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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民國 90 年 11 月 12 日總統令公布公司法第 12 次修正後之新法，其大幅

度之修法內容使公司組織運作、資本結構及資金供給、經營架構調整、

行政監督、成本精簡及效率提升等等，以去管制化及促進公司經營活性

化為基本方針，大刀闊斧更動了原本與實務脫節的規範內容，其中對於

增修現物出資之部分規定，更是引起學者不少的爭議。 現物出資和金錢



出資並列，都是社會的資金集中的機構即股份公司資本的形成，並擔負

重要的地位這是不爭的事實。儘管就現物出資而言，同時具有危險性及

重要性，但是從正面觀之，不難發現現物出資制度的採用，其實是一項

精心的作品。但是，對現物出資問題點的研究，國內學者甚少論及於

此。就現物出資的問題，是否已經全都有解決的方法？又就現在的經濟

社會而言，就現物出資是否已經不會產生任何的問題？是否不只有單純

表面化的問題？似有加以研究之必要。 在全部關於股份公司的現代立法

之中，可以發現日本商法就現物出資法條規定嚴格的規則，這是因為從

過去的歷史觀之，有許多弊病的發生都是因為現物出資所引起；而日本

於平成 17 年 7 月 26 日以法律第 86 號新制定之公司法，已將公司的相關

規定從商法中獨立出來，惟其尚未施行，且該法就現物出資部分雖與現

行商法規定差異不大，是本文依日本現行商法之規定，並輔以新制定之

公司法（尚未施行）之規定，從比較法之角度，就現物出資之主體、標

的範圍、估價、監督及履行等可能出現之問題，作一比較分析。 本論文

名為「現物出資之研究」，計分 7 章，凡十萬餘言，本文內容計 148

頁，茲將各章要旨略述於下： 第一章 說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並

將本文之研究範圍限定在「股份有限公司」上，最後再略述本論文之研

究方法。 第二章 說明現物出資之意義及現物出資與資本原則有何關係，

何以對於現金出資與現物出資，公司法設有不同之規範。 第三章 就我國

公司法及日本商法於公司設立時、發行新股時，對於現物出資法規範之

必要性、現物出資事項是否應記載於公司章程上、得為現物出資之主體

是否應加以限制等事項之異同。 第四章 得成為現物出資標的之種類，就

我國公司法之法解釋上究有無限制，修法前後其範圍究為如何，與日本

商法或歐美法之規定有何異同，其優缺點為何。 第五章 我國現物出資制

度之現狀有何缺點，現物出資標的應如何為適正之評價及如何之監督機

制，始能防止弊端之發生；日本商法對於現物出資標的之評價及監督機

制為何，是否能有效防止以現物出資時，弊端之發生。 第六章 現物出資

應如何履行，其履行之時點、方式及內容是否應有明確之規制，我國公

司法之規定是否完備，實務操作上是否易生糾紛，日本商法就此部分有

何規範，與我國公司法之規定有何異同或優劣。 第七章 綜合上開各章所

提及之問題，就本文之論點，提出所以為之見解及就我國公司法現行之

規制，提出建議，以供爾後修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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