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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逐出合併與股份收買請求權

郭大維， 月旦法學教室第198期， 2019／04

企業併購與股東權益

案例簡述

Y公司召開股東會：

（存續） （消滅）

．每股12元吸收合併
．持有Y公司84%股權

X股份有限公司 Y股份有限公司

．口頭表示異議
．表決投反對票

股
東
甲

試問：

1	X公司所持有之Y公司股份就該合併議案可否加入表決？

2	甲可否於股東會後請求Ｙ公司按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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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必考焦點・商事法

爭點掃

合併公司持有被併購公司之股份，就其他參與合併公司之合併事項為決議

時，得否行使表決權？異議股東之股份收買請求權行使要件為何？

其實郭老師這篇文章的案例背景應該是根據釋字第770號解釋147，實務上很少

會針對商事法進行釋憲，所以這號釋字未來很有可能出現在法研所或國考上，各

位考生要了解相關爭點哦！

核心焦點

Q1.	何謂現金逐出合併

通常指合併公司已取得標的公司相當股數（如三分之一）以上，為簡化

股權結構，乃出價購入少數股份以專注經營。此為公司的控制者驅逐少

數股東最直接的方式，利用其對公司的控制力量，強迫公司的非控制股

東，出售其股份，因而退出投資148。

Q2.	控制股東利益迴避問題

1.	依企業併購法（下稱企併法）第4條第3款之規定149，控制股東可以

透過股份多數決之強制性手段，以現金作為合併的對價，使少數股

東喪失於合併後新設或存續公司之股東地位，達到將其逐出之目

的。

2.	因此，在現金逐出合併中，控制股東與少數股東兼存在利益衝突。

依公司法第178條要求股東對決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之虞

時，不得加入表決，且不得代理其他股東行使表決權，故原則上該

147	玉禮實業原持有台灣固網70萬股，2007年台信國際電信公司以每股8.3元吸收合併台固，成為

新台固公司，使得玉禮持有的舊台固股票沒了，只可拿到581萬元。但玉禮其實不希望台固被

併購，也不願放棄股票，因此打官司要求新台固返還股票，但2013年敗訴確定，隨即聲請釋

憲。

148	王文宇，評釋字第770號解釋現金逐出合併案，月旦法學雜誌第289期，2019年6月，頁8。

149	企業併購法第4條第3款規定：「合併：指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參與之公司全部消滅，由新成

立之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或參與之其中一公司存續，由存續公司概括承受

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並以存續或新設公司之股份、或其他公司之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

作為對價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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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於股東會中應不得行使表決權。

3.	但鑑於合併通常係為提升公司經營體質，強化公司競爭力，不致發

生有害公司利益之情形，且公司持有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一定數量

股份，以利通過該參與合併公司之決議，從而企業併購法第18條第

6項規定150，公司持有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股份，就其他參與合併公

司之合併事項為決議時，得行使表決權。換言之，即排除前述公司

法有關股東「利益迴避」規定之適用。

4.	故依企併法第18條第6項之規定，本件X公司所持有Y公司股份就該

合併議案可行使表決權。

Q3.	股份收買請求權行使要件

1.	股份收買請求權之立法目的係賦與少數異議股東在面臨公司重要變

革時可以保障其權益之退場機制。蓋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人數眾

多，若所有意思之決定均須經全體股東一致同意使得為之，勢必妨

礙公司之經營，故總意之形成取決於多數決，而非全體股東之同

意，若個別股東不同意公司所為合併決議時，可依法聲明異議並放

棄表決權，以主張股份收買請求權。

2.	公司法第317條：公司分割或與他公司合併時，董事會應就分割、

合併有關事項，作成分割計畫、合併契約，提出於股東會；股東在

集會前或集會中，以書面表示異議，或以口頭表示異議經紀錄者，

得放棄表決權，而請求公司按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持有之股份。

3.	企併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公司進行第十八條之合併時，存續公司

或消滅公司之股東於決議合併之股東會集會前或集會中，以書面表

示異議，或以口頭表示異議經記錄，放棄表決權者。

Q4.	股份收買請求權之疑義

1.	公司法第317條規定股東「得」放棄表決權，未如企併法第12條規

定要求股東「應」放棄表決權，從而反對派股東欲行使股份收買請

求權，是否應對合併決議放棄表決權？

150	企業併購法第18條第6項規定：「公司持有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股份，或該公司或其指派代表

人當選為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董事者，就其他參與合併公司之合併事項為決議時，得行使表決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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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從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精神出發，本件甲因未放棄表決權，故不

得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

3.	但表決權乃股東對抗不當之合併或其他重大交易的主要工具，藉由

表決權之行使，股東得以抵制法制上需經股東同意之交易，企併法

之規定當然可以增加併購案通過的機率，卻也使異議股東喪失阻止

合併案通過的機會。郭大維老師認為現行企併法之規定有所不妥。

焦點延伸

Q1.	釋字770號解釋之背景151

1.	本案合併公司與標的公司均受同一股東控制，屬於關係人交易，如

何確保決策公平並提供具體救濟即為關鍵。企併法之規定，使控制

股東與董事具有利害關係，卻仍得行使表決權，並另賦予少數股東

股份收買請求權作為救濟。

2.	聲請人主張此制違憲，但解釋文採有條件違憲立場，認定除非企併

法規定符合下列條件，否則違憲：

⑴	少數股東及時獲得利害關係相關資訊。

⑵	法律就合併對價設置公平救濟機制。

Q2.	公平價格如何訂立152

1.	在「現金逐出合併」情形，因交易雙方為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難

以期待公司負責人能為少數股東之利益做出常規交易的談判153，因

此真正保障少數異議股東的核心制度應在於「公平價格如何訂

定」。

151	王文宇，評大法官現金逐出合併釋憲案，風傳媒，https://www.msn.com/zh-tw/news/nationa

l/%E7%8E%8B%E6%96%87%E5%AE%87%E8%A7%80%E9%BB%9E%E8%A9%95%E5%A4%A7%E

6%B3%95%E5%AE%98%E7%8F%BE%E9%87%91%E9%80%90%E5%87%BA%E5%90%88%E4%BD

%B5%E9%87%8B%E6%86%B2%E6%A1%88/ar-BBQVFai，最後瀏覽日：2019年6月1日。

152	以下整理自：王文宇，評釋字第770號解釋現金逐出合併案，月旦法學雜誌第289期，2019年6

月。

153	也就是難以期待可以幫少數股東談出一個對其有利的股份收買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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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平價格訂立方式

⑴	市場價格法

	 此為實務常用之方法，然有學者認為市場價格未必能充分顯現股

份之價值，且我國法制並未要求公司揭露所有相關資訊，故控制

股東可以在股價相對低點時，趁機逐出少數股東，對少數股東之

保護有所侷限。

⑵	現金流量折現法

	 此為美國實務之方法，係以公司永續經營之角度，來裁定少數股

東股份之價值，以避免控制股東透過市場價格低於真實價格，進

行現金逐出合併，而侵害少數股東權益。然有學者認為此方式過

於主觀。

⑶	釋字770號黃瑞明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法院應要求公平價格評估說明書必須考量納入合併後綜效之公司

價格，另亦應瞭解併購是否涉及控制股東利用未公開之內部資

訊，以謀取私利。如此才能在支持現金逐出制度以利企業成長壯

大外，同時嚇阻大股東濫用現金逐出制度以攫取公司成長之收

益，俾在促進企業發展與保障小股東權益間取得平衡。

Q3.	釋字第770號解釋的個案救濟

1.	至於本案具體救濟，解釋文判定聲請人有權依新法程序行使股份收

買權。但劉連煜老師認為，依照釋字第725號解釋，針對個案上給

予聲請人例外救濟部分，或係為「保障聲請人之權益，並肯定其對

維護憲法之貢獻」，本無可厚非。

2.	可是對往後併購案例的影響，被現金逐出的股東，可能會比附援引

770號解釋意旨，主張欲有第二次救濟機會，而此之情形，可能不

僅在合併案會出現，甚至在其他併購類型亦然，例如分割或股份轉

換，依現行法均得以現金為對價，也會形成所謂現金逐出情形。多

次救濟恐造成併購公司不勝其煩，阻礙公司藉由併購進行有效率重

組的意願154。

154	劉連煜，【名家觀點】現金逐出合併與小股東保護，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om/money/

story/5629/3746582，最後瀏覽日，2019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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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簡述

某甲以自己為被保險人於2015年10月向北○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北○人壽」）投保終身壽險附加健康保險。於投保時，向保險人據實說明其有

胃食道逆流、痔瘡、肝功能異常以及子宮頸細胞病變等疾病。故於締約當時，北

○人壽遂提供除外責任批註書，並由甲簽名同意。該批註書之記載內容約略為：

被保險人於投保前已患有之胃食道逆流、痔瘡、子宮頸細胞病變以及肝功能異常

及其相關疾病或併發症而接受之相關診療，不在其健康保險之保險範圍內。要保

人及被保險人得於該保單第2保單週年日前1個月填寫契約內容變更書、健康告知

書及檢附可保性證明申請取消本項批註，且該項批註並須經保險人同意後始生效

力。

於2016年9月某甲填寫健康告知書及內容變更書，而向北○人壽申請取消該批

註之申請，孰料北○人壽卻遲至2017年1月始再通知某甲另要求其補齊相關文件，

惟再行提供之資料中，僅得證明某甲之胃食道逆流與痔瘡經治療後已痊癒，但子

宮頸異常狀態與肝功能異常狀態是否正常仍未能提出相關證明，此時甲以保險法

第56條中「……變更保險契約或恢復停止效力之保險契約時，保險人於接到通知

後十日內不為拒絕者，視為承諾。……」等規定，主張保險人於受通知後業已經

過4個多月遲未拒絕，因此主張保險人視為承諾取消原有之除外責任批註。試問：

某甲之主張有無理由？

 

汪信君， 月旦法學教室第202期， 2019／08

健康保險除外責任批註書與第56條契約變更之適用

健康保險除外責任批註書與契

約變更



3-134

文章必考焦點・商事法

核心焦點

1	保險法第56條規定意旨

1.按保險法（下同）第56條：「變更保險契約或恢復停止效力之保險契約

時，保險人於接到通知後十日內不為拒絕者，視為承諾。但本法就人身保

險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定有明文。蓋契約存續期間，要保人、被

保險人得請求之權利須徵得保險人之同意始生效力時，如保險人遲未同意

或拒絕，鑑於危險可能隨時發生，雙方權利義務卻懸而未決，故第56條將

保險人未於一定時間內拒絕之沉默擬制為承諾。

2.又第56條但書原規定為「但人壽保險不在此限。」等語，嗣於2007年修法

時，修正為「人身保險」，解釋上擴張涵蓋至更形複雜之健康保險、傷害

保險，一併排除適用108，惟修法後之文字於解釋上仍存有疑義，即有探究

之必要。

3.至於，第56條所涉及契約變更之適用範圍，因契約變更之型態多樣，如保

險法業已明文規定（如危險增加、複保險），本應適用個別條文規定。再

者，如屬要保人、被保險人本得行使之權利且無庸經保險人承諾者，亦無

特別於第56條另為擬制承諾規範之必要性；因此，學說上有認為該條之適

用範圍僅限於「契約變更且須通知保險人者」且「經保險人承諾後始發生

特定效力」之情形109。

2	保前疾病與除外責任批註書

1.如被保險人之體況於契約訂立時，已有罹患疾病，則保險人本得依第127

條規定主張免負保險給付之責。

2.依題旨，被保險人甲於契約存續期間，因胃食道逆流、痔瘡、肝功能異常

以及子宮頸細胞病變而接受治療時，縱使未另為約定「除外責任批註

108	修法理由：「原條文但書僅規定『人壽保險』為排除本條適用之範疇，衡酌本法第一百十六條

規定人壽保險費法定停效事由，於第一百三十條之健康保險、第一百三十五條之傷害保險及第

一百三十五條之四之年金保險均有準用，爰將但書修正為『但本法就人身保險有特別規定者，

從其規定』。」

109	江朝國，保險法逐條釋義—第二卷保險契約，2019年4月，頁317。



3-135

保險法 健康保險

書」，保險人本得依前揭規定主張免責。惟須注意者，第127條之適用範

圍限於同一疾病，若被保險人於投保時僅為高血壓或肝功能異常，嗣後惡

化為腦中風或肝硬化時，二者雖有因果關係存在，仍不得以同一疾病為由

主張免負保險責任。

3.又實務上保險人於除外責任批註書中，多另載有相關疾病及其併發症等文

字，而一併列為保險人得主張免責之項目；是以，縱使較輕微之高血壓、

肝功能異常惡化為腦中風或肝硬化，保險人仍得以該項疾病係屬投保時所

罹患肌並之相關疾病或併發症而免責。

4.鑒於高血壓、肝功能異常或其他較輕微疾病，惡化為其他更嚴重之疾病機

率較正常人為高，影響保險人於訂約時之危險估計，如未據實說明，保險

人本得依第64條解除契約；另外，縱使未違反說明義務，然保險人本得依

照被保險人所告知之不同危險狀態或體況，要求增加保險費或限縮承保範

圍；因此，如以系爭除外責任批註書內容觀之，應無構成第54條之1各款

情形，而屬有效。

3	取消除外責任批註書與契約變更

1.依題旨，系爭除外責任批註書約定，允許要保人、被保險人於一段期間

後，檢附相關可保性證明，申請取消系爭除外責任批註書，並待保險人承

諾後始生取消之效力。準此，該取消除外責任批註書之約定，應屬第56條

前段之適用範圍。

2.然而，要保人、被保險人得否提出契約變更之申請，尚須提供可保性證明

由保險人進行核保後，進而決定是否承諾取消系爭除外責任批註書；從

而，若被保險人體況業已回復與正常人無異，方得請求保險人就契約內容

加以變更，惟若其體況未見改善，本無請求變更契約之權利，至為明確。

4 第56條但書排除適用範圍與解釋

1.第56條但書規定於2007年修法前規定「但人壽保險不在此限」，主要著眼

於人壽保險契約之危險具高度複雜性，有待保險人更長時間考量是否同

意，故將其排除於第56條本文之適用範圍外110。

110	汪信君老師在文章內進一步延伸，若舊法第56條立法意旨是考量人壽保險具有高度複雜性，則

健康保險契約相較於人壽保險而言，對於被保險人之危險評估更為複雜，解釋上似得一體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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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然而，第56條但書修法後，僅於人身保險另有特別規定時，始依其規定；

反言之，若未特別約定，仍應適用第56條本文規定。有學者認為，該條但

書之意義，在於人身變化大部分難以一望即知，且具複雜性，所需時間多

長於十日，因而設有但書之規定，而第116條第3項特別規定復效之時間，

對於「保費付足期間影響111」甚鉅，因此，僅有在上述情形，始有排除適

用，不應一律給予超逾十日以上之期限，例如變更要保人、變更繳費方式

等仍應受十日最長時間所規範。

3.以本件情形而論，系爭除外責任批註書之取消，須評估被保險人之體況而

具有高度複雜性，如僅有十日期間，對於保險人正確評估危險顯然過短，

但若保險人遲未承諾而逾相當之合理期間，是否排除第56條之適用，實有

深究必要，惟就現況而言，保險人如認為十日過短，自可先行拒絕後，再

由雙方另行協議，否則將使雙方契約關係處於不安的狀態。

4.綜上，取消除外責任批註書之約定，係屬契約內容之變更，而有第56條之

適用，惟要保人（被保險人）仍應符合並檢具相關可保性證明，並自備齊

相關文件向保險人提出申請時，始起算第56條之十日期間。

5.準此可知，倘若被保險人業已提供胃食道逆流與痔瘡等回復健康之證明，

為免雙方契約關係懸而未決及保障被保險人權益，且保險法對於人身保險

中此部分並無特別規定，故仍有第56條之適用；被保險人甲就子宮頸異常

狀態與肝功能異常狀態部分，並未提出證明，自無請求契約變更之權利，

亦無第56條之適用。

而排除該條擬制承諾之效力，惟若被保險人之體況回復與正常人無異，而保險人經過相當之合

理期間卻遲未承諾，對被保險人保障顯然不周。

111	江朝國，保險法逐條釋義—第二卷保險契約，2019年4月，頁317。此處「保費付足期間」，

對於被保險人欲即時恢復契約效力的影響，可由保險法第116條第7項、第121條第3項規定

「保險費已付足二年以上」及第119條第1項、第120條第1項規定「保險費已付足一年以上」

得知，故而保險法第116條第3項特別規定「第一項停止效力之保險契約，於保險費及其他費

用清償後，翌日上午零時，開始恢復其效力」以保護之。此外，第109條第2項規定「保險契

約載有被保險人故意自殺，保險人仍應給付保險金額之條款者，其條款於訂約二年後始生效

力。恢復停止效力之保險契約，其二年期限應自恢復停止效力之日計算」亦應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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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延伸

如果單純從汪信君老師的文章看江朝國老師的見解，可能會有點不太理解。

江朝國老師認為保險法第56條但書不論新舊法（老師完全不管舊法的條文文義

RRRR），應限於涉及「人身112」與「保費付足期間」之計算問題，所以針對保

費付足期間部分，保險法第116條第3項係第56條的特別規定，其餘部分仍應回

歸第56條規定。

另外，汪信君老師文章原文：「得否提出契約變更之申請，尚須提供可保性

證明由保險人進行核保進而決定是否承諾將該批註書取消。如被保險人於提出申

請時，其身體狀況業已回復與正常人無異，方得請求保險人就契約內容加以變

更。但倘若其體況仍未見改善甚而更為惡化，該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即無請求契約

變更之權利（取消除外責任批註書），應先注意。」不知道汪老師是不是故意加

上「應檢具相關可保性證明（或業已提供胃食道逆流與痔瘡等回復健康之證

明）」的要件；對此，筆者認為，第56條係考量保險契約雙方之權利義務懸而

未決，故第56條將保險人未於一定時間內拒絕之沉默擬制為承諾，縱使要保人

或被保險人未檢具相關可保性文件，保險人本應從速拒絕之，但如果被保險人的

體況回到與正常人無異，此時縱使保險人遲遲未承諾而有第56條之適用，擬制

保險人默示同意取消除外批註書，亦不影響保險契約的對價衡平；然而，如果未

符合正常人體況而未提出可保性證明者，那依照汪信君老師的見解，要保人、被

保險人即無請求契約變更之權利，似乎保險人再怎麼遲延，也不會有第56條的

適用？！

另外，汪信君老師就取消除外責任批註書究竟應適用第56條十日期限或排

除適用，認為有深究的必要，似乎沒有說死。但後面又接著說：以現況而言，保

險人如認為十日過短，自可先行拒絕後，再由雙方另行協議……等語，筆者認

為，如果易地而處，身為保險公司的法務，收到取消除外責任批註書（具有高度

複雜性）的申請時，應該會先把拒絕的草稿準備好，十日期限屆至前先拒絕承

諾，然後再慢慢繼續拖？直到評估結果出爐後再同意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的申請，

這樣似乎也無法達到汪信君老師想要解決雙方契約關係懸而未決的問題。（不過

以上筆者的揣度，僅供讀者思考，考場上仍以二位老師見解為依歸）

112	這邊江朝國老師的文字確實有語意不清之處，但從前後文交互看來，其認為人身保險因人身變

化大部分難以一望即知，且具複雜性，所需時間多長於十日，因而設有但書之規定，所以筆者

推測應係針對人身危險評估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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