“soft” assets）。在後者的情況，包

括公司的資訊、聲譽等，都可能成為公司的資產。但在案例法

上，通常針對後者法院的判決態度有時會相對比較保守或不穩

定。 

B. 公司必須對該機會有合理期待或實際存在之利益（existing 

corporate interest; Expectancy Test） 

此一商業機會，必須對公司構成一定利益，或者甚至需要公司

對此利益有合理期待。在法院實際案例中，此一主觀認知經常

被推定：亦即，當此時涉及的利益具有相當數量的金錢或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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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時，就會推定公司有合理期待。 

C. 機會必須與公司現有業務相關（corporation’s existing business; 

Line of Business Test） 

基本上，合理期待標準經常不是法院的首選。較多情況法院還

是以「與公司業務相關」為主要判斷依據，因而排除掉與公司

業務較無相關的部分。然而事實上，除了相當清楚的關連外，

當某個機會呈現與公司相對遙遠的關連時，此一原則判斷上常

會與「公司期待」交錯在一起。亦即，當面對兩組不同類型的

商業提議，一是「如不採用該機會會對公司造成損害」，另一

是「該機會只是單純增加公司獲利」兩種機會時，通常法院會

對後者採取稍微保守的想法，會進一步觀察後一類型機會公司

達成的機率高低，以決定受託人是否構成公司機會之侵用。 

根據學說的整理，法院在案例法中，實際上經常會參考以下因素

或情境
3
： 

（1）當事人與公司的既存關係（Pre-existing relationship to the 

corporation）：假如公司可以證明公司在該機會上，已經建立「灘頭

堡」（例如已經開始有初步協商、或是公司命令該等人代表公司去進

行機會開發等），此時法院就會相對容易認為此一商業機會已經屬於

公司，而非屬受託人可以自由使用。有些法院也會參考協議或談判另

一造的真意，以其談判或協商的對象究竟是公司代理人個人，或對象

是公司本身、而僅由該董事、股東或經理人代表，而予以區別對待
4
。 

（2）對公司有特別價值的機會（Opportunities of special value to 

the corporation）：當某個機會，實際意義上對於公司呈現出特殊的價

值時，這種特殊性經常會使法院認定該機會「屬於」公司。這些特殊

                                                      
3 Michael Begert, The Corporate Opportunity Doctrine and Outside Business Interests, 56 U. 

CHI. L. REV. 827, 831 (1989). 
4 但有時比較麻煩的，是提議者本身經常對於兜售對象也沒有固定想法，而會有保持

「任何有意願者都可進一步協商」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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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的是基於與公司業務的高度關連（例如土地或專利），或是該

機會所代表的高價值或絕對獲利性。從這個觀點，買入股票或其他可

替代生產的東西，相對之下，就比較不會被法院認為屬於公司的機

會。 

三、行為人範圍 

一般而言，在公司商業機會原則下，受規範者經常被認為需負有

受託人義務。亦即，公司董事、高階經理人與控制股東，都會被認為

進入此一領域。其等如採用某個商業機會，而該機會被認定屬於「公

司商業機會」後，則會面臨股東或公司以其行為違反「公司商業機

會」原則，而提起訴訟
5
。 

四、行為人得主張之抗辯 

當行為人採行某一商業提議或活動，而該提議或活動被認為屬於

「公司商業機會」後，基本上公司即得向行為人主張公司商業機會原

則的違反。然而，判例上經常承認一定的例外情形，使行為人得以對

該訴訟主張提出抗辯。 

A. 抗辯一：公司拒絕利用該機會 ( Corporate Waiver of the Opportunity) 

基本上，當公司受託人得知一商業機會後，法院一般會期待該受

託人將該商業機會告知公司。當公司拒絕採用該機會後，受託人即可

自由行使或進一步該機會所賦予之可能。準此，法院多數接受公司以

明示拒絕甚至嗣後同意的方式，豁免公司受託人使用公司商業機會的

行為。然而，此處該豁免或同意本身，必須是一完整且適當之商業判

斷；同時，該決定並未受到受託人之不當介入或影響。亦即，通常情

形下該決定需由無利益衝突、且未受影響的董事會（disinterested 
                                                      
5 關於此一範圍，進一步的討論，請參見本文「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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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s of an undominated board），或無利益衝突的股東會所為。但

必須注意的，要讓公司的同意合法產生放棄將來對於侵害公司商業機

會的主張，相關受託人必須提供決策董事會或股東會充分資訊，以為

判斷：亦即，受託人需先將相關商業機會所涉及的內容與影響等，充

分揭露給公司。 

但此一作法並非全然沒有問題。事實上，假如法律策略上對於公

司商業機會盜用的處理是一律要求公司受託人提交公司，於公司明確

拒絕後始得使用，此種作法，除上述認定問題外，會額外面對的一個

關鍵問題，即在於此類『機會』的計算或認定？詳言之，假如此類機

會的定義上過於廣泛，將會導致發生數量上過多而疲於奔命。同時，

「公司同意」如由董事會進行，是否會出現董事間相互以過於寬鬆的

標準加以處理，亦即董事間相互放水的問題，也是一個實際上可能出

現的點。亦即，受託人與公司間的「利益衝突」，當受託人處於公司

相對高階地位時，如何穩定地審查此類利益衝突，可能會面對其實際

效用不足的質疑。 

B. 抗辯二：公司無能力利用該機會（Feasibility of Corporate 

Action/Corporate Incapacity） 

此一抗辯在一般法院認定上，屬於較補充的思考；亦即，多為一

參考因素而非要件。此一抗辯，邏輯上是認為當公司欠缺實行該機會

的能力時，公司受託人因無利益衝突，自可自由探索該機會並予以實

踐獲利。但此一抗辯，常出現的問題是，公司雖然現階段可能欠缺能

力，但無能力的情況可能並不穩定；特別是假如此處所針對的情況是

指財務上能力時（亦即，假如該機會代表的潛力甚大，公司還是可能

使用特殊方式，例如與他人合作或另外募資，以遂行該機會所代表的

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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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假如公司的無能力或拒絕，是源自

於該受託人的行為（假如是執行長或控制股東），則此時法院也傾向

認為該受託人並沒有辦法因此免於忠誠義務的要求，而認為公司擁有

並可利用該商業機會。但此一原則也有例外：此處的行為，依一般見

解，並不包括提供資金。亦即，依據 A.C. Petters Co. v St. Cloud 

Enterprises 案6
的見解，當公司因為欠缺資金而無法利用某一商業機會

時，公司受託人並沒有義務為公司繼續增資或提供資金。是以本案

中，因公司欠缺資金、且經銀行拒絕融資後，受託人自行出資另外成

立公司以追求該機會的行為（本件為購買鄰接公司的土地），並沒有

構成商業機會的盜用，也並未違反其忠誠義務。 

五、救濟 

如同其他違反忠實義務的情形，美國法上，公司經理人或董事如

有使用公司原本或可能可使用的交易機會，其使用並不一定會使得使

用或交易行為全部無效。因而，如同其他違背忠實義務的行為一樣，

其行為在公司法上，有效性將取決於兩邊利益的比較權衡。但經常出

現的救濟，包括要求受託人返還其所受領的機會或所得利益

（disgorgement）。例外情形也有出現判決損害賠償（damage）7
。 

參、美國法律學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
的版本 

美國法律學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的公司治理原則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中，Section 5.05（針對董事與高

階經理人）與 5.12（針對控制股東）分別提供了公司商業機會原則的
                                                      
6 222 N.W.2d 83 (Minn. 1974). 
7 基本上，是由公司所失利益與不當取用機會者所得利益，為計算方式。See ALAN R. 

PALMITER, CORPORATIONS—EXAMPLES AND EXPLANATIONS 276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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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規範模式。以下本文介紹 Section 5.05的相關規定，試著由條文式

介紹，提供一比較完整的體系理解
8
。 

(a) 基本規則：董事或公司高階主管，不能從公司機會中

獲取私人利益。除非 
(1) 其已將機會提供給公司。並將機會涉及相關資訊與

與自身之利益衝突部分揭露給公司； 
(2) 公司拒絕利用此一機會； 
(3) 並需符合以下任一條件：(A)公司之拒絕如符合實質

公平；或(B)在經過充分資訊揭露之前提，如涉及利

益衝突的是董事，則經無利益關連的董事，事先表

示拒絕；如涉及利益衝突的是公司經理人，則由公

司管理階層上級管理者，以符合商業判斷法則標準

之程序做成拒絕決定；或(C)在經過充分資訊揭露前

提下，由無利益關連的股東，事前同意或事後批准

方式予以拒絕。且此一拒絕並不會構成公司資產的

浪費（not equivalent to a waste of corporate assets）。 
(b) 公司機會的定義： 

(1) 當公司董事、高階經理人知悉某一從事商業活動的

機會，係透過： 
(A) 公司董事於執行職務過程中，得悉此一消息。依

得悉之情況，係合理期待該受託人將此消息轉交

給公司時，亦同。或 
(B) 董事知悉相關機會，係透過公司的其他資訊或財

產而來。但該機會需為公司受託人在正常情況

下，應合理相信屬於會對公司帶來利益的機會。 

                                                      
8 關於 American Law Institute 的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歷年多有增補，但

本文還是維持在 1994 年的版本。相關完整增補，可以由 Heinonline 網站取得。請參見

https://home.heinonline.org/titles/American-Law-Institute-Library/Principles-of-Corporate-Go
vernance-Analysis-and-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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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高階經理人知悉此一機會，如該機會與公司所

進行或預期會進行之業務有緊密關連時。 
(c) 證明義務：主張公司受託人有侵害公司商業機會者，

需負舉證責任。但如主張人已能證明前揭(a)(3)(B)或
(C)之情況並未滿足，此時受託人有義務，證明公司拒

絕該機會而讓受託人使用，對於公司屬一公平的決

定。 
(d) 揭露不完整時的事後再次批准：當之前公司商業機會

之揭露有瑕疵、但非屬惡意所致時，在公司商業機會

訴訟提起後合理時間內，原公司的拒絕之作成者，如

經充分補充揭露後，得再次進行拒絕，以提供完整之

拒絕效力。 
(e) 遲延轉告公司相關機會的特別規則：當受託人未將知

悉的公司機會依照前揭(a)(1)程序告知公司時，如具備

下述情況，公司不得請求損害賠償：(1)如上述未告知

係本於善意，相信上述商業活動並不構成公司的機

會，同時(2)在經提告後合理時間內，重新將此商業機

會在可能範圍內交由公司使用，並被公司以前述方式

拒絕後。 

肆、主要案例介紹 

一、Guth v. Loft 

Guth 案可以算是公司商業機會原則案件的基本類型。相較於上述

原則的條理分明，其相關事實與處理，清楚說明了在處理公司商業機

會原則時，常見到的事實與判斷上的模糊。 

本案涉及的 Loft 公司，其主要業務包括生產、批發與零售飲料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