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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總論 

公司法為公司企業的基本法律規範，即規範公司企業之組設、種

類、經營、解散及對內對外法律關係之商事法。依據公司法第 1條之

規定，公司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公司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

人。公司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並發給公司執照後，其成立即告確定，

無須更向法院辦理法人登記1。 

第一節 公司的分類 

壹、人合公司與資合公司 

以公司的信用基礎為標準，可將公司分為人合公司與資合公司。 

人合公司，係指公司的信用基礎，建立在股東的信用與聲譽，公

司的經營活動，以股東個人的信用為條件，為典型的企業所有與企業

經營合一。無限公司為典型的人合公司，例如：公司法第 43 條規

定，無限公司股東得以信用、勞務、或其他權利為出資，公司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5 款並規定各股東有以現金以外財產為出資者，應於

公司章程記載其種類、數量、價格或估價之標準。 

資合公司，係指公司的信用基礎，建立在公司資本。股份有限公

司為典型的資合公司，其特色為企業所有與企業經營分離。 

                                                      
1  經濟部 64.3.25 商 6470 號。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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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獨資、合夥與關係企業 

獨資企業的人格為負責人，係由個人出資，獨自經營的一種企業

組織。獨資並非公司，例如：錦花雜貨店、允得商行。 

依據民法第 667條之規定，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

營共同事業之契約。合夥並非法人，屬於民法上的一種契約，合夥的

權利義務屬於全體合夥人所有，合夥的財產為合夥全體公同共有2，

應適用民法關於合夥之規定。但公司為依據公司法組織，在中央主管

機關登記後，成立的社團法人，得為權利義務的主體。 

獨資與合夥為商業登記法第 3 條規定的商業，除商業登記法第 5

條規定的小規模商業（攤販、家庭農、林、漁、牧業者、家庭手工業

者、民宿經營者及每月銷售額未達營業稅起徵點者）得免申請登記

外，非經商業所在地主管機關登記，不得成立3。商業登記之申請，

由商業負責人向商業所在地之主管機關為之，其委託他人辦理商業登

記申請時，應附具委託書4。依據商業登記法第 20 條之規定，商業設

立登記後，有應登記事項而未登記、或已登記事項有變更而未為變更

之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善意第三人。 

關係企業，依據公司法第 369-1 條之規定，係指獨立存在而相互

間具有下列關係之企業：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公司；相互投資

之公司。公司法第 369-2 條規定，公司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或

出資額，超過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為

控制公司，該他公司為從屬公司。此外，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

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亦為控制公司，該他公司亦為從屬公司。 

為使關係企業的規定更周延，公司法第 369-3 條明文規定，推定

                                                      
2  民法第 668 條。 
3  商業登記法第 4 條規定。 
4  商業登記法第 8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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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間有控制與從屬關係，即：公司與他公司之執行業務股東或

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者；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

總數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者。 

控制公司，依據公司法第 369-2 條之規定，係指持有他公司表決

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

額半數者，或直接或間接控制公司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亦為控制

公司。從屬公司即為他公司。 

所謂相互投資公司，依據公司法第 369-9 條之規定，係指公司與

他公司相互投資各達對方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

上者。相互投資公司各持有對方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

額超過半數者，或互可直接或間接控制對方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

者，互為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 

參、公司法上的分類 

公司法第 2條將公司分為下列四種： 

無限公司：指二人以上股東所組織，對公司債務負連帶無限清

償責任之公司。 

有限公司：由一人以上股東所組織，就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

負其責任之公司。 

兩合公司：指一人以上無限責任股東，與一人以上有限責任股

東所組織，其無限責任股東對公司債務負連帶無限

清償責任；有限責任股東就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

負其責任之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指二人以上股東或政府、法人股東一人所組

織，全部資本分為股份；股東就其所認股份，

對公司負其責任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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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股東人數與股東責任」為區分—公司法第 2條第 1項 
無 限 公 司：指二人以上股東所組織，對公司債務負連帶無限

清償責任之公司。 
有 限 公 司：由一人以上股東所組織，就其出資額為限，對公

司負其責任之公司。 
兩 合 公 司：指一人以上無限責任股東，與一人以上有限責任

股東所組織，其無限責任股東對公司債務負連帶

無限清償責任；有限責任股東就其出資額為限，

對公司負其責任之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指二人以上股東或政府、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

全部資本額分為股份；股東就其所認股份，對公

司負其責任之公司。 
 
依「管轄系統」區分—公司法第 3條第 2項 
本公司：為公司依法首先設立，以管轄全部組織之總機構。 
分公司：為受本公司管轄之分支機構。 

 
依「國籍」區分—公司法第 4條 
本國公司：依我國公司法組織並登記成立，而享有中華民國國籍

之公司。 
外國公司：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並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在

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公司。 
 
依公司之間「關係」區分—公司法第 369條之 1 

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 
相互投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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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以管轄系統分類 

公司法第 3條規定，公司以其本公司所在地為住所。本公司，為

公司依法首先設立，以管轄全部組織之總機構；所稱分公司，為受本

公司管轄之分支機構。因此，公司依管轄系統分類，可分為本公司與

分公司，本公司即總公司，係管轄全部之總機構，而分公司為本公司

的分支機構，本身不具有獨立的法律人格，不能為權利義務主體。原

則上分公司並沒有權利能力，不可以成為訴訟上的原告或被告。但在

司法實務上，為求訴訟上的便利，最高法院認為，分公司就其業務範

圍內的事項涉訟時，有當事人能力。因此，分公司亦得為訴訟上的原

告或被告5。 

依據公司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分公司為公司章程的應

記載事項，公司成立時，即設立分公司者，應載明於公司章程；若於

公司設立後，才另成立分公司時，則必須變更章程。公司之登記及認

許辦法第 7條規定，公司設立分公司，應於設立後十五日內，將分公

司名稱、所在地、經理人姓名、住所或居所、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其他

經政府核發之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向主管機關（中央為經濟部；直轄

市為直轄市政府）申請登記。 

伍、國籍上的分類 

本國公司，係指總公司國籍隸屬於中華民國者，也就是依據中華

民國公司法組織、登記成立的公司。 

公司法第 4條規定外國公司之意義，即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外

國法律組織登記，並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公

司。另外，公司法第 371規定外國公司之認許，即外國公司非在其本

                                                      
5  參閱 66 台上 3470 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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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設立登記營業者，不得申請認許；非經認許，並辦理分公司登記

者，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依據公司法第 373條之規定，外國公

司之目的或業務，違反中華民國法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或公

司之認許事項或文件，有虛偽情事者，不予認許。而依據公司之登記

及認許辦法第 13 條之規定，外國公司擬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者應先

經認許，並於認許後十五日內向主管機關（中央為經濟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申請分公司設立登記。外國公司之名稱，依據公司法第

370 條之規定，應譯成中文、標明公司種類、以及標明其國籍。例

如：德國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外國公司經認許後，依據公司法第

375 條之規定，其法律上權利義務及主管機關之管轄，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與中華民國公司同。 

第二節 公司的名稱及住所 

壹、公司的名稱 

公司的名稱如同自然人的姓名，可以任意選用。但公司的名稱應

遵守下列事項： 

一、公司的名稱須標明其種類 

公司法第 2條第 2項規定，公司名稱，應標明公司之種類。目的

在於使與公司交易者一目了然清楚的知道公司的性質，在法律上負的

責任。依據公司法第 18 條第 5 項之規定，公司名稱於公司登記前應

先申請核准，並保留一定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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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名稱使用的限制 

公司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名稱之排他性，即公司名稱不得

與他公司名稱相同。二公司名稱中標明不同業務種類或可資區別之文

字者，視為不相同。公司名稱不可與他公司名稱相同，須有可資區別

的文字或標明不同業務種類，其範圍及於全國，且及於各種類之公

司。公司名稱相同時，雖經雙方同意，仍不得登記使用6。公司雖已

遭命令解散，在未辦理解散登記前，其名稱仍受保護7。 

三、公司名稱不得使用使人誤認與政府機關或公益團體

有關或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名稱 

即公司法第 18 條第 4 項規定，公司不得使用易於使人誤認其與

政府機關、公益團體有關或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名稱。其目的

在防止影射是由政府機關或公益團體從事營業，而造成誤導社會大

眾。 

四、外國公司的名稱應使用中文，應標明種類與國籍 

公司法第 370條規定，外國公司之名稱，應譯成中文，除標明其

種類外，並應標明其國籍。例如：德國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第 18 條第 5 項規定，公司名稱於公司登記前應先申請核

准，並保留一定期間；其審核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公司法第

19 條並規定，未經設立登記，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

律行為，違反時行為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十五萬元以下罰金，並自負民事責任；行為人有二人以上者，連帶負

民事責任，並由主管機關禁止其使用公司名稱。公司名稱與商業名稱

                                                      
6  經濟部 64.7.22 商 16588 號。 
7  經濟部 60.7.3 商 26342 號。 



 
 

074 商事法 導論 

互不排斥，依據商業登記法第 28 條之規定，商業在同一直轄市或縣

（市），不得使用與已登記之商業相同之名稱。商業之名稱不得使用

公司字樣，商業名稱於商業登記前，應先申請核准，並保留商業名稱

於一定期間內，不得為其他商業使用。 

貳、公司的住所 

公司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公司以其本公司所在地為住所。即為

公司的法定住所，作為公司的法律關係中心。 

公司住所有下列的法律效果： 

決定主管機關監督權的行使（公司法第 5條）。 

定普通訴訟管轄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 2條、第 9條）。 

定債務的履行地（民法第 314條第 2款）。 

定收受文書送達的處所（民事訴訟法第 136條）。 

定行使或保全票據權利處所的標準（票據法第 20條）。 

政府徵稅的依據（所得稅法第 3條）。 

定國際私法上應適用何國法律的標準（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2條）。 

第三節 公司的設立登記 

壹、公司的設立 

公司的設立猶如自然人的出生，公司設立人為使公司取得法人的

資格，而依循一定程序所為的法律行為，故設立為取得公司法人資

格，完成法律要件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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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司設立的程序 

訂立章程，以其為公司組織及活動的根本規則，章程為公司與

其股東間權利義務之依據。公司之設立未訂定章程者、或章程

未記載法律所規定之必要記載事項者、或未經全體發起人或欲

出資股東簽名蓋章者，其設立行為無效。 

確定為其構成員的股東，以其為公司人的基礎。 

確定股東的出資8，為公司財產的基礎。 

設置機關為公司作行為。例如：成立董事會、監察人、股東大

會。 

依據公司法第 6 條之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即經濟部）登記

後，才得成立。公司法第 4條規定，外國公司為以營利為目的，依照

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並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

公司。依據公司法第 5條之規定，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

市為直轄市政府。中央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委託或委辦其他機

關辦理本法所規定之事項。公司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業務，

依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所定之命令，須經政府許可者，於領得許可文

件後，方得申請公司登記。例如：銀行、報關行須經財政部許可，航

空公司、航運（海運）公司須經交通部許可，營造業須經內政部許

可。 

參、公司登記 

依據公司法所規定的程序，將應行公示的法定事項，申請主管機

關登載於登記簿以確定公司對內與對外關係，並可供公眾閱覽抄錄，

鞏固公司的信譽，保護交易的安全。公司法第 6條規定，公司非在中

                                                      
8  出資為股東繳納股款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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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主管機關登記後，不得成立。公司之登記及認許辦法第 3條規定，

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及有限公司應於章程訂立後十五日內，向主管機

關申請為設立之登記。股份有限公司發起設立者，代表公司之負責人

應於就任後十五日內，向主管機關申請為設立之登記；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設立者，代表公司之負責人應於創立會完結後十五日內，向主管

機關申請為設立之登記。公司法第 7條第 1項並規定，公司申請設立

登記之資本額，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公司應於申請設立登記時或設

立登記後三十日內，檢送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文件。依據公司法第

12 條之規定，公司設立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不登記，或已登

記之事項有變更而不為變更之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 

公司登記有下列的法律效果： 

取得法人的資格，可為權利義務的主體（公司法第 6條）。 

取得使用公司名稱的專用權（公司法第 19條）。 

取得公司營業權。也就是依據公司法第 17 條第 1 項之規定，

公司業務依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所定之命令，須經政府許可

者，於領得許可文件後，方得申請公司登記。公司經設立登記

後，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 

股份有限公司經設立登記後，可發行股票並自由轉讓其股份

（公司法第 161條第 1項、第 163條第 1項）。 

肆、設立中公司的法律性質 

設立中公司，係指自訂立章程時起至設立登記完成前，尚未取得

法人資格的階段，仍無權利能力。公司法第 19 條規定，未經設立登

記，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違反前項規定者，

行為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

金，並自負民事責任；行為人有二人以上者，連帶負民事責任，並由

主管機關禁止其使用公司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