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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共分六章，有關各章之內容，簡述如次： 第一章緒論。簡述我國

經濟結構已呈現集團化之趨勢，經營方式則採多角化策略，乃有立法規

範「關係企業」之必要。基於現行公司法，係以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四規

範關係企業不合營業常規之經營，作為之立法重點 ，乃以此作為研究之

課題。 第二章關係企業之範疇。先確立關係企業之定義和範闈，以便析

論關係企業不合營業常規之經營的要件。因為本專章係參考外國立法例

所制定 ，並「採取低度規範」的方式完成立法，爰簡介外國立法例，並

針對現行法之疑義提出評論。 第三章控制公司之損害賠償責任。關係企

業乃相互依存、互為協調的緊密結合體，因為追求整體利益，難免由控



制公司對從屬公司行使控制之影響力，致損害於從屬公司股東及債權人

之權益，現行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四，則明定控制公司之損害賠償

責任。故根據條文逐一分析其要件 ，然後探討其適用上之盲點。 第四

章不合營業常規經營之類型。按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四援引所得稅

法第四十三條，而使用上述用語。但仍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有賴於對

實際案例之研判，歸納出具體類型及其判斷標準。 第五章析論不合營業

常規之預防規制。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八持股通知義務，及第三百

六十九條之十二編製報表義務，既可使關係企業之資訊透明化，復有助

於不合營業常規之事前預防和事後追究，一併析論。 第六章結論。本論

文雖以公司法三百八十九條之四作為研究重點，但在撰寫過程亦產生許

多疑義和心得，不適合在前述各章節中論敘，乃移至本章說明，並作總

結。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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