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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人合性公司之股東合意門檻

壹、前言 

民國 107 年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堪稱是民國 90 年以來幅

度最大的一次，修法工程浩大，肇因新增、廢除及修正的相關條

文數，高達近 200條之譜；於次，觀其內容，如時任經濟部長在

立院所報告，此次公司法修正重點在於：（一）友善創新、創業

環境，（二）強化公司治理，（三）增加企業經營彈性，（四）提

昇股東權益，（五）數位電子化及無紙化，（六）建立國際化環境

的六大議題外，亦納入政府與國際洗錢防制評鑑所規範的因應措

施，期冀共創我國企業法制未來的大方向
1
。 

當然，就本次修法內容所涉條文，除總則章、登記章及外國

公司章的政策性調整外，相關修正的核心內容，幾乎都在股份有

限公司的這一章部分，至於其他種類的公司，即無限公司、兩合

公司及有限公司部分？所增訂、刪除及修改的條文，計 21 條。

雖這三章的變動條文，不若股份有限公司章所涉及的層面廣泛，

但亦有其調整修正的必要性。因此，配合本專題在編輯上與修法

後議題的觀察，乃針對民國 107年無限、兩合及有限這三種公司

相關「股東合意門檻」調整之公司法修正議題，研析修法前後之

觀察。 

                                                        
1  經濟部長沈榮津就民國 107 年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提案與立法院說明部分，立法
院公報第 107 卷第 75 期第 2 冊第 64 頁，請參閱 https://lis.ly.gov.tw/lglawc。另相關資
料，如商業司〈公司法宣導說明會簡報—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逐條式）1070814 修正
版〉，請參閱www.gcis.nat.gov.tw/ 經濟部商業司公司法修正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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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合性公司的契約性結構與困境 

一、源於合夥契約構造的團體 

就我國法制而言，政府於民國 18 年同時頒布民法第二編債

與公司法這二部法典，前者制定「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

同事業」之合夥契約（民國 18 年民法第 676 條）2
，而後者則承

認「以營利為目的而設立之團體」並賦予法人格之公司，即無限

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及股份兩合公司等四個種類（民

國 18 年公司法第 2 條），直到民國 35 年公司法修正，增訂有限

公司制度（民國 35年公司法第 12條）之公司種類3
。 

就「合夥」而言，究其本質上乃合夥當事人間的約定，即依

民法所定義，合夥關係乃基於合夥人間的契約，惟因合夥契約，

同時形成合夥人間之團體，被定位為民法上不具人格的「非法

人」團體
4
；另言之，這與民國 104 年所頒布的有限合夥法，立

法賦予「有限合夥」法人格之政策，明顯對比
5
。相關民法上合

                                                        
2  相關我國民法典第二編債與合夥契約之立法、修法資料，請參閱立法院法律系統

https://lis.ly.gov.tw/lglawc/lglawkm。 
3  相關我國公司法典與公司種類之立法、修法資料，請參閱立法院法律系統 https://lis.ly.

gov.tw/lglawc/lglawkm。 
4  史尚寬《債法各論》（自版，1973 年）647 頁；鄭玉波《民法債編各論（下）》（自版，

1983年）637頁。另就此，林誠二《民法債編各論（下）》（瑞興圖書，2002年）9頁與
邱聰智《新版債法各論（下）》（元照，2003年）5頁，則稱為團體性之契約。 

5  相關有限合夥法之立法與民法學者的觀點，請參閱曾品傑〈從合夥、隱名合夥到有限合
夥〉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52 期 107 頁；至於與公司法的觀點，商法學者論述者眾，從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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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之非法人團體，設計如下：1.「合夥」之財產公同共有，依民

法第 668條明定合夥財產是合夥人全體之共有，區分合夥團體與

合夥人之個別財產，限制合夥人於合夥財產清算前，不得請求合

夥財產之分析，且限制對合夥負有債務者，亦不得以其對合夥人

之債權與其所負之債務，主張抵銷等（民法第 682 條），並明定

合夥人對合夥財產不足清償合夥債務之無限、連帶責任（民法第

681 條），以強化合夥團體之財產。2.「合夥」之團體決議與事務

執行機制，除合夥契約另有約定外，民法第 670條明定合夥人全

體同意之決議，以保護契約當事人之合夥人對合夥事務參與權

利；至於事務執行部分，民法第 671條亦同，如無特約，則原則

上係合夥人全體共同執行之，惟就合夥之通常事務執行，另當別

論。3.「合夥」之團體退夥（入夥）、解散與清算制度，雖民法

第 683條明文轉讓股分給其他合夥人或經其他合夥人全體同意之

轉讓給第三人之規定，有類似資合性公司的股份轉讓設計，但兩

者有所不同，即合夥之股分轉讓與合夥人的身分退脫，在債編章

節合夥契約的結構下，存在契約當事人的關鍵因素，而民法亦特

別規定合夥團體的，例如合夥人之聲明退夥（民法第 686 條）、

法定退夥（民法第 687 條）、經全體合夥人同意之入夥（民法第

691 條），乃至於解散事由（民法第 692 條）、清算程序（民法第

694-699 條）等諸多規定，充分呈現合夥組織之團體性，而明顯

不同於合夥人間僅止於契約關係的概念
6
。 

                                                        
6  史尚寬，前揭書（註 4）647頁；鄭玉波，前揭書（註 4）641頁；林誠二，前揭書（註

4）9頁。惟邱聰智，前揭書（註 4）19頁認為合夥之團體性，僅於實質內涵有之，法律
制度上的合夥仍不能脫離契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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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夥法人化的人合性公司與法制上設計 

相關我國合夥法人化的議題，雖遲於民國 104年政府頒布有

限合夥法，始正式承認合夥法人團體的形式意義，但實質上，合

夥團體法人化的組織則早於制定民法債編同時，即民國 18 年公

司法所承認的無限公司制度，此乃合夥法人化的商業組織型態雛

型；質言之，在 20 世紀初政府已承認類似合夥組織的公司種

類，明定於公司法並賦予法人格，而其當時，公司法亦承認與類

似有限合夥組織的公司種類，即兩合公司（股份兩合公司於民國

69 年公司法修正時，已廢除）。其次，在政府遷台前的民國 35

年公司法修正，則增訂有限公司制度，另創一種兼具資合性公司

與人合性公司兩者特色的團體組織，即部分準用資合公司的股份

有限公司制度（當時公司法第 124 條，已刪除）、部分準用人合

公司的無限公司制度（當時公司法第 125條，已改置民國 107年

修正前公司法第 113條），惟就此相關明文，遷台後的民國 69年

再修正為「公司變更章程、合併、解散及清算，準用無限公司有

關之規定」（民國 69 年公司法第 113 條），謂有限公司不再準用

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
7
，此乃延續至今的民國 107 年修正前條

文。 

                                                        
7  民國 35 年中華民國在大陸時期的立法資料，已不可考，惟參閱林咏榮《商事法新詮
（上）》（五南，1990 年）400 頁。另，民國 69 年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相關修正
第 113 條之立法說明，謂「修正條文係配合第一百零八條之修正，準用無限公司之有關
規定，而不再準用股份有限公司之有關規定」，請參閱立法院公報第 68 卷第 87 期 44
頁，https://lis.ly.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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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典型的人合性公司 

無限公司，依公司法第 2條「……股東所組織，該股東對公

司債務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之公司種類，這股東對公司債務

的無限清償責任，即公司法第 60 條「公司資產不足……，由股

東負連帶清償之責」，此與民法第 681 條「合夥財產不足……，

各合夥人……，連帶負其責任」之立法體系，無異；另，就無限

公司章程觀之，其所載股東內容（公司法第 41 條）與經全體股

東同意之訂立、變更程序（公司法第 40條、第 47條）等，在制

度上明顯不同於資合性的股份有限公司，因重視各股東個人條件

與股東間的相互信賴基礎，結合成一種類似合夥團體的公司型

態，所謂典型的人合性公司
8
。 

如此人合性強與民法上的合夥團體，極度類似的無限公司，

論者亦指摘無限公司之人合性制度，特徵如下
9
：（1）符合所有

股東期待的出資標的。這相較於資合性公司股東之財產出資為限

的規定（公司法第 156 條），無限公司股東依民國 107 年修正前

第 43 條「得以信用、勞務或其他權利為出資。但須依……規定

辦理」，其明顯差異在於股東得以現金、現物或其他權利等財產

出資，尚得依信用、勞務等非財產標的出資，結合有資力、無資

力股東成為無限公司
10
，這與合夥重視合夥人的個人特性，在民

                                                        
8  林咏榮，前揭書（註 7）197 頁；施智謀《公司法》（自版，1991 年）11 頁；武憶舟
《公司法論》（自版，1998 年）152 頁；柯芳枝《公司法論（上）》（三民，2005 年）12
頁；梁宇賢《公司法論》（三民，2006 年）43 頁；王泰銓=王志誠《公司法新論》（三
民，2006年）97頁；王文宇《公司法論》（元照，2016年）221頁；廖大穎《公司法原
論》（三民，2019年）497頁。 

9  廖大穎《契約型商業組織之人合公司論》（正典，2009年）43頁。 
10 民國 107 年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第 43 條刪除股東信用出資之立法說明，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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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667條亦明文其出資標的得為金錢或其他財產權，甚至是亦

得以勞務、信用或其他利益代之，充分顯現合夥人互約出資行為

的多樣性，與無限責任股東，幾乎無異，且其配套不僅如上股東

對公司之無限責任外，亦有就提供勞務、信用出資之執行業務股

東而明定無報酬請求，除非特約（公司法第 49條），十足反映出

人合性的組織彈性。（2）基於契約當事人的信賴關係與股東全體

同意。凡公司事務所涉章程內容之訂定、變動，從股東入股、退

股，到公司合併、解散、清算等，除章程得特別約定事項外，原

則上乃基於所有或其他股東全體同意的概念；甚者，連股東的特

定轉投資行為（公司法第 54 條）或出資轉讓（公司法第 55

條），亦是。因此，相較於資合性公司之股份轉讓自由與股東異

動的議題，彰顯這股東同意之人合公司獨特性外，亦涉及章程所

載之股東事項，表現出一是無限公司股東間的信賴程度，二是無

限公司股東地位或出資的移轉，相對不易；惟民國 107年修正，

調整部分特定事項的股東合意門檻，例如公司法第 71 條經股東

2/3同意之解散、公司法第 76條之 1經股東 2/3同意之變更組織

等，鬆綁所有股東全體同意的既定思維
11
。（3）創設股東即等於

企業經營者的理念。不同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執行業務」

（公司法第 193 條）、「監察人應監督……業務之執行」（公司法

第 218 條）及「監察人對……表冊，應予查核」（公司法第 219

                                                                                                                                        
「基於信用界定不易，且現行勞務或其他權利出資，已足敷股東使用，又查迄今為止，

所有登記之無限公司並無以信用出資者，爰刪除……」等理由，請參閱立法院公報第

107卷第 75期第 2冊第 323頁。 
11 民國 107年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第 71條、增訂第 76條之 1的修正理由與增
訂理由，請參閱立法院公報第 107卷第 75期第 2冊第 325頁、326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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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的組織設計，即資合性公司建立於企業所有與經營「分離」

理念的模式，但無限公司依公司法第 45 條「各股東均有執行業

務……。但章程……」、第 56條「……得以章程……；其未經特

定者，各股東均得代表公司」等規定觀之，無限公司除章程特約

外，原則上是股東執行業務，股東屬公司法第 8條的公司負責人

概念，這乃企業所有與經營「合一」之原型；質言之，股東即是

廣義的企業經營者，惟若非業務執行股東者，則具有監察權之不

執行業務股東 （公司法第 48 條）。（4）損益分配亦是企業自治

事項之一。依公司法第 41 條章程應明定盈餘及虧損分派比例或

標準事項，相較股份有限公司的損益分配，明顯不同，無適用公

司法第 235條「股息及紅利之分派，……以各股東持有股份之比

例為準……」與公司法第 168條「……減少資本，應依股東所持

股份比例減少……」等規定，即相關無限公司與損益處理，完全

授權章程約定之。 

就無限公司之人合性制度觀之，無限公司實為民法合夥團體

之法人化演變，且論者亦認為這是歷史上濫觴於親友間所採行的

家族式企業、封閉式的商業組織，因如此的人合性公司建立於所

有股東的個人信用與股東間信賴的前提下，法制上賦予合夥事業

法人格之雛型
12
。 

                                                        
12 施智謀，前揭書（註 8）51 頁；梁宇賢，前揭書（註 8）138 頁；廖大穎，前揭書（註

8）496頁。惟就歐陸法系國家而言，雖立法例多承認如此的無限公司制度，但是否賦予
其法人資格？則各國有所不同，例如我國、日本及法國等承認其法人格，然例如德國及

瑞士，則不賦予法人格。至於英美法系，例如美國與英國的公司法制上，並無所謂「無

限公司」的概念，而其商業組織，仍是合夥（Partnership）之型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