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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版序 

2015年9月1日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專節開始施行，為我國公司

法發展歷史上一大轉捩點，從該時起正式宣告我國法下，所謂股份

有限公司不再是一個典型的資合組織，股份有限公司與傳統上認為

具鮮明人合色彩之有限公司，其間差異正因專節設計逐步消失，從

而全面衝擊我國公司法基本架構。 

2018年8月1日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將大部分原專屬閉鎖性公

司的彈性設計，擴及適用於一般股份有限公司，例如複數表決權特

別股的發行，以及得以章程限制此類股份之轉讓，無疑使股份有限

公司「資合」色彩進一步逐漸被淡化。 

然而，研究閉鎖性公司架構仍有其重要性，本次改版除了納入

2018年最新修正條文，並帶領讀者深入了解2018年公司法修法某些

重大改變的緣由（多係源自閉鎖性公司）；另一方面，因閉鎖性公

司的「閉鎖性」仍遠逾一般公司，近年被大量使用於家族企業之世

代傳承，實務上之重要性與日俱增，故本次改版特別新增虛擬案例

章節，透過案例說明閉鎖性公司於實務上之運用情境及可能產生之

風險，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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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2015年9月1日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專節的施行，使得我國公司

法規定中的股份有限公司的類型一分為二。藉由專節的體例與設

計，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得以排除公司法中對於「非閉鎖性股份有

限公司」的部分規定的適用，在股東出資型態、特別股與公司債的

發行、表決權拘束契約等面向上，擴大企業自治的範疇，以期有利

於新創公司與中小企業的經營。 

此一專節的施行，引起企業界的高度重視，此也使得條文解釋

適用上的疑義釐清，成為當務之急。主管機關雖已在網頁上開設

「閉鎖性公司專區」，對於許多問題提供說明與解答，惟若能從立

法背景上、比較法上正確理解我國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的定位，並

對專節條文的優劣得失能有正確理解，應更有助於有效因應未來可

能出現的更多問題。著眼於此，乃有創作本書的想法，由各作者分

別負責專節內數個條文，不僅對於立法理由、相關的比較法加以介

紹，也提供條文的評析，供讀者參考。 

為能快速因應新法之施行，本書的出版力求時效，但倉促之中

不免有所錯誤疏漏，尚祈各界先進不吝指正。 

作者特別感謝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碩士生張雅涵、顏薇珊、  

陳偉辰三位同學協助收集彙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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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正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專節總評 

2015年9月1日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專節開始施行，在我國公司法發

展歷史上，為一大轉捩點，從該時起正式宣告我國法下，所謂股份有限

公司不再是一個典型的資合組織。事實上，股份有限公司與傳統上認為

具鮮明人合色彩之有限公司，其間差異正因專節設計逐步消失，從而全

面衝擊我國公司法基本架構，也就是四種類型公司分別因其人合資合程

度的不同，而異其組織型態。本文從這個角度出發，分為三大部分，第

一部分從公司法的歷史沿革上探討資合特質日益被淡化的原因；第二部

分則探討專節如何從根本上顛覆股份有限公司資合的特質；第三部分則

分析專節的設計在理論及實務上會產生哪些問題。 

雖然，2018年公司法修正，已將大部分原專屬閉鎖性公司的設計，

擴及適用於一般公司。換言之，閉鎖性公司特色已遭淡化，和非閉鎖性

公司距離亦日益接近。但，研究閉鎖性公司架構仍有其重要性，一方面

可以深入了解2018年公司法修法某些重大改變的緣由（多係源自閉鎖性

公司）；另一方面，因閉鎖性公司的「閉鎖性」仍遠逾一般公司，近年

被大量使用於家族企業之世代傳承，實務上之重要性與日俱增。 

壹、淡化資合特質的歷史演變 

在實務上，雖然我國股份有限公司家數高達十幾萬家，但這些公司

其實絕大部分是家族企業，自始至終具備「閉鎖」的特性。換句話說，

離公司法所設計的股份有限公司，以資合為本，股份自由轉讓，股東雖

然來來去去，但所有與經營分離，公司是由專業者經營的模式，相去甚

遠。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2001年修正公司法的時候，部分取消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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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發行股票的規定。由於家族企業本來股份都由家族成員持有，也

甚少變動，根本沒有發行股票的必要，該次修法所以只要求資本額達一

定金額以上的公司才需要發行股票
1
。但給予股份有限公司資合特性

（向多人集資，故大部分呈現所有與經營分離的現象）致命一擊的是，

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的引入
2
。雖然學者激烈辯論此意涵

3
，且法律對該種

型態的公司有特別規範
4
，似乎這只是一個適應特別需求的極端例外。

但不可否認的，自此開啟淡化資合色彩的濫觴。總的來講，法律雖然認

為股份有限公司「應該」是一個資合組織，但面對現實層面，家族企業

的人合本質，以及外資對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的需求，也不得不在基本架

構上做出相應調整。 

閉鎖股份有限公司專節則因專注「閉鎖」，徹底顛覆資合的特性。

舉例來說，由於強調股東間緊密關係（即人合），專節要求該類公司之

章程必須限制股份轉讓
5
。相對而言，非閉鎖公司，就是專節訂定前的

一般股份有限公司，即不得以章程禁止或限制股份轉讓
6
。又因閉鎖性

公司看重的是股東個人，對公司營運能做出的貢獻，該類公司的股東也

被准許以信用或勞務出資
7
；相對的，非閉鎖公司原則上股東只能用現

金出資
8
。因此，在權力配置上，閉鎖性公司所有和經營高度重疊； 

                                                        
1
  2018年修法前公司法第161條之1第1項。 

2
  公司法第2條第1項。 

3
  廖大穎，一人公司的問題現況及修法方案之研究，經社法制論叢，39卷，

2007年1月，頁1-46。 
4
  公司法第128條之1，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之一人股東限於「政府或法人」，企
圖在某程度內維持「一人」公司的獨特性，自然人仍不能自由設立一人公

司。又例如股東會為董事會取代，營造開會不僅一人出席的假象。 
5
  公司法第356條之5第1項。 

6
  公司法第163條第1項本文。但2018年公司法修正，允許一般股份有限公司針
對特別股以章程限制其轉讓（公司法第157條第1項第7款），但普通股仍不得
以章程限制。 

7
  公司法第356條之3第2項。本允以信用或勞務出資，但因信用缺乏客觀定義及
衡量基準，2018年修法時仍僅允勞務出資。 

8
  公司法第27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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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閉鎖公司，其業務幾乎都由董事會決定，股東會權力受到嚴重限 

制
9
。正由於閉鎖性公司其經營權往往集中於特定之少數股東，專節為

公司法首次准許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複數表決權特別股
10

，或股東間訂定

表決權拘束契約
11

。甚至可以說，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其人合程度，在

某層面還高過傳統人合的有限公司。例如有限公司之股東，非得全體股

東過半數之同意，不得將其出資之全部或一部轉讓於他人
12

，但閉鎖性

股份有限公司就股份轉讓之限制，可以規定的更為嚴格，例如需全體股

東（而非僅過半數）之同意
13

。 

這裡就牽涉到一個根本性問題，也就是為什麼准許「人合」的股份

有限公司？企業主假設想要創設典型人合組織，他可以設無限公司丶有

限公司乃至商號，法律為什麼還要給他股份有限公司此一組織型態的選

擇？在理論上來講，法律為什麼要區分四種類型公司，而且限定特定類

型係屬人合或資合，即需從頭檢視，此又涉及公司法的定位究竟是提供

多樣選擇，抑或是分門別類管制。不過，股份有限公司此一組織型態受

到青睞的最根本原因，恐怕與公司法無關，而與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享

有資本利得免稅待遇有關。這是因為稅法就證券交易所得停徵所得稅，

反觀有限公司股東轉讓出資，由於並非有價證券之轉讓，而屬財產交易

所得，需申報綜合所得稅。 

另外一個實務上重要的理由是，股份有限公司其股東真正身分享有

很大的隱私保障，但有限公司其股東名稱必須在章程上載明，成為公開

資訊
14

。至於為何制定專節賦予股份有限公司「人合」色彩，立法理由

謂目的是鼓勵新創及中小企業之發展，並因應科技新創事業之需求。最

                                                        
9
  公司法第202條。 

10
  公司法第356條之7第3款。 

11
  公司法第356條之9第1項。 

12
  公司法第111條第1項。 

13
  經濟部網站閉鎖性公司常用問答，Q3.1，http://gcis.nat.gov.tw/mainNew/ 

subclassNAction.do?method=getFile&pk=607（瀏覽日期：2016年4月1日）。 
14

  公司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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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講，就是希望有創新構思的人，能得到創投或天使基金資金的挹

注，開創事業活絡經濟。此類事業雖然最初都從人合出發，但終極目標

都是上市上櫃，自然希望採用股份有限公司，而非有限公司的組織型

態。而自從專節制定後，股份有限公司轉為完全中性，可以極度資合，

也可完全人合，當然也可以介於兩者之間。只不過在現行法下，極度人

合的股份有限公司，仍然要戴頂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的帽子罷了。 

但2018年公司法修正無疑使股份有限公司「資合」色彩進一步逐漸

被淡化，因本來專屬閉鎖性公司的彈性設計，絕大部分在該次修法後一

般股份有限公司也可採用，例如複數表決權特別股的發行，以及得以章

程限制此類股份之轉讓。事實上，閉鎖性公司因其「閉鎖」特性，最常

被家族使用作為控股工具，達到企業傳承目的，至於專節制定之初所設

想的新創事業，反而較少利用閉鎖性公司設計
15

。而家族企業之所以樂

於使用閉鎖性公司，除了此類公司得以章程限制股份轉讓外，也是因為

「閉鎖」性質，於司法實務上法院更易關注家族需求，給與此類公司叫

一般公司更大的自治空間。例如表決權拘束契約有謂應有時間上限
16

，

惟於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法院可能肯認家族成員間有協議權力如何分

配之必要，而就上限寬鬆認定。 

                                                        
15

 其中一個原因是閉鎖性公司涉及章程彈性設計，新創事業大多較無資力聘請
律師或會計師為相關規劃。在新創事業是二、三夥伴共同創業時，成功創業

是首要考慮，於此之前根本不用擔心股份轉讓於夥伴外第三人，因本不存在

轉讓市場。
 

16
 參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29號民事判決（按所謂「股東表決權拘束契
約」係指股東與他股東約定，於一般的或特定的場合，就自己持有股份之表

決權，為一定方向之行使所締結之契約而言。當事人締結之股東表決權拘束

契約，除符合公司法第175條之1、第356條之9，或企業併購法第10條規定，
依法為有效外，倘締約目的與上開各規定之立法意旨無悖，非以意圖操控公

司之不正當手段為之，且不違背公司治理原則及公序良俗者，尚不得遽認其

契約為無效。該契約之約束，不以一次性為限，倘約定為繼續性約束者，其拘

束其間應以合理範圍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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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合特質的規定 

一、股份轉讓限制 

為維持閉鎖的性質，限制股份轉讓是必要的，事實上，專節不僅要

求章程需要載明轉讓限制
17

，而且這是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的必要條 

件
18

。換句話說，倘若公司修改章程取消轉讓限制，這家公司也就不再

是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了，公司應變更登記為非閉鎖性公司，否則主管

機關可以處罰，甚至命令解散
19

。至於轉讓限制，限制方式相當多樣

化，但是只規定一定期間受到限制，例如3個月內轉讓需要得到其他股

東的同意，3個月後就可以自由轉讓，則不被認為是符合專節規定的限

制
20

。 

二、允許信用勞務出資 

依專節規定，股東出資除現金外，得以公司所需之財產丶技術或勞

務抵充，但勞務抵充之股數，不得超過公司發行股份總數之一定比

例
21

。目前主管機關係以3,000萬元為分水嶺，資本額3,000萬元以下的

抵充半數，3,000萬元以上為四分之一
22

。而且，為了方便股東以非現金

                                                        
17

  公司法第356條之5第1項。 
18

  公司法第356條之1第1項。 
19

  公司法第356條之13第3項及第4項。 
20

  經濟部104年12月29日經商字第10402137390號函：「依公司法第356條之1第1
項規定：『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指股東人數不超過50人，並於章程定有股
份轉讓限制之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最大特點係股

份之轉讓受到限制。倘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規定股東持有股份達所定限

制轉讓期間後即可自由轉讓者，與上開規定，尚有未合。」 
21

  公司法第356條之3第2項。 
22

  經濟部104年9月9日經商字第10402423740號函：「公司法第三百五十六條之
三第二項所稱一定比例，於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之公司，指勞

務、信用合計抵充出資之股數不得超過公司發行股份總數二分之一；於實收

資本額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之公司，指勞務、信用合計抵充出資之股數不得

超過公司發行股份總數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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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出資，相關立法說明中清楚記載，當會計師查核簽證資本額時，公

司無需檢附鑑價報告
23

。也就是說，只要股東彼此間對特定股東提出的

資產，包括如勞務等無形資產，其價值若干達成共識，就可以讓主管機

關登記了。這在在顯示股東的特殊條件，例如具備某些發想或巧思，都

對公司極為重要而可作為出資標的，其人合程度甚至已經超過有限公

司
24

。 

三、權力可以高度集中於特定股東 

閉鎖性公司專節是我國公司法第一次突破資合公司股東平等原則

（即一股一表決權），允許公司發行黃金股
25

或複數表決權特別股
26

。

2018年修法時，也被允許發行此類股份
27

。然而，閉鎖性公司和一般公

司相較，權力集中度仍略勝一籌：第一，可以發行當選一定名額董

「監」之特別股，而一般公司僅可發行當選一定名額董事之特別股
28

。

第二，一般公司在選舉監察人時，持複數表決權特別股之股東，其表決

權復歸一股一權，但閉鎖性公司無此規定
29

。換句話說，持複數表決權

特別股之股東被允許在監察人選舉，亦享有超高表決權之優勢。第三，

一般公司在董監選舉，必須採用累積投票制
30

，但閉鎖性公司可以章程

排除累積投票制
31

。也就是說，閉鎖性公司就董監選舉允許「贏者全

                                                        
23

  立法院公報，104卷54期，頁174。 
24

  2018年修正明文允許有限公司股東以對公司所有之貨幣債權、公司事業所需
之財產或技術出資（公司法第99條之1），但勞務出資仍不被允許。 

25
 公司法第356條之7第3款，對特定事項享有否決權。 

26
 公司法第356條之7第3款，一股享有複數表決權。 

27
 詳參見公司法第157條。 

28
 公司法第356條之7第4款、第157條第1項第5款。 

29
 公司法第157條第2項、第356條之7第2項。 

30
 公司法第198條第1項、第227條，累積投票制即比例代表制，詳請參閱方嘉麟
主編，變動中的公司法制：17堂案例學會《公司法》，元照，二版，2019年9
月，頁137。 

31
 公司法第356條之3第7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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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總的來講，閉鎖性公司透過特別股和章程設計，可以讓特定股東

決定所有董監人數，達到權力高度集中目的。 

事實上，最初版本還允許此類公司廢除董事會，由董事1至2人負責

公司經營；並且可以不設監察人，由非董事之股東行使監察權
32

，更是

使所有與經營高度合一，大幅傾向人合組織，只不過相關條款在立法院

時遭到刪除。 

參、專節產生的問題 

一、以專節作例外設計並不理想 

以資合人合為基準區分四種類型公司，自制定閉鎖公司専節後遭嚴

重破壞，惟以專節作例外設計並不理想，重新架構勢在必行。例如原本

無限公司，因公司所有基礎建築在股東的個人才能上，所以准許勞務出

資，結果以資合為原型的股份有限公司竟然也准許這種出資方式，而帶

有人合色彩的有限公司卻不允許這種出資型態。結果不但造成公司法内

部產生巨大矛盾，最大的問題是，閉鎖性公司必將被視為股份有限公司

的極端例外，根據原則從寬例外從嚴的法理，閉鎖性公司放寛一般公司

管制的各項規定，會被極度嚴格解釋，導致引進閉鎖性公司的原意──

增加公司自治空間，從而提供新創事業或中小企業營運彈性，被大打折

扣。 

二、轉換成本過鉅 

定義設計過嚴 

制定閉鎖性公司專節時，立法者充分明白專節規定顛覆公司法基礎

架構，為避免衝擊過大，乃以專節方式放寬管制，新創事業可以從設立

                                                        
32

  參公司法第356條之3第9項：「公司得不設監察人，非董事之股東，均得行使
監察權；其監察權之行使，準用第四十八條之規定。」https://talk.vtaiwan. 
tw/t/356-3/4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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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鎖性公司開始，等將來規模長大，再轉成一般公司。事實上這種立法

模式，已經是為因應鼓勵新創事業的急迫需求，因陋就簡採取的不得已

妥協，閉鎖性公司實質上成為股份有限公司的違章建築。未料在訂定專

節最後版本時，因強調人合特質，除股份轉讓限制外，又加上股東人數

不超過50人的要求，這使得原本的違章建築更搖搖欲墜。由於股東人數

往往也會基於特定事實變動，例如隨死亡而來的繼承，或破產而來的清

算拍賣，這使得一個公司何時喪失閉鎖性資格處於高度不確定狀態。 

當然，股東50人的上限要求似乎有比較法依據
33

，惟首先，其他國

家對50人的計算遠較我國彈性，例如新加坡將員工持股排除在50人計算

之外，這是因為此類公司，原始大股東多半就是公司員工，貢獻自己的

智慧技能，50人的限制是針對外部人，蓋若外部股東人數過多，不但人

合色彩被稀釋，而且越來越有公開募資的味道，因此加以限制。我國不

問股東身分，訂50人絕對上限，似乎是對閉鎖性界定的誤解。假設經營

團隊，包括管理行銷15人，財務5人，工程師40人，本身人數就已超過

50人，但應該絲毫不影響人合，也就是閉鎖性質。其次，也是最重要

的，國外對於閉鎖性公司股東人數「看起來」有人數上限（多屬英美法

系），惟此係成文法規定，給予符合規定的公司「便利」，可以來登記

為閉鎖公司；但法院判決上對於不符合成文法規定，或並未作此類登記

的公司，仍然實質審查該公司是否具有閉鎖性質，從而決定是否適用閉

鎖性公司相關規範
34

。換句話說，國外立法的人數上限，與其說是強制

規定，不如說是安全港條款，也就是倘若人數在上限內，原則上就肯認

是閉鎖性公司；但若人數超出上限，也不代表就喪失了閉鎖資格。 

轉換過程艱鉅 

如前所述，閉鎖性公司專節制定主要目的，是放寬管制鼓勵新創事

業。而這個目的，因為股份有限公司仍然被認為屬於資合，閉鎖性公司

                                                        
33

  立法院公報，104卷54期，頁172。 
34

  STEPHEN M. BAINBRIDGE, CORPORATE LAW 443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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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非常特殊的例外，則因例外從嚴解釋，致無法充分去管制化。但最

大的問題還在新創事業創業成功，想要上市上櫃時發現轉換為一般公司

難關重重。例如閉鎖性公司准許勞務出資，而且公司不用提出鑑價報

告，但在一般股份有限公司，因為資本充實原則
35

，必須證明每一塊錢

資本都有相對應的資產投入，並無灌水之嫌，如何證明幾年前的勞務出

資確屬「真實」，價值並未被高估，涉及鉅額成本（若非根本不可

能）。又例如複數表決權特別股，必須轉換至多一股一表決權，假設特

定團隊仍想要維持控制權，即涉及艱鉅之協商規劃，凡此種種成本的支

出，都會使得專節不能達成原先引進閉鎖性公司的目的。 

三、專節本身規定疏漏 

組織沒有反映人合色彩 

專節最初版本原有廢除董事會及監察人的設計，倘所有與經營合

一，本來董事會及監察人的設置必要性也不高。但最終版卻仍然維持此

二機關，這不但使得閉鎖性公司無從簡化內部組織，而且使得例如發行

複數表決權特別股等集權設計，效果大為減弱。假設閉鎖性公司仍然堅

守資合組織架構，所有與經營分離下的董事會優位原則
36

，賦予特定股

東黃金股或複數表決權特別股即無法達成原來設計目的，因為絕大部分

事項都是由董事會決定，根本不會提交股東會，則除非掌控董事會人

選，否則特別股並不會當然賦予股東某種控制權。 

未鉅細靡遺考慮公司法原有規定 

閉鎖性公司雖然是股份有限公司的特殊型態，但仍然屬於股份有限

公司，所以只要是專節沒有特別規定，原則上都要適用公司法關於股份

有限公司的一般規定，可是掛一漏萬，往往因為立法疏漏，導致在適用

上產生諸多困擾。例如閉鎖性公司得發行複數表決權股，但漏未明定股

                                                        
35

  公司法第156條第7項及第7條第1項、第2項。 
36

  公司法第20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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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會開會之定足數係以表決權數，而非股份數為準。考量公司法明定股

東會開會，需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過半數的出席
37

，則擁有

超高表決權數的特別股股東，仍須仰賴一定數目普通股股東的出席，以

湊成過半數「股份總數」。問題癥結在閉鎖性公司與仍強調「資合」色

彩的一般股份有限公司（雖2108年修正已部分淡化資合色彩）有本質上

的差異，根本無法在專節無規定時，逕行適用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一般

規定，顯示將閉鎖性公司作為特殊型態，於立法技術上頗值商榷。 

四、內部體系並非一致 

最簡單的講，閉鎖性公司人合色彩濃厚，專節藉由將之定位為特殊

型態的股份有限公司，藉此大幅放寬資合性質相關規定，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准許以章程限制股份轉讓。但，事實上專節所作的遠超過於此，例

如允許閉鎖性公司發行無面額股
38

，及可轉換公司債
39

，以及盈餘得於

期中分派
40

，這些都與人合或資合關係不大。純粹就理論而言，完全無

法解釋為何只有閉鎖性公司可以發行此類金融工具，又或者為何閉鎖性

公司的股東可以1年內獲發兩次股利，而一般股份有限公司卻無此彈

性。自立法說明可知，前述規定完全是為便利新創事業取得資金，若以

此出發，資合組織本來就強調資金之注入，則此類規定更應該適用於一

般公司，而非僅限於閉鎖性公司。可以說專節既納入了純粹人合規範，

例如限制股份轉讓，也同時融合了資合規定，例如新型金融工具（若無

面額股及可轉換公司債可稱「新型」工具），至此，不僅人合及資合的

區隔即必須重新思考；無可避免產生的矛盾是，倘若閉鎖性公司轉換為

非閉鎖性公司，理論上是朝向資合方向邁進，惟一旦轉換成功，反而可

                                                        
37

  公司法第174條。 
38

  2018年修法前公司法第356條之6第1項。2018年修法後所有公司均得採用。 
39

  2018年修法前公司法第356條之11第2項。2018年修法後一般公司亦得採用，
僅需經股東會決議（閉鎖性公司得以章程規定董事會決議即可）。 

40
  2018年修法前公司法第356條之10第1項。2018年修法後所有公司均得採用按
季分派盈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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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金融工具更加受限，不利於強調集資的資合。當然2018年修法大

幅沖淡了此種矛盾，因一般公司也被允許金融工具多元化及盈餘多次分

派。惟無論如何，公司法終將面對是否應持續以資合及人合區分四種類

型公司的終極問題。 

五、缺乏配套措施 

專節就引入各項全新設計，並非沒有思考配套措施。譬如閉鎖性公

司是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外殻，包裹一個封閉的人合組織，專節就規定中

央主管機關必須設閉鎖性公司網站，讓大眾辨識此類公司的屬性
41

。

但，仍有許多規範因為缺乏配套措施事倍功半，例如2015年引進信用勞

務出資。實證資料顯示，自從開放閉鎖性公司設立以來，採取信用勞務

出資的公司鳳毛麟角，原因就在缺乏整體規劃，甚或是選擇了錯誤的設

計。信用勞務出資絶不是法律容許，具備聲譽丶巧思或原創構想者就會

樂於使用，開創自己的事業。第一個要克服的難關就是稅務處理，以信

用勞務出資的，很可能公司還沒賺到什麼錢，在出資那一刻本身就要繳

納所得稅
42

。其次，需要克服會計處理的難關，勞務出資或許還有一定

規則可循
43

，信用出資不但信用本身難以定義，會計如何評價入帳更缺

乏客觀準則。這表示凡有信用勞務出資的公司，會計表冊難以製作，就

算勉強做了可信度也大打折扣。是則，要鼓勵產業創新，促進新創事

業，或許不能單純認准許信用勞務出資就可達到目的。事實上，2018年

修法刪除信用出資相關規定，僅允許一定條件下的勞務出資，也反映了

缺乏配套措施的彈性設計，實務界未必就會買單。 

                                                        
41

  公司法第356條之2。 
42

  財政部104年11月5日臺財稅字第10400659120號令。 
43

  經濟部104年7月30日經商字第1040241919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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