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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案例】 

一、甲對食品進出口貿易深感興趣，並想獨資經營。若甲欲開設

公司經營此業務，如就我國公司法制，您會建議甲開設何種類之公

司？ 

二、甲與A股份有限公司(下稱A公司)台中分公司如發生契約上之爭

議，其是否得逕行以台中分公司為被告，訴請損害賠償？又甲於勝訴

後，得否以A公司本公司之財產或高雄分公司之財產為強制執行？ 

三、A股份有限公司(下稱A公司)發行新股，投資人甲得否以勞務代

替現金而購買A公司之股票？ 

四、A股份有限公司甲總經理與業務乙經理長期意見不合，爭吵次

數頻繁。某日，甲與乙又對某事件看法相異，二人又再度大聲爭吵。

甲一怒之下向乙下達辭退令，即日開除乙。試問：甲對乙免職之命令

效力為何？ 

五、A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A公司)之董事有甲、乙、丙、丁、

戊、己及庚等七人，而甲並擔任董事長。某日，乙逕以A公司代表人之

身分與辛訂立鋼鐵買賣契約。試問：該契約之效力為何？ 

六、A股份有限公司(下稱A公司)之發起設立發起人甲於A公司設立

過程中，經其他發起人推派向乙承租辦公室，作為A公司籌備處之辦公

場所，並為A公司成立後之公司所在地。試問：該租賃契約對A公司之

效力為何？ 

 

公司法乃為規範公司體制之基本規定，而我國現行公司法規定之章

節內容如下：第一章  總則(公司法  1至39)；第二章  無限公司(公司法 

40至97)；第三章 有限公司(公司法 98至113)；第四章 兩合公司(公司法 

114至127)；第五章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 128至356-14)；第六章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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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合公司(公司法 357至369【已刪除】)；第六章之一 關係企業(公司法 

369-1至369-12)；第七章 外國公司(公司法 370至386)；第八章 公司之

登記及認許(公司法 387至446)；第九章 附則(公司法 447至449)。然而

公司法各章節之內容則有或刪或增，甚有全部章節刪除者，乃為其他法

律罕見者，例如第六章 股份兩合公司(公司法 357至369)即全部刪除；

或刪除之條號眾多者，則如第八章  公司之登記及認許(公司法  387至

446)，則除第387條、第388條、 第391條至第393條及第397條外，其餘

條文均被刪除。 

現行公司法各章之章名及條號如下： 

 

 

 

 

 

 

 

 

 

 

 

 

 

 

 

 

 

 

 

             第一章 總則(§1-§39) 

             第二章 無限公司(§40-§97) 

             第三章 有限公司(§98-§113) 

             第四章 兩合公司(§114-§127) 

             第五章 股份有限公司(§128-§356-14) 

             第六章 股份兩合公司(§357-§369)(刪除) 

             第六章之一 關係企業(§369-1-§369-12) 

             第七章 外國公司(§370-§386) 

             第八章 公司之登記及認許(§387-§446) 

             第九章 附則(§447-§449) 

公司法

                      無限公司：二人以上無限責任股東 

                      有限公司：一人以上就其出資額為限負責股東 

                      兩合公司：一人以上無限責任股東，與一人以 

                                上有限責任股東 

                      股份有限公司：二人以上股東或政府、法人股  

                                   東一人就認股份負責 

各種公司股東人數與

責任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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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公司之意義 

【問題】 

一、何謂分公司﹖ 

二、A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並未記載分公司設立之規定時，得否經由

董事會之決議通過後，逕行而設立分公司﹖ 

三、A股份有限公司之總公司設於台北，於高雄設有分公司。A股

份有限公司之高雄分公司因與甲商業往來，而積欠甲三百萬元。如履

行期屆至後，該債務仍未被清償，甲得否逕行對A股份有限公司之高雄

分公司起訴﹖如獲勝訴後，其得否對其位於台北之總公司的財產為強

制執行﹖ 

 

公司法所稱之公司，係指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公司法組織、登

記、成立之社團法人，此可從公司法第1條之規定得知。因而，公司法

所指之公司具有下列特徵：  

一、公司為社團法人 

公司乃為依公司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所謂社團法人，

係指由社員結合組成之組織體。又由於社團為人(社員)之集合體，無社

員即無社團
1
。換言之，社團之組成基礎在於社員，而公司即稱｢社員」

為｢股東」，故公司之組成須有股東為其基礎。 

                                                        
1
  邱聰智，民法總則(上)，2005年，第1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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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係以營利為目的之社團法人 

現代公司之雛型應為荷蘭於西元1602年成立之東印度公司，其並被

稱為股份有限公司之起源，而其在世界經濟史上具有重要之歷史地位
2
。 

法人之類型 

我國民法將法人分為社團法人(參閱民法 45以下)及財團法人(參閱

民法 59以下)等兩種，而法人須依民法之規定或其他法律規定方得成立

(參閱民法 25)，成立後之法人於法令限制內，有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能

力(參閱民法 26本文)，亦即其具有權利能力。社團法人之類型，依民法

之規定，又可分為下列兩類： 

1.營利社團法人 

所謂營利社團法人，係指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其取得法人資格，

依特別法之規定(民法 45)。營利社團法人，乃以追求社員之利益為目的

而設立之社團。而所謂營利，係指經濟上之利益
3
。 

2.公益社團法人 

公益社團法人，乃指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於登記前，應得主管機

關之許可(民法 46)。所謂公益，係指社會上不特定多數人之利益
4
。 

公司為營利社團法人 

由於公司法第1條規定，公司乃為營利社團法人，其乃依公司法組

織、登記、成立之。由此可見，公司法乃符合民法第45條所指之特別

法，亦即公司取得法人資格係依公司法規定而來。 

                                                        
2
  王文宇/林國全，公司法，2014年，第1頁； 

3
  邱聰智，民法總則(上)，第197頁。 

4
  邱聰智，民法總則(上)，第197頁。 



第一章 總 則  5 

 

三、公司係依照公司法組織、登記、成立之營利社團法人 

公司係依公司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營利社團法人，公司法第1條

定有明文。因而，公司顯然係為民法社團法人之特別類型。由於公司法

乃為民法之特別法，當公司法無特別規定時，則適用民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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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司之種類 

公司之類型為何，因採取分類之基礎不同，而可分為下列幾種類

型： 

一、法律上分類 

如依公司法規定作為分類之標準，公司依法律分類之不同標準，則

可細分下列幾種類型： 

以股東之責任內容為區別標準 

如以股東之責任內容為作為區別標準，公司得分為下列幾種： 

1.無限公司－股東負連帶無限責任 

無限公司，係指二人以上股東所組織，對公司債務負連帶無限清償

責任公司(公司法 2 I) 。 

2.有限公司－股東就其出資額為限而負責 

有限公司，乃指由一人以上股東所組織，就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

負其責任之公司(公司法 2 I)。我國公司登記現有家數中，有限公司最

多。 

3.兩合公司－無限責任股東負連帶無限責任；有限責任股東

就其出資額為限而負責 

兩合公司，係指一人以上無限責任股東，與一人以上有限責任股東

所組織，其無限責任股東對公司債務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有限責任股

東就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負其責任之公司(公司法 2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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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就其所認股份負責 

股份有限公司，則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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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司負其責任之公司(公司法 

2 I)。我國公司登記現有家數中，股份有限公司之家數雖次於有限公

司而為第二多，但資本總額則高於有限公司，而居所有公司類型之首。 

依據經濟部商業司公布經濟部統計處有關我國公司登記現有家數及

實收資本額(中華民國105年2月底)資料
5
，我國之無限公司、兩合公司、

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之家數及資本額統計如下： 

 

單位：家數(家)、資本額(新台幣百萬元) 

無限公司 兩合公司 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家數 資本額 家數 資本額 家數 資本額 家數 資本額 

20 328 11 56 493 379 2 390 459 159 933 19 663 961 

由上述之統計資料可知，無限公司及兩合公司家數已是微乎其微

了。 

 案例一提示  

依公司法第2條規定，有限公司之股東係以出資額為限，對

公司負其責任之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乃為股東就其所認股份，對

公司負其責任之公司。此二類公司之股東乃以其投資負責，可有

效控制投資風險，乃為現行公司制度較適宜之投資參與之公司類

型。由於甲為自然人，若其欲獨自經營公司，依公司法第2條規

定，無法獨自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但得成立有限公司。故本例，

建議甲應成立有限公司。 

                                                        
5
 網址：http://www.moea.gov.tw/Mns/dos/content/ContentLink.aspx?menu_id=6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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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管轄系統為區別標準 

1.本公司 

所謂本公司，乃指依法首先設立，以管轄全部組織之總機構(公司法 

3 II前段)。 

2.分公司 

所謂分公司，即指受本公司管轄之分支機構(公司法 3 II後段)。 

然而分公司之法律地位，最引起關注者，乃為：分公司有無權利

能力？對於分公司所為之判決，其判決效力是否及於總公司？如

該判決為給付金錢判決，其執行力是否及於其他分公司？ 

由於分公司乃為受本公司管轄之分支機構，故其與本公司在

法律上應屬同一人格，而權利主體只有一個。解釋上，分公司本應

無權利能力，亦無當事人能力(參閱民事訴訟法 40)，故應不得作為訴訟

上之原告或被告。然實務認為，分公司就其業務範圍內的事項時，有當

事人能力，得為訴訟上之原告或被告
6
。因人格不可分割，分公司與總公

司係屬同一個權利主體，故對於分公司所為之判決，其效力應及於總公

司。分公司為本公司之分支機構，分公司之財產，應為公司總財產之一

部分，亦即分公司並無獨立財產且分公司既無權利能力，無享有所有權

之能力，因此對於分公司所命給付金錢之判決，可就同一公司之其他分

公司財產執行之
7
。 

                                                        
6
  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39號民事判例：「分公司係由總公司分設之獨立機

構，就其業務範圍內之事項涉訟時，有當事人能力。」；最高法院66年台上

字第3470號民事判例：「為受本公司管轄之分支機構，並無獨立之財產，為

謀訴訟上便利，現行判例雖從寬認分公司就其業務範圍內之事項涉訟，有當

事人能力，但不能執此而謂關於分公司業務範圍內之事項，不得以總公司名

義起訴。」 
7
  參閱民國72年05月02日司法院第三期司法業務研究會(【民事法律專題研究

第87-89頁】；類似見解，參閱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485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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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一提示   

所謂分公司，依公司法第 3 條之規定，指為受本公司管轄

之分支機構，其本身並不具備獨立人格，並不能作為獨立之權

利主體
8
。不過判例認為，公司係總公司分設之獨立機構，就其

業務範圍內之事項涉訟時，自有當事人能力
9
。 

 問題二提示   

分公司是否要設立，乃係屬於公司對於業務需要與否之自

我評估。而分公司設立是屬於章程相對必要記載事項，依公司

法第 130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分公司之設立非經記載於章

程，不生效力。且依公司法第 277 條第 1 項規定，股份有限公

司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章程。因而，甲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既未記載分公司之設立，因而依上述說明，未經股東會變更

章程而明定分公司設立時，甲股份有限公司即不得設立分公

司，故該公司董事會之分公司設立決議係屬無效。 

                                                                                                                                   
就法人分支機構業務範圍內之事項，對之提起給付之訴，已取得勝訴之確定

判決者，其效力當然及於該法人。｣ 
8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983號民事裁定：｢又按分公司為受本公司管轄之

分支機構，並無獨立之財產，為謀訴訟上便利，現行判例雖從寬認分公司就

其業務範圍內之事項涉訟，有當事人能力，於民事訴訟得為確定私權請求之

人或其相對人，惟此乃程序法對分公司認其有形式上之當事人能力，尚不能

因之而謂分公司有實體法上之權利能力，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主體，實質

仍為公司法人之整體，對於分公司所為之判決，其效力自及於本公司。｣ 
9
  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39號民事判例：｢分公司係由總公司分設之獨立機

構，就其業務範圍內之事項涉訟時，有當事人能力。｣、最高法院40年台上

字第105號民事判例：｢分公司係總公司分設之獨立機構，就其業務範圍內之

事項涉訟時，自有當事人能力。又原告對分公司起訴後於訴訟進行中，將被

告更正為總公司應認為訴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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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三提示   

一、本來分公司乃為受本公司管轄之分支機構，故其與本

公司在法律上應屬同一人格，而權利主體只有一個，分公司應

無權利能力，只有本公司方有權利能力，本公司有當事人能力，

而分公司則無當事人能力(參閱民事訴訟法第40條)，應不得作為

訴訟上之原告或被告。然實務認為，分公司就其業務範圍內的事

項時，有當事人能力，得為訴訟上之原告或被告(最高法院40年

台上字第39號民事判例)。因而，甲得以台中分公司為被告，訴

請損害賠償。 

二、由於因人格不可分割，分公司與總公司係屬同一個權利

主體，故對於分公司所為之判決，其效力應及於總公司。分公司

為本公司之分支機構，分公司之財產，應為公司總財產之一部

分，亦即分公司並無獨立財產且分公司既無權利能力，無享有所

有權之能力，因此對於分公司所命給付金錢之判決，可就同一公

司之其他分公司財產執行之。因而，甲於確定判決勝訴後，得就

A公司之本公司之財產與高雄分公司之財產為強制執行。 

以公司國籍為區別標準。 

1.本國公司 

所謂本國公司，係指以營利為目的，依照我國公司法組織、登記、

成立之公司(公司法 1條)。 

2.外國公司 

外國公司者，乃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並經中華

民國政府認許，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公司。而外國公司之認許，應由

負責人備具申請書連同法定應備之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或報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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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主管機關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辦。經認許給予認許證並領有分公司執

照後，始得謂經我國政府認許之外國公司
10

(公司法 4、370以下)。 

以公司資本構成為區別標準 

1.公營公司 

所謂公營公司，乃指由政府獨資(全部由政府出資)之公司，或是由

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而政府資本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公司者
11

。依

我國現行相關規定，簡述如下： 

審計法 

審計法第47條：「應經審計機關審核之公有營業及事業機關如左：

一、政府獨資經營者。二、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政府資本超過百分

之五十者。三、由前二款公有營業及事業機關轉投資於其他事業，其轉

投資之資本額超過該事業資本百分之五十者。」 

國營事業管理法 

國營事業管理法第3條第1項：「本法所稱國營事業如下：一、政府

獨資經營者。二、依事業組織特別法之規定，由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

                                                        
10

  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1445號民事判決：｢外國公司之認許，應由負責人

備具申請書連同法定應備之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或報由地方主管機

關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辦。經認許給予認許證並領有分公司執照後，始得

謂經我國政府認許之外國公司，至所謂中央主管機關係指經濟部；地方主

管機關則在省為建設廳，在直轄市為建設局或社會局。｣ 
11

  參閱最高法院62年度第3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甲私營公司於民國四

十七年以其所有房屋連同基地一所與乙公營公司(政府股份佔百分之五十以

上)所有之土地一塊訂立互易契約，約成，乙並即據以呈報省政府獲示准予

交換，惟對土地部分指示應按市價估價計收差額並仍照法定手續辦理，嗣

甲公司依約早將房地交付並登記為乙公司所有。惟乙公司則以此項互易契

約未經審計機關按稽察程序條例審核通過，條件不成訧，交換契約不生效

力為詞，拒絕履行自己移轉登記之義務，查乙公司係依公司法成立之社團

法人，其以私法人之地位與甲公司訂立之互易契約，如未附有何種停止條

件，一經成立，即告生效，此私經濟行為，應受私法之適用，不因內部稽

察程序而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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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三、依公司法之規定，由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政府資本超過百

分之五十者。」 

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 

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第3條：「本條例所稱公營事業，指下列各

款之事業：一、各級政府獨資或合營者。二、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且

政府資本超過百分之五十者。三、政府與前二款公營事業或前二款公

營事業投資於其他事業，其投資之資本合計超過該投資事業資本百分之

五十者。」 

2.民營公司 

參閱上述之說明，所謂民營公司，乃指全部由人民出資，或是政府

與人民共同出資，而公司之資本超過百分之五十屬於人民之公司。 

以控制關係為區別標準 

1.控制公司 

所謂控制公司，一般又稱為母公司，而依公司法關係企業章，控制

公司之類型又可分為下列幾種
12

： 

出資控制 

所謂出資控制，係指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

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之公司，此公司即為該

他公司之控制公司(公司法 369-2 I)。 

實質直接控制或間接控制 

所謂實質直接控制或間接控制，係指除公司法第369條之2第1項

外，而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公司，此公司

即為該他公司之控制公司(公司法 369-2 II)。 

                                                        
12

  有關關係企業之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之分類進一步之說明，請參閱姚志

明，公司法、證券交易法理論與案例研究，2013年，第33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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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屬公司：一般又稱子公司 

公司法第369條之2 

公司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公司已發行有

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為控制公司，該他公司為從屬公司

(公司法 369－2 I)。 

除公司法第369條之2第1項外，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

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亦為控制公司，該他公司為從屬公司  (公司法 

369－2 II)。 

公司法第369條之3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 

公司與他公司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者(公司法 

369－3)。 

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

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者(公司法 369－3)。 

二、學理上之分類 

如以公司之信用作為區別之標準，公司則可分為下列幾種類型： 

人合公司 

所謂人合公司，乃指公司之信用基礎，係為股東之個人條件，

亦即公司得以獲得經濟活動參與者之信任與否，乃係以股東之個

人信用而定者。此類公司之代表，則為無限公司
13

。 

資合公司 

資合公司，乃指公司之信用，非以股東之個人條件為基礎者，而是

公司得以獲得經濟活動參與者之信任與否，係以公司之財產而定之公

                                                        
13

  王泰銓/王志誠，公司法新論，2009年7月，修訂五版，第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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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此類公司之代表，則為股份有限公司
14

。 

人合兼資合公司 

人合兼資合公司，屬於此種類型之公司者，乃指有限公司與兩合公

司，此種公司具有介於人合公司與資合公司之特性，學理上又稱之為中

間公司或折衷公司
15

。有限公司之股東責任為間接有限責任，公司之信

用則偏向公司之信用，且公司之會計等有多準用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公

司法 110)，學理則稱為偏向資合公司之中間公司。兩合公司者，雖係由

無限責任股東與有限責任股東所組成，但公司信用顯然偏向於無限責任

股東之個人信用，且其多為準用無限公司之規定(公司法 115)，學理上

稱之為偏向人合公司之中間公司
16

。 

                                                        
14

  參閱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161號民事判決：「按有限公司依公司法規定

變更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其法人人格之存續不受影響，固經司法院大法

官會議釋字第一六七號解釋有案。惟查有限公司並非如股份有限公司純為

資合公司之性質，而兼有人合公司之色彩；且有限公司亦非如股份有限公

司為大眾化之公司，通常係由少數親朋好友醵資所設立經營之小規模企

業；又民法上所謂保證，雖為債權人與保證人間之契約，但保證契約係基

於保證人與主債務人間之信任。是保證人所信任者如為具有人合公司色彩

之小規模企業之有限公司，則有限公司變更組織為大眾化之股份有限公司

後，是否仍受保證人之信任，而願為其保證，殊非無疑。」 
15

  王泰銓/王志誠，公司法新論，第71頁；柯芳枝，公司法論(上)，修訂九

版，2013年9月，第11頁。 
16

  柯芳枝，公司法論(上)，第11頁；廖大穎，公司法原論，增訂6版，2012
年，第1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