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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

) 

2006 年 11 月，國際知名私募股權基金凱雷集團宣布有意收購國內上市公司

日月光；2011 年 4 月，國內被動元件大廠國巨公司主要股東兼董事長陳泰

銘，與私募股權基金 KKR 合資成立的遨睿投資公司，宣布公開收購國巨的

全部股份並擬下市，私募股權基金的議題又再次在產、官、學界引起討論。

私募股權基金在歷經全球金融海嘯後，仍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

其影響力也擴及亞洲市場，對於整個金融市場的穩定性都可能造成影響，形

成系統性風險的情況下，台灣也難置身其外。在私募股權基金風光獲利和給

企業注入活水的背後仍有許多批評聲浪，例如高槓桿融資使企業資本弱化、

影響股東和勞工權益，又其結合管理階層之私有化下市影響更劇，甚至影響

國內股市。在企業需要資金挹注、政府希望外資進入增加競爭力，如何能兼

顧投資人或是股東的權益保障是相當重要的，期望能藉由本文提供一些思

考，促進我國私募股權基金之發展。 本文擬先藉由對私募股權基金的基本

概念介紹，分析其種類、組織形式、併購方式、投資運作模式、退出獲利模

式，透過多面的視角了解私募股權基金。接下來便進入議題討論，本文選定

三個和私募股權基金監理相關的議題進行研究。其一，私募股權基金的組織

形式，藉由觀察美國私募股權基金常用的有限合夥形式發展歷程，並分析大

陸新修訂合夥企業法中有限合夥之內容及實務上衍生的問題，再論及我國有

關有限合夥法增訂的必要性及有限合夥法草案之檢討。其二，私募股權基金

支持之管理階層收購所引發的法律問題，探索私募股權基金結合管理階層收



購的動機，並以股東權益保護為中心，從私募股權基金與管理階層接觸利益

衝突開始，到公開收購階段和接下來的合併階段，及最後公司下市時，檢討

我國現行的法規範對股東權益保護是否足夠。其三，私募股權基金的監督管

理，探討監督管理之目標和國際對私募股權基金監督管理態度的轉變。以英

美監督管理模式為基礎，再分析我國的發展及規範，以期對本土私募股權基

金的發展和外資私募股權基金來台投資時的監督管理態度提供一些建議。  

摘

要

(

英

) 

In November 2006, the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private equity fund Carlyle Group 

announced its intention to acquire domestic listed companies ASE; April 2011, Chen 

Taiming, the main shareholder and Chairman of the electronics component maker 

Yageo Corporation, joined with private equity fund KKR to set up Orion investment 

company, announced public tender offer of all the shares of Yageo and intended to go 

private, the issues of private equity fund was discussed again in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academia.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private equity funds still keep the place 

o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ts influence also extended to the Asian markets, 

it impact the stability of the entire financial market, may format systemic risk. Taiwan 

is difficult to stay aloof. At the back of high profit, it also brings some problems such 

as leveraged buyout leading to thin capitalization, affecting the interests of 

shareholders and labors, and it will be more complex when combine with management 

buyout and going private, it even affect the stock market. The enterprise need capital 

to grow up, the government hopes absorb foreign capital but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investors and shareholders is very important too, how to balance them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quity fund, this article will provide some 

opinions. In this paper, firstly, it introduces the basic concepts of the private equity 

funds, including the analysis of its kind, forms of organizatio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vestment mode of operation, realized through some avenues. And then, 

this paper selects three issues related to the private equity funds to discuss. First,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of private equity funds, it observe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U.S. 

private equity funds in limited partnership, and analyze the problems arising in the 

practices of the limited partnership depend on the newly revised Partnership Enterprise 

Law in Mainland China, then it discuss the need of limited partnership in Taiwan and 

review the draft of the Limited Partnership Act. Second, the legal issues of the private 

equity fund backed management buyout, it focus on the protection of shareholders' 

rights especially when the management has interest conflict, it can be separated to the 

following stages to discuss: public tender offer stage, the merger stage, and the last 

stage going private. Third,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n private equity funds, it 

will find the targets of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and observe international changes 

in the attitude to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private equity funds. Based on 

the Britain and the U.S. model, it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and specification. This 

paper expects to offer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and to 

help for developing the local private equity funds and attracting foreign private equity 

funds to invest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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