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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華民國 1 0 7 年 1 2 月 1 9 日 

華總一經字第 1 0 7 0 0 1 3 7 5 5 1 號 

茲制定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經濟部部長 沈榮津 

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9 日公布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鼓勵無人載具科技之研究發展與應用，建構完善且

安全之創新實驗環境，以促進產業技術及創新服務之發展，

特制定本條例。 

第 二 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第 三 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無人載具：指車輛、航空器、船舶或其結合之無

人駕駛交通運輸工具，透過遠端控制或自動操作

而運行，且具備以下技術： 

(一)感測技術：可偵測及辨識行駛過程之周遭環境

或事件狀況之訊息。 

(二)定位技術：藉由導航模組或資通訊應用，可進

行定位輔助、地理位置傳達，並協助路徑及任

務等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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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監控技術：監控操作人員透過自動系統與無

人載具間保有持續與雙向之通訊連結，得以

掌控整體運程，並得隨時取得無人載具之完

全控制權。 

(四)決策及控制技術：綜合前三目技術所提供之資

訊，進行路徑及任務規劃之決策判斷，進而控

制無人載具之因應方式或運行。 

二、無人載具科技：指無人載具或與其結合應用之

科技。 

三、創新實驗：指以創新應用為目的之無人載具科

技、服務及營運之實驗。 

四、參與實驗者：與創新實驗申請人約定依其指示參

與創新實驗者。 

五、實驗利害關係人：指參與實驗者外，因創新實驗

申請人辦理創新實驗而其人身或財產安全有受影

響之虞者。 

第 四 條  為發展無人載具科技及創新應用服務，協助創新實驗

之申請與法規諮詢，並協助評估創新實驗之可行性，主管機

關得由專責單位或委託法人團體辦理本條例相關事宜。 

前項受委託者之資格、責任、監督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章 申請及審查程序 

第 五 條  申請人應檢具申請書、申請人資料及創新實驗計畫，向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辦理創新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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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創新實驗計畫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創新性之說明。 

二、辦理創新實驗所涉及之交通及其他相關法規之排

除適用分析。 

三、創新實驗之範圍、期間、規模及完成模擬分析或

封閉場域實驗之說明。 

四、主要管理及執行創新實驗者。 

五、創新實驗預期效益及達成效益之衡量基準。 

六、場域所在地管理機關或所有權人同意配合實驗計

畫實施之文件。 

七、與參與實驗者間之契約。 

八、涉及無線電頻率使用者，其使用規劃；所用無線

電頻率非屬第十三條第一項公告者，並應提出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使用之證明。 

九、書面申請停止創新實驗、經主管機關廢止核准或

創新實驗期間屆滿之退場機制。 

十、與其他自然人、獨資、合夥事業或法人合作辦理

創新實驗者，合作協議文件及相互間之權利義務。 

十一、設置無人載具運行紀錄器及提供紀錄資料之

說明。 

十二、無人載具或其裝置符合安全性之文件或說明。 

十三、確保無人載具與監控操作人員間之通訊連結

不發生中斷，且於發生或預期發生故障或危

害時，得透過雙向通訊取得控制權限或因應

措施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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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創新實驗期間之潛在風險、風險管理機制及降

低風險措施。 

十五、交通影響分析及因應措施。 

十六、對參與實驗者及實驗利害關係人所規劃之保護

措施。 

十七、投保保險之規劃。 

十八、辦理創新實驗所採用之資訊系統及其安全控管

措施。 

十九、依第八條第四項取得交通主管機關核發相關牌

照所需文件。 

二十、涉及營運行為者，其規劃之說明。 

二十一、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創新實驗之申請、保險、審查之基準，與經核准創新實

驗之管理、展延、變更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 

第 六 條  主管機關就創新實驗申請、第九條第一項申請展延

及第十條申請變更之案件，應召開審查會議；會議成員，

包括跨部會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中央、地方政府或相關機

關（構）代表、法律專家學者及無人載具科技或產業領域

之專家學者。 

前項產業領域之專家學者代表不得逾審查會議成員之

三分之一，且不得少於四分之一。 

第一項審查會議之運作方式、審查會議成員、保密義

務、迴避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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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主管機關對於創新實驗之申請，應審查下列項目： 

一、具有創新性。 

二、確認屬於依現行法規無法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許可或核准之範疇，及為進行創新實驗而應排除

適用之法律、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 

三、具有於開放性場域實驗之可行性，並已提出曾

於模擬或封閉性場域測試之相關經驗及數據

分析資料。 

四、可有效提升交通運輸服務或系統之效率、提升安

全或降低經營及使用成本。 

五、已提出維持交通順暢及確保交通安全之因應措施。 

六、已評估潛在風險並定有相關因應措施，及其他與

創新實驗計畫相關之安全或風險控管措施。 

七、建置參與實驗者及實驗利害關係人之保護措施，

並預為準備適當補償。 

八、其他經審查會議決議應由申請人提出說明之事項。 

第 八 條  主管機關應於受理創新實驗申請案件後六十日內完成

審查，作成核准或駁回申請之決定，並將審查決定以書面通

知申請人。如作成駁回決定，應附駁回理由。 

申請人經主管機關通知補送申請文件者，前項審查期

間自文件齊備之次日起算。 

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核准創新實驗時，應載明於創

新實驗期間排除適用之法律、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並得採

取下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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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整或變更實驗計畫之內容。 

二、限定參與實驗者之資格條件。 

三、其他附加條件或負擔。 

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核准創新實驗之申請後，交通

主管機關應依其核准決定，辦理核發牌照相關作業。 

前項核發牌照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交通主管機關

定之。 

第 九 條  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創新實驗之期間以一年為限。申請

人得於該創新實驗期間屆滿六十日前，檢具理由並說明具

體成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展延。 

前項展延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一年。但創新實驗

內容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審查會議認定應修正相關

法律者，展延不以一次為限，其全部創新實驗期間不得逾

四年。 

主管機關應於原核准辦理創新實驗之期間屆滿前，

作成核准或駁回展延申請之決定，並將決定以書面通知

申請人。 

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於前項準用之。 

第 十 條  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創新實驗計畫，不得變更。但其變更

未涉及該實驗業務之重要事項，且對參與實驗者之權益無

重大影響者，申請人得向主管機關申請並經審查核准後變

更之。 

主管機關應將核准或駁回變更申請之決定，以書面通

知申請人。 

第八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於前項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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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一 條   主管機關於創新實驗期間，應將申請人名稱、創新實驗

內容、期間、範圍、排除適用之法律、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

及其他相關資訊，揭露於機關網站。核准申請人依前二條規

定申請創新實驗之展延或變更者，亦同。 

第 十 二 條   依本條例規定辦理創新實驗之申請、審查、核准及實地

訪查等事項，得免徵規費。 

第三章 實驗場域之管理及安全 

第 十 三 條   可供創新實驗運用之無線電頻率與其地理範圍、實驗

期限及其他相關條件，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 

申請人取得創新實驗核准後，始得使用經核准指配之

無線電頻率。 

創新實驗所需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管理、通訊干

擾處理及其他相關電信監理事項，由通訊傳播主管機關

辦理之。 

第 十 四 條   申請人應遵守本條例規定及主管機關核准創新實驗時

要求申請人辦理之事項，並應依主管機關指示說明創新實

驗情形。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實地訪查，申請人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申請人於創新實驗期間，應每月通報以人為方式介入

無人載具之控制權次數及原因，以作為主管機關評估創新

實驗安全性之參考。 

申請人應蒐集及留存創新實驗期間之紀錄資料，並應

自創新實驗期間屆滿後留存至少三年。主管機關基於創新

實驗安全或公共利益之必要，得命申請人提供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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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五 條   申請人應於創新實驗開始執行測試前，於媒體或電子

網站公告實驗相關資訊，並於無人載具或實驗場域以適當

方式進行告示。 

創新實驗期間發生安全事故時，申請人除應依相關法

律負賠償責任外，並應主動即時暫停實驗且通報主管機關

及交通主管機關事故之發生及後續處理方式。 

前項事故發生後，主管機關經會同交通主管機關評估

並確保安全無虞後，始得同意續行實驗。 

有關申請人於創新實驗開始前之資訊公告與告示、事

故發生後之通報程序、暫停實驗之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六 條   申請人於創新實驗期間應配合創新實驗業務性質，採

行適當及充足之資訊安全措施，確保資訊蒐集、處理、利用

及傳輸之安全。 

第 十 七 條   申請人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應遵守個人資料保

護法之相關規定。 

第 十 八 條   申請人與參與實驗者於創新實驗期間訂定參與實驗契

約，應本於公平合理、平等互惠及誠信原則。 

前項契約條款顯失公平者，該部分條款無效；契約條款

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參與實驗者之解釋。 

申請人於創新實驗期間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第四章 創新實驗之辦理、廢止及報告 

第 十 九 條   申請人應於創新實驗核准決定送達日之次日起，開始

辦理創新實驗，並於創新實驗開始執行測試前，以書面通知

主管機關測試起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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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條   申請人辦理創新實驗，於實驗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得命其限期改善： 

一、逾越主管機關核准之範圍。 

二、未依主管機關核准決定辦理。 

三、有不利於交通服務、公共運輸或造成環境災害之

情事。 

四、有危害參與實驗者或實驗利害關係人之人身或財

產安全之虞。 

五、妨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六、違反第十四條至第十九條規定。 

申請人書面申請停止創新實驗，或經主管機關依前項

規定命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創新實

驗之核准。但有前項情形情節重大或已無法改善者，主管機

關得逕行廢止其創新實驗之核准。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廢止創新實驗之核准，應將廢止

核准日期及原因揭露於機關網站。 

第二十一條  申請人於經核准辦理創新實驗之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

應將創新實驗報告，函報主管機關。 

前項報告，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創新實驗歷程及結果。 

二、風險發生及事故通報紀錄。 

三、人為介入無人載具控制權次數及原因紀錄。 

四、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主管機關就創新實驗之結果，得召開評估會議。 

第五章 法令於實驗期間之排除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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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申請人於創新實驗期間，於主管機關核准創新實驗之

範圍內辦理創新實驗者，其創新實驗行為不適用核准決定

載明排除適用之法律、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規定。但不包括

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及相關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 

前項法律包括下列規定：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九

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二十五條、

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一項、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二

條之一、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第六十條、

第六十三條、第六十九條之一、第七十二條、第

七十三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 

二、公路法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七十七條第一項至

第三項及第五項、第七十七條之三規定。 

三、民用航空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百十條第一項、

第一百十八條之一至第一百十八條之三、第一百

十九條之一規定。但違反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條

第一項規定，因而致生飛航安全危險，或致人於

死、重傷者，不在此限。 

四、船舶法第九十一條第二項、第九十二條、第九

十三條、第九十五條、第九十七條、第九十八

條規定。 

五、船員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有關違反第七十

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六、電信法第六十五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及第二

項至第四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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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因無人載具科技之研究發展及應用需排除適

用之法律。但不包括民事、刑事責任規定。 

第一項排除適用之法律、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應經主

管機關依審查會議決議公告之。 

第二十三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基於創新實驗進行之必要，應依創

新實驗核准決定，於創新實驗期間內排除該等法律、法規命

令或行政規則全部或一部之適用。 

第六章 附  則 

第二十四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 1 0 7 年 1 2 月 1 9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7 0 0 1 3 7 5 6 1 號 

茲修正社會工作師法第三條、第七條及第十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衛生福利部部長 陳時中 

社會工作師法修正第三條、第七條及第十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9 日公布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七 條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社會工作師；已充任

者，撤銷或廢止其社會工作師證書： 

一、曾受本法所定廢止社會工作師證書處分。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三、犯貪污罪、家庭暴力罪、性騷擾罪、妨害性自主

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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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款以外因業務上有關之故意犯罪行為，經有罪

判決確定。 

前項第二款原因消失後，仍得依本法規定請領社會工

作師證書。 

第 十 條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發給執業執照；已領取者，

撤銷或廢止之： 

一、曾受本法所定廢止社會工作師證書處分。 

二、經廢止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未滿一年。 

三、有客觀事實認不能執行業務，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醫師、社會工作師及學者專

家組成小組認定。 

四、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五、犯貪污罪、家庭暴力罪、性騷擾罪、妨害性自主

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六、前款以外因業務上有關之故意犯罪行為，經有罪

判決確定。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原因消失後，仍得依本法規定申請

執業執照。 

總統令 
中華民國 1 0 7 年 1 2 月 1 9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7 0 0 1 3 7 5 7 1 號 

茲修正驗光人員法第八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衛生福利部部長 陳時中 

驗光人員法修正第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9 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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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發給執業執照；已領照者，撤

銷或廢止之： 

一、經撤銷或廢止驗光人員證書。 

二、經廢止驗光人員執業執照未滿一年。 

三、有客觀事實認不能執行業務，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醫師、驗光人員及學者專家

組成小組認定。 

前項第三款原因消失後，仍得依本法規定申請執業

執照。 

總統令 
中華民國 1 0 7 年 1 2 月 1 9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7 0 0 1 3 7 5 8 1 號 

茲修正藥師法第三條、第八條及第三十二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衛生福利部部長 陳時中 

藥師法修正第三條、第八條及第三十二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9 日公布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八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發給執業執照；已領者，撤銷

或廢止之： 

一、經撤銷或廢止藥師證書。 

二、經撤銷或廢止藥師執業執照未滿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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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客觀事實認不能執行業務，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醫師、藥師及學者專家組成

小組認定。 

四、受停業處分仍執行業務。 

前項第三款原因消失後，仍得依本法規定申請執業

執照。 

第三十二條  各級藥師公會由人民團體主管機關主管。但其目的事

業，應受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總統令 
中華民國 1 0 7 年 1 2 月 1 9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7 0 0 1 3 7 5 9 1 號 

茲修正醫師法第七條之三及第八條之一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衛生福利部部長 陳時中 

醫師法修正第七條之三及第八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9 日公布 

第七條之三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八條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發給執業執照；已領者，撤銷

或廢止之： 

一、經撤銷或廢止醫師證書。 

二、經廢止醫師執業執照，未滿一年。 

三、有客觀事實認不能執行業務，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醫師及學者專家組成小組

認定。 

前項第三款原因消失後，仍得依本法規定申請執業

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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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華民國 1 0 7 年 1 2 月 1 9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7 0 0 1 3 7 6 0 1 號 

茲修正語言治療師法第三條及第八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衛生福利部部長 陳時中 

語言治療師法修正第三條及第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9 日公布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八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發給執業執照；已領者，撤銷

或廢止之： 

一、經撤銷或廢止語言治療師證書。 

二、經廢止語言治療師執業執照未滿一年。 

三、有客觀事實認不能執行業務，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醫師、語言治療師及學者專

家組成小組認定。 

前項第三款原因消失後，仍得依本法規定申請執業

執照。 

總統令 
中華民國 1 0 7 年 1 2 月 1 9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7 0 0 1 3 7 6 1 1 號 

茲修正呼吸治療師法第三條、第九條及第十六條之四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衛生福利部部長 陳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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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治療師法修正第三條、第九條及第十六條之四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9 日公布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九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發給執業執照；已領者，撤銷

或廢止之： 

一、經撤銷或廢止呼吸治療師證書。 

二、經廢止呼吸治療師執業執照，未滿一年。 

三、有客觀事實認不能執行業務，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醫師、呼吸治療師及學者專

家組成小組認定。 

前項第三款原因消失後，仍得依本法規定申請執業

執照。 

第十六條之四  居家呼吸照護所名稱之使用或變更，應經主管機關

核准。 

非居家呼吸照護所不得使用居家呼吸照護所或類似之

名稱。 

總統令 
中華民國 1 0 7 年 1 2 月 1 9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7 0 0 1 3 7 6 2 1 號 

茲修正護理人員法第九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衛生福利部部長 陳時中 

護理人員法修正第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9 日公布 



總統府公報                          第 7398號 

 19 

第 九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發給執業執照；已領者，撤銷

或廢止之： 

一、經撤銷或廢止護理人員證書。 

二、經廢止護理人員執業執照未滿一年。 

三、有客觀事實認不能執行業務，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醫師、護理人員及學者專家

組成小組認定。 

前項第三款原因消失後，仍得依本法規定申請

執業執照。 

總統令 
中華民國 1 0 7 年 1 2 月 1 9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7 0 0 1 3 7 6 3 1 號 

茲修正助產人員法第十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衛生福利部部長 陳時中 

助產人員法修正第十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9 日公布 

第 十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請領執業執照；其已領取者，

應撤銷或廢止之： 

一、經撤銷或廢止助產人員證書。 

二、經廢止助產人員執業執照未滿一年。 

三、有客觀事實認不能執行業務，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醫師、助產人員及學者專家

組成小組認定。 

前項第三款原因消失後，仍得依本法規定申請執業

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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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華民國 1 0 7 年 1 2 月 1 9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7 0 0 1 3 7 6 4 1 號 

茲修正聽力師法第三條及第八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衛生福利部部長 陳時中 

聽力師法修正第三條及第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9 日公布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八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發給執業執照；已領者，撤銷

或廢止之： 

一、經撤銷或廢止聽力師證書。 

二、經廢止聽力師執業執照未滿一年。 

三、有客觀事實認不能執行業務，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醫師、聽力師及學者專家組

成小組認定。 

前項第三款原因消失後，仍得依本法規定申請執業執照。 

總統令 
中華民國 1 0 7 年 1 2 月 1 9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7 0 0 1 3 7 6 5 1 號 

茲修正醫事檢驗師法第三條、第四條、第七條至第九條、第十二條、

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第

二十九條、第三十一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條、第五十五條、

第五十六條之一、第六十條、第六十條之一、第六十一條之一及第

六十二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衛生福利部部長 陳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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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檢驗師法修正第三條、第四條、第七條至第九條、第

十二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一條、第四十五條、第

四十七條、第五十五條、第五十六條之一、第六十條、第

六十條之一、第六十一條之一及第六十二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9 日公布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四 條  請領醫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證書，應具申請書及資

格證明文件，送請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 

第 七 條  醫事檢驗師執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執業登記，領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 

醫事檢驗師執業，應每六年接受一定時數繼續教育，始

得辦理執業執照更新。 

第一項申請執業登記之資格、條件、應檢附文件、執業

執照發給、換發、補發、更新與前項繼續教育之課程內容、

積分、實施方式、完成繼續教育之認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八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發給執業執照；已領者，撤銷

或廢止之： 

一、經撤銷或廢止醫事檢驗師證書。 

二、經廢止醫事檢驗師執業執照未滿一年。 

三、有客觀事實認不能執行業務，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醫師、醫事檢驗師及學者專

家組成小組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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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三款原因消失後，仍得依本法規定申請執業

執照。 

第 九 條  醫事檢驗師執業以一處為限，並應在所在地主管機關

核准登記之醫療機構、醫事檢驗所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

必須聘請醫事檢驗師之機構為之。但機構間之支援或經事

先報准者，不在此限。 

第 十 二 條   醫事檢驗師業務如下： 

一、一般臨床檢驗。 

二、臨床生化檢驗。 

三、臨床血清檢驗。 

四、臨床免疫檢驗。 

五、臨床血液檢驗。 

六、輸血檢驗及血庫作業。 

七、臨床微生物檢驗。 

八、臨床生理檢驗。 

九、醫事檢驗業務之諮詢。 

十、臨床檢驗試劑之諮詢。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事檢驗業務。 

醫事檢驗師執行業務，應依醫師開具之檢驗單為之。但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或自費至醫事檢驗所檢驗之項目，不

在此限。 

前項但書規定於本法公布施行之日起，試行五年，屆期

重新檢討。 

第 十 七 條   醫事檢驗生業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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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臨床檢驗。 

二、臨床生化檢驗。 

三、臨床血清檢驗。 

四、臨床血液檢驗。 

五、輸血檢驗。 

六、臨床微生物檢驗。 

七、臨床生理檢驗。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事檢驗業務。 

醫事檢驗生執行業務，應依醫師開具之檢驗單為之。但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或自費至醫事檢驗所檢驗之項目，不

在此限。 

前項但書規定於本法公布施行日起，試行五年，屆期重

新檢討。 

第 十 九 條   醫事檢驗所之設立，應以醫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為

申請人，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登

記，發給開業執照，始得為之。 

前項申請人，醫事檢驗師須在醫療機構或醫事檢驗所

執行業務二年以上；醫事檢驗生須在醫療機構或醫事檢驗

所執行業務五年以上，始得為之。 

前項執行業務年資之採計，以領有醫事檢驗師或醫事

檢驗生證書並依法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執業登

記者為限。但於本法公布施行前已執行業務者，其實際服務

年資得併予採計。 

醫事檢驗所設置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一條  醫事檢驗所名稱之使用或變更，應經主管機關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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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醫事檢驗所不得使用醫事檢驗所或類似之名稱。 

第二十五條  醫事檢驗所應建立醫事檢驗品管制度。 

前項品管制度，應接受主管機關之督導及評估。 

第二十七條  醫事檢驗所收取檢驗費用之標準，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九條  醫事檢驗所之廣告，其內容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醫事檢驗所之名稱、開業執照字號、地址、電話

及交通路線。 

二、醫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之姓名及其證書字號。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容許登載或宣播事項。 

非醫事檢驗所，不得為醫事檢驗廣告。 

第三十一條  醫事檢驗所應依法令規定或依主管機關之通知，提出

報告；並接受主管機關對其人員、設備、衛生、安全、收費

情形、作業等之檢查及資料蒐集。 

第四十五條  本法所定之罰鍰、停業、撤銷或廢止執業執照、開業執

照，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處罰

之；廢止醫事檢驗師或醫事檢驗生證書，由中央主管機關處

罰之。 

第四十七條  醫事檢驗師公會之主管機關為人民團體主管機關。但

其目的事業，應受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五十五條  醫事檢驗師公會應訂立章程，造具會員名冊及選任職

員簡歷冊，送請所在地人民團體主管機關立案，並分送中央

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五十六條之一  醫事檢驗師公會違反法令或章程者，人民團體主管機

關得為下列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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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警告。 

二、撤銷其決議。 

三、撤免其理事、監事。 

四、限期整理。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處分，亦得由主管機關為之。 

第 六 十 條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七月一日以前曾在醫療機構從事第

十七條第一項所定醫事檢驗生業務，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認可者，得應醫事檢驗生特種考試。 

前項特種考試，以本法施行後五年內舉辦五次為限。 

依第一項規定，經審查認可得應醫事檢驗生特種考試

者，在未取得醫事檢驗生資格前，於本法施行後五年內得繼

續從事醫事檢驗生業務。 

第六十條之一  外國人及華僑得依中華民國法律，應醫事檢驗師考試。 

前項考試及格，領有醫事檢驗師證書之外國人及華

僑，在中華民國執行醫事檢驗業務，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許

可，並應遵守中華民國關於醫事檢驗與醫療之相關法令及

醫事檢驗師公會章程；其執業之許可及管理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違反前項規定者，除依法處罰外，中央主管機關並得廢

止其許可。 

第六十一條之一  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核發證書或執

照時，得收取證書費或執照費；其費額，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六十二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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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1 2 月 7 日 

  任命沈淑妃為行政院簡任第十三職等參事，吳癸受為行政院人事

處簡任第十二職等副處長。 

  任命陳振順為內政部移民署簡任第十職等視察，林萬益為內政部

移民署簡任第十職等視察兼站主任。 

  任命葉非比以簡任第十三職等為外交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司長，

鄒元飛為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朱珮如為外交部

領事事務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范光復以簡任第十二職等為外交

部領事事務局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李志強為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

維斯簡任第十三職等大使，金星為駐拉脫維亞簡任第十三職等大使，

李新穎為駐義大利簡任第十四職等大使。 

  任命陳金妙為財政部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許文壽為財政部人

事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李秉洲為財政部人事處簡任第十二職等

處長，林月瓊為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稽核，呂敬銘

為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組長，張美芳為財政部關

務署臺中關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組長，葉明星為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

簡任第十二職等關務監關務長，葉永唐為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簡任第

十職等關務監主任秘書，陳德燦、王昭銘為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簡任第

十職等關務監組長。 

  任命陳怡曲為國立中央大學簡任第十職等秘書，陳佩君為國立臺

北護理健康大學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陳大慶為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政風室簡任第十職等

主任，劉寬宏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觀護人，佘青樺

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觀護人，陳素玉為臺灣屏東

地方檢察署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觀護人，韓國一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

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觀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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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洪丕振、簡振源為經濟部水利署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林元鵬

為經濟部水利署簡任第十一職等副總工程司。 

  任命汪美惠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簡任第十職等副總

臺長，董吉利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岳文玲、林秀襄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

臧艷華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主計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戴秀雲為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主計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賴家仁為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桃竹苗分署簡任第十一職等分署長，簡鳳琴為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主計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陳麗娟為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簡任第十職等技正。 

  任命吳鈞富為科技部主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 

  任命沈芸瑱、徐曼涵、陳姿涵、趙熙、蘇郁芳、陳晟頡、楊智凱、

江明鍵、陳宥閎、黃聖烜、林育君、黃昱軒、李秉澤、魏國恩、王姿婷、

鄭詠翰、邱書正、蔡安奇、劉翰霖、張寒白、薛方琪、顏志安、徐智勇、

陳冠吟、戴亦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耘庭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宛柔、許育慈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冠如、邱芝琪、高子紘、黃柏彰、呂哲輝、黃秋慈、林郁文、

謝佳芸、許家維、施煌輝、詹智翔、劉東華、洪培雅、邵學禹、劉南琦、

李芝佩、林怡暄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仁榜、徐甄、闕孝嚴、蔡宛臻、賴韋學、施宜佑、王偉儀、

許嘉展、李勤晴、范卓曄、陳智瑜、何惠如、張皓建、鄭宇辰、謝念穎、

楊皓鈞、李宛憶、黃怡菱、林馳源、謝昇峰、林靖、戴川鈞、陳鈺欣為

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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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孫玉亭、游孟晴、張馨文、周昆成、許岳珩、謝雅涵、林仕斌、

蔡婷婷、何佳歡、謝宗勳、羅奕傑、柯恆熙、魏鈺庭、紅彥任、陳琦超、

楊宗翰、左縉鞍、王文欣、張岳毅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昱珽、劉家宇、劉士煌、陳虞中、詹皓羽、廖元琳、周玫秀、

蔡淑萍、劉映君、賴采珣、賴佳駿、李家瑋、黃詩涵、顏嘉佑、陳則安、

劉芳琪、李崇銘、蘇健安、曾家蓉、黃于庭、胡今柔、姜延霖、楊裕如、

廖雪伶、陳俐吟、趙思涵、林佳萱、李蕙伃、林詩穎、徐慧君、范紀安、

范瑞娥、張茜宜、陳怡君、徐慧齡、陳昭甫、湯宜虔、蔡嘉如、陳祉涵、

何嘉昇、李芸菁、黃巧欣、江晴恩、張庭瑜、林品均、王廷元、黃晨碩、

劉靜宜、吳伯襄、湯雅媜、許競文、莊子忻

廖珮君、彭俊肇、曹永嘉、吳昭慧、張媮婷、陳芃伃、曹甄芳、林岑彥、

黃群、劉欣怡、廖冠儒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蘇鈺婷、胡家豪、邱蘭媚、鄔亞軒、林育如、黃淑芳、宋欣怡、

詹岱華、劉彥均、張劭萍、葉穰慧、余筱嵐、簡嘉琦、劉倍孜為薦任公

務人員。 

   

  任命吳筱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施詠宏、郭力豪、許雯婷、李依恬、卓彥宏、黃庭欣、洪聖岳、

陳醇、蔡欣庭、阮郁淳、簡佳苓、鄧依欣、陳怡君、趙月溦、古筱萱、

戴柏廉、洪靖紋、蕭妤如、林星瑋、劉美妏、王紹名、胡瓊文、王麗善、

陳佑鑫、洪振益、李昀晏、陳柔臻、洪世皇、王奕文、陳美如、康瑜蓉、

馬瑜廷、李健彰、朱鴻銘、張美凱、黃菀寧、楊成霖、賴宜汶、江亦昌、

陳樹儒、賴韋霖、許珊萍、郭佳玫、許巧君、楊雅筑、江文琪、詹雅婷、

王紫瓈、梁尹柔、李秋逸、廖品冠、許雅雯、吳明峰、謝宗翰、葉台生、

楊儀君、傅國恩、陳婉潔、賴宛宜、李佩勳、蔡易樵、黃菀若、韓博閩、

蔡佩珊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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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游謝光、初寶義、張峻豪、曾建彰、許智淵、蔡鎮隆、王建鑫、

謝佳靜、曾美靜、徐夢君、林柄良、羅仁杰、張耀尹、許博鈞、鄭晨婷、

林薏文、許婷貽、鄭唯毅、郭哲嘉、饒珉熙、劉冠慧、蕭宇倫、余孟駿、

吳旻璁、蔡孟庭、薛淑娟、郭原隆、黃英明、李欣樺、洪育菁、許芝毓、

楊宗慶為薦任關務人員。 

  任命王詠儀、武秀娟、邱德興、方瑞昇、顏宏猛、程振明、楊永久、

游日村、蔡一平、紀申基、蔡峯瑞、陳沅鑫、黃俊傑、蕭基辰、劉宏政、

許良誌、陳文傑、司徒德晟、蔡佩諭、許立民、王立宇、蔡孟劭為薦任

公務人員。 

  任命江祐丞、鄒茂瑜、陳建宇、陳伯均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主任

檢察官，陳信郎、林佳裕、王銘仁為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灣南投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1 2 月 7 日 

  任命吳怡箴、蔡孟儒、林佳蓓、曾月香、陳宗佑、楊元宏、駱德治

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 
總統活動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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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事期間： 

107年 12月 7日至 107年 12月 13 日 

12月 7日（星期五） 

˙無公開行程 

12月 8日（星期六） 

˙無公開行程 

12月 9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12月 10日（星期一） 

˙蒞臨「第 13屆亞洲民主人權獎頒獎典禮」致詞（臺北市中正區） 

˙接見華府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MF）訪問團一行 

12月 11日（星期二） 

˙發表「迴廊談話」並回應媒體提問（總統府） 

12月 12日（星期三） 

˙接見「107年全國好人好事代表及中華民國表揚好人好事運動協會

重要幹部」等一行 

˙蒞臨「107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表揚大會」致詞（臺北市文山區） 

12月 13日（星期四） 

˙視察北門廣場並聽取西區門戶計畫簡報（臺北市中正區）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7年 12月 7日至 107年 12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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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7日（星期五） 

˙接見「第 27屆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獲獎事業暨 107年模範環境保

護專責及技術人員」等一行 

˙蒞臨「新竹市感恩季聖誕點燈」致詞（新竹市北區） 

12月 8日（星期六） 

˙無公開行程 

12月 9日（星期日） 

˙蒞臨「2018世界人權日紀念活動」致詞（新北市新店區） 

12月 10日（星期一） 

˙蒞臨馬偕醫學院演講：「從抗煞英雄到聖騎士副總統：談醫界的公

共參與」（新北市淡水區） 

12月 11日（星期二） 

˙接見「英國羅浮堡大學威廉斯（Clyde Williams）榮譽教授」等

一行 

˙接見「臺灣民主基金會第 13屆亞洲民主人權獎」得獎組織「印尼

古斯都爾網絡」受獎代表瓦希德（Alissa Wahid）主席一行 

12月 12日（星期三） 

˙蒞臨「107年體育運動精英獎頒獎典禮」致詞（臺北市大安區） 

12月 13日（星期四） 

˙蒞臨「2018未來科技展」開幕典禮致詞（臺北市信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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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載 
（轉載司法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 770 號解釋） 

（內容見本號公報第 32頁後插頁） 

 

 

 

 

 

 

 

 

 

 

 

 

 

 

 

 



司法院釋字第 770號解釋抄本 

司法院公布令……………………………………………………………1

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1 

湯大法官德宗提出之部分協同意見書………………………………9 

蔡大法官明誠提出之部分協同意見書………………………………13 

羅大法官昌發提出之協同意見書……………………………………26 

許大法官志雄提出之協同意見書……………………………………38 

黃大法官瑞明提出之協同意見書……………………………………46 

陳大法官碧玉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51 

黃大法官虹霞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58 



 

   
  

司法院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院台大二字第1070032681號 

公布本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 770號解釋 

 附釋字第 770號解釋 

院長 許 宗 力 

 

司法院釋字第 770號解釋 

解釋文 

  企業併購法第 4 條第 3 款規定：「合併：指依本法或其

他法律規定參與之公司全部消滅，由新成立之公司概括承受

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或參與之其中一公司存續，由存

續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並以……現

金……作為對價之行為。」以及中華民國 91 年 2 月 6 日制

定公布之同法第 18 條第 5 項規定：「公司持有其他參加合

併公司之股份，或該公司或其指派代表人當選為其他參加合

併公司之董事者，就其他參與合併公司之合併事項為決議

時，得行使表決權。」然該法 104 年 7 月 8 日修正公布前，

未使因以現金作為對價之合併而喪失股權之股東，及時獲取

合併對公司利弊影響暨有前揭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5 項所

列股東及董事有關其利害關係之資訊，亦未就股份對價公平

性之確保，設置有效之權利救濟機制，上開二規定於此範圍

解 釋 

1



內，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   

聲請人得於本解釋送達之日起 2 個月內，以書面列明其

主張之公平價格，向法院聲請為價格之裁定。法院應命原因

案件中合併存續之公司提出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公司財務報

表及公平價格評估說明書，相關程序並準用 104 年 7 月 8 日
修正公布之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8 項至第 12 項規定辦理。 

解釋理由書 

  聲請人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賴○峰）原持有

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原台固公司）70 萬股。原台固

公司於 96 年 6 月 29 日召開 96 年度股東常會決議，於同

年12 月 28 日與台信國際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信公

司）合併，由台信公司以每股現金新臺幣（下同）8.3 元之

價格吸收合併原台固公司。原台固公司係消滅公司，台信公

司則為存續公司。合併後，台信公司更名為「台灣固網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新台固公司）。聲請人名下之股份於公司

合併時，遭轉換為現金 581 萬元，並託管於富邦綜合證券股

份有限公司。聲請人乃訴請新台固公司返還股票，敗訴後迭

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334 號民事判

決（下稱確定終局判決）駁回上訴確定。 

聲請人主張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企業併購法第 4 條
第 3 款規定：「合併：指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參與之公司

全部消滅，由新成立之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

務；或參與之其中一公司存續，由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

司之全部權利義務，並以……現金……作為對價之行為。」

（下稱系爭規定一）及 91 年 2 月 6 日制定公布之企業併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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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下稱舊法）第 18 條第 5 項規定：「公司持有其他參加合

併公司之股份，或該公司或其指派代表人當選為其他參加合

併公司之董事者，就其他參與合併公司之合併事項為決議

時，得行使表決權。」（下稱系爭規定二）有牴觸憲法第 7

條、第 15 條、第 22 條及第 23 條之疑義，向本院聲請解釋

憲法。核其聲請，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

第 2 款所定要件相符，應予受理，爰作成本解釋，理由如下： 

  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旨在確保人民

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

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公司股份本身具有一定

之財產價值；於公司營業獲益時，股東有機會參與股息與紅

利之分派；且持有普通股之股東亦有參與表決以間接參與公

司經營與治理之權；於公司解散時，股東另有賸餘財產分配

之權（公司法第 232 條第 1 項、第 179 條及第 330 條參照）。

是人民所持有之公司股份，亦受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之保障。  

  按合併為企業尋求發展及促進經營效率之正當方式之

一，立法者就此，原則上有相當之立法裁量權限，使企業得

以在維護未贊同合併股東之權益下，進行自主合併。惟倘企

業合併之內容對未贊同合併股東之權益影響甚大，諸如以強

制購買股份之方式使未贊同合併股東喪失股權，或使系爭規

定二所示之股東及董事，就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合併事項為

決議時，得行使表決權，基於權衡對未贊同合併股東之周全

保障，及企業尋求發展與促進效率等考量，立法者至少應使

未贊同合併股東及時獲取有利害關係之股東及董事有關其

利害關係之資訊，以及就股份對價公平性之確保，設置有效

之權利救濟機制，始符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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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企業併購法第 4 條第 3 款所定，在股份有限公司合併

時，存續或新設公司支付予消滅公司股東之對價，不以其本

身發行之股份為限，尚得包括現金。是系爭規定一許贊同合

併之股東違反未贊同合併股東之意願，以現金作為對價強制

購買其股份（下稱現金逐出合併）之部分，將剝奪未贊同合

併股東之股權。又依系爭規定二所定，涉及股份有限公司之

合併時，公司法有關利益迴避之下列規定將被排除適用：公

司法第 178 條有關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決議之利益迴避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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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原因案件公司合併時之公司法（即 55 年 7 月 19 日

修正公布之公司法）第 206 條第 2 項有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會決議準用股東會利益迴避之規定：「第 178 條……之規定，

於前項之決議準用之。」其所謂前項之決議，即該條第 1 項

所規定：「董事會之決議，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

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依系爭規定二

排除利益迴避規定適用之結果，系爭規定二所示之股東及董

事得參與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股東會及董事會之決議，並使

此種持股企業，得以利用其持有相對多數股份之優勢，違反

未贊同合併股東之意願，為現金逐出合併之決議，以剝奪其

股權。雖系爭規定一及二係為利企業以併購進行組織調整，

發揮企業經營效率（該法第 1 條參照）及提升公司經營體質、

強化公司競爭力而制定（立法院公報第 91 卷第 10 期院會紀

錄第 300 頁參照），然其不但使未贊同合併股東喪失其彰顯

於股份本身之財產權，且限制其投資理財方式，並因而剝奪

其透過對特定公司之持股而直接或間接參與該公司事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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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相關利益機會，對其股份所表彰之權益影響甚大。 

按公司股東及董事於參與表決時之利益迴避規範，本為

公司治理之重要原則，目的在確保公司股東及董事於參與決

策時，不至於為自己利益，而傷害公司或其他股東之正當利

益。然鑒於合併通常係為提升公司經營體質，強化公司競爭

力，故不致發生有害於公司利益之情形，且公司持有其他參

加合併公司之一定數量以上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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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購後併作法

（前開立法院公報參照），故系爭規定二許該條所示之股東

及董事參與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合併決議，尚非全無正當理

由。是關鍵並非在於有利害關係之股東及董事應否迴避，而

係在於相關規定對未贊同合併之股東之利益，有無提供充分

保護。 

  就充分資訊之部分，如系爭規定二所示之股東及董事為

多數，而對於現金逐出合併之決定，有絕對之優勢，則有關

如何確保其參與此種合併之決議，係符合公司之最大利益，

至關重要。法律至少應使未贊同合併之股東及時獲取合併對

公司利弊影響之重要內容、有關有利害關係股東及董事之自

身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及贊成或反對併購決議理由之資訊。

然舊法對此並未設相關規範。而原因案件發生時得適用之公

司法亦未使因以現金作為對價之合併而喪失股權之股東，於

相關會議開會之一定合理期間前，及時獲取合併對公司利弊

影響暨有系爭規定二所列股東及董事有關其利害關係之資

訊。 

  就公平價格確保之有效權利救濟機制部分，法律既許系

爭規定二所示股東及董事無庸為利益迴避，而得參與現金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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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合併之股東會及董事會決議，以剝奪未贊同合併股東之股

權，則其亦應確保對價之公平性，避免此種股東及董事以多

數決之方式，恣意片面訂定價格。本件原因案件公司合併時

之 93 年 5 月 5 日修正公布之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 項及

第 2 項規定，公司進行併購而有該項所示情形者，股東得請

求公司按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持有之股份，並準用公司法

第 187 條及第 188 條之規定。其中所準用之公司法第 187 條

第 2 項規定：「股東與公司間協議決定股份價格者，公司應

自決議日起 90 日內支付價款，自第 185 條決議日起 60 日內

未達協議者，股東應於此期間經過後 30 日內，聲請法院為

價格之裁定。」是在 93 年 5 月 5 日修正公布之企業併購法

之下，對於價格公平性之確保，有基本之救濟規範。惟此法

院裁定之機制，僅適用於股東主動請求收買股票之情形，並

不適用於未贊同合併之股東不願被收買，然卻因現金逐出合

併而遭剝奪股權之情形。 

  綜上，104 年 7 月 8 日修正公布前之企業併購法，未使

因以現金作為對價之合併而喪失股權之股東，及時獲取合併

對公司利弊影響暨系爭規定二所示之股東及董事有關其利

害關係之資訊，亦未就股份購買對價公平性之確保，設置有

效之權利救濟機制，系爭規定一及二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 

  就本件原因案件而言，雖合併當時之企業併購法就未贊

同合併之股東及時獲取資訊之確保機制，尚有欠缺，然就此

部分，實際上難予個案救濟，惟就確保價格公平性之部分，

仍應給予聲請人相當之救濟。如後所述，104 年 7 月 8 日修

正公布之企業併購法（即現行企業併購法）就股東主動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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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買之情形，其公平價格已設有較為完整之保障機制，於個

案救濟部分，可參照其部分規範。聲請人得於本解釋送達之

日起 2 個月內，以書面列明其主張之公平價格，向法院聲請

為價格之裁定。法院應命新台固公司提出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公司財務報表及公平價格評估說明書，相關程序並準用現行

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8 項至第 12 項規定辦理。  

  末按現行企業併購法第 5 條第 3 項雖規定：「公司進行

併購時，公司董事就併購交易有自身利害關係時，應向董事

會及股東會說明其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及贊成或反對

併購決議之理由。」然該條就董事或其所代表之股東利害關

係之說明，並未要求於董事會及股東會開會之一定合理期間

前，及時使其他股東獲取相關資訊。且於有利害關係之股東

及董事所提供之資訊仍有不足時，在現行企業併購法之下，

其他股東並無有效之機制，促使其提供完整之資訊。又現行

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款前段規定：「公司於進行併

購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股東得請求公司按當時公平價格，收

買其持有之股份：……二、公司進行第 18 條之合併時，存

續公司或消滅公司之股東於決議合併之股東會集會前或集

會中，以書面表示異議，或以口頭表示異議經記錄，放棄表

決權者。」同條第 6 項前段復規定：「股東與公司間就收買

價格自股東會決議日起 60 日內未達成協議者，公司應於此

期間經過後 30 日內，以全體未達成協議之股東為相對人，

聲請法院為價格之裁定。」且同條第 7 項至第 12 項並就法

院為價格裁定之相關程序及費用負擔等為規定，以保護未贊

同合併之股東。是現行企業併購法就確保公平價格，已設有

較為完整之保障機制。惟此法院裁定之機制，僅適用於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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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請求收買股票之情形，並不適用於未贊同合併之股東不

願被逐出，然卻因現金逐出合併而遭剝奪股權之情形。現行

企業併購法就此等部分，均未臻妥適，併此指明。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許宗力 

大法官 蔡烱燉 陳碧玉 黃璽君 羅昌發 

       湯德宗 黃虹霞 蔡明誠 林俊益 

       許志雄 張瓊文 黃瑞明 詹森林 

       黃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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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七七０號解釋  部分協同意見書 

湯德宗大法官提出 

 

[1]  常聽人抱怨大法官解釋艱澀而難懂。依我多年來研究、

教授憲法的經驗，和近年來有幸參與憲法解釋的體察，大法

官解釋之所以艱澀難明，絕不僅是用語（文言或白話）的問

題，也不僅是行文方式（咬文嚼字、拐彎抹角、不接地氣）

的問題，往往更是論理（翔實或空泛）的問題。 

 

[2]  聲請人指謫：企業併購法第 4條第 3款（即系爭規定一）

允許公司為進行合併，得以現金作為對價，強制購買股份，

將股東逐出公司（是即「現金逐出合併」, sqeeze-out-merger, 

cash-out merger），乃強取豪奪的兼併手段；又，同法第 18

條第 5項（即系爭規定二）允許公司持有其他參加合併公司

之股份者（下稱法人股東），或該公司或其指派代表人當選

為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董事者（下稱法人董事），於就其他

參與合併公司之合併事項為決議時，得行使表決權，而排除

公司法有關股東及董事「利益迴避」規定1之適用，未能充

分保障未贊同合併之股東的財產權益，有違反憲法第 15 條

（財產權應予保障）之疑義，而聲請本院解釋。 

 

[3]  多數大法官通過的「解釋文」與「解釋理由書」（下稱

多數意見）釋示：企業併購法因（1）未設置有效權利救濟

機制，確保以公平價格收購未贊同合併股東之股權，及（2）

                                                      
1 參見公司法第 178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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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原因案件行

為時之 55年 7月 19日修正公布之公司法第 206條第 2項：「第 178條……之規

定，於前項（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之決議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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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使少數股東及時獲悉（法人股東、法人董事關於公司合併

之）利害關係之資訊，致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二，於此範

圍內，不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換言之，現金逐

出併購制度（系爭規定一）及法人股東、法人董事無需適用

公司法有關利益迴避之規定（系爭規定二），因企業併購法

未能滿足（符合）前述「確保公平收購價格」與「適時揭露

相關資訊」兩項要件，而被宣告為「違憲」。 

 

[4]  然，何以系爭規定一（現金逐出合併）及系爭規定二（法

人股東、法人董事不適用公司法有關利益迴避之規定）僅於

企業併購法滿足（符合）前述「確保公平收購價格」與「適

時揭露相關資訊」兩項要件時，方能合憲？多數意見只給了

「答案」（應如何），卻沒有給「理由」（何以應如何）2！

如果逼急了，我猜直率的同仁會說：「我們大法官說了算」！

然，司法部門的判決（包含大法官解釋）不同於政治部門的

決定（如立法院的決議），不能僅憑多數決，而沒有法律論

證（推理）。蓋法院判決不備理由，即無正當性可言！ 

 

[5]  我以為，國家之所以允許「現金逐出合併」，實因其仍

須符合：凡剝奪人民對於財產的和平享有（ peaceful 

enjoyment of possessions），須係「基於公益之目的3」，並以

「迅速、適當且有效之補償」（prompt, adequate and effective 

compensation）為前提的「財產權保障真諦（或不變的鐵則）」 

。此不僅為本院自釋字第 400號解釋、第 440號解釋等解釋
                                                      
2 解釋理由書第 4段參照。 
3 理由書第 5 段僅說：「系爭規定一及二係為利企業以併購進行組織調整，發揮

企業經營效率（該法第 1條參照）及提升公司經營體質、強化公司競爭力而制定

（立法院公報第 91卷第 10期院會紀錄第 300頁參照）」，避而不論「提升公司經

營體質、強化公司競爭力」是否為「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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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例以來的一貫見解，亦為現今國際人權公約4關於「財產

權保障」的普遍理解。至於允許法人股東、法人董事於為現

金逐出之合併決議時，得以行使表決權，無需適用公司法有

關股東及董事「利益迴避」之規定，須以「相關資訊適時揭

露」為前提，則源於本院釋字第 709號解釋、第 739號解釋

等解釋先例關於剝奪財產權應遵循「正當程序」之要求。5缺

少了這些核心論述，本件只是「沒有憲法內涵的憲法解釋」，

像個虛有其表的空心蘿蔔！ 

 

[6]  這些話，我在審查會上都說了，而且不只一遍，奈何不

獲見納！有人說：本院釋字第 400號解釋、第 440號解釋等

皆為關於「土地徵收」之解釋，如何能套用於本件「現金逐

出合併」？然，多數意見既承認公司股份具有一定之財產價

值，亦受憲法第 15條財產權之保障（解釋理由書第 2段參

照），則「現金逐出合併」自須遵守上述財產權保障之鐵則。

如非以此鐵則為基礎，多數意見如何能推得其結論—須有確

保公平收購價格之機制，始許「現金逐出合併」？！有人說：

企業併購法允許現金逐出合併，乃私人（公司）侵害人民之

財產權，與徵收土地係國家（直接）侵害人民財產權者不同，

如何能適用上述財產權保障之鐵則？然，「立法」也是國家

公權力行使之一種，企業併購法允許現金逐出合併，對於未

贊同合併而被強制收購股份、逐出公司的股東而言，自然應

                                                      
4 See, e.g.,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ticle 17, Sec.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own, use, dispose of and bequeath his or her lawfully 

acquired possessions.  No one may be deprived of his or her possessions, except in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in the cases and under the conditions provided for by law, 

subject to fair compensation being paid in good time for their loss.  The use of 

property may be regulated by law in so far as is necessary for the general interest.) 
5 參見釋字第 709號解釋理由書第 4段及釋字第 739號解釋理由書第 2段及第 3

段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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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是國家（間接）侵害其財產權，而非執著於表象。又有

人說：以本院釋字第 709號解釋、第 739號解釋等解釋先例

之論理為基礎，能否證立：現金逐出合併的「正當程序」要

求須以「相關資訊適時揭露」為前提，始許法人股東、法人

董事於為現金逐出之合併決議時，得行使表決權，無須適用

公司法有關股東及董事「利益迴避」之規定，實未可知。於

是索性付諸闕如，來個諱莫高深？ 

 

[7]  本件昨日審查會上才剛通過，今日即召開大會公布。6匆

匆7草此意見書，難期周詳，但求無愧。 

 

                                                      
6 按本解釋既已就原因案件諭知特別救濟途徑—聲請人得於本解釋送達之日起 2

個月內，以書面列明其主張之公平價格，向法院聲請為價格之裁定（解釋文第 2

段參照），似無需趕在五年再審期間屆至（2018/12/05）前，公布解釋。關於人民

聲請解釋案件（占本院近年作成解釋之 90%以上），如何破除「五年再審期間屆

至」之壓迫，以維解釋品質，乃當前釋憲制度革新議題之一。 
7 大法官之個別意見書「應於解釋文草案及解釋理由書草案經大法官全體審查會

議審查通過後五日內提出」（參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第

3項）。 

12

http://njirs.judicial.gov.tw/FLAW/FLAWDAT01.asp?lsid=FL000850


 

 

釋字第 770號解釋部分協同意見書 

                                                                                蔡明誠大法官  提出 

本件因涉及公司合併而現金逐出少數股東之規定是否違

反憲法有關股份之財產權保障，依本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予以受理，可資贊同。惟認本件合併對

於現金逐出少數股東及時獲取相關資訊及有效權利救濟相關

規範不足，而未盡保護少數股東權益，以致於不符憲法保障

股份（持分）財產權意旨等問題，仍有再進一步釐清之意

義，爰提出部分協同意見如下： 

一、 從憲法第 15條衍生股份財產權保障之意義 

憲法第 15條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其規範內容甚

為簡要，基於憲法高度而明確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

值得肯定。但比較外國憲法，例如日本憲法第 29條規定，財

產權不得侵犯。財產權之內容，應依法律規定，以符合公共

福祉。私有財產在正當補償下，得供公共目的使用。德國基

本法第 14條規定，財產權及繼承權予以保障，其內容及限制

(Inhalt und Schranken)由法律規定之。財產權負有義務。財產

權之行使，應同時為公共福祉(Wohle der Allgemeinheit)。財

產之徵收，僅為公共福祉，始准許之。徵收之執行，應依法

律或法律授權規定始得為之，其應規定補償之種類及範圍(Art 

und Ausmaß)。1 補償之決定，應公平衡量公共利益與關係人

利益。補償範圍有爭議時，得向普通法院請求救濟

                                      
1 此徵收補償之種類及範圍，除現金外，亦得考慮替代土地(Ersatzland)

或有價證券。(參照Wendt, in: Sachs, Grundgesetz Kommentar, 8.Aufl., 

München:Beck, 2018, Art.14 Rn.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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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htsweg)。2 

以上外國立法例，可見其同樣肯定經濟自由權中之財產

權受憲法保障並負有義務，但其內容得依法律規定加以一般

之限制（制約）3，亦得對私有財產徵收與補償。又德國基本

法對於財產權負有義務及對於徵收補償之種類及範圍，與其

公平利益衡量及向法院尋求救濟等明文規定於憲法中，均值

得比較及參考之。 

就本件所涉及財產權，係屬憲法上財產權，應屬無疑

義。本號解釋謂人民所持有之公司股份，亦受憲法第 15條財

產權之保障，雖未如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直接以股份財產權

稱呼，但其認股份所表彰權益受憲法保障，值得肯認。德國

聯邦憲法法院認基本法第 14條所保障之財產權，包括公司法

所衍生之股份財產權，亦即股份4及合作社持分5。6於現金逐

出少數股東之裁判中，自 1962年以後即明確肯認持分財產權

                                      
2  保障財產權之類似憲法規定，例如大韓民國憲法第 23條（尹龍譯，

載於阿部照哉等編，世界の憲法集，東京：有信堂，2009年 6月 29

日 4 版 1刷，頁 227-228。） 
3  參照芦部信喜，高橋和之補訂，憲法，東京：岩波書店，2017 年 3

月 6日 6版 6刷，頁 224、234。 
4   參照 BVerfGE 14, 263(276ff.) - Feldmühle-Urteil; 25. 371(407) - lex 

Rheinstahl; 50, 290(341ff.) - Mitbestimmung; 100, 289(301f.); BVerfGE 
132, 99(119) - Gesamtanalogie Delisting. 

5  參照 BVerfGE 95, 267(320)- -Altschulden. 
6  參照 Papier, in: Maunz/Dürig, Grundgesetz-Kommentar, München: Beck, 

Art.14 Rn.195-beck-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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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nteilseigentum) 8 （有稱股份財產權; Aktieneigentum）。之

後，聯邦憲法法院裁判延續類似見解，亦明確肯認股份(持

分)財產權。9 

股份財產權，一方面，其作為公司成員之支配及財產權

之媒介，另一方面，其財產之成分占重要之地位，故如同傳

                                      
7  德國學理上有對此持分財產權真實存在於德國憲法及法律中，使立  

法者負有對基本法財產權第 14條所衍生股份有形化財產價值之法律  

地位之立法任務。 (參照  Lars Leuschner, Gibt es Anteilseigentum 

wirklich,   NJW 2007, 3287ff. 
8   參照 BVerfGE 14, 263 - Feldmühle-Urteil（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1962年

8 月 7 日第一庭判決(1961 年 11 月 29 日言詞審理)），其認為強制

逐出少數之正當利益當然應予保障。但一方面對經濟上力量濫用，

應予有效之法律救濟(權利救濟)( Rechtsbehelfe); 另方面，須考量其

法律地位之損失，給予經濟上完全補償 (für den Verlust ihrer 

Rechtsposition wirtschaftlich voll entschädigt wird)。立法者所制定法

律規定，並不違反基本法第 14條財產權保障。何謂「完全補償」之

理解，聯邦憲法法院 Feldmühle 判決不予詳加定義。但基於憲法，

基本權相關之損失須予以補償。此應予衡量者，少數股東喪失之基

本法第 14條第 1項之財產權為何。 
9   參照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 BvR 1613/94 -27. April 1999，認為基

本法第 14條第 1項保障財產權。於公司法規範之設計範圍內，以私

有 用 益 性 （ 私 用 性 ） 及 處 分 權 限 (Privatnützigkeit und 

Verfügungsbefugnis)作為表徵之就股份有形化之股份財產權，亦屬

之。（參照 BVerfGE 14, 263 <276 f.>; 25, 371 <407>; 50, 290 <339>）

該保護效力，及於該以股份財產為媒介之股份公司中成員地位。從

該成員之地位，股東於法律規定及公司章程範圍內，不但形成治理

權限，亦發生財產法之請求權。（參照 BVerfGE 14, 263 <276>）.又

如聯邦憲法法院 Feldmühle 判決(BVerfGE 14, 263)所確認者，基本法

第 14條第 1項不排除違反少數股東意思，儘管使其遭受重大之減少

或甚至其股份有形化之法律地位之損失，而將股份公司納入關係企

業中。毋寧是立法者可認為基於公共利益之重要理由，為企業初創

為關係企業之自由發展之利益，使為資產維護之少數股東利益，予

以退讓。(BVerfGE 14, 263 <28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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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之動產及不動產所有權，亦從憲法財產權保障觀點，保護

其具有財產價值之法律地位。此外，股份財產權，從財務觀

點來看，亦可能屬於個人自由之領域。此自由空間，係基於

股份之特別形成之交易能力。特別是小股東通常不能對企業

政策有重要之影響及股份被視為具有優勢之資本投資。此將

參與股份與其他企業參與，兩者相區別。尤其是參與股市之

股份公司，股東於任何情形，在資本市場之功能運作時，實

務上允許於任何時間，依其資本及依自由意願投資或不投

資。是股份如從小股東觀點，自有其吸引力，因為其資本不

受長期拘束，而其得快速持續再出讓。10因此，德國聯邦憲

法法院裁判認為在一定條件下（例如立法者已保障少數股東

可能取得對股份損失之經濟上完全補償，且受到有效法律救

濟），是現金逐出少數股東並未侵害或干預基本法第 14條保

障之財產權。11 

                                      
10   參照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 BvR 1613/94 -27. April 1999. 
11   1999年以後，較具代表性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即如 2007年 9月

19 日聯邦憲法法院裁定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Beschl. v. 

19.09.2007, Az.: 1 BvR 2984/06，亦延續相似見解。該裁定亦肯認股

份財產權，認財產基本權（基本法第 14條第 1項第 1段），保障該

股份有形化之股份財產權，於其公司法之設計範圍內，以私有用益

性（私用性）及處分權限為表徵（參照聯邦憲法法院裁判 BVerfGE 

25, 371 <407>[BVerfG 07.05.1969 - 2 BvL 15/67]; 50, 290 <339>[BVerfG 
28.02.1979 - 2 BvR 84/79]; 100, 289 <301>[BVerfG 27.04.1999 - 1 BvR 
1613/94]）。該保護效力，及於該以股份財產為媒介之股份公司中

成員地位。從該地位，股東於法律規定及公司章程範圍內，不但形

成治理權限，亦發生財產法之請求權。（參照聯邦憲法法院裁判

BVerfGE 14, 263 <276>[BVerfG 07.08.1962 - 1 BvL 16/60]; 100, 289 <301 
f. [BVerfG 27.04.1999 - 1 BvR 1613/94]>）又逐出規定（股份法第 327

條 a 以下），係涉及合乎比例因而符合憲法之財產權之內容及限制

規定。因此，立法者符合正當目的。於此情形，避免對於該須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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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從憲法基本權保障觀察，財產基本權之對物保障範

圍，除財產權之傳統的動產及不動產財產之保障外，已逐漸

發展出更具多樣性但不易歸屬於前述財產權之法律保護地

位，例如本號解釋之財產權，係具有私有財產權 (Private 

Vermögensrechte)性質之股份財產權，其如同物財產權（所有

權）(Sacheigentum)歸屬權利人享有用益及自己處分之權限。

12對於前述股份財產權之限制，非屬於德國基本法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徵收與補償結合之具體、個別之法律限制，其屬於

抽象、一般對財產權之內容及限制之法律規定或決定。13 

         綜上，此宜參考前述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見解，所謂

股份財產權，亦屬我國憲法第 15條保障之財產權所涵蓋，並

可作為本號解釋有關現金逐出少數股東之憲法依據及原則。

至於對於股份財產權之限制，如參考德國前述見解，宜解釋

為其非屬具體、個別之類似徵收之補償規定，而係屬立法者

就 財 產 權 之內 容 規 定 (Inhaltsbestimmung) 及 限 制 設定

(Schrankenziehung)，以法律之抽象、一般確定財產權之權利

                                      
至少 95%基礎資本額之主要股東（股份公司第 327 條 a）因小的或

最小持份之所有人而對企業控管之障礙。（參照法律草案立法理

由，Begründung zum Gesetzentwurf, BTDrucks 14/7034, S. 31 f.）於

此，逐出之可能性，非取決於個案中是否存在具體之企業理由。此

外，立法者已保障少數股東可能取得對股份損失之完全補償，且請

求有效之權利保護。 
12 參 照 Friedhelm Hufen, Staatsrecht II, Grundrechte, 6. Aufl., 

München:Beck, 2017, §38 Rn. 5, 11. 
13  德國文獻中，採不構成基本法第 14條第 3項之徵收性質，而係股份

有形化之財產權之內容及限制之法律規定或決定，屬於基本法第 14

條第 1項，且贊同聯邦憲法法院見解，認為股份法第 327條 a-f合憲

者，例如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Aktiengesetz, 4.Aufl., 2015-beck-

online,  §327a R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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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義務關係。14因此，以比較法觀察，本號解釋如能直接明

確表示股份(持分 )財產權作為一種受憲法保障財產權之類

型，將更可彰顯本號解釋之憲法價值。 

二、 現金逐出合併之合憲性 

企業併購之類型，因參考之外國立法例及學說、實務見

解，可能有不同歸類及定性15。本件如先以我國企業併購法

規定，可定性為非對稱性合併及簡易合併以外之一般合併

（或稱通常合併）。本件因多數股東持有股份不超過 90%以

上，故其與外國立法例上所要求之現金逐出少數股東時，對

於多數股東要求持有 95%或 90%以上之股份，而進行現金逐

出少數股東之合併者16，實有所不同。此如本件原因案件之

                                      
14 參照Wendt, in: Sachs, a.a.O., Art.14 Rn. 58,ff.. 
15  在德國法，就現金逐出少數股東(Ausschluss von Minderheiten ; sog. 

Squeeze-out)相關之併購類型，隨社會發展及與歐盟法調適，發展

出三種類型，即於 2002年 1月 1日增訂而生效施行之股份法第 327

條 a至 f，明文承認股份法合併之現金逐出(Aktienrechtlicher Squeeze-

out)，於 2009 年歐盟收購準則之轉換，增列收購法現金逐出

(Ü benahmerechtlicher Squeeze-out)，規定於有價證券取得及收購法

(Wertpapiererwerbs- und Ü bernahmegesetz; WpÜ G)第 39 條 a 至 c。

2011 年 7 月轉換法之第三次修正法，於轉換法第 62 條增訂第 5 項

新規定，並將主要股東持有股份調為 90%，此即所謂合併法現金逐

出(verschmelzungsrechtlicher Squeeeze-out)，之後德國法院對此種合

併法現金逐出少數股東，雖主要股東所持股份為 90%門檻，仍認為

合憲，且認該現金逐出相關計畫，並不構成權利濫用（例如 OLG 

Hamburg, Beschl. V. 14.6.2012-11 AktG 1/12, NZG 2012, 944-beck-
online）。至此，德國法將現金逐出少數股東之併購方式，形成三

種類型。（參照 Austmann, Der verschmelzungsrechtliche Squeeeze-

out nach dem 3. UmwÄG 2011, NZG 2011, 684ff..） 
16  有關多數股東持有股份之門檻，英國要求 90%、法國為 95%、義大

利為 98%、荷蘭為 95%、比利時為 95%及奧地利為 90%等，在 2001

年之二十一世紀初，歐洲國家對於多數股東持有股份之門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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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其多數股東所持股份並未超過 90%以上，如進行現金

逐出少數股東，除召開董事會外，尚須經由股東會之決議，

始准予合併。此一類合併，因多數股東持有股份雖具有一定

優勢但並未具有 90%以上之絕對優勢，在進行現金逐出少數

股東時，自應保障其憲法上財產權。如參考德國聯邦憲法法

院裁判見解，係採有條件之合憲性解釋。質言之，須賦予少

數股東對抗多數股東在市場上權利濫用之有效法律救濟

(wirksame Rechtsbehelfe)，並對其法律地位之喪失，得請求經

濟上完全補償(wirtschaftlich voll entschädigen)，此於股份法

(Aktiengesetz)第 327條 a第 1項規定，則將之基於公平衡量主

要股東(Hauptaktionär)與少數股東(Minderheitsaktionäre)之雙

方利益而予以相當現金補償(Gewährung einer angemessenen 

Barabfindung)。 

此所謂公平價格之補償，德國法實務上所謂經濟上完全

補償或股份法上所謂相當補償，宜公平衡量交易價值與股市

價值。惟此所謂相當補償，宜先由公司程序決定，為減少法

院訴訟負擔，於少數股東不服時，宜先透過當事人間協議。

如協議不成，再向法院請求裁定其補償價額。嚴格言之，其

非屬於反對股東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例如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 項及公司法第 317 條等），該項請求，如股東行使

後，股東得否反悔而請求關於公司換發合併後之新股票，此

情形往往發生於公司合併後股票大漲情形。由於國內學說認

股份收買請求權，雖稱為請求權，按目前國內學說，認其性

                                      
90%至 98%之間，可供比較參考。 

    參照 Sieger/Hasselbach, Ausschluss von Minderheitsaktionären(Sqeeze-

out) im ausländischen Recht, NZG 2001, 92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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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係為形成權，而非出資返還請求權。因該項權利之行

使，毋庸經由公司承認，僅於符合法定要件，由股東單方意

思表示，強制公司收買其股份，即成立公司與股東間之股份

買賣契約關係，縱使股東對於公司之收買價格有爭議，仍無

礙於法律關係效力之發生。17因此，對於本號解釋涉及股份

之公平價格決定，與前述股份收買請求權，可能構成不同階

段之價格決定之過程，換言之，在股份收買之價格評價程序

之規範，兩者間雖具有類似性，但性質上僅於相互不牴觸之

容許範圍內，始予準用之關係。又股份收買請求權行使時，

向法院聲請價格裁定時，宜考量保護少數股東利益與促進併

購效率之間，取得平衡，不應偏向於一方。18 此兼顧股東利

益與併購效率之衡量，亦可作為現金逐出數股東時評估其價

格之參考。 

綜上，審查現金逐出少數股東公司合併之合憲性時，宜

參考上述兩項之要求，始得認為其合憲。反之，則宜解為其

不符憲法第 15條保障股份財產權之意旨。 

三、利益迴避及資訊揭露義務之問題 

         學理上，有認為公司合併而現金逐出少數股東之制度，

對於少數股東權益保護有所不足，應另設相關保護制度，作

                                      
17  參照王文宇，公司法論，台北：元照，2018年 10月 6版 1刷，頁

629; 鄭婷嫺，董事忠實義務行使與股份收買請求權之實踐---評臺灣

高等法院一 O 四年度上字第一三四九號民事判決，月旦法學雜誌，

275期（2018年 4月），頁 145及註 15。 
18  參照鄭婷嫺，前揭文，頁 14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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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套措施，例如董事之忠實義務19、利益迴避20及資訊揭露

義務等法律明確規定，其用意固無可厚非。21惟上述義務或

原則之違反，其法律效力如何？是否導致合併決議無效？如

認為無效，將使已完成企業併購或公司合併之法律關係，陷

於不安定之狀況，甚至影響善意參與企業併購之關係人之權

益。例如因有自身利害關係而未利益迴避所參與討論或表決

之法律效力，有認為股東會決議，基於資本多數決之精神，

依公司法第 178 條規定，因其決議方式違背法令，得訴請法

院撤銷之。至董事會決議，未如公司法第 178 條規定，則歸

於無效，並不必以訴訟方式主張之。至於原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5 項（現行法為第 6 項）規定，解釋上認為其不適用公

司法第 178 條有關涉及自身利害關係時之迴避規定及第 206

                                      
19 有關忠實義務，參照曾宛如，董事忠實義務於台灣實務上之實踐--- 

    相關判決之觀察，月旦民商法，29期，頁 146以下。 
20 有認為企業併購法針對法人董事具有明顯之利害關係，故其於目標

公司董事會決議時毋須迴避之規定，並不合理。故對於董事利益衝

突之問題，宜於公司法及企業併購法明確規定利益迴避條款。退一

步言，若企業併購法仍堅持第 18條第 6項不須迴避之立場，最低限

度應課予利益衝突之董事以資訊揭露義務，即規定該等人士將其所

具有之利害關係情事先予公開，並具體說明為何於利益衝突下仍贊

成（或反對）併購之原因，使其他決策成員得獲充分資訊而有謹慎

評估之機會。如此配套措施之安排，似較妥適。（參照王文宇，前

揭書，頁 181。） 
21 關於逐出少數股東時之資訊揭露義務及美國法比較，參照張心悌，

逐出少數股東─以資訊揭露與受託人義務為中心之美國法比較，政

大法學評論，123 期（2011 年 10 月），頁 266 以下。另有學者認

為，就目前制度而言，改善少數股東的收買請求權法制，可能是最

容易著手的保護少數股東方式。參照游啟璋，現金逐出合併時少數

股東的股份收買請求權，政大法學評論，136 期（2014 年 3 月），

該文並介紹美國、歐盟、日本、韓國有關現金逐出合併之公司法發

展，可供比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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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原第 2 項（現行法為第 3 項）準用同法第 178 條規定。22 

此就前述公司法第 178 條規定之自身利害關係而言，在學理

上有認其宜採限縮解釋，不採事前限制或事前禁止，而改為

事後救濟為較妥，甚至董事會決議如有違反程序者，有時可

能對公司有利，故不認其效力當然無效，改為得撤銷，則將

更具彈性，此見解亦值得注意。23又形成併購計畫及合約等

決議或專業諮詢，其中可能透過董事會、特別委員會24及股

東會之決議。有關利益衝突之迴避，多數股東往往對於公司

合併案存在利害關係，故其應於何種階段迴避，設若多數股

東涉及併購利益均須迴避，則可能因現今違反利益迴避原則

之效力，對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決議程序瑕疵之法律效力有所

不同，故可能影響其公司併購程序之順利進行。於此情形，

亦可能因不須迴避之少數股東之反對或阻止，而妨礙具有建

設性之公司合併之順利進行。25再者，前述企業併購法第 18

                                      
22  參照王志誠，公司合併時利害關係股東表決權之行使---臺灣高等法

院 104 年度上字第 1367 號民事判決評析，月旦裁判時報， 62 期  

（2017年 8月），頁 27以下。 
23 有認實務上所持董事會之召集程序違法是無效之見解，但非「絕對、 

    機械式」之無效。如董事會召集漏未通知部分董事之程序上瑕疵， 

無足以影響董事會決議結果者，實無必然認為是無效。因此，相關 

召集程序雖有瑕疵，但非屬重大且於董事會決議亦無影響者，認應 

予例外考量。參照廖大穎，召集程序瑕疵與董事會決議之效力---最 

高法院九十七年台上字第九二五號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7期 

(2011年 2月)，頁 49以下。 
24  對於依法強制設置特別委員會，有所質疑者，參照周振鋒，論我國   

企業併購法中規範之特別委員會制度，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54    

期（106年 1月），頁 129-134。 
25  例如美國就合併行為，依大多數州之普通法(commom law)規範，必    

須經由全體股東之同意始得為之，因為公司合併行為將對公司基本    

結構、營業政策、股東及公司債權人之權利有重大影響，必須謹慎    

處理。普通法之規範也造成許多合併行為，因少數股東自身利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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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5 項（現行法為第 6 項）於立法理由中，文義上並未明

定，而係依歷史解釋，認該現行相關規定不準用公司法第 

178條及第 206條等有關利益迴避規定，其是否宜將之逕宣告

違憲？凡此等問題，有可能涉及公司整體利益維護之政策問

題，其有屬於公司組織結構健全發展之經濟問題，但有些情

況並非純屬於憲法財產權保障之法律問題，故有關董事或多

數股東之利益迴避原則及規範，宜認相關機關有其自由裁量

空間，針對各種不同企業併購類型及併購時參與決定之階

段，設計其妥適之利益迴避制度。因此，本號解釋即指出關

鍵並非在於有利害關係之股東或董事應否迴避，而係在於相

關規定對未贊同合併之股東之利益，有無提供充分保護。 

         至於資訊揭露義務規定，現行企業併購法、公司法及證

券交易法等相關法規，已有規範之設計，如以本號解釋所涉

及原因案件發生當時之法規環境，固有不足。本號解解雖指

出資訊揭露義務之重要性，但相關機關如何基於本號解釋之

意旨，檢討現行資訊揭露規定，未詳予指明。例如何謂資訊

揭露，其內涵及要件如何; 誰有報告及說明之義務; 何謂一定

合理期間，有無更確切之履行義務之期限要求，且其內容需

                                      
緣故，而受到擱置。為使具有建設性之公司合併行為得以進行，各    

州已制定成文法典，授權公司在取得股東會多數股東表決同意時，    

即得進行，化解多年來普通法對公司合併行為之嚴格限制。有關是    

否需要股東會決議，以及其可決之人數等，美國各州有不同規範，    

並因合併之類型不同，例如公司合併之一般程序及特殊型態之公司    

合併（例如簡式合併 (Short-form merger)或三角合併 (triangular 

merger)）等，而異其合併程序之繁簡(例如合併案無需經存續公司

股東決議)。（參照林仁光，論公司合併及其他變更營運政策之重大

行為與少數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行使，東吳法律學報，11 卷 2 期

（1999年 5月），頁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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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麼具體詳細？又除報告及說明義務外，宜另賦予少數股

東資訊詢問之答覆請求權 (Auskunftsanspruch) 26。凡此等問

題，雖現行企業併購法、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等相關法規，

已有若干規範之設計，但為更完善維護公司利益及保護少數

股東權益，未來相關機關宜以比較法觀點27，配合社會發

                                      
26  例如民法委任規定，德國民法第 666 條規定答覆及報告義務

(Auskunfts- und Rechenschaftspflicht)，受任人負有向委任人為必要報

告、依請求而答覆事務之狀況及於委任事務處理完畢後，報告其顛

末之義務。我國民法第 540 條亦有類似規定，受任人應將委任事務

進行之狀況，報告委任人，委任關係終止時，應明確報告其顛末。

惟 以 上 規 定 ， 較 著 重 於 報 告 義 務 。 有 關 答 覆 請 求 權

(Auskunftsanspruch)之行使，在現代資訊法上越來越來受到重視，

值得我國法制定或規範有關保護弱勢或相對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權

益之資訊請求權，或賦予強勢地位之資訊提供義務等相關立法之參

考。 
27  例如德國股份法(Aktiengesetz)第 327條 C第 2項規定股東會之準備

程序(Vorbereitung der Hauptversammlung)，轉讓之公告作為會議程

序之議題時，應包括下列說明：主要股東之公司及營業所在地，自

然人時，其姓名及住址、主要股東所確定之現金補償 (die vom 

Hauptaktionär festgelegte Barabfindung)。第 2項規定，主要股東於股

東會就轉讓之要件及現金補償之相當性(die Voraussetzungen für die 

Ü bertragung dargelegt und die Angemessenheit der Barabfindung)之說

明及理由，應提出書面報告(Bericht)。現金補償之相當性，應由一

位或多位專家鑑定人審查。其受主要股東之委任，由法院選任及任

命之。第 3 項規定股東會召集時起，於公司營業期間，應提供文書

給予股東閱覽 (Einsicht der Aktionäre)。文書包括轉讓決議之草稿

(Entwurf des Ü bertragungsbeschlusses)、前三個營業年度之年度報告

(Jahresabschlüsse und Lageberichte für die letzten drei 
Geschäftsjahre)、依第一項第一段規定之主要股東報告 (der nach 

Absatz 2 Satz 1 erstattete Bericht des Hauptaktionärs)、依第一項第二

段至第四段規定之審查報告(der nach Absatz 2 Satz 2 bis 4 erstattete 

Prüfungsbericht)。第四項規定，基於請求，對任何股東立即且免費

提供第三項所稱之文書複本 (Auf Verlangen ist jedem Aktionär 

unverzüglich und kostenlos eine Abschrift der in Absatz 3 bezeichneten 
Unterlagen zu erteilen.)，此即所謂資訊詢問之答覆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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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適時檢討報告義務及資訊義務相關法規之妥當性，以利

實用。 

                                      
(Auskunftanspruch)。第五項規定，第 3 項所定文書，於該閱覽期

間，得以公司網際網路接近使用時，第 3 項及第 4 項規定之義務免

除之。綜上，除報告義務(Berichtspflicht)外，前述第三項及第四項

之義務，有稱之為資訊義務 (Informationspflicht)(參照 Müller-

Michaels, in: Hölter, Aktiengesetz, 3.Aufl., 2017-beck-online, §327c  
Rn.21ff..; Koch, in: Hüffer/Koch, Aktiengesetz, 13.Aufl., 2018-beck-
online, §327c  Rn.6; Singhof, in: Spindler/Stilz, Aktiengesetz, 3.Aufl., 
2015, §327c  Rn.11ff..)以上德國股份法相關規定之內容及程序，並將

報告義務與資訊義務加以區分，均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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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70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羅昌發大法官提出 

 

企業併購法許股份有限公司間，得以現金逐出之方式進行合

併（squeeze-out merger、freeze-out merger或 cash-out merger）

（即企業併購法第 4條第 3款所定義「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

定參與之公司全部消滅，由新成立之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

之全部權利義務；或參與之其中一公司存續，由存續公司概

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並以……現金……作為對

價之行為」（系爭規定一）中，未得「遭以現金作對價而其

股權為併購公司強制購買者」同意之合併），且許法人持股

者，於股東會及董事會為合併之決議時，無庸為利益迴避（即

91年 2月 6日制定公布之同法第 18條第 5項或現行法同條

第 6項所規定「公司持有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股份，或該公

司或其指派代表人當選為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董事者，就其

他參與合併公司之合併事項為決議時，得行使表決權」（系

爭規定二）之情形）。多數意見認為系爭規定一及二對因合

併而股權遭剝奪之股東權益影響鉅大，故應以滿足如下二條

件，始為合憲；如不滿足如下二條件，則系爭規定一及二應

為違憲：其一，必須使因以現金作為對價之合併而喪失股權

之股東，及時獲取合併對公司利弊影響暨有關系爭規定二所

列利害關係之股東及董事有關其利害關係之資訊；其二，必

須就股份對價公平性之確保，設置有效之權利救濟機制。由

於在 104年 7月 8日修正公布前之企業併購法並未滿足此二

條件，故本解釋宣告，於此欠缺之範圍內，違反憲法保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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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財產權之意旨。另由於 104年 7月 8日修正公布後之企業

併購法並非本案審查之客體，故在理由書末段，以「併此指

明」之方式，促使立法者在檢討現行法時，一併將不足部分，

予以修正補足。本席就多數意見僅設二條件，勉予同意，但

認為，系爭規定一及二合憲之條件，實應增加「確保現金逐

出合併之合理性及符合公司最大利益」之適當機制。又由於

本件宣告違憲之方式較為特殊，且涉及現金逐出合併與國家

徵收人民土地性質之比較以及審查方式之選擇等疑義，謹提

出本協同意見書，補充闡述如下： 

一、系爭規定一及二本身並非無條件合憲，亦非當然違憲，

而應視企業併購法其他規定對少數股東之保障是否充

分，以決定該二條文之合憲性：  

（一）本件情形「審查客體」與「所宣告違憲之部分」，關

係較為特殊。多數情形，本院均直接宣告所審查之客

體為違憲或不違憲。然本件審查客體為系爭規定一

（現金逐出合併究竟是否違憲）及系爭規定二（該條

所定情形，無庸為利益迴避，究竟是否違憲），而本

院所宣告者，則為企業併購法之其他部分欠缺「使因

以現金作為對價之合併而喪失股權之股東，及時獲取

合併對公司利弊影響暨有利害關係之股東及董事有

關其利害關係之資訊」及「就股份購買對價公平性之

確保，設置有效之權利救濟機制」二要件（本號解釋

理由書第 9段），並因此等欠缺，而違反憲法第 15條

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二）就系爭規定一之部分，多數意見並未認「現金逐出合

併本身」有直接違憲疑義，而僅表示該條對遭現金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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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股東權益影響甚大（見本號解釋理由書第 5段）；

然多數意見亦未宣告系爭規定一無條件合憲。就系爭

規定二之部分，多數意見除表示該規定對其他股東權

益影響亦甚大（見本號解釋理由書第 5段）之外，並

基於其立法目的係在提升公司經營體制及強化競爭

力，而為初步之評價（prima facie assessment），認為

該條規定排除利益迴避之要求，「尚非全然無正當理

由」；但多數意見仍未直接宣告系爭規定二無條件合

憲，而認為合憲與否「關鍵並非在於有利害關係之股

東及董事應否迴避，而係在於相關規定對未贊同合併

之股東之利益，有無提供充分保護」（見本號解釋理

由書第 6段）。 

（三）由於本件之前開特殊宣告方式，故或有質疑：在本解

釋之下，究竟系爭規定一及二為合憲或違憲（亦即，

在憲法上，究竟是否可以許現金逐出合併及許無庸利

益迴避），並不明確。就此項問題，多數意見之答案

甚為明確：系爭規定一及二並非無條件合憲，亦非當

然違憲。而係在符合前開「使因以現金作為對價之合

併而喪失股權之股東，及時獲取合併對公司利弊影響

暨有利害關係之股東及董事有關其利害關係之資訊」

及「就股份購買對價公平性之確保，設置有效之權利

救濟機制」二要件之前提下，系爭規定一及二即為合

憲；如不符合此二要件，則系爭規定一及二即為違憲。

由於本件原因案件所應適用的舊企業併購法不符此

二條件，故本解釋宣告系爭規定一及二於此範圍內係

屬違憲。現行企業併購法亦未充分滿足此二要件，故

其許現金逐出合併及許有利害關係之法人股東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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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代表無庸迴避之規定，亦應屬違憲；只不過因現

行法未被納入審查客體，故本解釋並未宣告現行法違

憲，而僅提醒立法者檢討（本號解釋理由書第 11 段

參照）。在本號解釋之下，將來立法者補足前開二條

件之要求後，不論在新舊法時代，「系爭規定一及二

本身」無庸修改，均將變成合憲之條文。 

二、現金逐出合併與國家徵收是否可以相互比擬之問題： 

（一）系爭規定一之現金逐出合併，係立法者以法律之規範，

使公司得以透過企業合併之商業行為，剝奪人民（被

現金逐出之股東）之股權。其情形與立法者許國家為

公用或公益目的之必要，而以公權力徵收人民之財

產，有類似之處，亦有重大之本質上差異。其類似之

處在於兩者均係立法者許一方在他方未同意之情況

下，仍得片面取得其財產權。其重要本質上差異之處

則在於：其一，徵收制度為立法者許國家行使公權力，

強制獲取人民財產；現金逐出合併之制度則為立法者

許公司之多數股東，得以透過合併之商業行為，強制

剝奪其他股東之財產（股權）。其二，「徵收制度創

設之目的」在於使需用土地人得以為公用或公益之目

的所必要，而取得土地，且「個案之徵收」亦應符合

此種公用或公益目的之必要性；「現金逐出合併制度

創設之目的」雖有公益之性質（系爭規定二立法理由

所稱「提升公司經營體質，強化公司競爭力」（見本

號解釋理由書第 5段）係指我國企業整體之競爭力，

此應可認係公益目的），然在「個案之現金逐出合併」，

其所提升者，為個別合併之公司之競爭力，故甚難謂

具有公益性質。其三，有關被剝奪之財產，徵收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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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最常見者為剝奪人民之土地；此類財產常為人民

生存或生計所繫。現金逐出合併之情形，遭剝奪者為

股東之股份及其所附屬之權利；此種權利一方面有其

本質上之侷限（蓋股票之收益及其權利之行使，並非

完全控制於股票持有人；公司經營有任何盈虧，均直

接或間接影響股票之財產上價值；且由於公司係由股

東透過股票之持有所組成，公司之經營原則上必須以

多數決之方式而為決策；是行使股票所表彰之財產

權，自受有本質上的限制），另一方面又有其重要性

（蓋剝奪股權之結果，不但使少數股東喪失其彰顯於

股票本身之財產權，且限制其投資理財方式，並因而

剝奪其透過對特定公司之持股而直接或間接參與該

公司事務以享受相關利益機會）。 

（二）本院以往解釋為徵收所設之要件與標準包括：「必須

係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必須有合理及

迅速之補償」、「必須踐行嚴謹之正當程序」（包括

徵收前之正當程序（例如於徵收計畫確定前，國家應

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徵收時之

正當程序（例如辦理徵收時，應嚴格要求國家踐行公

告及書面通知之程序，以確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

權人及他項權利人知悉相關資訊，俾適時行使其權

利；徵收之補償應儘速發給，否則徵收土地核准案即

應失其效力）及徵收後之正當程序（例如就被徵收土

地之後續使用情形，應定期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或依

法公告）（本院釋字第 732號及第 763號解釋參照）。

由於現金逐出合併與國家徵收私人財產有本質上之

差異，前開有關徵收所應符合之實體要件與正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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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自無法完全套用在現金逐出合併之情形。 

（三）換言之，並不因徵收必須符合前述要件始為合憲，即

認為現金逐出合併亦應符合類似之要件始為合憲。例

如，現金逐出合併之個案原則上並無公益可言，故不

可能要求其「係因公益目的所必要」。又例如現金逐

出合併所要求之正當程序（諸如在本件中多數意見所

主張之「及時獲取利害關係之資訊」及「確保公平價

格之有效救濟」等要件，應可認係正當程序之一環）

與徵收所要求踐行之事前、事中、事後之嚴謹正當程

序，亦有程度與內涵上之重大差異。 

三、本件之適當審查方式： 

（一）多數意見於本件係採利益衡量之審查方式，亦即其經

權衡「合併為企業尋求發展及促進經營效率之正當方

式之一，立法者就此，原則上有相當之立法裁量權

限」；「企業合併之內容對未贊同合併股東之權益影響

大小」（如現金逐出合併及排除利益迴避規定，則對

未贊同合併股東之權益影響甚大）；「對未贊同合併股

東之周全保障」及「企業尋求發展與促進效率」等因

素後，進而認為「立法者至少應使未贊同合併股東及

時獲取有利害關係之股東及董事有關其利害關係之

資訊，以及就股份對價公平性之確保，設置有效之權

利救濟機制，始符憲法第 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

旨」（見本號解釋理由書第 4段）。 

（二）本席認為，單純以利益衡量作為審查方式，其理由較

為單薄，且其標準甚難操作。應回歸憲法第 23條之

規定進行審查。蓋系爭規定一之現金逐出合併規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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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股東之股權遭剝奪，以及系爭規定二之免除迴避義

務使現金逐出合併更容易實施，均係法律對人民財產

權之限制或剝奪，自應視相關規定有無逾越憲法第

23 條所規定之必要程度，以決定其是否違憲。就必

要要件之審查，本席於以往解釋所提之意見書曾多次

說明憲法第 23條屬兩階段的檢視審查過程。而「必

要」與否的認定，係一種衡量與平衡各種相關因素的

過程（a process of weighing and balancing a series of 

factors），包括某種規範「所欲防止妨礙的他人自由」、

「所欲避免的緊急危難」、「所欲維持的社會秩序」或

「所欲增進的公共利益」之相對重要性，該規範對於

所擬達成的目的可以提供之貢獻或功能，以及該規範

對憲法上權利所造成限制或影響之程度。在權衡與平

衡此等因素之後，憲法解釋者應進一步考量客觀上是

否存有「較不侵害憲法權利」之措施存在。 

（三）本件就系爭規定一及二所欲促進公益之重要性而言，

按企業併購法係適用於國內全部之股份有限公司（企

業併購法第 4條第 1款參照），股份有限公司為經營

商業之重要主體，特別是規模較大之企業，更以股份

有限公司為主要經營型態，國內股份有限公司效率、

體質及競爭力之改善，對國家經濟發展至關重要。雖

系爭規定一及二適用之結果，在個別合併案中，直接

受益者為參加合併之公司及因此取得少數股東股權

之多數股東，此部分確具有私益性質，然制度設計之

目的既非僅在有利於個別之多數股東，而係在提升國

內股份有限公司之整體競爭力及國家整體之經濟發

展，其公益目的尚屬明顯而重要，並且該規範應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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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所擬達成的目的提供貢獻。然少數股東之持股，常

為投資理財方式之一；且其得以藉持有股份，間接參

與特定公司事務並進而享有相關利益。是系爭規定一

及二適用於現金逐出合併，不但使少數股東喪失其彰

顯於股票本身之財產權，且限制其投資理財方式，並

因而剝奪其透過對特定公司之持股而間接參與該公

司事務以享受相關利益機會，對人民財產權之限制，

並非輕微。並且，法律以違反少數股東意願之方式，

剝奪其股權，並將此私人（即少數股東）財產移轉於

另一私人（即多數股東）所有，相較於公用或公益徵

收之純粹為公用或公益之目的所為剝奪人民財產權，

自應更為審慎。就客觀上是否存有「較不侵害憲法權

利」之方法而言，前開多數意見所要求之「使因以現

金作為對價之合併而喪失股權之股東，及時獲取合併

對公司利弊影響暨有利害關係之股東及董事有關其

利害關係之資訊」及「就股份購買對價公平性之確保，

設置有效之權利救濟機制」二條件，均為減低侵害少

數股東財產權之方式。本席認為，此二要件過於寬鬆，

應另有相當之機制，以確保「現金逐出合併之合理性

及符合公司最大利益」，始滿足「較不侵害少數股東

憲法權利」。蓋倘若現金逐出合併個案之合理性容有

疑義，或其目的主要係有利於大股東，而非為公司最

大利益，或其合併之必要性自有可質疑之處。 

（四）究應如何設置「確保現金逐出合併之合理性及符合公

司最大利益」之機制，立法者本有立法形成空間。原

則而言，於個案中賦予一個專業公正的第三者，對於

現金逐出合併是否具合理性及是否符合公司最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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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提出專業判斷，並使此種專業判斷之意見具有一

定的法律效果，應為適當的機制。本件原因案件發生

時所應適用之舊法及現行法，就此部分，主要係賴獨

立專家及特別委員會之機制確保。舊法第 6條第 1項

前段雖規定：「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於召開董事會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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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其對獨立專家之組成（含人數、

資格）及審查方式等，均付諸闕如；且獨立專家所提

供之意見，如未為董事會採用，少數股東並無尋求救

濟之機會。現行法第 6條第 1項前段規定：「公開發

行股票之公司於召開董事會決議併購事項前，應設置

特別委員會，就本次併購計畫與交易之公平性、合理

性進行審議，並將審議結果提報董事會及股東會。」

同條第 4項並規定：「特別委員會之組成、資格、審

議方法與獨立專家之資格條件、獨立性之認定、選任

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證券主管機關定之。」

其對少數股東之保障雖較為周延，然特別委員會所提

報董事會及股東會之審議結果，如未為董事會採用

時，少數股東並無尋求救濟之機會。且不問舊法及現

行法所規定獨立專家或特別委員會之機制，均僅適用

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於企業併購法適用於所有

股份有限公司（該法第 4條第 1款參照），前開有關

獨立專家及特別委員會之機制，對於未公開發行股票

之股份有限公司並不適用，致使此種公司之少數股東

未能受此機制之保障。是不論舊法或現行規定，就設

適當之機制以確保現金逐出合併之合理性且符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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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最大利益而言，仍有欠缺。本席認為，就此部分，

亦應宣告企業併購法有關許現金合併及許法人持股

無庸為利益迴避之規定，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

產權之意旨不符。 

四、有關「本解釋效力」以及「個案救濟」之特殊性： 

（一）有關本解釋效力之問題，有其特殊性：如前所述，本

件並未如同以往諸多前例，將新法與舊法同時納入審

查。其目的係在避免「如果」審查現行規定並宣告違

憲（不問係宣告「定期失效」或「立即失效」），將

對正在進行或短期之未來即將進行之企業併購，產生

寒蟬效應（許多併購案可能停擺），並對經濟產生重

大衝擊。針對本件審查對象之舊法而言，本件亦未如

同以往前例，於宣告其違憲之同時，一併宣告違憲部

分不再援用。此亦在避免對「依照舊法所進行現金逐

出合併而現在仍有爭議之個案」，造成應如何適用法

律之困惑。又由於本解釋所宣告者，為系爭規定一及

二因欠缺二項對少數股東之保護要件而違憲，故技術

上亦甚難宣告「系爭規定一及二本身」於本解釋公告

之日起不再適用。是本件未於宣告法規違憲之同時，

一併宣告違憲之效力，實為變通之作法，為極其例外

之情形，自不足以作為本院將來解釋之通例。 

（二）本件於解釋文第 2段所賦予聲請人個案救濟之內容，

亦有其特殊性： 

1. 本件係因舊法「未使因以現金作為對價之合併而喪

失股權之股東，及時獲取合併對公司利弊影響暨有

關系爭規定二所列利害關係之股東及董事有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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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之資訊」以及「未就股份對價公平性之確

保，設置有效之權利救濟機制」，故本院認定系爭

規定一及二於此範圍內為違憲。然於個案救濟時，

僅針對「公平價格」部分予以救濟（即本號解釋文

所示：「聲請人得於本解釋送達之日起 2個月內，

以書面列明其主張之公平價格，向法院聲請為價格

之裁定。法院應命原因案件中合併存續之公司提出

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公司財務報表及公平價格評估

說明書，相關程序並準用 104年 7月 8日修正公布

之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8 項至第 12 項規定辦

理」），而未對「欠缺資訊」部分予以救濟。多數

意見就此提出了本件所面臨之困境：「就本件原因

案件而言，雖合併當時之企業併購法就未贊同合併

之股東及時獲取資訊之確保機制，尚有欠缺，然就

此部分，實際上難予個案救濟」（見本號解釋理由

書第 10段）。蓋原因案件之合併既早已完成，有關

及時提供資訊之要求，對該個案已無實際上之意

義；且倘若本院因「原因案件之合併中有利害關係

之股東及董事未及時提供資訊」，而以「宣告其合

併無效」作為聲請人之個案救濟方式，對「因該合

併所產生之原來法律關係」之安定性造成極大衝

擊，且造成「合併無效後」極為複雜難解之新法律

關係。 

2. 聲請人在原因案件係起訴請求返還股票，而非請求

給付公平價格。故本件所賦予聲請人之個案救濟，

並無法作為其已經確定之原因案件提起再審之訴

（以請求返還股票）之有利基礎。聲請人在本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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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僅能另行依本解釋意旨，向法院聲請為價格之

裁定，並請求給付法院所裁定之公平價格。故本件

解釋，造成聲請人聲請釋憲成功，但卻無法達成其

聲請釋憲目的之尷尬結果。對聲請人而言，向法院

聲請為價格裁定，固非最佳之救濟，然就制度而言，

聲請人之聲請釋憲，對企業併購法之改進以保障少

數股東之權益，已經做出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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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70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許志雄大法官  提出 

    本件之系爭規定有二：其一，為企業併購法第 4條第 3

款規定：「合併：指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參與之公司全部

消滅，由新成立之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

或參與之其中一公司存續，由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

全部權利義務，並以……現金……作為對價之行為。」（下

稱系爭規定一）其二，為 91 年 2 月 6 日制定公布之同法第

18 條第 5 項規定：「公司持有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股份，或

該公司或其指派代表人當選為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董事

者，就其他參與合併公司之合併事項為決議時，得行使表決

權。」（現行法為同條第 6 項，內容未修正，下稱系爭規定

二）前者許多數股東（指贊同合併之股東，下同）違反少數

股東（指未贊同合併之股東，下同）意願，以現金作為對價

購買其股份（下稱現金逐出合併），而剝奪少數股東之股東

權。後者許有利害關係之股東或董事於參與公司合併事項之

決議時，毋庸迴避。本號解釋釋示：「該法 104 年 7 月 8 日

修正公布前，未使因以現金作為對價之合併而喪失股權之股

東，及時獲取合併對公司利弊影響暨有前揭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5項所列股東及董事有關其利害關係之資訊，亦未就股

份對價公平性之確保，設置有效之權利救濟機制，上開二規

定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 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

由此可見，合併時之現金逐出及董事毋庸迴避規定是否違

憲，多數意見非單就個別條文審查，而係從法律整體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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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判斷
1
。對此審查方法及結論，本席敬表贊同。惟本件

牽涉若干法理問題，為多數意見所忽略，實有補充及釐清之

必要，爰提出協同意見書。 

一、法人及市場對人權之衝擊 

本件涉及企業法制與憲法之關係問題，系爭規定合憲與

否之判斷，關鍵在於如何從憲法角度分析企業法制，以及憲

法理論運用到企業體制之可能性。按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及

財產權保障，乃資本主義社會之基本原則，亦屬立憲主義憲

法重視之價值，惟於今日，因受法人及市場兩大要素影響，

已呈現危機狀態。特別是股份有限公司，堪稱法人與（資本）

市場最高度之結合形態，對自然人之人權構成嚴重威脅，若

不加強警戒，將出現「金錢」支配「人」之現象，「人之社

會」人恐不復存在
2
。關於公司之合併，若僅視為資產與資產

之結合，則所謂現金逐出合併，或許只是微不足道之事。然

遭逐出之股東，可能包含法人與自然人，其為自然人者，攸

關個人之存在價值、尊嚴及人權問題，不容單純以金錢邏輯

對待。否則，個人在法人與市場之衝擊下，恐遭渺小化、物

化。本席認為，進行系爭規定之合憲性判斷時，必須先有此

一認知。 

通說強調法人為重要之社會實體，且與自然人關係密

切，因而承認法人亦為人權之主體，人權於性質允許之範圍

內，法人得享有之。惟人權源於自然權思想，係以個人尊嚴

                                                      
1 系爭規定一係定義規定，而定義是否得當，或可議論，但定義本身無對錯可言，自不生合憲與

否之問題。關於系爭規定二之合憲性，若未與其他規定綜合考量，亦難以判斷。 
2 上村達男著，會社法から憲法へ——控えめな質問と期待，法律時報第 81卷第 5號，2009年

5月，頁 35以下；同氏著，企業法制と憲法學，收於戶波江二編「企業の憲法的基礎」，日本評

論社，2010年，頁 2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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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之觀念，而法人僅是法律上創設之制度，目的在於實

現個人人權之保障，豈能與個人同為人權之主體？從憲法史

觀察，市民革命時期人權之登場，原本係為追求個人之自

由，使個人解脫中間團體之束縛。法人屬中間團體之一種，

蘊含侵犯人權之潛在性，應為防範之對象，若承認法人之人

權主體性，顯有矛盾之處
3
。更且，由於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之

結果，現代社會普遍出現巨型團體，形成強大之「社會權

力」，足以左右政治、經濟及社會動態，對其成員及非成員

之人權造成重大威脅，程度甚至凌駕國家權力之上。今日真

正出現問題者，不是「法人之人權」，而是「免於法人干預

之人權」。有鑑於此，在憲法學上法人與個人等價之想法逐

漸消退，近年來對法人人權主體性抱持懷疑或否定見解之學

者不在少數
4
。本席認為，承認法人為人權之主體，確有理論

及事實上之問題，但憲法上權利於性質允許之範圍內，法人

仍得享有之，否則不切實際。不過，此時法人應為憲法上權

利之主體，而非人權主體。 

如論者所主張，憲法上權利包含兩種：一、作為與生俱

來之權利，以個人自律為根據，即使違反社會全體利益，亦

受保障；二、以社會全體利益為理由而受保障之權利，因此

有時為了相同社會利益之有效實現，或追求更重要之社會利

益，而必須受到制約。第一種權利方為嚴格意義之人權，亦

即「作為『王牌』之人權」。第二種權利則是因具有公共財

性質而受保障，稱為「基於公共福祉之權利」。法人究非自

                                                      
3 樋口陽一著，轉換期の憲法？，敬文堂，1996年，頁 66-70；同氏著，國法學（人權原論），

有斐閣，2004年，頁 17-21。 
4 阪本正二郎著，憲法から會社法へ——ささやかな應答，法律時報第 81卷第 5號，2009年 5

月，頁 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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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按理無從享有以人格自律或個人尊嚴為根據之人權或

「作為『王牌』之人權」。法人充其量僅能作為憲法上權利

之主體，享有性質適合之憲法上權利，亦即「基於公共福祉

之權利」
5
（釋字第 765 號解釋本席協同意見書參照）。 

法人享有經濟自由，財產權受憲法保障，要無疑義。其

為「基於公共福祉之權利」，應受公共福祉之制約。國家基

於一定之經濟政策，例如「為利企業以併購進行組織調整，

發揮企業經營效率」（企業併購法第 1 條參照），制定法律，

允許公司合併，並對合併有關事項，諸如董事之資訊揭露、

特別委員會之設置、併購文件之公告、公平價格之保障、留

用與未留用（及不同意）勞工之權益等加以規範（企業併購

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6 條、第 7 條、第 12 條、第 16 條及第

17 條參照），當無不可。抑有進者，現金逐出合併對私法自

治、契約自由及財產權造成強烈衝擊，立法更須審慎，為確

保被逐出股東之權益，應對公司方面課以各種必要之義務，

並設置有效之權利救濟機制。本於此一觀點考量，解釋理由

書稱：「立法者至少應使未贊同合併股東及時獲取有利害關

係之股東及董事有關其利害關係之資訊，以及就股份對價公

平性之確保，設置有效之權利救濟機制，始符憲法第 15 條

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尚稱允當。嚴格言之，現金逐出

合併對（資本）市場亦有影響，其資訊揭露之對象或應及於

所有股東及社會大眾。 

二、徵收法理之運用 

    近代以降，立憲主義國家普遍承認財產權為個人之權

                                                      
5 長谷部恭男著，憲法，新世社，2014年第 6版，頁 109-112、124；同氏著，憲法の理性，東

京大學出版會，2006年，頁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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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我國亦然。惟 20 世紀後受社會國家思想影響，財產權

之社會制約觀念盛行。當代各國不論憲法有無明文，莫不基

於公共福祉或公益之理由，對財產權加以限制，必要時甚至

以公用徵收方式剝奪個人之財產權。土地徵收對財產權構成

最大之侵害，如何方能兼顧財產權保障與公益需要，向來備

受重視，有關討論不勝枚舉。其實，得為徵收之客體者，不

以土地為限，凡具有財產價值者，理論上皆有徵收之可能。

然土地徵收為最具代表性之財產徵收，其法理發展與實務運

作皆較成熟，可作為其他徵收之借鏡。本席認為，本件所涉

實與財產之徵收有關，於審查系爭規定是否合憲時，允宜參

照土地徵收之相關法理。 

    首先，解釋理由書表示：「公司股份本身具有一定之財

產價值；於公司營業獲益時，股東有機會參與股息與紅利之

分派；且持有普通股之股東亦有參與表決以間接參與公司經

營與治理之權；於公司解散時，股東另有賸餘財產分配之權

（公司法第 232 條第 1 項、第 179 條及第 330 條參照）。是

人民所持有之公司股份，亦受憲法第 15條財產權之保障。」

明白承認公司股份具財產價值，受憲法財產權之保障。是如

前所述，公司股份理論上亦有成為徵收客體之可能。 

    其次，就土地徵收而言，須符合公共性之要求，本屬當

然。過去通說認為收益性與公共性矛盾，故徵收之土地不得

供作營利事業使用。惟如今各國為推動社會經濟政策，結合

民間力量，觀念有所調整，已漸承認收益性可與公益性結

合，滿足公共性之要求，從而允許「政策性徵收」。連帶產

生之變化，則是允許利益第三人徵收，亦即徵收之土地除提

供需用土地人使用外，不妨移轉於第三人，甚至直接以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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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需用土地人而辦理徵收。但是，這種利益第三人徵收必須

於制度上嚴格把關，否則土地徵收將如脫韁野馬，易遭濫

用，變成不當乃至赤裸裸之「私益徵收」，致使利益第三人

徵收淪為「圖利第三人徵收」（本院釋字第 743 號解釋本席

協同意見書參照）。 

    系爭規定一所定現金逐出合併，允許多數股東違反少數

股東意願，以現金作為對價購買其股份，而剝奪少數股東之

股東權，實與上述利益第三人徵收雷同。依據私法自治與契

約自由原則，多數股東若非取得少數股東之同意，本無以現

金購買其股份之權利。國家藉由立法，以強制方式，讓多數

股東在違反少數股東之意願下取得其股權，無異於允許私人

徵收他人之財產。因此，企業併購法有關現金逐出合併之規

定是否合憲，有必要藉徵收之法理加以檢驗。 

    本席認為，財產權保障在現代憲法上之存在意義有二：

一者係就人格自律發展提供物理性基礎，一者係維持資本主

義所賴以存續之私有財產制度。按財產權有交換價值與使用

價值之區別。與私有財產制度相關聯者，乃作為交換價值之

財產權；與人格自律相關聯者，則係作為使用價值之財產

權。關於公用徵收之合憲性判斷，當從私有財產制度之保障

觀點著眼時，原則上只問是否以市場價格為基準，達到完全

補償之要求，至於公共性之要件，並無嚴加考慮之必要。反

之，若從個人自律之物理性基礎之保障觀點著眼，則公共性

成為公用徵收之合憲性要件，須深入探究。此際，徵收土地

以興辦之公共事業，是否能達成不惜犧牲權利人之個人自律

亦須實現之公共性，乃該公用徵收合憲與否之關鍵（本院釋

字第 763 號解釋本席協同意見書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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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揭解釋理由書所示，股東於公司營業獲益時，有參

與股息與紅利分派之權，於公司解散時，另有賸餘財產分配

之權，是為股份之交換價值；持有普通股之股東有參與表決

以間接參與公司經營與治理之權，則為股份之使用價值。遭

現金逐出之股東屬少數股東，就其而言，股份之價值基本上

係交換價值，而非使用價值。因此，判斷現金逐出合併規定

是否合憲時，審查重點應在於其價格有無達到完全補償之要

求。 

    又徵收須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向為大法官解釋所重視。

參照釋字第 763號解釋，因「徵收人民土地，屬對人民財產

權最嚴重之侵害手段，基於憲法正當程序之要求，國家自應

踐行最嚴謹之程序。」此程序保障不僅及於徵收前（例如於

徵收計畫確定前，國家應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

意見），並及於徵收時（例如辦理徵收時，應嚴格要求國家

踐行公告及書面通知之程序，以確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

權人及他項權利人知悉相關資訊，俾適時行使其權利；徵收

之補償應儘速發給，否則徵收土地核准案即應失其效力），

乃至徵收後（主管機關對土地之後續使用情形負有通知義

務）。本號解釋針對現金逐出合併，要求立法規定及時充分

之資訊揭露，以及就股權購買對價公平性之確保，設置有效

之權利救濟機制，亦係本於同一旨趣。 

三、企業之社會責任 

企業併購法第 5 條第 1 項原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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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修正為：「公司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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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購時，董事會應為公司之最大利益行之，並應以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處理併購事宜。」依其修法說明，乃「鑒於公司

法第 23 條規定，董事係對『公司』而非『全體股東』負有

忠實義務與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立法院公報第 104 卷

第 54 期第 175 頁參照）而董事處理併購事宜與為公司執行

業務之注意義務並無二致，為求體例之一貫，爰予修正。據

此，該修正似純粹基於技術性之考量，尚不生實質內容之改

變。然而，新法明定公司併購應追求公司之最大利益，完全

採取利益導向，充滿金錢與私益色彩，豈是企業法制應有之

規範？尤其從企業之社會責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角度觀之，恐有背離時代潮流之虞。 

1990 年代以降，企業之社會責任備受重視。企業之社會

責任論強調：企業不僅追求利潤，亦對社會負有責任，須尊

重消費者、投資者及勞工等利害關係人之立場；企業不僅須

遵守法令，亦應謀求人權、勞動及環境等之充分保障與維

護。企業藉由此等自主性倫理活動，固可提升企業形象，創

造業績，但增加收益並非企業之社會責任之目的。如何在憲

法上尋求企業倫理之基礎，從憲法建構企業之社會責任，或

許並非容易之事
6
，更非本號解釋所能置喙。惟解釋理由書

稱：「如系爭規定二所示之股東及董事為多數，而對於現金

逐出合併之決定，有絕對之優勢，則有關如何確保其參與此

種合併之決議，係符合公司之最大利益，至關重要。」多數

意見顯然呼應現行企業併購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將確保「公

司之最大利益」列為公司併購之要務。其欠缺企業社會責任

之關照，難謂妥適。 
                                                      
6 戶波江二著，憲法學から企業を分析する視角，收於氏編「企業の憲法的基礎」，日本評論社，

2010年，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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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70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黃瑞明大法官 提出 

 

    本號解釋對於 104年 7月 8日修正前之企業併購法1為審

查，並認舊法於公司合併時對少數股東為現金逐出時，對少

數股東之股東權保障有所不足而違憲。本號解釋並未認 104

年修正後之企業併購法（現行法）違憲，但提出應檢討改進

之意見。本席原則贊同，並對本號解釋之理由補充意見如下： 

 

一、 舊法有何規定違憲？ 

    本號解釋文認為舊法違憲之處為「上開二規定於此範圍

內，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上開二規

定即指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二，此二規定之內容於現行法

並未改變（僅系爭規定二變更項次）。本號解釋所指摘未符保

障人民財產權意旨之處，於現行法係於二個條文加以改善：

即於現行法第 5 條第 3 項增加董事說明利害關係之義務以及

於第 12 條增加公司應對未達成協議之股東聲請法院為價格

裁定之義務，舊法就此未規定。因此所謂「於此範圍內」，應

指舊法第 5 條及第 12 條規範有所不足而違憲。 

 

二、 企業併購法允許現金逐出小股東之理由檢討： 

  舊法及現行法均允許公司於合併時得以現金為對價強制

取得小股東之股份（即現金逐出合併）（現行法、舊法第 4 條

第 3、4、5、6 款分別規定合併、收購、股份轉換及分割時，

均得以現金作為對價取得小股東之股份）。本號解釋理由對於

                                                      
1本件聲請案原因案件所適用之企業併購法應為 93年 5月 5日修正公布之企業併

購法，惟系爭規定二係於 91 年 2 月 6 日制定公布，於 93 年 5 月 5 日並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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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逐出合併之合憲性之討論認為「合併為企業尋求發展及

促進經營效率之正當方式之一……，諸如以強制購買股份之

方式使未贊同合併股東喪失股權……」，權衡對未贊同合併股

東之周全保障及企業尋求發展與促進效率等考量，現金逐出

制度合憲之條件為「立法者至少應使未贊同合併股東及時獲

取有利害關係之股東及董事有關其利害關係之資訊，以及就

股份對價公平性之確保，設置有效之權利救濟機制……」。本

號解釋並未對現金逐出之合憲性作出其他深入之討論，我國

已有許多學者對現金逐出提出周延深入之討論，可供參考。

本席僅就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歷年有關現金逐出合憲之案件之

理由簡介如下： 

1、1962 年 8 月 7 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2於審查股份公司變更

組織（Umwandlung）時，就持股逾四分之三之股東得決議改

組以排除少數股東之股權而取得全部之股權，認為透過公司

改組而成立集團企業將有助企業之競爭力，從而對提升整體

國民經濟、促進景氣並有利於就業市場等，故認為立法者於

權衡公司併購對整體經濟之利益與對少數股東之財產權之保

護之下，以公共利益（Gemeinwohl）為考量而允許現金逐出

制度無違憲法。 

2、2007 年 9 月 19 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曾對遭現金逐出

（squeeze out）之小股東所提出之憲法訴願為不受理之決定，

該判決認為「避免對於該須持有至少 95%基礎資本額之主要

股東（股份公司法ＡＫtG§327a）因小的或最小持分之所有人

而形成企業經營之障礙」3至於小的或最小股份持有人如何造

成公司經營之障礙？該判決並未加以論述。本席認為其主要

理由應是如兩家關係企業若股權未能百分之百一致，則雙方

                                                      
2 BVerfG, Urteil vom 07.08.1962-1 BvL 16/60. 
3 BVerfG, Beschl. vom 19.09.2007-1 BvR 298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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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利害關係未能完全一致，於經營管理上之諸多事項，如智

慧財產權之共享、人力費用之分擔等，即有利益輸送或利益

衝突之疑慮，造成公司經營上為取得併購所欲取得之「合併

綜效」（Synergies）之障礙。公司法上對小股東保障之條款，

諸如少數股東請求董事會召集臨時股東會（公司法第 173

條）、董事會決議為違反法令或章程之行為時，股東之制止請

求權（公司法第 194 條）、股東訴請法院解任董事權（公司法

第 200 條）及代位訴訟權（公司法第 214 條）等，如遭少數

股東濫用，有可能造成企業經營上之困擾。故世界各國之司

法乃逐步承認現金逐出之合憲性，以利企業集團整合資源以

追求合併綜效。 

   

三、 如何避免現金逐出制度遭大股東濫用： 

（一）我國法啟動現金逐出之門檻偏低 

  我國企業併購法允許大股東以現金逐出小股東之門檻較

諸世界上主要國家實為偏低。舊法及現行法第 18 條第 1 項之

規定，股東會對於公司合併之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換言之，只要掌握三分之一之股權，即可以通過以

現金逐出之方式進行合併（以收購、股份轉讓以及分割而進

行併購者，啟動現金逐出之門檻亦相同，見現行法第 27 條、

第 29 條及第 35 條）。其門檻相較於其他國家實為相當低，如

德國為持股 95%之控制股東，4英國為 90%以上之股東，韓國

                                                      
4 見德國股份公司法第 327 條第 1 項（§327a AKtG）。另 1962 年德國聯邦憲法法

院 於 審 查 Gesetzes über die Umwandlung von Kapitalgesellschaften und 

bergrechtlichen Gewerkschaften vom 12, November 1956 第 15 條時，指出該條文合

憲之基礎在於該條允許股份公司間財產全部移轉予另一家公司時，應至少持有四

分之三以上之股權，判決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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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95%。5依現行法規定，僅持有三分之一以上股權之股東配

合外界資金即可能排除其他股東而攫取公司成長之果實。當

然各國依其經濟情況與公司股權結構，自行決定大股東為現

金逐出之門檻，不能謂較低之門檻即違憲，然在而我國較低

之逐出門檻下，藉由其他機制以保障少數股東權之權益更形

重要。若公司之股權分散於多數小股東，基於小股東之資訊

不足、不易結合，且無餘力對公司合併案深入瞭解之下，則

持股超過三分之一之大股東攫取其他三分之二之多數小股東

之權益之情形，實可想見。故依現在制度，唯有賴特別委員

會及法院於審查現金逐出合併時，就其併購是否有正當理由

嚴加把關。另現行法規定，當少數股東對於收買價格不同意

時，公司有義務聲請法院為價格之裁定（現行法第 12 條第 6

項）。法院為價格裁定時應同時審查特別委員會之審議報告以

探究併購之目的是否可以合理化以現金逐出小股東之手段。 

（二）現行法對於收買價格之計算欠缺明確且充分規定 

現行法第 12 條第 7 項規定，公司聲請法院為價格之裁定

時，應檢附會計師查核簽證公司財務報表及公平價格評估說

明書。如此之文件是否足夠讓法院作出價格判定，應有待實

務之運作以作檢證，目前實務上對公司之價格因有各種計算

方法，似乎均著眼於分析公司目前營運狀況之財務報表，而

未就合併後可能產生之合併綜效加以考量。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1999 年 4 月 27 日之判決係對於遭現

金逐出之股東之股份價格為認定之判決，認為股份之完全

（Volle）價值應反映其真實或真正價值（“Ｗirklich” oder 

“Wahren” Wert）6該判決認定收買股份之價格不能低於簽訂合

                                                      
5 參見游啟璋，現金逐出合併時少數股東的股份收買請求權，政大法學評論第 136

期，頁 233 至 236 頁，103 年 3 月。 
6 BVerfG, Beschl. vom 27.04.1999-1 BvR 16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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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契約時該股份於證券市場交易之價格，而不必考慮該股票

於證券市場是否確能賣出。 

    本席認為法院應要求公平價格評估說明書必須考量納入

合併後綜效之公司價值，另亦應瞭解併購是否涉及控制股東

利用未公開之內部資訊，以謀取私利，例如計劃在合併後才

進行新的投資，或是預期可以獲取之商業利益（例如產品研

發有所突破，即將推出新產品，或是爭取市場有所進展，即

將獲得長期之訂單等），如此才能在支持現金逐出制度以利企

業成長壯大之外，同時嚇阻大股東濫用現金逐出制度以攫取

公司成長之收益，俾在促進企業發展與保障小股東權益間取

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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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70 號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陳碧玉大法官提出 

本件聲請人原持有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原台固

公司）70 萬股1。台信國際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信公

司）持有原台固公司百分之 9.95 股權(9.95%)。台信公司董

事會於中華民國 96年 4月 9日決議以「現金每股新台幣 8.3

元吸收合併原台固公司普通股」，並於同年月 13 日經原台

固公司董事會議決通過，同年 5 月 29 日書面通知包括聲請

人在內之股東上開現金吸收合併決議及同年 6 月 29 日召開

股東會，由股東會決議通過系爭合併案。聲請人未參與上開

股東會2。又股東會為上開決議時，台信公司持有原台固公司

百分之 84.03 股權（84.03%）即 54 億 2,340 萬 833 股3。原

台固公司係消滅公司，台信公司則為存續公司。合併後，台

信公司更名為「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台固公司）。

97 年 2 月 4 日聲請人持有之原台固公司 70 萬股股份被轉換

為現金 581 萬元，並託管於富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聲請人

訴請新台固公司返還股票事件，經判決敗訴判定。因認確定

判決所適用之企業併購法第 4 條第 3 款有關現金逐出規定部

分（下稱系爭規定一），及 91 年 2 月 6 日制定公布之同法第

18 條第 5 項有關公司為因合併而被消滅之公司之股東或董

事時，於被消滅公司關於合併所舉行之股東會、董事會決議

時，得行使表決權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二）違憲，聲請解釋。 

多數意見以系爭規定一許現金逐出合併，以及系爭規定

二排除公司法有關利益迴避規定，因該法 104 年 7 月 8 日修

                                      
1 見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重上字第 673 號民事判決「貳、四、(一)」部分。 
2 見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重上字第 673 號民事判決「貳、二」被上訴人聲明部分就持股情形 

  之說明。 
3 見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重上字第 673 號民事判決「貳、二」被上訴人聲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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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公布前，未使因以現金作為對價之合併而喪失股權之股

東，及時獲取合併對公司利弊影響暨系爭規定二所列利害關

係之股東及董事有關其利害關係之資訊，亦未就股權購買對

價公平性之確保，設置有效之權利救濟，而認系爭規定一及

二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就此部

分之多數見解本席礙難贊同。 惟對於不同意合併之少數股權

股東，得依法聲請法院為價格之裁定部分之多數意見，本席

敬表贊同。 

協同意見部分: 

未表示贊同合併之被消滅公司之原股東，得向法院訴請裁定

原股權應有之合理對價，合併後存續公司或新設立公司有依

法院裁定給付之義務 

1、 合併決議之異議範圍甚廣，舉凡是否合併？合併對價方

法之選擇究為取得存續公司或新成立公司之股權、或現

金或第三人公司股權或其他財產？乃至於原持有公司、

存續公司、新設立公司、第三人公司其股權價值暨其他

財產應有價額之決議等，均得為異議之客體。 

2、 股東權為財產權，未表示同意合併(包括為前開之異議

者及未表示意見者)之被消滅公司之原有股東之財產

權，應受保障，不因其於合併案是否曾表示異議而異。

因合併而存續或新成立公司對於原股東有給付公平合

理補償之義務。雙方均有訴請法院為公平合理價值裁

定之請求權，而得由法院以裁定確保財產權內容變形

前後價值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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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見部分: 

一、 基於資合公司之本質以及多數決原則之遵守，依法定

程序達成公司應予合併暨合併之對價及種類之決議，

對於全體股東均有拘束力。因而依決議而被逐出之股

東有股權收買請求權或原股權價值核定權，而無請求

續為因合併而續存或新設立公司之股東權 

1、 資合性股份有限公司之特性為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

股東對於股份之收益不滿足，或不同意公司經營理念

及資源分配時，得經由選擇取得多數股東之支持進入

董事會，以主導公司經營，或「自由轉讓股份，退出公

司」公司不得以章程限制或禁止(公司法第 163 條)。少

數股權股東對於其無權經營公司(間接管理之可能性

亦極低)之事實，為其進行投資之私經濟行為時所明

知。 

2、 為股東權利之保障，公司法規定公司重要事項，須經由

股東會決議。決議以表決權計算之多數決決定之，是多

數決原則之展現，少數必須服從多數之決議。不同意股

東會決議之少數股權股東有「不被迫留存公司之權

利」，而得行使股權收買請求權，並得經由訴訟程序保

障財產權內容變更前後之價值具公平合理性(公司法

第 174 條、第 179 條、第 185 條至 187 條)。 

3、 所有股東之股東權均應受同等保障，初不因其股權數

之多寡而異。對於少數股東而言，其持股僅屬於投資而

非經營行為，立法者基於企業併購得提升企業經營效

率及強化公司競爭力等目的，認多數股權股東之經營

利益優先於少數股權股東維持其股權之利益，而於企

業之合併採取逐出少數股權股東為對價(以第三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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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之股權、現金或其他財產)之規定，而對被逐出之股

東之股權值為合理保障，亦難謂逐出股權為合併對價

方法規定違憲
4
。  

4、 私法上之經濟行為要求不得違反公序良俗，倘因私法

上之經濟行為造成他方損害時，應對他方負損害賠償

責任。私法上經濟法律關係之終止，亦不以他方之同意

為必要，例如共有土地之分割，不以他共有人之同意為

必要。於協議分割不成時，任一共有人均得訴請法院為

裁判分割。分割之方法亦不限於原物分割(民法第 824

條)，共有人不得拒絕分割，但有權要求因分割取得之

物之價值必須與共有時之原有價值相當。 

5、 以現代資合性股份有限公司之規模結構，及公司決策

採多數決(民主原則之運作。是否為實質之多數決，例

如以持有 3 分之 2 股權股東之出席及出席股權 2 分之

1 之同意，實質上為全部股權之 3 分之 1 作決定，乃另

一問題)。少數股權之股東對於公司事務參與權不具太

大意義(如原因案件聲請人之股權如其訴訟代理人所

述為 0.01%）。反之，少數股權股東之財產權於內容變

形後其價值受合理性之保障才是重心，而不在於股東

身分。 

 

二、 股東於股東會、董事於董事會對於議決事項有無表決權

規定合憲與否，端視該規定本身及相關規定是否得以使

公司有不受損害之虞而定，此與說明揭露義務之目的在

於協助股東、董事為決議時有足夠資料以為判斷之依據

                                      
4 參經濟部 107 年 11 月 28 日經商字第 10702425830 號函覆本院補充說明資料第 13 頁之註 3:陳

宵，德國憲法上財產權保障與股東權利，華東政法大學學報 2016 年第 1 期，頁 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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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關。在邏輯上無法推導出若有即時適足資料之揭露，

即可以免除股東或董事有利益迴避之必要性 

1、 系爭規定二即 91 年 2 月 6 日制定公布之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5 項規定：「公司持有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股

份，或該公司或其指派代表人當選為其他參加合併公司

之董事者，就其他參與合併公司之合併事項為決議時，

得行使表決權。」（104 年 7 月 8 日修正公布為同條第

6 項，內容未修正）乃規定 A 公司持有 B 公司之股份，

而成為 B 公司之法人股東並為董事時，就有關 B 公司

之合併事項所召開之董事會或股東會為決議時，得行

使表決權，無須迴避。 

2、 上開規定與公司法第 178 條規定有利益衝突之股東無

表決權之迴避規定，係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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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件，並不相

同。且其適用之對象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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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各該股東，並非因其為

自然人股東、法人股東、多數股權股東或少數股權股東

作區分。依企業併購法第 2條規定，企業併購法未規定

部分並不排除公司法不相衝突規定之適用。 

3、 行為時企業併購法第 5條規定公司為併購決議時，董事

會應為全體股東之最大利益行之(按現行法修正為「為

公司之最大利益行之」)對於全體股東負忠實義務與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法令、章程、股東會之

決議處理併購事宜，致公司受有損害時，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以資防範有利害關係之股東、董事藉由合併事宜

讓公司受有損害。系爭規定二既未免除董事應負忠實義

務或受託責任，亦未免除董事因利害關係而致有害於公

55



 

 

 

司之利益時所應負之賠償責任，自應認立法者於系爭規

定二之制定，就公司競爭力(包括受雇人、債權人等之

保護)之需要及全體股東權益之維護已有相當之權衡，

亦難謂系爭規定違憲。 

4、 再者，此迴避規定與股東是否即時獲得適足之資訊以為

股東權之行使依據，並無任何牽連關係。多數意見認系

爭規定二之合憲性係以股東於股東會之前有適時足夠

資訊為前提要件，果爾，若有即時適足之資訊揭露，股

東仍不同意合併案之決議，系爭規定二即已合憲？此推

論是有疑義。 

 

綜上，多數意見將企業併購法定義用詞之系爭規定一：

「合併：指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參與之公司全部消滅，由

新成立之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或參與之

其中一公司存續，由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

義務，並以……現金……作為對價之行為。」以及系爭規定

二：「公司持有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股份，或該公司或其指

派代表人當選為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董事者，就其他參與合

併公司之合併事項為決議時，得行使表決權。」宣告違憲，

礙難贊同。爰提出解釋文如下: 

「企業併購法第 4 條第 3 款規定：『合併：指依本法或其他

法律規定參與之公司全部消滅，由新成立之公司概括承受消

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或參與之其中一公司存續，由存續

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並以……現金……

作為對價之行為。』許以現金作為合併之對價，以及中華民

國 91 年 2 月 6 日制定公布之同法第 18 條第 5 項規定：『公

司持有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股份，或該公司或其指派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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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為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董事者，就其他參與合併公司之

合併事項為決議時，得行使表決權。』許有利害關係之股東

或董事於參與公司合併時毋庸迴避，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財

產權之意旨無違。然 104 年 7 月 8 日修正前之企業併購法未

使少數股東及時獲取有利害關係之董事有關其利害關係之

資訊，亦未就股權購買對價公平性之確保，設置有效之權利

救濟，該法就此欠缺部分，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

意旨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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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70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 

黃虹霞大法官提出 

    本件是很難得的針對與私經濟事件相關之企業併購法，

由大法官作成解釋。本件解釋所為附條件合憲之結論，固聊

勝於無，但因本件關涉有利害關係之股東可否以表決權強制

逐出異議股東（本件解釋以「現金逐出合併」名之，請見解

釋理由書第 5 段，故非僅指控制公司將其他股東全數逐出，

使公司股東只剩一人之情形）之爭執，就此本席仍認本件解

釋之結論有所不足，無法全盤接受，爰為部分不同意見書，

謹將本席之想法論述如下，就教大方： 

一、有利害關係者應行迴避，股東權益應受保護 

    利害關係迴避應係法治國之基本原則之一，除了在公司

法第 178條及 206條均有明文規定之外，最淺顯了然的莫過

於法官迴避之規定，如有利害關係而竟可參與決定，明顯違

反公平正義，盡人皆曰不可。股東含少數股東之保護乃公司

法之基本原則之一，散見於公司法諸多規定，比如累積投票

制（公司法第 198條）、少數股東之股東會提案權、召集權、

聲請法院選任檢查人權（公司法第 172條之 1、第 173條、

第 245條）等等。利害關係迴避規定直接維護公司利益，間

接也有保護股東含少數股東之效果。 

    又公司法未許多數股東經由其表決權之行使強制逐出

少數異議股東，而且由公司法對公司股份銷除之原則規定

（90 年修正前公司法第 168 條）、公司收回特別股規定（公

司法第 158條）及股份之收回、收買及收質原則禁止規定（公

司法第 167條）等觀之亦甚明。 

    企業併購法第 4 條第 3 款規定許以現金為合併之對價，

加上同法第 18 條許贊成合併之有利害關係法人股東及其指

派之董事得行使表決權之結果，造成於關係企業併購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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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多數股東可經由其表決權之行使使公司以現金強制收回

相對少數未同意合併之股東之股份，即本件解釋所稱之現金

逐出不同意合併之股東而其他贊成合併含有利害關係之股

東（不以控制公司為限）則繼續保有其股東地位之情形。此

一情形，與前述之利害關係迴避原則、公司法股東含少數股

東保護原則及公司股份禁止收回原則，明顯乖離。這是為本

件解釋時，應特予關注思慮之處。 

二、本件是否僅屬財產權爭議而已，非無探求餘地 

    本件解釋肯定公司之股份具財產價值，受憲法第 15 條

財產權之保障，固值贊同。但一方面民法第 765條規定已宣

示：所有人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等，故股份除

具財產權性質外，以其物權之本質，難道不是也當然內含自

由權嗎？其除了受憲法第 15 條保障外，就其中所涉及自由

使用、收益、處分權之限制並與本件現金逐出是否合憲最相

關部分，是否也有可能併受憲法第 22條保障呢？ 

三、股份除了具有財產價值外，還表彰其持有人為公司股東

之地位，所以本件現金逐出是否合憲爭議尚涉及股東身分之

剝奪，本件是否仍只是財產權之爭議而已，亦非無探求餘地 

    本件係公司有利害關係之股東可否不迴避而經由其表

決權之行使，以其參與決定之價格將未同意合併之股東會少

數股東股份強制收回，使異議股東喪失其為公司股東身分，

但贊成合併之股東仍保留其股東身分之爭議。此一爭議，既

涉及股東身分之剝奪，則自已非僅財產權之爭執而已，另涉

及投資自由之限制；而且因只是逐出異議股東，其他贊成合

併之股東仍保留其為公司股東之身分，故應已另涉及憲法第

7條所保障之平等權問題。 

四、縱使本件只涉及財產權，就只應以寬鬆標準審查系爭規

定一及二，沒有進一步探究之餘地嗎？ 

    本件解釋只論及財產權，而且認應以寬鬆標準審查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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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一及二（解釋理由書第 4段稱屬立法裁量範圍）。但對財

產權之限制規定，不必然應只受寬鬆審查，此由本院關於徵

收之解釋向非採寬鬆審查之標準即明（本院釋字第 747號等

解釋參照）。本件雖非徵收，但系爭規定適用之結果，將使不

同意併購之股東喪失其股份，失卻其股東身分，正如被徵收

人民因徵收而失去其所有權，喪失其為所有權人之地位相同；

而徵收僅能為公益，徵收利益為全民共享，且應符合最小侵

害即最後不得已手段之比例原則。對照觀之，本件解釋也不

敢肯定併購係為公益，併購利益更非歸全民共享，尤其系爭

規定一明定併購手段多元，現金逐出異議小股東之手段非屬

最小侵害，更不符比例原則，如此情形，就企業併購法得否

經由系爭規定一及二，允許多數股東得在公司法規定之外

（如上所述，公司法未許現金逐出，系爭規定二排除公司法

之利害關係迴避規定之適用），以現金逐出不同意併購之異

議股東之爭議，不是應該受更嚴格標準之審查嗎？ 

    或謂本件係私經濟行為之故，但私經濟行為就應該容許

經由多數決強凌弱、眾暴寡嗎？當然不應該，因為權力、權

利不得濫用，因為文明社會法治就是要對抗叢林法則，上述

公司法中利害關係迴避等規定，正是為此目的。尤其一個公

司之為公開或閉鎖型係多數股東之選擇，而且係直接或間接

為多數股東自身利益之考量後所作之選擇；又多數股東為其

自身利益既選擇對外募資，多數股東就必須承受有小股東之

不利益，包括不同意見之包容，故原則上沒有允許多數股東

憑藉其多數表決權而得以現金逐出異議股東之理。此外，併

購之目的恆應以對公司有利為前提（否則不應被准許），其利

益自應由全體含少數股東共享，從而怎可任由有利害關係之

多數股東經由其表決權之行使，而得拒絕異議股東共享公司

經營之利益呢？如果可以這樣，不是肯定「拿錢給大股東用，

但公司有前景了，利益歸大股東」，誰還願意投資他人之公司？

沒有牴觸公司法經由上述禁止股份收回原則等規定以保障

投資，使大眾願參與投資公司之本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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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系爭規定相同介入私經濟關係，而使人民之基本權受

限制之法令規定比比皆是，例如准許自辦都市更新、重劃等

規定、許鄰地所有權人之畸零地強制收購、甚至土地法第 34

條之 1。這些關於私經濟關係之規定是否合憲，都應該屬立

法裁量範圍，而應以寬鬆標準審查嗎？如果不是，那本件為

何獨應如此？是外國法例皆然嗎？非也。 

五、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本席在多年執行律師業務期間，商事法尤其公司、證券

法規是主要領域之一。當時曾有一個案件涉及香港上市公司

與關係企業之合併，依香港法規，在合併前，該合併後存續

之關係企業對消滅公司之持股需達百分之 90 以上，而且准

否合併之權限在剩餘百分之 10 以下股東組成之少數股東股

東會，如少數股東股東會不同意合併，合併案即無法成立。 

    本院曾為本件詳細研究企業併購相關立法例包括歐盟、

德國、英國體系及美國德拉瓦州等規定，也為本件特予召開

專家說明會，也經專家提出上述立法例並其專業意見附卷。

以上均足確認少數股東權益應受充分保障之旨，其保障除了

程序應正當、補償應完足外，德、英及其他歐盟體系國家，

均以持股比例百分之 90 作為現金合併逐出之門檻，依此門

檻，本件原因案件不應准予合併，更不必論及是否迴避問題

（因此，不能以先進國家未有迴避規定為由，認系爭規定當

然為合憲），由此反觀我國企業併購法規定，在一般併購並未

設特別（較高）之持股最低門檻限制，也就是適用一般規定

且有利害關係者得行使表決權，如此，對被現金逐出股東之

保護難謂完足。 

    另縱使依主管機關所指之為其立法參考之美國德拉瓦

州規定，該州法雖未明定有利害關係之股東及其指派之董事

就有利害關係之事項應行迴避，不得行使表決權，以保護股

東含少數股東；但是美國本非屬成文法國家，而為判例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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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經查該州法院已發揮法院依正當程序審查之功能，經由

舉證責任倒置，使公司或多數股東負相關合併程序正當之舉

證責任，由此促使有利害關係之多數股東自行迴避，以免程

序不正當而敗訴，即在德拉瓦州因實務運作也生利害關係迴

避之結果。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六、特別委員會之功能部分，本件解釋未列作合憲條件，是

否妥當，亦值商榷 

    特別委員會之功能為何？現行法仍未見明確規定，僅屬

參考諮詢性質嗎？如屬參考諮詢性質，有利害關係之股東及

其所指派之董事仍得行使表決權為反於特別委員會意見之

決定，如何保護公司、異議股東甚至公司債權人之利益？能

達到設置特別委員會之立法目的嗎？又沒有與公司法第 8條

所明定之董事忠實原則明顯牴觸嗎？本件解釋未及於此，自

亦有不足。 

七、有容乃大、萬物都有其功能；節省股東會開會成本等可

以合理化現金逐出合併制度嗎？ 

    併購方式多種，現金逐出合併僅為其一，捨之尚有多項

選擇，故沒有必擇之理，捨之也不致過度防礙合併。又合併

不必然能提升公司經營體質，強化公司競爭力，故企業併購

法第 1條之立法理由已不當然具正當性。更何況本件爭執之

現金逐出合併之現金逐出手段究如何能提升競爭力等，匪疑

所思。系爭規定一、二許現金逐出合併，不過是使多數股東

無須與少數股東進行磋商，而加速合併之進行而已，其理由

能謂正當嗎？ 

    有些小小股東之作為，固有不足取之處，但大股東行的

正、坐的正，小小股東不過股東會發發言，原則上無礙股東

會依大股東之意見作成決議，有容乃大，有必要非將異己逐

出不可嗎？如果逐出異己另有他圖，則得注意切勿觸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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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關係企業章等禁止關係企業間不當利益輸送）。又萬物

都有其功能，黴菌不是也成了救人命的抗生素嗎？全無異見

之一言堂，如何防腐？小小股東的諍言可能刺耳，但不可因

人廢言，古有明訓，國家有非以法律限制股東之基本權而必

許公司將少數異議股東逐出不可之堅強理由嗎？本席未見

及之。 

    或謂股東會開會或法令遵循成本大，所以有必要現金逐

出少數股東。惟股東會開會及法令遵循費用乃屬必要；而且

多數少數只是相對概念，在企業併購法下，沒有持股最低限

制門檻特別規定，所以贊成超過百分之 50就是多數、少於百

分之 50就是少數（甚至依企業併購法第 18條規定，實際持

股三分之一以上股東贊成，即可能通過合併案），因此，多數

不必然是那麼多，少數也不是想像中的畸零股。在證券交易

法上持股百分之 10 者就是要被嚴密規範的大大股東（證券

交易法第 22條之 2、第 25條、第 157條等），在企業併購法

下，證券交易法的大大股東可以被現金逐出，就體系之平衡

言，企業併購法關於現金逐出合併之妥當性亦值商榷。此外，

本件解釋所稱現金逐出合併並不以合併後為一人公司者為

限，根本無法節省股東會開會成本；而且企業併購法第 19條

所定簡易合併，已免除股東會開會程序，百分之 90以上大股

東已得依之辦理，股東會開會成本再大，應不能再是現金逐

出小小股東之合理理由吧！法令遵循費用更不待言（企業愈

大，愈應受嚴格管理）。相較而言，歐盟及英國體系以持股百

分之 90作為現金逐出合併之門檻，呼應證券交易法之規定，

應較周延妥適。 

八、何謂公平價格及現行法保護仍屬不足，主管機關應檢討

改進 

    何謂公平價格，因為合併恆應以對參加合併公司均有利

為前提，因此，公司有利之前景事實應被納入公平價格之考

量，而不應以合併當時之市價為判斷（當然不應低於市價），

63



 

 
 

而且依先進國家合併實務，恆有市價數成之溢價。 

    本件解釋之原因事實發生於 104 年企業併購法修法前，

故本件解釋之解釋文僅以其前之舊法為解釋客體，惟理由書

末段已特予指明現行新法之不足，主管機關自應注意檢討改

進，並本於取法乎上，應勿以本件解釋之低度標準為限。 

九、附記 

    本席公餘閒暇之際或臨寢未眠之時，研讀老子道德經，

正讀到第 77章，老子曰：「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

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人道中之法律不是為扭轉

人道與天道乖離之現象嗎？這不正是法律人追求的應有正

義嗎？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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