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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近年來經濟環境變遷甚劇，致經營不善的危機公司層出不窮，

聲請重整公司家數驟然增加。聲請重整公司中，有企圖公司更生而聲請

重整者，亦有為阻止債權人行使權利而聲請重整者，而重整制度設計之

目的，在使真正需要重整的公司得藉重整制度而更生，避免重整制度遭

濫用。 我國公司重整制度偏重於公眾關係及社會秩序安寧之維護，公司



法於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修正，已改善若干重整制度缺失。而本文則以

經濟觀點、比較法學、個案分析三個構面，交叉分析我國公司重整制度

尚存之缺失，就上述修正條文提出再修正建議。 以經濟觀點而論，分別

就資訊不對稱與逆向選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重整效率三方面加以分

析。研究結果認為：應於重整人之選任與更換、重整計畫之可決、重整

計畫之認可方面，加強誠信條款之適用，以避免資訊不對稱與逆向選擇

問題；又以未違反誠信原則之原公司負責人擔任重整人、公司稅賦遞延

優惠、重整人報酬部分提存、簡化重整人損害賠償求償程序等方式，製

造降低重整成本之誘因；另朝建立重整准駁判斷依據及縮短重整時程等

方向，提升重整效率。 以比較法學而論，就美國、日本、我國之公司重

整法制綜合探討，研究結果認為：就公司重整適用對象、專業法官設

置、重整前協商、自動停止之效力、擔保物權人之保護、重整計畫可

決、重整計畫認可、重整計畫認可後之變更、賦稅設計、新資金保護、

關係人會議誠信原則適用等方面，美日立法例有值得仿傚之處。 以個案

分析而論，就本文所列八個案例中，整理出若干改進之處：訂定重建更

生可能之具體判斷標準、原公司負責人擔任重整人誠信原則之限制、重

整監督功能之發揮、原公司負責人財產保全制度之建立、臨時管理人之

設置、重整裁定前債權人協商制度、社會財富極大化目標考量、新資金

優先受償之保護、破產前和解制度之運用、重整計畫認可後變更之規範

等。 最後基於經濟觀點、比較法學、個案分析三個構面分析所得之結

論，在現行公司法架構中，提出具體修正條文建議，以落實本文研究成

果。  

摘要

(英) 

ABSTRACT Due to the rapidly economic environment, there are lots of 

companies fallen into financial distress then applying company restructuring. In the 

companies that apply company restructuring, some are truly seeking helps to 

rebuild their businesses, but some are declaring restructuring only to avoid legal 

actions taken by creditors. The purpose of company restructuring is to help those 

companies that need to revitalize their business instead of a tool for companies to 

compete against creditors or investors. The regulations of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system in our countries put emphasis on public relations and market stability to 

ensure our national security. Corporate Law revised on November 12th, 2002 has 

improved some problems of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ompany structure regulation in our country by the aspects of economic view, the 

law of comparison and case study to illustrate the undiscovered imperfections of 

our present system of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and then to provide some revising 

suggestions. From an economics point of view, there are three critical issues that 

need to be examined: asymmetrical information & adverse selection, minimizing 

transaction costs, and enhancing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efficiency. Research 

analysis has shown that if the reorganization manager and the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proposals are carefully reviewed and selected, then asymmetrical 

information & adverse selection can be avoided. Furthermore, having subsidization 

policies, deposit of reorganization manager and simplification of the procedures to 

request damage expenses can reduce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cost? Establishing a 

standard to allow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careful, yet expedited screening of all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phases will maximize the efficiency. As to the law of 

comparison, the result from the study on system of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hows that it is a better idea to utilize the following 

methods: professional judge、prepackaged reorganization、automatic stay、

protection of prior creditor、creditor agreement of restructuring proposal、

approval of restructuring proposal、revision of the approved restructuring 

proposal、subsidy institution、new capital protection、justice of creditor 

decision . With all these implementations to our current system of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the law will be well executed. After carefully examining the 8 cases 

listed in the following essay, I have sorted out some issues which should be 

underlined and put into consideration to improve our current system of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First of all, setting up criterion of corporate regeneration; secondly, 

the honesty limitation of the original manager and the property injunction of the 

original manager；thirdly, the placement of the temporary trustee and workout 

prior to filing bankruptcy. Last but not least, the concern of maximization the 

society wealth ,the protection of the new capital, the settlement prior declaring 

bankruptcy, revision of the approved restructuring proposal etc. Finally,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y, law of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case studies, I 

have concluded the points suggested in this report in order to achieve an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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