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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 
 

承襲上一版所稟持的理念，本書再版仍採淺顯易懂的論述，佐以

實例說明，期使讀者能以較宏觀的角度對公司法有基礎而整體的認

識，更另闢「2018 年修法的後續發展」，針對當年度重大議題以及立

法與實務趨勢進行探討分析，使讀者不僅能得到最新資訊，更可掌握

趨勢發展，為前瞻規劃。在此前提下，我們不得不提本書幾個迥異於

一般法律教科書的設計，包括：首先，本書章節是依主題而非法條順

序排列。其次，目錄極細且全書最後還有關鍵字索引。第三，每篇均

提供時事案例與大師分享。第四，每篇均針對該篇的核心概念有摘要

及目標。 

 

此次再版，感謝各界先進給予的意見，使本書能夠更臻完善，對

於費心校對、查證工作的陳彥銘、吳巧玲、陳建夫同學的辛勞，亦表

謝意。最後，鑑於公司法制左右著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及產業的發展，

是國家經濟與企業組織進步的關鍵之一，我們將持續關注公司法制的

優化，並於未來持續為一般民眾乃至於非法律專業的專業人士對於公

司法提供客觀解讀，希望減少實務商業操作與法律運用上的困難。  

 

 

 
201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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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序 

從公司法全盤修正理念到法律科普教育 
 

公司法制直接影響著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及產業發展，是國家經濟

與企業組織進步的關鍵之一，因此，由民間發起，邀請產、官、學組

成的「公司法全盤修正委員會」於 2016 年年底，針對了以往以傳統大

型製造業為模型的公司法，提出公司法全盤修法的建議，希望透過全

盤修法的機會，不但能解決企業法制建設長久以來落後產業發展的問

題，更能因應我國未來數十年產業發展之需要。  

 

可惜的是，雖然在行政部門主導所通過的公司法修正案中，採取

了許多「公司法全盤修正委員會」的建議，但在強化管制和執行效率

的部分，最後則多未被採用，這凸顯出鬆綁幅度大於監控改良、個案

單點式的解決大於整體架構調整以及獨重形式改革而輕忽落實執行等

修法瑕疵，而有待將來再次修法解決。  

 

又在這次修法的過程中，也可以觀察到一般民眾乃至於非法律專

業的專業人士，對於公司法仍存有很多誤解和疑惑，這也對於實務商

業操作與法律運用上，造成許多障礙和困難。 

 

有感於在民主法治國家，法律應該要能貼近人民，而人民也應該

要能理解法律，所以，我們希望能透過科普教科書的方法，以淺顯易

懂的方式，佐以實例說明，讓讀者能以較宏觀的角度，對公司法有基

礎而整體的認識。希望能讓大家認知到強化管制及執行效率，對於建

立良好企業治理生態的重要性，從而避免重蹈陷入修法速度牛步且呈

現傾斜式變革的立法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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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對在修法過程中支持我們，或給予寶貴意見的產、官、

學先進，致上最深謝意，也由衷感激各個領域的大師願在本書分享多

年心得。另外，對最後階段加入校對、查證工作的吳巧玲、陳建夫同

學的辛勞，表示謝意。謹以本書獻給在我們之前的所有法學開拓者，

沒有他們的努力與傳承，不會有今日本書的完成。 

 

 
 

 

 

 

 

 

 

 

 

 

 

 

 

 

 

 

 

編者按：本書為使公司法概念更完整傳達，行文時將公司法法條

之標示，以簡略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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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8 年修正的公司法，變動條目高達 148 條，為近年之最。作為

本書的序曲，本章從資本市場、經濟型態、科技水準、經營模式以及

公司使命的變革，討論公司法基本架構的改變。此次修法重點首為去

管制化，以提升營運彈性及降低遵法成本；其次則為強化公司內部治

理，發揮市場汰弱換強機制，以及推動政府智慧監理，以免去管制化

淪為叢林法則。此外，本章亦簡單介紹本書目標與設計，俾使讀者能

更有效率地使用本書。 

 

1. 掌握2018年公司法修正重點  

2. 理解社經及科技環境的變遷，如何影響公司法的發展  

3. 了解本書目標與設計，能更有效率地駕馭基本概念，並找到問題解答 

 

公司法修正、去管制化、公司治理、市場機制、政府監理、資本、資

合人合、面額、科技、公司透明度、集團企業、公司目標 

關 
鍵 

字

目 
標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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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 1篇 緒 論 

1.1 公司法的重要性 

我們終其一生，絕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和公司打交道，像是跟公司

買東西，替公司做事，有點積蓄了或許會投資公司，有機會甚至會自

己開公司。食、衣、住、行處處仰賴公司，公司只要一個做不好，就

可能影響我們的安全、健康。正因為公司與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規

範公司營運的公司法才更顯得重要。 

例如，若有經營者意圖從中牟取私利，當公司法規定不當時，這

些不適任的經營者就有可能可以長期掌控公司，甚至劣幣驅逐良幣，

導致消費者購買不到好產品，投資人也沒有好的投資標的，甚至賠上

國家競爭力。對企業而言，公司法是基本遊戲規則，關乎公司有無合

法營運，能否及時籌措資金、招攬人才，或透過併購取得關鍵技術。

公司能否順利交棒避免內鬥，亦左右著公司可否永續經營。對一般人

也是影響深遠，例如，被公司詐騙，買了一堆產品卻沒效，或者買了

間房子住進去後才發現根本不適合居住，遇到這種情況，除了告公司

還可以告負責人嗎？怎麼知道負責人是誰？公司大股東靠著這間公司

惡性行銷賺了一大筆錢，還用這些錢開了其他公司，消費者是否可以

告大股東以及其他公司？事實上，個人在支出一大筆錢消費、置產之

前，除了媒體報導、網路評價外，還要注意哪些事項？諸如此類都和

公司法的規範息息相關。  

1.2 公司法架構之演變 

1.2.1 基本架構 

任何公司要營運，都必須有人、有錢，而公司法就是規範公司人

和錢的法律，其主要內涵包括公司如何取得及維持資本、由誰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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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及政府如何監理。 

1.2.1.1 公司資本之取得及維持 

以股份有限公司為例，公司發行股份，投資人認購股份繳交股款

後，即取得股份，成為公司股東。傳統上，股份均有面額（章程會記

載每股票面金額若干），一般而言，面額就是發行價格。因此，面額具

三方面作用：首先，所有股東都是以面額認購股份，防止公司偏好自

己人，管理者對親友以低價賤售股份。股東轉賣股份時，面額也是轉

售價格的重要參考。其次，股東既對公司債務不負個人責任，公司資

本就成了債權人最終擔保。資本是面額乘以發行股數，因此股東對認

購的股份，每股必須繳納相當於面額的現金或財產，否則就是虛增資

本，股份也「滲水」了。最後，面額能簡單確定各股東持股比例，用

以計算盈餘分派及表決權。例如，A 公司數次增資後資本額為1,000 萬

元，甲股東擁有的股份面額共計100萬元，則甲在 A 即持股10%。而由

於公司資本是債權人最終擔保，公司法也不允許股東隨意將股款收

回，例如，公司只能在有盈餘時才可以發放股利，否則就等於讓公司

變相返還股本。倘若公司閒置資金太多，想要返還部分股款予股東，

則須踐行減資程序，這其中就包含了保障債權人的設計。  

1.2.1.2 公司治理 

股份有限公司的治理理念其實非常簡單。首先，股東在股東會選

出他信賴的人出任董事，董事組成董事會負責公司營運。其次，若董

事表現不佳，股東會就會決議減薪、甚或撤換。日常運作時，則由同

樣經股東會選任的監察人來監督董事會。倘若董事違法、瀆職，監察

人可以糾正，也可以召開股東會由股東決定如何處理。從前述架構可

看出，股份有限公司相當集權，日常業務均由少數董事決定；不僅如



購書請至： 
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095 

 

5第 1篇 緒 論 

此，股份有限公司係採一股一權，換句話說，往往大股東一個人就能

決定董、監事人選。而這是因為股份有限公司的設計目標，就是要讓

公司藉由發行股份快速取得資金，股份自然成為衡量一切的基準。  

相對於股份有限公司的集權，另一種治理模式是有限公司。前者

偏向「資合」，而後者偏向「人合」。「人合」意謂股東間信賴程度高，

主要由自己經營，股東人數少，公司規模相對也小；「資合」則恰恰相

反。有限公司既以人為本，原則上不論出資多寡，一人一表決權；股

東多為親友，則出資不能隨便轉讓，以免不熟悉的人士介入；公司規

模既然不大且由股東自己經營，管理結構就很簡單，可以只有一個董

事，沒有監察人，開會也無特定形式要求。資合則是針對資本密集的

大型企業，股東可以自由轉讓股份，經營則交由專業人士負責；股東

不但人數多且變動快，彼此互不相識。然由於所有經營分離且公司規

模龐大，內部控制自然較為嚴格，既有董事會又有監察人。同時，各

種會議亦需遵循繁複的程序設計。 

1.2.1.3 政府監理 

由於設立公司成本不高，公司可能被有心人士利用，以之洗錢或

逃稅，再加上公司亦影響人民消費及投資，政府對一般公司遂進行低

密度的監理。主要手段有二：首先是關鍵資訊，公司需定期向主管機

關申報，且大多需公開揭露。公司若公開透明，一方面可提升交易安

全，另一方面市場也可為有效監督。例如，A 公司登記甲為董事長，

與 A往來的廠商就知道甲可代 A作主簽約。倘若甲有違反誠信的負面

報導，A 的往來廠商也會提高警覺。假設甲的不良紀錄使甲依公司法

喪失擔任董事資格，則廠商亦可向主管機關舉發撤銷甲的董事長登

記。其次，主管機關也可於必要時命公司提供，或派人實地檢查公司

業務財務資料，確認公司申報的資訊是否真實，以及是否依公司法在

公司備置了各種表冊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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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公司極低面額股 

1.2.2 架構變革之原因 

1.2.2.1 資本市場及財會專業的發展 

如前所述，股份的面額本有相當作用，但隨著資本市場及財會專

業的發展，面額不但喪失原有功能，甚至形成籌資障礙，從而資本也

不再具任何意義。例如，面額原係股份價值的重要參考，但現代資本

市場的公司股價早就與面額脫鉤，若公司股價遠較面額高，則資本水

準會被低估，因每股發行價格事實上大幅高於面額。若公司股價竟比

面額低，然法律為確保資本不致「滲水」，卻要求發行價格不能低於面

額，則股東至少要給公司相當於面額的資金或財產。公司倘昧於市價

以面額發行股份，根本無人會認購，籌資也會落空。 

次就用以評斷公司業績的財務指標而言，每股獲利（Earnings Per 

Share, EPS）向來都是重要參考依據，或謂每家公司若面額不一，甚或

無面額，就無從評比績效。例如，A公司賺1億元，資本1億元，面額

10元發行1,000萬股，則每股獲利10元，假設A把面額提高到100元，發

行100 萬股，則同樣賺1億元，每股獲利卻暴增至100元。但財會專業

不斷發展後，即使面額不同，也可以用數學計算，以相同基準比較，

而且也早有其他財務指標，如淨值報酬率（Return on Equity, ROE），

根本不受面額或股數影響。是以，當面額或資本喪失意義，反阻礙公

司籌資或誤導大眾時，法律就不能不隨之修改。  

 

 

 

蘋果公司股份面額為 0.00001 美元，2018 年 8 月 9 日收盤價為

208.84 美元。可見，面額與股價完全脫鉤，面額不再具任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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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者的心聲 

1.2.2.2 知識經濟時代崛起 

在公司法基本架構下，股份有限公司係屬「資合」，對其最關鍵的

致命一擊是近代知識經濟的崛起。過去，股份有限公司是針對大型製

造業所設，重視的是以發行股份來換取資金，進而擴張規模。體現在

資本方面，就是偏好股東以現金、土地或廠房等抵繳股款，並鼓勵企

業保留資金，以備更新廠房、設備；而在組織方面，則需設置董事會

並遵循繁複程序召開各種會議，這主要是因為股東人數眾多，若不如

此便無法強化治理。然至知識經濟時代，凡此種種皆已無法滿足企業

對技術及人才的渴求，以及微型創業的需要。可以說，在知識經濟時

代，決勝千里的不再是資本，而是知識，鼓勵創新並將之商業化，早

已取代快速募集資金，成為股份有限公司的首要目標。是以，昔日琅

琅上口的股份平等、自由轉讓以及所有經營分離等原則都被裂解，反

映「資合」到「智合」的變遷。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櫃前，都是從創業開始。創業團隊有創新概念、

技術或模式，但缺乏資金，而且最怕的就是被資金提供者「吃掉」（傳

統公司法對資金提供者有利）。創業團隊希望能掌握經營，因為自己

對概念、技術或模式有最深刻的了解，也最具願景。縱然公司歷經多

輪融資（即不同創投、天使或他人在不同時間注入資金），創業團隊

希望仍能維持經營權，並能在公司最後成功上市櫃，或被大公司買走

時，分享相當比例的經營成果。同時，股份若可自由轉讓，代表他們

需時時面對新的投資人重新磨合，無端耗費原可用於經營公司的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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