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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是目前學界及實務相當熱門之課題，

主要是因為目前企業發展蓬勃，資本額也日漸擴大，企業之發展動輒影

響社會經濟，且在部分大型企業發生掏空企業資產等等之弊案後，連帶

使社會經濟發展受到影響，使各界均意識到公司治理之重要性。 公司治

理之概念在國內外已有相當之研究，尤其在各國陸續發生金融及企業弊



案並引發一連串之金融及經濟危機後，各國對公司治理之觀念更加重

視。企業弊案之發生多肇因於企業之內部經營及外部客觀環境等因素所

造成，其中又以企業管理階層發生問題為主要之原因之一，且企業管理

階層一旦發生企業經營問題，往往引發企業嚴重之危機。對企業做有效

之監控，可以防止企業弊案之發生，減少股東之損害。本文主要以此為

出發點，自公司治理之角度，論述公司對董事之監控及董事對於公司及

股東應有之權責，並就股東對公司之監控機制加以分析，從董事與股東

角色定位之不同，論述兩者間之角色衝突與調和，藉以建構更有效能之

公司治理制度。 公司治理機制一般區分為內部監督及外部監督二種，本

文主要著重於公司董事與股東間監督機制之設計與調和，而外部監督因

屬於自公司機關外所為之監督，是本文對外部監督部分暫未加論述。本

文第二章中就公司治理機制及學理加以說明，從公司組織本質理論分析

權力分立理論及公司監督機制之設計，並探討我國目前公司治理制度之

概況，從制度設計、制度之特色及發展情形等不同角度觀點，論述我國

公司治理制度之相關規定。 現代企業經營形態逐漸改變，在企業所有與

經營分離原則下，公司經營者未必是握有多數股份之股東，組成公司董

事會之董事也相同，尤其在修正後公司法規定，董事不以擁有股份者為

限，所以公司對董事之監督，及董事對公司及股東應負之義務及責任等

課題，更相形重要。董事會決議決定公司之經營取向，握有公司之經營

大權，然因董事會之決策直接影響股東之權益，故在制度設計上應對董

事有相對之監控方式。就董事之權利而言，董事除組成董事會決定公司

之經營方針，執行公司業務外，對外代表公司，董事會之決策往往影響

公司及股東之利益，故為對董事之權力制衡，我國修正後公司法第二十

三條第一項特增訂有關「忠實義務」之規定，在忠實義務下，公司董事

於執行業務時，應盡最大之能力，積極、完全的為公司謀取最大利益。 

修正後公司法對董事之選任資格不以股東為限，公司得選任獨立董事，

一般認為獨立董事因未擁有公司股份，故較具獨立性，並得提供專業之

建議。目前我國實務上之做法是由財政部以部分核定之行政命令規範公

司應設置獨立董事，然此未經公司法等相關法律之授權，是否妥當，值

得研究。 股東為公司之出資者，公司經營之成敗直接影響公司股東之權

益，所以應賦予股東監督公司之權利，但股東並非公司之經營者，通常

也未具經營管理之專業，所以應賦予股東如何之監督權，一方面使股東

可以監督公司，另外又不至過分影響公司之經營，即如何調和股東與經

營者間之角色衝突，有深入探討之必要。 股東對公司一般性的監控權限

有查核、承認會計表冊及報告等權限，在公司發生重大虧損等情形時，

董事會亦應召集股東會向股東報告，對於不適任之董事，股東亦得透過

股東會之決議解任董事。本文第四章中即對股東之監督權做分析，比較

其他立法例與我國規定之異同。並就股東監督權中極重要之股東代表訴

訟、訴請解任董事等做論述，另分析單獨股東權之制止請求權規定之要

件，股東制止請求權在實務上運作，股東如何「事前」得知董事會之決

策及作為，而得以在事前制止，依現行規定，尚有改進之必要。 我國實

務上經常出現之公司治理問題，有交叉持股、董事欠缺獨立性、利益輸

送及內線交易等問題。交叉持股原有利於公司多角化經營及促進企業間

合作等優點，然如公司經營者為確保其經營權而為交叉持股，往往導致



經營者輕易操控股東會，並使公司資本空洞化等問題，修正後公司法雖

對交叉持股做限制，但在關係企業間仍可從在交叉持股情形，且持股比

例低於半數之公司間，即非公司法上所稱之控制與從屬關係，即不在禁

止交叉持股之範圍內，仍未完全避免交叉持股所可能產生之弊端。本文

以新巨群集團及東隆五金二間公司發生之經營弊端加以分析，藉以說明

該二家公司發生弊端之原因，並說明在公司治理制度不完備之企業中，

因經營者之不當決策，極易引發企業嚴重之危機，且部分公司因經營者

過度進出股市炒作公司股票獲取高額報酬，並以收購其他公司借殼上市

等方式，過度利用財務槓桿原理，導致企業承受極高之風險。 企業所有

與經營分離已為現實之情形，以往認為公司經營者持有公司股份，使股

東與經營者之利益趨於一致，可促使公司經營者在未自己追求利益之同

時，亦兼顧其他股東之權益。但目前公司之發展，公司規模日漸擴大，

公司股本及企業之市值亦越來越高，要求個別或少數人擁有多數之公司

股份，也較不可能，公司經營者亦未必有能力為了經營權而投入大量資

金去持有公司股權，故公司治理制度亦不得不建構在此分離現象下。就

目前而言，公司治理制度在我國之發展相當熱烈，但實務上之相關措施

不足，應同時修正，相關行政部門之權責應統一劃分，否則我國公司治

理制度目前部分制度分離及配套措施不足之情形，尚難以建構完善之公

司治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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