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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版序 

本書於1996年夏天初版上市，承蒙讀者不棄，修訂已達十二版。

本於多年教學經驗，本書在撰寫體例上以重點整理搭配讓讀者牛刀小

試的測驗題，或者供讀者思考的國考申論試題，都有助於讀者的學習

並掌握國家考試重點。作者出版本書初衷，希望透過法律體系的建

立，重要實務見解的整理，再輔以國家試題演練，協助讀者迅速掌握

公司法全貌。公司法頒布施行以來，歷經數次修法，本書自2001年也

多次修訂改版。此次修改，刻意將艱深晦澀難以直接理解的法律文字

轉換成較淺顯易懂的文字，但援引學者的學術著作或期刊文獻，必須

如實終於作者原有文字，不宜更動。 

2018年大幅度修法前的公司法修正草案，包含行政院版及民間學

者版，差異甚大，引起各界關注。經濟部在北、中、南召開七場公聽

會，立法院亦有兩場公聽會，傾聽工商業界及律師、會計師、記帳

士、稅務代理人等各專業人士提供的修法建言，爭議性議題引爆諸多

爭論，寫下修法史上最罕見的一頁。 

2018年11月1日新法生效，個人亦在同年12月底出版了另一著作

「新公司法」，整理新公司法在實務操作上的運用。由於網路社團及

LINE群組的交流甚為忙碌，個人實在難以一己之力修訂出版已逾二十

年的「公司法精義」。江山代有人才出，90年代聽我講授公司法及民

法課程的黃琪媖女士，曾經考取會計師，執業兩年後改任公職，並積

極進修，在名校法律研究所專攻公司法，取得法律碩士學位；今

（2020）年辭去公職後，站上她所熱愛的教學舞台作育英才。因我們

師生二人情誼甚久，稍作商議迅即達成共同修訂的協議。 

歷經年餘的辛勞，兩人合作的修訂版終於定稿付梓。本書得以再

版，特別要感謝元照出版公司的盡心協助；博士班指導教授，前大法

官王澤鑑博士再三叮囑，有志於鑽研民商法的法律人，除了必須熟悉

民法請求權的基礎，更應具備財經方面專長，故而再三鼓勵本書的修

訂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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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學識淺薄，財務金融領域知識、經驗尚在學習摸索階段，但

恩師誠摯殷殷教誨，銘記於心，不敢稍有懈怠，雖已延遲多時，終究

完成了修訂工作。受限於個人學識，本書錯漏之處在所難免，尚期方

家不吝賜正。 

寫作出書除了細心，更須有耐心，箇中滋味非一般人所能體會，

若無家人支持、忍受，本書修訂改版更加遙不可期，特別感謝家人長

期的包容並給予最大精神支持！每本書籍完成總有行銷的問題，近兩

年得助於網路上的貴人，永遠無所求的義工Blaze Guo郭韋成先生，幫

忙宣傳無微不至，實在不知何以回報，只能期待第二次的午茶歡敘。

書稿付梓之際，總會想起在天上的父母，他們辛勤的撫育栽培，讓一

個不善於種田的農家子弟轉變成文字自耕農，從事法學教育工作，付

出了一生的心血，這是人世間最偉大、可貴的親子之愛，願以此書獻

給他們。 

陳連順  
於2020年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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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版序 

一個非法律系的會計人從學習法律，到教授公司法、稅法等課

程，進而取得法律研究所學位，回想多年來學習過程，要特別感謝引

領我進入法律領域啟蒙恩師──陳連順老師。在準備會計師國家考試

時，很幸運的成為陳老師教授公司法的第一屆學生，老師注重基礎觀

念的建立，輔以實例的教學，帶領會計人學習法律正確態度，不再以

為法律只是冷冰冰的法條。 

取得會計師執照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數年，對於日以繼夜的工作

生活造成身心的失調，當同事邀我一起報考公務人員，考量自己會計

的專業及對於法律的興趣，選擇財稅行政類科，再次跟著陳老師學習

民法，更奠定我的商法基礎，得以順利進入國稅局。 

任職國稅局間，負責營利事業所得稅審查作業，面對的是公司、

事務所的專業人士，突顯公務人員依法行政的重要性，而萌生進修法

律的想法，進而就讀政治大學法律系碩士在職專班。因為對於商法的

興趣，一開始便想寫公司法相關的論文，而有幸成為林國全教授的門

生，林老師教導學生學習法律要有思考及批判的能力，衝擊過去學習

會計所堅持的穩健及保守原則，讓我升級為法律人。 

我國是採民商法合一，觀諸自己學習公司法及民法的過程，是以

考試為導向的顛倒順序，為導引學習商法的正確觀念，本書先介紹學

習公司法前應具備的民法基礎，逐步打底後，再依公司法的傳統體例

依序介紹，並說明2018年8月公司法重要條文的修正理由。另針對爭議

性問題，加入經濟部與法院的實務見解，以及學者的見解，協助讀者

瞭解及掌握考試的重點。此外，值得深入討論的主題，則置於本書最

後的附論，利於循序漸進的學習方式。 

本書主要的適用對象為準備國家考試的讀者，所以各節以精選的

歷屆申論題作為開始，引導出該節重點，中間輔以選擇題的演練，最

後以精選試題的詳解作為結束，增進答題的要領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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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公司法及稅法是人生美麗的意外，也激發我對於教學的熱

忱，而持續教學近十五年餘，因適逢公司法大幅修正，承蒙陳連順 

老師的信任，當老師詢問我是否願意協助改版本書時，倍感責任重

大，決定辭去公職，專心教學及修改本書。本書可以順利改版，感謝

陳老師的指導及元照出版公司的鼎力協助，最重要的是，家人的支持

與好友的鼓勵，願將一切榮耀與您們分享！ 

黃琪媖 謹誌  

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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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 論 

第一節 民法的重要性 

一、民法與公司法 

公司法是商法，我國採取民商合一制，商法未規定之事項，適用民

法規定。學習公司法，必須先對民法所規範的重要基礎知識有所瞭解，

方能掌握司法判決及行政主管機關函釋以民法規定處理公司法未規定之

事項。已經熟悉民法思維及實例演練的讀者，本章第一、二、三節可以

略過。但是對於未受過民法基礎訓練的讀者，本書強調民法的重要性，

例如： 

公司是法人 

公司是法人，負責人由自然人或法人指派的自然人擔任。法人、自

然人是權利義務主體，具有權利能力、侵權行為能力，必先有基本認

識。 

公司負責人為代表人 

公司負責人為「代表人」，但實務上經常以「法定代理人」稱之。

公司負責人逾越權限，涉及無權代表，民法就此如何規範，應先深入理

解，實務上常以類推適用「無權代理」規定處理之（詳參本節段落七之

說明）。 

代表公司之股東，原則上不得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法律 

行為 

公司法在無限公司、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均有相同意旨之規

範（公§59、§108準用§59、§223）。但違反此種「自己代表或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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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法精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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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之規定，效力如何？公司法並無規定，必須探討民法第106條及

第170條之規定，參酌學說及實務上之相關函釋。 

連帶債務之觀念及相關規定 

不論在民、商法規的學習或各類型契約中頗為常見。公司法就無限

責任股東或公司負責人執行業務侵害他人的侵權行為，乃至監察人迨於

制止董事（會）違法行為，均設有連帶負責之規定（公司法第2條第1

款、第23條第2項、第218條之2第2項、第224條、第226條參照）。究竟

民法對於連帶債務人之外部關係及内部分擔、求償等事項如何規定，初

學者應有基本認識。 

二、自然人 

法律上所稱人格，是指可以享受權利負擔義務的資格，又稱為權利

義務的主體，只有自然人與法人享有此項資格。 

自然人的權利能力 

權利能力，是指法律上得享受權利、負擔義務的資格或地位。自然

人的權利能力始於出生（民§6）。胎兒尚未出生，依民法第6條規定，

本無權利能力，但民法第7條規定：「胎兒以將來非死產者為限，關於

其個人利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此為例外。已出生的自然人，縱

使腦部受傷成為植物人，仍具有權利能力。 

人飼養的寵物，如貓、狗、魚、鳥等，我國民法以之為「物」，乃

權利之客體，自不具有權利能力。 

 

牛刀小試 

◎ 某億萬富婆在遺囑中將1,200萬元之遺產留給自己之寵物狗。請問依

我國法律規定，狗可否接受遺產？ 可以 不可以 由繼承人

決定 由法官決定。 （102年司法官一試）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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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章 序 論   

自然人的行為能力 

我國民法上所稱的行為能力，專指得獨立為有效法律行為，從而享

受權利負擔義務之能力（資格）。換言之，得以自己的意思表示，使其

行為發生法律上效果（權利義務效果）的資格。關於自然人之行為能

力，我國現行民法區分為下列三種人： 

完全行為能力人 

成年人：滿二十歲為成年（民§12）。成年人有完全行為能力。 

未成年人已結婚者：亦有完全行為能力（民§13Ⅲ）。 

應注意的是，立法院院會於109年12月25日三讀通過「民法部分條

文修正案」與「民法總則施行法增訂第三條之一」配合修正案。前開現

行民法第12條規定：「滿二十歲為成年。」修改為：「滿十八歲為成

年。」並將訂婚年齡修改為十七歲（民§973），結婚年齡修改為十八

歲（民§980），現行法第13條第3項規定:「未成年人已結婚者，有行

為能力。」予以刪除，修法理由表示：「因應第十二條將成年年齡修正

為十八歲，以及第九百八十條將男、女結婚年齡修正均為十八歲後，民

法成年年齡與男、女結婚年齡一致，爰配合刪除本條第三項有關未成年

人已結婚而取得行為能力之規定。」此外，本次修法刪除第974條、第

981關於訂婚、結婚應得法定代理人同意之規定1，相關法律將自112年1

月1日開始實施。 

限制行為能力人 

滿七歲之未 成年人，未 結婚者，有 限制行為能 力（民§13Ⅱ、

Ⅲ）。限制行為能力人並非完全欠缺行為能力，亦非有完全之行為能

力，乃行為能力受限制之人，原則上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應得法定

代理人之允許（民§77本文）。但不無例外，例如純獲法律上利益，依

其年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之法律行為，均不須法定代理人之允許

（民§77條但書）。 

                                                        
1  彭琬馨，立院三讀通過下修民法成年年齡 滿18歲可自主結婚，自由時報，

2020 年 12 月 25 日 ，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392270
（瀏覽日期：2020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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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輔助宣告之人就重要行為準用限制行為能力人之規定。民法第15

條之2規定，受輔助宣告之人，就該條第1項各款所列重要行為，除純獲

法律上利益，或依其年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外，應經輔助人之同

意，於未得輔助人同意而為重要行為者，準用同法第78條至第83條及第

85條有關限制行為能力人之規定。 

無行為能力人 

乃絕對不能為有效法律行為之人。法定的無行為能力人包含： 

未滿七歲之未成年人，無行為能力（民§13Ⅰ）。 

受監護宣告之人無行為能力： 

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義：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不能為

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不能辨識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經一定人之

聲請，由法院為監護之宣告而成為無行為能力人。 

監護宣告之效力：民法第15條規定，受監護宣告之人無行為能

力。縱使其精神狀態已回復正常，但於未撤銷宣告前，仍為無行為能力

人。惟精神既已回復常態，具有識別能力，自有侵權行為能力（民§

187）及債務不履行能力（民§221準用§187）。此外，民法第1110條

規定，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置監護人，此為「法定監護制」，值得注意的

是，鑑於我國於107年已進入高齡社會，隨著高齡人口的增加，須有更

完善的成年監護制度，現行成年人監護制度係於本人喪失意思能力始啟

動之機制，無法充分符合受監護人意願，民國108年6月21日施行的「成

年人意定監護制」2，在本人之意思能力尚健全時，本人與受任人約

定，於本人受監護宣告時，受任人允為擔任監護人，以替代法院依職權

選定監護人，使本人於意思能力喪失後，可依其先前之意思自行決定未

來的監護人，較符合人性尊嚴及本人利益，並完善民法監護制度3。 

無意識或精神錯亂之人：民法第75條後段規定，雖非無行為能力

人，而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識或精神錯亂中所為者，亦無效。但應注

                                                        
2  民法第1113條之2至第1113條之10。 
3  法務部，立法院三讀通過民法意定監護制修正草案：自己的監護人自己選，

2019年5月24日發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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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民法第996條規定：「當事人之一方，於結婚時係在無意識或

精神錯亂中者，得於常態回復後六個月內向法院請求撤銷之。」 

 

牛刀小試 

◎ 乙女被甲男灌醉，在無意識狀態中完成結婚登記，針對該婚姻當事人

得如何處理？ 乙女得以酒醉無意思能力而主張婚姻無效 乙女

得於常態回復後6個月內請求撤銷婚姻 甲主張二人無結婚合意訴

請婚姻無效 乙女不得撤銷。該婚姻僅得向甲主張損害賠償。 

 （100年司法官一試） 

解答  

受監護宣告與輔助宣告 
自然人受「監護宣告」與「輔助宣告」不同，說明如下： 

監護宣告 

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不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

不能辨識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經一定人之聲請，由法院為監護之宣告

而成為無行為能力人。受監護宣告之人，無行為能力（民§15）。 

輔助宣告 

乃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

辨識其所為意思表示效果之能力，顯有不足者，經一定人之聲請，由法

院為輔助之宣告後，於為重要之法律行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之人。受

監護宣告之人應置監護人（民§1110）。 

 

牛刀小試 

◎ 下列何人無受輔助宣告之實益？ 六十五歲以上之老人 成年且

結婚者 未成年人且未結婚者 未成年人已結婚者。 

 （101年地方特考三等—財稅行政、法制、商業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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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自然人的責任能力 

對於不適法行為（侵權行為及債務不履行）負責的能力，即為責任

能力，包含如下兩種： 

侵權能力 

民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無行為能力人或限制行為能力人，不法

侵害他人之權利者，以行為時有識別能力為限，與其法定代理人連帶負

損害賠償責任。行為時無識別能力者，由其法定代理人負損害賠償責

任。」 

所謂「識別能力」，係對於自己行為或其效果，能正常判斷、識

別及預期的精神能力，亦稱為「意思能力」。關於識別能力，我國民法

第187條雖以識別能力為侵權能力之基礎，但未設定義，學者認為可解

為係認識其行為的不法或危險，並認知應就其行為負責的能力4。但有

識別能力，仍須具備民法一般侵權行為（民§184）之要件，始有民法

第187條之適用。 

無識別能力者，固無行為能力；無行為能力者，則非必無識別能

力，例如受監護宣告之人於精神健全時之狀態，或未滿七歲之孩童，亦

可具有意思能力。識別能力之有無，應就各個行為具體加以認定5。 

債務不履行能力 

民法第221條規定：「債務人為無行為能力人或限制行為能力人

者，其責任依第一百八十七條之規定定之。」是債務不履行能力之有

無，亦以行為人於行為時實際上有無識別能力為斷。 

受監護宣告之人的能力 

受監護宣告之人，無行為能力（民§15）。縱使其精神狀態已回復

正常，但於未撤銷宣告前，仍為無行為能力人。惟精神既已回復常態，

                                                        
4  王澤鑑，「侵權行為法」，2010年3月版，第476頁。 
5  同前註，第475-4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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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識別能力，自有侵權行為能力（民§187）及債務不履行能力（民

§221準用§187）。 

 

牛刀小試 

◎ 輟學在家之15歲少年甲騎乘腳踏車外出時，不慎撞傷路人乙，致乙身

體受有傷害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原則上甲應與其法定代理人

丙連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僅甲之法定代理人丙應對乙負損害賠償責

任 僅甲本人應對乙負損害賠償責任 因甲未成年，乙應自行承

擔所受損害。 （100年地方特考四等—財稅行政） 

解答  

三、法 人 
公法人 國家、地方自治團體、農田水利會（水利法第12條第2項）。 

私法人 

 

社 團

營利

社團

依特別法設立者： 
公司法（準則主義）。 
銀行法（許可主義）：適用於一般銀行。 
中央銀行法、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例（特

許主義）：僅適用於中央銀行法、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有學者認為是營利性社團（王澤鑑），

但亦有學者認為是公益社團（林誠二）。 

非營利 
社團

公益社團： 
依民法設立者（許可主義）。 
依特別法設立者，如農會、工會、商會、漁會、

各種同業公會（強制主義）。 
非公益非營利社團（中間社團）： 

如同鄉會、同學會、宗親會、俱樂部。依民法規

定，無須主管機關許可，但有學者主張依人民團

體法第8條第1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財 團 

（公益法人）

依民法規定設立者（許可主義）：如寺廟、文教

基金會、慈善團體。 
依特別法設立者：如輔仁大學係依私立學校法設

立者（許可主義）、工業技術研究院依工業技術

研究院設置條例設置者（特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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