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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妥善運用股東協議安排股東間各種權利義務關係是現

代公司經營不可或缺之一環。股東協議可涵蓋之內容非常

豐富，然因現行許多規範不明，致使股東協議之效力時常

存有高度疑慮，表決權拘束契約所引發之爭議清楚的呈現

此一問題。 

從立法軌跡觀之，表決權拘束契約從特定事件（企業

併購）擴充至特定類型公司（閉鎖性公司）不分事件均可

採用，再延伸至所有非公開發行公司皆可採行，歷時長久

而緩慢，與國外顯不相同，這其中與我國採取累積投票制

及各種較為保守的考量不無關連。另一方面，即使逐步開

放表決權拘束契約與表決權信託，企業併購法及公司法皆

未提供明確之司法審查標準，以致於除公序良俗此一抽象

標準外，表決權拘束契約與表決權信託似乎只有「可」、

「否」兩個選項，而沒有更為細緻以區分內容的選項。也

因為如此，學說與實務各有不同闡述，缺乏一致的判準。

此一現象自不利股東為股東協議之安排，導致現實上，一

方面無法回應實務需求，另一方面平添日後訟爭之風險，

不只表決權拘束契約，其他股東協議多有相同之困擾。 

本書收錄公司法學者於月旦系列雜誌就此一議題所撰

寫之論文，並由各學者改寫後集結成書，以完整呈現給讀

者關於表決權拘束契約與表決權信託之各項議題，不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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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次閱讀所有相關之理論與實務、學者間相同或不同之

見解，並可以清晰的掌握此一議題。希望本書未來能成為

司法裁判時之參考，更希望可以成為未來修法之重要依

據。在此特別感謝所有參與之學者費心改寫，嘉惠讀者。 

 

 

曾宛如 
202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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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編 
 

表決權拘束契約、表決權信託

與股東協議之概念 

 

 

進行併購時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表決權信託 

論股東協議自由與其限制 
──以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為比較研究對象  

股東協議與公司治理 
──公司法制下契約自由之範圍與界限 

股東間契約與選任董監的累積投票制 

股東書面協議法制 
──公開化或閉鎖化之判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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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併購時閉鎖性股份有限

公司之表決權信託
* 

陳彥良** 

A公司為一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其股東人數有49人，擬

與非公開發行之B公司進行合併，而為使併購能順利進行，A
公司的股東甲將其所持有之股票信託給非A公司股東之乙、丙

二人，是否會違反公司法或企業併購法（下稱「企併法」）

相關之規定？ 

壹、爭 點 
何謂表決權信託？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若章程未有其他

規定，於併購進行時表決權信託得否以非股東為受託人？ 

貳、解 析 

一、表決權信託概說 
所謂表決權信託（voting trusts），學者認為一般係指具

閉鎖性質之公司的股東，為取代表決權拘束契約，而藉由形

式上股份所有權之移轉予受託人持有，並由受託人依據信託

契約條款約定之目的及本旨行使股份之表決權。從而，該股

東即成為股份之受益所有人，而股東享有股利分派請求權或

                                                        
* 原載於月旦法學教室，161期，2016年3月，21-24頁。 
** 
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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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東協議 

剩餘財產分派之權利1，股東由受託人處受領載有信託條款與

期間的信託證書，以證明股東對該等股份具有受益上之所有

權，此項信託證書可以轉讓，持有人於信託終止時，可請求

受託人將股票返還。早期而言，表決權信託曾被認為是不合

法的，且無論是為何種目的設立的表決權均屬於違反公共政

策，都採取禁止之態度。因為會形成不當壟斷和限制競爭的

一些不良後果，而此不啻成為公司掠奪之工具2，故以往公司

法與實務見解上多傾向不承認，但在2002年公布施行之企併

法開始有條件的承認表決權信託。而傳統上大陸法系的「一

物一權」制度與信託中的「雙重所有權」狀態有相衝突之

處，故大陸法系信託制度開始的較晚，直到20世紀中期，大

陸法系國家才慢慢的引入表決權信託制度，因此該制度發展

相對落後，以德國股份法而言，仍採取所謂寄託表決權

（Depotstimmrecht）3，由金融機構代為行使投票權4，雖二者

同為「代理行使」表決權之變形，但其制度設計上仍與表決

權信託有很大之不同。 
我國對於表決權信託之相關規定有規定於企併法第10條

第2項「公司進行併購時，股東得將其所持有股票移轉予信託

公司或兼營信託業務之金融機構，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並

由 受 託 人 依 書 面 信 託 契 約 之 約 定 行 使 其 股 東 表 決

權。……」，而本條之適用範圍僅侷限於「進行併購時」。

以及公司法第356條之9和公司法第175條之1。 

                                                        
1  劉連煜，表決權拘束契約與表決權信託，月旦法學教室，13期，2003年

11月，26頁。 
2  王文宇，表決權契約與表決權信託，法令月刊，53卷2期，2002年2月，

37頁以下。 
3  Raiser/Veil, Recht der Kapitalgesellschaften, 2006, S. 253. 
4  Henssler/Strohn (Hrsg.), Gesellschaftsrecht, 2. Aufl.,§135 AktG, Rn. 1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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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與表決權信託之受託人

資格 
為建構我國成為適合全球投資之環境，促使我國商業環

境更有利於新創產業，吸引更多國內外創業者在我國設立公

司，另因應科技新創事業之需求，賦予企業有較大自治空間

與多元化籌資工具及更具彈性之股權安排，我國引進英、美

等國之閉鎖性公司制度，立法院於2015年6月15日三讀修正通

過「公司法」，最主要修正為增訂「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專節，依照最新通過的閉鎖性公司一節，公司法第356條之9
規定「股東得以書面契約約定共同行使股東表決權之方式，

亦得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由受託人依書面信託契約之約定

行使其股東表決權。前項受託人，除章程另有規定者外，以

股東為限……」，由該條立法理由可得知，為使閉鎖性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東得以協議或信託之方式，匯聚具有相同理念

之少數股東，以共同行使表決權方式，達到所需要之表決權

數，鞏固經營團隊在公司之主導權，參照企併法第10條第1項
及第2項規定，於公司法第356條之9第1項明定閉鎖性股份有

限公司股東得訂立表決權拘束契約及表決權信託契約。依學

者之見解，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得以書面契約約定表決

權拘束契約及表決權信託契約，此係嚴守契約法上之相對性

原則，而不得以章程規定5，表決權信託之受託人則是依書面

信託契約行使其股東表決權。2018年公司法修法開放非公開

發行股票之公司股東得以書面訂立表決權拘束契約及表決權

信託契約，以匯聚具有共同理念之股東共同行使表決權。此

項修法亦著重於新創事業之需求，為使新創事業創始團隊能

以表決權信託契約表決權拘束契約強化團隊在公司之主導

                                                        
5  劉連煜，現代公司法，增訂十一版，2015年，6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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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修正條文第175條之1規定：「股東得以書面契約約定共

同行使股東表決權之方式，亦得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由受

託人依書面信託契約之約定行使其股東表決權。（第一項）

股東非將前項書面信託契約、股東姓名或名稱、事務所、住

所或居所與移轉股東表決權信託之股份總數、種類及數量於

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送交公

司辦理登記，不得以其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對抗公司。（第

二項）前二項規定，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不適用之。

（第三項）」；公司法修正條文第175條之1雖允許股東間可

訂定表決權拘束契約和表決權信託契約，然僅止於非公開發

行公司股東間始得為之，公開發行公司尚無適用餘地，主要

仍然在於使小型公司有較多的彈性。 
企併法與公司法第356條之9之表決權信託受託人不同之

點在於，企併法中係「股東得將其所持有股票移轉予信託公

司或兼營信託業務之金融機構，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而

公司法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表決權信託之受託人則為「除

章程另有規定者外，以股東為限」。首先依公司法第356條之

1規定，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人數不超過50人，若以信託

方式持有公司股份，則關於股東人數之計算，依信託法第1條
規定，「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

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

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故受託人必須取得財產權後方

能以自己名義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故股東人數之計算似應

以形式上之所有權人（受託人）計算。再者，因為了維持閉

鎖性公司之特性，且因規定上有股東人數之上限，故閉鎖性

公司之表決權信託設計上，受託人原則以股東為限，以免超

過人數上限而必須依公司法第356條之13變更為非閉鎖性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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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表決權信託之設計上，是否有可能僅以表決權為

信託財產，股東並不將其所持有股票移轉予受託人，而只有

移轉「表決權」，如此一來便無庸擔心於成立表決權信託後

形式股東人數因移轉給複數非股東之受託人，而超過50人上

限。其實依立法理由觀之，「參照企業併購法第十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規定，於第一項明定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得訂

立表決權拘束契約及表決權信託契約」，閉鎖性公司表決權

信託之條文係參照企併法第10條而來，於企併法第10條第2項
明文，「……股東得將其所持有股票移轉予……」，故公司

法第356條之9雖未明言移轉股東所持有之股票，似仍應做同

樣之解釋；再者依表決權之性質，應不得與股份分離轉讓6，

在解釋上表決權似並非信託法上之信託財產，亦非可依金錢

計算之財產，與信託法第1條之定義未必全相符，如僅以表決

權本身爲標的物而設立信託，則因表決權本身並非財產權，

而且表決權係由股份所表彰之權利，由股份所表彰之權利則

具有一體性，不能單獨從股份分離而轉讓，故應解為無效7，

且依經濟部2015年12月29日經商字第10402137390號函明文：

「表決權信託，性質上為信託行為，因此，股東成立表決權

信託時，必須將其股份移轉與受託人，並由受託人依書面信

託契約之約定行使其股東表決權。受託人係以自己名義行使

表決權，非代理委託股東行使表決權」，故閉鎖性股份有限

公司之表決權信託仍必須移轉股票予受託人。 
另外，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於併購進行時，因為企併法

第10條與公司法第356條之9相競合，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表

決權信託得否以非股東為受託人？原則上企併法為規範企業

合併、收購及分割等企業併購行為之特別法，相較於公司法

                                                        
6  王志誠，信託法，四版，2011年，137頁。 
7  劉春堂，論信託財產，輔仁法學，16期，1997年6月，2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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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規範所有公司權利義務之基本法律，似應優先適用企併

法，但是企併法立法之時並未有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此特別

類型，立法者並未預見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特性，而再由

立法說明觀之，立法者係參照企併法第10條來設計閉鎖性股

份有限公司之表決權信託，但條文仍將受託人限於股東，除

非章程另有規定，由此可見立法者於此處仍予強調閉鎖性之

特性之優先性，故解釋上，雖於併購進行時，閉鎖性股份有

限公司之表決權信託受託人仍必須以股東為限，應優先適用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一節之規定，以避免因表決權信託而移

轉股份反有可能造成超過股東上限之情形，反而使併購更加

困難複雜，有違企併法立法便利併購之意旨，但一般非公開

發行公司則無此一限制。 

三、結 論 
本案中A公司之股東甲因為乙與丙並非股東，且A公司章

程並未另有規定，故不得將所持有之股票信託予乙和丙，閉

鎖性公司於併購進行時，仍應優先適用公司法第356條之9，
而非企併法第10條第2項，以強化閉鎖性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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