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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截至目前為止公開發行有價證券包括已上市櫃之公司家數將近有二

千家
1
，然據現行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集保公司）

統計報告顯示，過去送存集中保管已下市櫃、下興櫃無股務單位之有價

證券計有 200 餘檔，所發行之有價證券由於屬已撤銷公開發行或解散、

撤銷、廢止之公司，無集中交易市場可供買賣，所以幾乎無價值可言，

且公司處所不明，亦無股務單位可尋，投資人對於辦理持股之繼承、贈

與、私人間直接讓受及拋棄等作業之產生困難，因此如何提供協助解決

之方法，誠屬刻不容緩之課題。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 29 條及國稅局訂定之遺產稅申報

書說明，繼承人於填報遺產總額時，屬未上市櫃、非興櫃股票者，應以

繼承開始日之資產淨值估定，經參考現行繼承人辦理繼承轉帳或拋棄作

業所檢附之遺產稅完(免)稅證明，可知實務作業，繼承人在申報已下市

櫃、下興櫃無股務單位之有價證券時，多以淨值 0 元辦理申報
2
。 

  集保公司現行為協助持有無股務單位公司股票之投資人或繼承人辦

理有價證券拋棄所有權之文件審核及轉帳等業務規劃，係先接受投資人

或繼承人所填具之相關文件，於集保公司中開立專戶暫存投資人存券，

俟發行公司有人得受理審核時，將投資人之相關申請文件轉交發行公

司，註銷投資人所欲拋棄之股份。惟依「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

業辦法」第 29 條之 1 及該公司「業務操作辦法」第 64 條之 1 之規定，

現行參加人客戶申請私讓、繼承、贈與、抛棄股份等有價證券之轉帳，

                                                   

1111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12201220122012 年年年年 7777 月底公開發行公司計有月底公開發行公司計有月底公開發行公司計有月底公開發行公司計有 1929192919291929 家家家家，，，，其中上市有其中上市有其中上市有其中上市有 798798798798 家家家家，，，，上櫃上櫃上櫃上櫃 623623623623 家家家家，，，，未上市櫃有未上市櫃有未上市櫃有未上市櫃有

508508508508 家家家家。。。。詳詳詳詳參證期局網站參證期局網站參證期局網站參證期局網站：：：：http://dns1.sfb.gov.tw/important/10107/http://dns1.sfb.gov.tw/important/10107/http://dns1.sfb.gov.tw/important/10107/http://dns1.sfb.gov.tw/important/10107/之統計資料之統計資料之統計資料之統計資料，，，，上網時間上網時間上網時間上網時間 2012/09/092012/09/092012/09/092012/09/09。。。。 

2222    由於繼承人以淨值由於繼承人以淨值由於繼承人以淨值由於繼承人以淨值 0000 元辦理繼承申報之作業元辦理繼承申報之作業元辦理繼承申報之作業元辦理繼承申報之作業，，，，除稅務之考量外除稅務之考量外除稅務之考量外除稅務之考量外，，，，其最終目的係在於註銷被繼承其最終目的係在於註銷被繼承其最終目的係在於註銷被繼承其最終目的係在於註銷被繼承

人帳戶人帳戶人帳戶人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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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由集保公司代轉參加人客戶之申請文件予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構，

由其審核後通知集保公司辦理轉帳，若該公司無股務單位，對於該有價

證券轉讓之申請即無法受理3。故若該有價證券之發行之公司已無股務單

位或股務代理機構辦理股務事務，相關審核及轉帳作業將無法完成，尚

難以因應實務操作上之需要。 

  由於下市櫃、下興櫃無股務單位之公司多已撤銷公開發行或解散，

除極少部分公司因重整成功之情形外，該等有價證券幾乎已無價值，實

務上很少投資人有辦理贈與作業之需要，而繼承人申辦繼承作業，其最

終目的乃為註銷被繼承人帳戶，雖現階段集保公司上述之拋棄持股作業

方式，亦可解決註銷被繼承人帳戶之需要，然一般客戶、外資、法人股

東等亦有拋棄帳上持有不良公司股份之實務作業需要，以及上述拋棄持

股作業之流程繁複並且是否已真正完成拋棄持股亦有疑義，故是否可將

此拋棄持股作業簡化其申請程序，且申請對象可否作適度開放，衡酌實

務作業需要以及現行法制，對簡化拋棄股份程序、強化作業功能等事項，

皆有進一步之研究與探討之需要。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第一項、研究方法 

    有價證券之繼承、贈與、私人間直接讓受及拋棄持股等作業之處理，

係屬具有技術性與法令規範基礎之實務操作，為進一步之研究與探討在

面對公司因事實無股務單位而不能辦理相關股務作業時之法制問題，本

研究擬透過蒐集國內外有關集中保管之有價證券作業之處理之期刊、論

文、書籍及研究報告等，再依歸納分析之方法將文獻加以整理，以有價

證券遇無股務單位辦理繼承、贈與、私人間直接讓受及拋棄持股等作業

之處理機制為中心，作一深入之分析探討。  

第二項、研究架構 

                                                   

3333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操作辦法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操作辦法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操作辦法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操作辦法第第第第 64646464 條條條條----1111 第第第第 5555 項之規定項之規定項之規定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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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計畫將在約定之時間內，以下列各章探討集中保管之有價證券

遇無股務單位辦理繼承、贈與、私人間直接讓受及拋棄持股等作業之處

理機制，並嘗試提出現行實務運作與法令規範上因應之道與具體建議： 

    第一章為緒論，闡述本研究計畫之研究背景與目的、研究方法以及

本研究報告之架構。 

    第二章為股份之概念，就股份之內容與股務之運作做一概括性的介

紹，並探討股份轉讓與股東拋棄持股之方式與效果，以及有價證券之繼

承、贈與、私人間直接讓受及拋棄於公司無股務單位時現行之作業方式

以及所產生之問題。 

    第三章為探討公司解散後之法律地位，本章除介紹公司解散之概念

外，並就公司解散之事由、解散之效力及解散後公司登記之撤銷或廢止

提出說明，同時也就公司解散後之清算與公司法人格消滅認定之實務爭

議問題等提出進一步探討。 

  第四章為介紹現行集保公司對於無股務單位之有價證券處理之方

式，包括現行拋棄持股作業、現行方式之疑慮實體發行部分、投資人自

行領回保管徒增困擾，由於目前拋棄持股作業僅為解決辦理註銷帳戶或

繼承，尚無法完全滿足投資人實際需求股份，而且僅為暫存於專戶，拋

棄作業並未完成，因此本章擬進一步探討並提出解決之方案。 

  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就先前各章所研析之結論，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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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股份之概念 

  集保公司主要業務之一即在負責有價證券集中保管、無實體登錄及

帳簿劃撥交割等作業，而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以下簡稱證交法）所規

範之有價證券中，對於股份與股票之處理實為相當重要之一環，準此本

文首先擬將股份之概念提出探討。股份有限公司之特質即在於將公司全

部資本分為股份，用以籌集資金，並得以股票表彰其權利，而股東就其

所認股份對公司負其責任，即股東對公司負有繳清股款之義務，而股東

對公司之責任亦僅以繳清其所認股份之金額為限，不再對公司有出資義

務。 

持股便係是指持有公司股份而言，以下將簡述股份之概念。 

第一節  股份之意義 

  股份之意義有三：一、資本之成分；二、股東權之表彰；三、表彰

股票之價值4。以下分述之。 

  第一，股份係構成資本之成分，股份有限公司之全部資本應分為股

份，且無論是面額股或無面額股每股金額應歸於一律，每一股份均代表

一定金額5。 

  第二，股東對公司出資之後，名義上雖喪失對其資金之所有權，但

實際上該資金之所有權係變形成為股東權；換言之，股份有限公司在經

營與所有分離原則之下，股東原本就其資金之使用收益權能，因為其投

資公司成為公司資本後，其使用權能便轉由實際上經營公司執行業務之

董事會手中，但是股東對該資金的收益權能以及處分權能仍在股東手

中，而成為股東權之主要內容，股東對於公司的法律上地位便係指股東

                                                   

4444    柯芳枝柯芳枝柯芳枝柯芳枝，，，，公司法論公司法論公司法論公司法論（（（（上上上上），），），），三民三民三民三民，，，，修訂七版修訂七版修訂七版修訂七版。。。。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頁頁頁頁 156156156156。。。。梁宇賢梁宇賢梁宇賢梁宇賢，，，，公司法論公司法論公司法論公司法論，，，，三民三民三民三民，，，，

修訂五版修訂五版修訂五版修訂五版。。。。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頁頁頁頁 305305305305。。。。王文宇王文宇王文宇王文宇，，，，公司法論公司法論公司法論公司法論，，，，    元照元照元照元照，，，，三版三版三版三版。。。。2006200620062006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頁頁頁頁 242242242242----243243243243。。。。 

5555    公司法第公司法第公司法第公司法第 156156156156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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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而股份由於是股東出資而來，其便是表彰了股東對於公司之股東權。 

  第三，公司所發行之股票係顯示股份並且表彰股東權之有價證券，

但在採行無實體發行及交易後，股票要式性的概念已較不重要，隨之興

起之問題乃是公司所發行之股份，若經由無實體發行，其並未印製股票，

而是洽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並以帳簿劃撥方式處理，股份雖然仍然

係表彰該公司股票之價值，但已非像以往實體發行時在於證明該股票之

價值6，換言之，股份若已無實體發行，其所表彰的價值為股東所持有公

司股份權利之價值。 

第二節  股份轉讓 

  所謂股份之轉讓，乃係將表彰股東權之股份移轉與他人，使讓與人

喪失股東資格，但相對的受讓人因受讓該股份而取得股東資格之行為，

即以法律行為移轉該等表彰股東權之股份7。從經濟上的觀點來看，由於

股份有限公司並未採取退股制度，從而股份轉讓遂成為公司股東收回投

資之最主要之方法8。原則上公司法對於股份之轉讓採取股份轉讓自由原

則
9
，然此僅為原則，公司法設有諸多之例外規定限制股份之自由轉讓。 

一、 轉讓之方式 

(一) 公司未發行股票者 

  可分為兩種情形，若屬非公開發行公司而未發行股票者，其股份

轉讓之方式屬公司自治事項，由公司自行訂之
10
。一般實務上是由讓

                                                   

6666    現行上市櫃公司現行上市櫃公司現行上市櫃公司現行上市櫃公司自自自自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起已全面採行無實體登錄日起已全面採行無實體登錄日起已全面採行無實體登錄日起已全面採行無實體登錄。。。。 

7777    王文宇王文宇王文宇王文宇，，，，同註同註同註同註 4444，，，，頁頁頁頁 254254254254。。。。 

8888    柯芳枝柯芳枝柯芳枝柯芳枝，，，，同註同註同註同註 4444，，，，頁頁頁頁 178178178178。。。。 

9999    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 163163163163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公司股份之轉讓公司股份之轉讓公司股份之轉讓公司股份之轉讓，，，，不得以章程禁止或限制之不得以章程禁止或限制之不得以章程禁止或限制之不得以章程禁止或限制之。」。」。」。」 

10101010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91919191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 09102205290091022052900910220529009102205290 號函號函號函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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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與受讓人簽訂股份轉讓同意書或股份購買契約等方式，會同向公

司辦理過戶登記，易言之，此類股份之轉讓多以契約方式為之。若屬

公開發行公司，其發行之股份由於未印製股票而是洽證券集中保管者

機構登錄者，其股份轉讓之方式則以帳簿劃撥之方式為之。 

(二) 公司已發行股票者 

  公司若已發行股票者，可分為記名股票以及無記名股票。前者之轉

讓由股票持有人以背書轉讓之，並應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記載於股

票，記名股票之轉讓，需以記名背書轉讓，於當事人間即生移轉效力。

若為上市櫃公司之股東，未將其股票交由集中保管事業機構保管時，其

股票之買賣除得為場外交易之情形外，由於需透過證券經紀商以行紀之

法律關係從事交易，因此交易完成後必須辦理交割。所謂交割係指賣方

交付證券，與買方支付款項，交割係透過證券經紀商為之，賣方須於股

票背面轉讓人欄蓋上留存於公司之印鑑章後，交由證券經紀商，再由證

券經紀商交付於買方。反之，若係已將股票交由集中保管事業機構保管

者，其買賣之交割便可透過投資人之證券商以帳簿劃撥之方式為之11。 

  若屬無記名股票，其轉讓方式僅需以交付轉讓已足，故僅需有讓與

之合意以及交付行為即生轉讓之效力。 

(三) 現行實務 

  由於我國證券集中交易市場自民國 76 年以來蓬勃發展，投資人與證

券商及證券商與交易所之間結算交割作業更趨複雜，證券主管機關積極

規劃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制度。另外，主管機關為健全股市交割

制度，於民國 84 年 2 月 4 日起實施全面款券帳簿劃撥，以保障投資人款

券安全交割，並減少發生重大違約案件，實現有價證券的「不移動化」。 

  另外，由於有價證券的無實體化已為全球趨勢，並且可提升市場效

                                                   

11111111    柯芳枝柯芳枝柯芳枝柯芳枝，，，，同註同註同註同註 4444，，，，頁頁頁頁 179179179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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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及降低發行人印製有價證券等成本與投資人之有價證券被偽造、遺

失等風險，集保公司已於民國 100 年完成上市櫃（興櫃）有價證券全面

無實體發行，故目前有價證券的交割方式均已採用帳簿劃撥為之。 

二、 轉讓之效力 

  股份一經轉讓，其屬於原股東之權利義務便由受讓人所繼受。又依

照民法第 295 條之規定，其附屬於股東權之從屬權利如股息與紅利，除

上市股票另有規定外，亦隨同移轉於受讓人。 

  另外，關於記名股票之轉讓中之過戶12，其僅為股份轉讓之對抗要

件，而非生效要件13。換言之，記名股票僅需由股票持有人以記名背書之

方式轉讓即生股份轉讓之效力，其過戶程序僅係是否得以其轉讓對抗公

司之要件而已。所謂不得對抗公司，乃指股東之資格對公司而言是否得

以確定，故過戶以後，即推定受讓人為股東；反之，過戶以前，受讓人

不得對公司主張其為股東。換言之，過戶以前受讓人並無從對公司主張

其股東權，因公司於股東行使其股東權之認定方式仍係以股東名簿所記

載者為準。至於過戶手續原則上隨時均得為之，但若係於所謂停止過戶

期間（閉鎖期間）之內，不得為辦理過戶之手續，但於此期間內股份仍

可移轉，僅不得過戶而已。 

第三節  股務單位之設置與股務之處理 

  股票係表彰股東權的基礎，而即時且正確的將股票移轉給受讓人，

不但與公共利益及投資人的保護攸關，更是證券結算交割能更有效率運

作的核心，而這些都和股務作業的良窳攸關。若股務作業有所延誤，亦

必然會對後續整體證券市場的交易安全與投資人保護產生負面的影響，

即股務代理直接與公共利益有關。縱使目前有價證券已採行無實體發
                                                   

12121212
    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 165165165165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項項項：「：「：「：「股份之轉讓股份之轉讓股份之轉讓股份之轉讓，，，，非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非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非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非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公記載於公記載於公記載於公

司股東名簿司股東名簿司股東名簿司股東名簿，，，，不得以其轉讓對抗公司不得以其轉讓對抗公司不得以其轉讓對抗公司不得以其轉讓對抗公司。」。」。」。」 

13131313    王文宇王文宇王文宇王文宇，，，，同註同註同註同註 4444，，，，頁頁頁頁 26326326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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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但股務作業並未因此而減輕其重要性。證交法於 89 年修正准許公司

得採傳統實體發行以及無實體發行之方式發行股票，公司法亦於 90 年修

正得以無實體發行之方式發行股票，配合此等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股務

處理準則亦做出相關配合修訂14。 

一、 股務之內容 

  股務處理範圍甚廣，通常係指股票相關印製、移轉過戶、設質以及

股東會之召開、出席股東會委託書之使用等之事宜，其內容依現行法令

之規定可包括下列事務15： 

(一) 辦理股東之開戶、股東基本資料變更等事務。 

(二) 辦理股票之過戶、質權設定、質權解除、掛失、掛失撤銷等之異 

動登記，以及股票之合併與分割作業。 

(三) 辦理召開股東會之事項。 

(四) 辦理現金股利與股票股利之發放事務。 

(五) 辦理現金增資股票之事務。 

(六) 處理有關股票委外印製事項。 

(七) 處理股東查詢或政府機關規定之相關股務事項。 

(八) 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之股務事項 

二、 股務單位之設置 

  公開發行公司對於股務處理依規定得委外辦理，亦得自行辦理股務

事項16，惟若係委外辦理者，其受委託辦理之機構以綜合證券商及依法得
                                                   

14141414
    馮震宇馮震宇馮震宇馮震宇，，，，公司證券重要爭議問題研究公司證券重要爭議問題研究公司證券重要爭議問題研究公司證券重要爭議問題研究，，，，元照元照元照元照，，，，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頁頁頁頁 335335335335----336336336336。。。。 

15151515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2222 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 

16161616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3333 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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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辦理股務業務之銀行及信託業為限。由於股務作業具有相當之重要

性，不僅是在於釐清公司與股東之間之問題，更在於股東權益與證券交

易安全等公益的保護。也因此主管機關對於股務作業規定必須具備一定

資格條件，以下分述之： 

(一) 對股務人員與設備之要求 

  為維持股務作業品質及水準，股務處理準則不但對於公司或代辦股

務機構的股務人員資格有所限制，更對辦理股務應具有之設備有所要

求。在股務人員方面，公司或代辦機構辦理股務事務時，除須配置足夠

的專任人員，給予適當之訓練及管理外，並特別對實際辦理股務的人員

課以資格與人數上的要求，規定應具備以下之條件17： 

1. 代辦股務機構之正副主管至少一人須有五年以上之股務作業實務經

驗；其辦理股務之業務人員中應有三分之一以上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且不得少於五人。但辦理股務之業務人員符合資格已達二十人者，不

受前揭比例之限制。（1）股務作業實務經驗三年以上。（2）證券商高

級業務員或業務員。 

2.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自辦股務

者，其股務正副主管至少一人需有三年以上之股務作業實務經驗。另

外，若公司自辦或受託辦理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公司之股務者，依股務處理準則之規定，應於其正副主管執

行職務前，向主管機關指定機構申報該等人員之基本資料，有異動者

也應於異動後次月十五日前將異動情形彙總申報。 

  另外為防止股票之遺失、被盜或發生偽造、變造等情事，股務處理

準則對於辦理股務業務之設備，要求代辦股務之機構，其辦理股務業務

                                                   

17171717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4444 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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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18： 

1. 應配置必要之電腦設備及印鑑比對系統。 

2. 應具備防火、防水、防盜功能之金庫，並訂定金庫管理辦法確實執行。

相對的，若公司係自行辦理股務，則要求應設置安全之庫房，並訂定

庫房管理辦法確實執行，且設置足夠的硬體設備19
。 

(二) 對股務作業內控內稽之要求
20
 

  對於股務處理機構之監理，除了辦理股務人員與相關設備上有所要

求之外，股務處理準則亦對相關的內部控制、安全保管機制、保管與款

項的收付有特殊的規定。 

  首先在內控內稽制度方面，股務處理準則第 6 條要求不論是公司或

代辦股務機構，其內部控制制度均應包括股務處理作業程序，並訂定查

核項目，由專責人員定期或不定期實施內部稽核，作成書面紀錄備供查

核。此外，亦要求公司或代辦股務機構的電腦軟體設計應具備自動勾稽

功能，除定期作業系統檢查、檔案備份外，並須保存系統流程圖，檔案

結構說明及系統操作說明，檔案備份並應異地保管。 

  而為防止股東未領回股票或空白股票被盜領或盜用，股務處理準則

第 8 條規定，公司或代辦股務機構對於股東未領回之股票及公司備用空

白股票應訂定管理辦法及盤點計劃備供查核。對於公司自辦或受託辦理

股票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之股務者，則應將

管理辦法及盤點計劃向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申報備查；若管理辦法及盤

點計劃有修訂時，亦應一併申報備查。 

                                                   

18181818    公開發公開發公開發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5555 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 

19191919
    馮震宇馮震宇馮震宇馮震宇，，，，同註同註同註同註 14141414，，，，頁頁頁頁 338338338338。。。。 

20202020
    馮震宇馮震宇馮震宇馮震宇，，，，同註同註同註同註 14141414，，，，頁頁頁頁 339339339339----34034034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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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公司或代辦股務機構對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送達辦理銷除前

手、合併、分割或股東申請辦理過戶、合併、分割換發等事由所產生之

暫時留存股票，則應逐日編製明細表作成紀錄，並指定專人保管（股務

處理準則第 9 條參照）。 

  而在金錢控管方面，股務處理準則第 10 條要求代辦股務機構於辦理

股務作業時，除金融機構兼營者依銀行法規定外，應於銀行設立專戶辦

理其保管款項之收付，該帳戶款項不得流用。 

三、 股務之處理與法令依據 

  「股務」顧名思義為股東事務之簡稱，故原為任何股份有限公司均

會面對，或均有處理義務。惟依現行法制而言，僅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之

1 第 2 項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故形式上而

言，公開發行公司之股務處理受到較嚴謹的法律規範。另外，證交法本

身規定，原則上亦不拘束未公開發行之公司，故即使證交法本身定有股

務處理相關規定，其效力亦不及於未公開發行之公司。 

  但自實務界之現況觀察，因股務處理與股東權益密切相關，稍有處

理不當便易生股東與公司之間之爭議，故實務界常有未公開發行公司自

發性的遵守有關公開發行公司股務之相關法令，除可使其股務處理更有

法令依據，而減少爭端發生之優點外，另可使即將公開發行之公司之股

務處理提早進入正軌。 

  股務兩字看似單純，但實際上其所涉及之法令與實務問題繁多，除

了最基本且重要的釐清股東與公司之間的地位與法律關係之相關法令

外，尚包括證券市場股票發行、交割相關制度與規範、證交法就公開發

行公司之股東會或董監事持股管理之特別規定，尤其股票發行基本上是

企業於資本市場籌資之活動，故整體而言，應遵循公司法關於股份有限

公司股東、股東會及股票相關規定，而公開發行公司由於股東人數眾多

且分散，股權又可藉由股票於公開市場轉讓，爰證交法第 22 條之 1 第 2

項方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詳細規範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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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命週期－－自股東開戶起，至股票轉讓過戶，喪失股權為止，各種

權利義務之發生、變動及消滅之處理程序；該準則可使股東權因合法、

準確的處理程序獲得確保之外，亦可讓公司及其辦理股務之人員有明確

可資遵循之完整規範21。 

四、 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與股務處理之關係 

  由於股務處理事宜舉凡股票之印製、發行、交易、交割、結算、過

戶、設質、遺失、毀損滅失等皆攸關股東權益，集保公司與公司股務單

位之往來息息相關，兩者間對於有價證券遇有辦理股務之繼承、贈與、

私人間直接讓受及拋棄持股等作業處理事務，其中較為密切之運作關係

可簡述如下： 

(一) 集中保管及帳簿劃撥作業 

  集保公司目前保管方式採取「兩段式保管架構」。第一段為客戶將股

票寄託於證券商，成立民法第 603 條之 1 的混藏寄託關係，客戶仍保有

股票所有權，實務上即由投資人向證券商申請開戶，簽訂保管契約、領

取存摺，委託辦理買賣證券的帳簿劃撥。第二段為證券商以自己名義在

集中保管事業開戶，二者亦成立民法第 603 條之 1 的混藏寄託關係，並

將客戶股票寄託於集保公司，實務上係由證券商向集保公司申請開戶，

辦理代客買賣證券的劃撥交割，再將投資人委託保管的證券辦理轉存、

匯撥及領回等手續22。兩段式保管架構如下圖所示： 

 

 

 

                                                   

21212121
    陳錦旋陳錦旋陳錦旋陳錦旋、、、、徐敏健徐敏健徐敏健徐敏健，，，，股務作業法規概論股務作業法規概論股務作業法規概論股務作業法規概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1993199319931993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頁頁頁頁 1111----2222。。。。 

22222222
    賴英照賴英照賴英照賴英照，，，，股市遊戲規則股市遊戲規則股市遊戲規則股市遊戲規則----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元照出版元照出版元照出版元照出版，，，，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再版月再版月再版月再版，，，，頁頁頁頁 14214214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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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段法律架構圖
23
 

 

  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制度，之所以採取兩段式法律架構，而不採

取一般投資人與集保公司直接成立保管契約關係，係考量有價證券集中

保管帳簿劃撥制度最根本的目的在於解決有價證券實體交割所導致的龐

大事務作業負擔。若採取直接與投資人成立保管契約的法律架構，集保

公司勢必直接面對大量的投資人，其仍有相當的作業負擔。在採取兩段

式法律架構下，集保公司僅須逐日與相對少數之證券商，而不須面對廣

大的投資人，使作業負擔大幅減輕，以確實達成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劃撥

制度之目的。 

(二) 銷除前手 

  投資人透過證券商送存的有價證券，係以擬制人名義登記在集中保

管事業機構〈Street Name〉名下24，集中保管事業機構將定期送至發行

公司，由發行公司將證券背面出讓人姓名予以銷除，另將該證券轉記於

集保機構所開立之專戶，而發行公司抽存原過戶申請書，並於受讓人欄

                                                   

23232323    引自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網站引自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網站引自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網站引自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http://www.tdcc.com.tw/tc_0http://www.tdcc.com.tw/tc_0http://www.tdcc.com.tw/tc_0http://www.tdcc.com.tw/tc_02service.htm2service.htm2service.htm2service.htm 上網時間上網時間上網時間上網時間：：：：

2012/10/01。。。。 

24242424
    賴英照賴英照賴英照賴英照，，，，同註同註同註同註 22222222，，，，頁頁頁頁 140140140140----14414414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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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加蓋銷除前手戳記，完成銷除前手作業25，而此銷除前手作業，亦為股

務單位業務重點之一。 

(三) 代為審核及查核股務相關事宜 

受指定辦理股務業務及其內部控制作業之查核，同時辦理審核及

查核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受託辦理股東會相關事務公司之資格條件

及查核徵求人、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受託代理人或其關係人取得出

席股東會委託書及其他有關文件資料等之事務
26
。 

第四節  股份之拋棄 

  我國公司法中，僅就無限公司與兩合公司有退股之規定，股份有限

公司以及有限公司均無退股之規定，故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不得向公司

請求退股。所謂退股，係指特定股東於公司存續之中喪失其股東地位而

言。 

  由於股份有限公司並無退股之設計，若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不欲再享

有股東權欲收回其投資，需透過股份轉讓之方式為之，若該股份有限公

司經營不善，股東已不欲再為該公司之股東，並且因該公司經營不良，

無人欲受讓該等股份，無法藉由轉讓之方式終止其股東地位時，股東可

                                                   

25252525
    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操作辦法第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操作辦法第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操作辦法第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操作辦法第 86868686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項項項：「：「：「：「本公司集中保管之有價證券本公司集中保管之有價證券本公司集中保管之有價證券本公司集中保管之有價證券

定期送往各該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構定期送往各該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構定期送往各該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構定期送往各該發行人或其股務代理機構，，，，辦理銷除前手作業辦理銷除前手作業辦理銷除前手作業辦理銷除前手作業。」。」。」。」 

26262626
依據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依據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依據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依據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3333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9999 項之規定項之規定項之規定項之規定，，，，本會或本會指定之機構本會或本會指定之機構本會或本會指定之機構本會或本會指定之機構，，，，得對辦理得對辦理得對辦理得對辦理

股務之機構有關股務業務及其內部控制股務之機構有關股務業務及其內部控制股務之機構有關股務業務及其內部控制股務之機構有關股務業務及其內部控制作業進行查核作業進行查核作業進行查核作業進行查核。。。。另依另依另依另依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

書規則第書規則第書規則第書規則第 7777 條之條之條之條之 1111 及第及第及第及第 15151515 條之規定條之規定條之規定條之規定，，，，本會或本會指定之機構得隨時檢查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之本會或本會指定之機構得隨時檢查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之本會或本會指定之機構得隨時檢查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之本會或本會指定之機構得隨時檢查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之

資格條件資格條件資格條件資格條件，，，，代為代為代為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不得拒絕處理徵求事務者不得拒絕處理徵求事務者不得拒絕處理徵求事務者不得拒絕。。。。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爰於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爰於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爰於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爰於 94 94 94 94 年年年年 12  12  12  12 月月月月 16  16  16  16 日日日日

以金管證三字第以金管證三字第以金管證三字第以金管證三字第 0940005905094000590509400059050940005905 號函號函號函號函，，，，指定集保公司辦理指定集保公司辦理指定集保公司辦理指定集保公司辦理股務業務及其內部控制股務業務及其內部控制股務業務及其內部控制股務業務及其內部控制作業之查核作業之查核作業之查核作業之查核，，，，同時同時同時同時

賦予賦予賦予賦予審核及查核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審核及查核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審核及查核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審核及查核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受託辦理股東會相關事務公司之資格條件及查核徵求受託辦理股東會相關事務公司之資格條件及查核徵求受託辦理股東會相關事務公司之資格條件及查核徵求受託辦理股東會相關事務公司之資格條件及查核徵求

人人人人、、、、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受託代理人或其關係人取得出席受託代理人或其關係人取得出席受託代理人或其關係人取得出席受託代理人或其關係人取得出席股東會委託書及其他有關文件資料股東會委託書及其他有關文件資料股東會委託書及其他有關文件資料股東會委託書及其他有關文件資料

之事務之事務之事務之事務。。。。集保公司並於集保公司並於集保公司並於集保公司並於 99 99 99 99 年年年年 03  03  03  03 月月月月 23  23  23  23 日訂定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查核股務單位日訂定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查核股務單位日訂定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查核股務單位日訂定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查核股務單位

股務作業辦法配合執行股務作業辦法配合執行股務作業辦法配合執行股務作業辦法配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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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以拋棄股份之方式將其股東身分終結，不無疑義。 

  公司法第 167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除依法律規定，不得自將股份收回、

收買或收為質物。所謂收回，係公司以單方意思表示給付代價，向股東

取回股份；收買則是公司與股東雙方合意，由公司給付股東代價，股東

交付股份與公司，兩者公司皆須給付代價，此將減少公司資本。惟若股

東將持有之股份拋棄，係無條件之拋棄，此時公司便無償取得所有權，

且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依照公司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僅對其所認

股份負其責任，若該股東就其所認股份已盡其出資義務，股東欲將其所

持股份無條件拋棄時，公司法既無禁止規定，即應准許之。實務上亦承

認公司股東得拋棄股份，認為公司在所取得之股票上，逕自註記股東拋

棄該股票，而由該公司取得該股票之所有權，尚無不可。又公司取得該

拋棄股份未再出售，可參照公司法第 167 條第 2 項後段規定，逕行辦理

減資變更登記，毋庸召開股東會決議27。惟須注意的是，股份有限公司若

因股東拋棄股份，而導致股東人數不滿兩人，並且又無政府、法人股東

一人以上存在時，則公司應依照公司法第 315條第 1項第4 款辦理解散28。 

第五節  股東拋棄持股之方式 

  基於上述，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可無條件拋棄其持有股份，然拋

棄之方式為何，公司法並無規定，玆就其概念可能之原因方式及效力

分述如下。 

一、 拋棄的概念 

  民法第 764 條規定：「物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拋棄而消滅。前項

拋棄，第三人有以該物權為標的物之其他物權或於該物權有其他法律上

                                                   

27272727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91 91 91 91 年年年年 10  10  10  10 月月月月 31  31  31  31 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 091022 091022 091022 09102245560 45560 45560 45560 號函號函號函號函。。。。 

28282828    陳峰富陳峰富陳峰富陳峰富，，，，公司經營與股東權益公司經營與股東權益公司經營與股東權益公司經營與股東權益，，，，永然文化永然文化永然文化永然文化，，，，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頁頁頁頁 78787878。。。。 



18 

 

之利益者，非經該第三人同意，不得為之。拋棄動產物權者，並應拋棄

動產之占有」。 

  所謂拋棄，係指依權利人之意思表示，不以其物權移轉於他人，而

使其物權絕對歸於消滅之單獨行為29，財產權之拋棄，原則上權利人得自

由為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應從其規定。並且若第三人有以該物權為

標的物之其他物權或該物權有其他法律上利益者，須經該第三人同意30。 

  然民法上拋棄行為雖屬於單獨行為，由當事人一方之意思表示即為

成立之行為。惟單獨行為可分為有相對人之單獨行為以及無相對人之單

獨行為，前者如撤銷、解除契約等，於其意思表示到達相對人時發生效

力；後者如捐助行為、遺囑、動產之所有權之拋棄等31。 

  綜據前述，實務上有認為，參照民法第 764 條規定，物權法上之拋

棄，係依權利人之意思表示，使物權歸於消滅之單獨行為。在動產所有

權之拋棄，僅須拋棄人一方之意思表示，並有拋棄之表徵，即生效力32。

惟表彰股份股票不宜單純以物權法上之動產或不動產視之，股票為表彰

股東權利義務之證券，尤其在無實體化之後，已以帳簿之方式記存，公

司股東欲拋棄持有之股份，在解釋上應認為係屬有相對人之單獨行為，

以向公司為拋棄之意思表示為宜
33
。   

二、 拋棄可能之原因 

股份為股東個人之財產，基於私權自由本得自由處分，股東單方面

                                                   

29292929
    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 32323232 年上字年上字年上字年上字 6036603660366036 號判例號判例號判例號判例。。。。 

30303030
    劉春堂劉春堂劉春堂劉春堂，，，，判解民法物權判解民法物權判解民法物權判解民法物權，，，，三民三民三民三民，，，，修訂七版修訂七版修訂七版修訂七版，，，，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頁頁頁頁 63636363。。。。 

31313131
    王澤鑑王澤鑑王澤鑑王澤鑑，，，，民法總則民法總則民法總則民法總則，，，，自版自版自版自版，，，，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頁頁頁頁 280280280280。。。。 

32323232    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 98989898 年度台上字第年度台上字第年度台上字第年度台上字第 1928192819281928 號民事判決號民事判決號民事判決號民事判決。。。。 

33333333
    司法行政部司法行政部司法行政部司法行政部（（（（法務部前身法務部前身法務部前身法務部前身））））64646464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臺日臺日臺日臺（（（（64646464））））函參字函參字函參字函參字第第第第 05196051960519605196 號函以及經濟部號函以及經濟部號函以及經濟部號函以及經濟部 96969696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 09602011720096020117200960201172009602011720 號函釋等亦持此一見解號函釋等亦持此一見解號函釋等亦持此一見解號函釋等亦持此一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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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棄其出資額而消滅其股東身分，其可能原因可歸納為下述幾點： 

(一) 該公司股票已無交易價值 

  公司因經營不善而下市櫃、下興櫃，其淨值可能為負，股份已無價

值可言，現行實務上集保公司遇有無股務單位欲拋棄持股的有價證券，

多係因為該等下市櫃、下興櫃之無股務單位有價證券幾乎全屬已撤銷公

開發行，或解散、撤銷、廢止公司所發行之有價證券，已無市場可供交

易流通，該等有價證券可說是幾無價值可言。既然該等有價證券已無價

值，股東持有該等有價證券已無意義，即便仍有股東權存在，但公司多

已解散或尚未解散但實質上並未營運，股東持有該等股份實無意義可言。 

(二) 公務員財產申報問題 

  由於該等有價證券實際上已幾無價值，但若投資人為公務員，於財

產申報時，持有該等有價證券之公務員依法似仍應為申報34；依照公職人

員財產申報法第 5 條中規定有價證券達一定金額應申報之，所謂「一定

金額」，依照同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規定，總額為新臺幣一百萬元35。依施

行細則對於有價證券應申報之門檻為一百萬元。依照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34343434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5555 條條條條：「：「：「：「公職人員應申報之財產公職人員應申報之財產公職人員應申報之財產公職人員應申報之財產如下如下如下如下：：：：一一一一、、、、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船舶船舶船舶船舶、、、、汽車及航空汽車及航空汽車及航空汽車及航空

器器器器。。。。二二二二、、、、一定金額以上之現金一定金額以上之現金一定金額以上之現金一定金額以上之現金、、、、存款存款存款存款、、、、有價證券有價證券有價證券有價證券、、、、珠寶珠寶珠寶珠寶、、、、古董古董古董古董、、、、字畫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字畫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字畫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字畫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

產產產產。。。。三三三三、、、、一定金額以上之債權一定金額以上之債權一定金額以上之債權一定金額以上之債權、、、、債務及對各種事業之投資債務及對各種事業之投資債務及對各種事業之投資債務及對各種事業之投資。。。。公職人員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所有公職人員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所有公職人員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所有公職人員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所有

之前項財產之前項財產之前項財產之前項財產，，，，應一併申報應一併申報應一併申報應一併申報。。。。申報之財產申報之財產申報之財產申報之財產，，，，除第一項第二款外除第一項第二款外除第一項第二款外除第一項第二款外，，，，應一併申報其取得或發生之時間應一併申報其取得或發生之時間應一併申報其取得或發生之時間應一併申報其取得或發生之時間

及原因及原因及原因及原因；；；；其為第一項第一款之財產其為第一項第一款之財產其為第一項第一款之財產其為第一項第一款之財產，，，，且係於申報日前五年內取得者且係於申報日前五年內取得者且係於申報日前五年內取得者且係於申報日前五年內取得者，，，，並應申報其取得價額並應申報其取得價額並應申報其取得價額並應申報其取得價額。」。」。」。」 

35353535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施行細則第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施行細則第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施行細則第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施行細則第 14141414 條條條條：「：「：「：「本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一定金額本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一定金額本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一定金額本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一定金額，，，，依下依下依下依下

列規定列規定列規定列規定：：：：    

一一一一、、、、現金現金現金現金、、、、存款存款存款存款、、、、有價證券有價證券有價證券有價證券、、、、債權債權債權債權、、、、債務及對各種事業之債務及對各種事業之債務及對各種事業之債務及對各種事業之投資投資投資投資，，，，每類之總額為新臺幣一百萬元每類之總額為新臺幣一百萬元每類之總額為新臺幣一百萬元每類之總額為新臺幣一百萬元。。。。

二二二二、、、、珠寶珠寶珠寶珠寶、、、、古董古董古董古董、、、、字畫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字畫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字畫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字畫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每項每項每項每項（（（（件件件件））））價額為新臺幣二十萬元價額為新臺幣二十萬元價額為新臺幣二十萬元價額為新臺幣二十萬元。。。。公職公職公職公職

人員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依本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應一併申報之財產人員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依本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應一併申報之財產人員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依本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應一併申報之財產人員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依本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應一併申報之財產，，，，其一定金額其一定金額其一定金額其一定金額，，，，應各別依應各別依應各別依應各別依

前項規定分開計算前項規定分開計算前項規定分開計算前項規定分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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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施行細則對於金額的要求，若該等有價證券價值未達標準，即不需申

報。然此申報規定，對於持有該等有價證券之公務人員增添困擾。既然

該等有價證券已無市場可供交易，且公司經營狀況通常不明，依一般案

例推測，應係不足一百萬之申報門檻，然既然該等有價證券已幾無價值

可言，若能將該等有價證券拋棄，對需申報財產之公務員而言反而省去

是否要為財產申報之責任與困擾。 

(三) 稅捐繳納問題 

  關於該等有價證券，稅務申報亦為問題之一，以繼承為例，若該等

有價證券原屬被繼承人所有，於繼承開始時，繼承人必須填報遺產總額，

遺產總額的多寡將影響遺產稅之繳納，該等有價證券，係以繼承開始日

之資產淨值估定，現行實務上，對於該等有價證券之申報，繼承人多以

淨值零元申報，可見繼承人並不欲使該等有價證券影響遺產稅之繳納，

而繼承人申報之目的亦僅在於註銷被繼承人之帳戶而已。為免除該等有

價證券關於稅務問題之困擾，既然持有該等有價證券已無利益可言，又

無市場可供交易，投資人便易萌生拋棄之念頭。 

(四) 消滅股東身分及可能之法律責任 

  股東單方面拋棄其出資額而消滅其大股東、董事或監察人等負責人

之身分，及可能被選定為法定清算人之法律責任。 

三、 拋棄之方式 

  由民法之概念來看，拋棄屬於無相對人之單獨行為，其意思表示發

生效力並不需向特定相對人為之，僅需行為人為意思表示，而不以其物

權移轉於他人，使其物權絕對歸於消滅便可完成拋棄行為。 

  惟上述經濟部 96 年 1 月 31 日經商字第 09602011720 號函釋認為股

東拋棄持股必須向公司為意思表示，究其原因應係因為股份並非一般動

產，其表彰了股東對於公司的股東權，股份對於公司有相當之重要性，

換言之，股份對於公司具有相當之法律上利益，依照民法第 764 條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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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對於股份之拋棄，必須得公司之同意，此應係上述主管機關認

為股東欲拋棄持股必須向公司為拋棄之意思表示之原因。 

四、 拋棄之效力 

(一) 動產拋棄之效力 

  動產所有權經拋棄後，行為人便喪失動產所有權，物權便消滅，該

動產變成為無主物。 

(二) 股份拋棄之效力 

  股份經拋棄後，該股份並不當然消滅，股東拋棄其持股，該股份是

股東無條件給予公司，與民法上拋棄後物權便消滅之概念不同。故股東

拋棄持股後，該股份仍留存於公司，僅股東喪失其對公司之股東權。由

於此時公司係無償取得自己股份，並不會導致公司資產減少，不致違反

資本維持原則，公司若因股東拋棄持股而無償取得股份後，公司應為何

處置？依照經濟部 91 年 10 月 31 日經商字第 09102245560 號函釋謂：「公

司對於股東所拋棄股份應如何處理一節，公司法尚無明文。倘公司股東

拋棄股份，公司在所取得之股票上，逕自註記股東拋棄該股票，而由該

公司取得該股票之所有權，尚無不可。」依此見解認為公司不需經銷除

股份之程序，公司若取得股東拋棄之股份，逕自註明拋棄即可。另外，

公司法第 167 條第 2 項規定，公司依照第 167 條 1 項但書規定，及第 186

條規定，所取得之股份須於六個月內出售，若未出售應為變更登記。惟

此情形乃公司無償取得股份，並不符合第 167 條第 2 項規定，故公司應

不需等待 6 個月期間，可逕自辦理變更登記。惟為求法制上明確，本研

究案認為，未來應考慮於公司法對於股份拋棄增訂相關規定。 

五、 股份拋棄之現況運作 

  依照司法行政部（法務部前身）64 年 6 月 17 日臺（64）函參字第

05196 號函以及經濟部 96 年 1 月 31 日經商字第 09602011720 號函釋認

為，公司股東欲拋棄持有之股份，應向公司為拋棄之意思表示。故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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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若欲拋棄持股，必須向公司為意思表示，方生拋棄持股之效力。 

  然上述向公司為拋棄之意思表示看似單純，但實際運作上，可能因

公司可能已解散、清算、破產，或雖未解散且於經濟部上仍有登記公司

所在地，但公司實際所在不明等等事由，導致向公司為意思表示之要求

難以達成。 

  目前依照經濟部函釋認為，只要公司法人格仍為存續，尚未消滅之

前，均應向公司為拋棄之意思表示，方為完成拋棄持股作業，即使公司

代表人不明之情形亦同
36
。此見解重申拋棄持股之意思表示，應向「公司」

為之，故即便公司代表人不明亦必須向公司為拋棄之意思表示。 

  意思表示的方式，依民法規定可分為對話之意思表示以及非對話意

思表示，若依上述函釋認為應向公司為拋棄持股之意思表示則應係專指

非對話意思表示而言，依民法第 95 條規定：「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

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但撤回之通知，同時或

先時到達者，不在此限。」故非對話之意思表示需「達到」相對人，最

高法院認為，所謂達到，係僅使相對人已居可了解之地位即為已足，並

非須使相對人取得占有，故通知已送達於相對人之居住所或營業所者，

即為達到，不必交付相對人本人或其代理人，亦不問相對人之閱讀與否，

該通知即可發生為意思表示之效力37。故若投資人已將其拋棄持股之意思

                                                   

36363636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101101101101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 10100597360101005973601010059736010100597360 號函號函號函號函：「：「：「：「按民法第按民法第按民法第按民法第 95959595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非對話而非對話而非對話而非對話而

為意思表示者為意思表示者為意思表示者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其意思表示其意思表示其意思表示，，，，已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已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已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已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準此準此準此準此，，，，倘公司尚於存續中倘公司尚於存續中倘公司尚於存續中倘公司尚於存續中，，，，但但但但

其代表人為誰不明其代表人為誰不明其代表人為誰不明其代表人為誰不明，，，，則投資人拋棄股份應向公司以意思表示為之則投資人拋棄股份應向公司以意思表示為之則投資人拋棄股份應向公司以意思表示為之則投資人拋棄股份應向公司以意思表示為之。。。。若公司經宣告破產而破產程若公司經宣告破產而破產程若公司經宣告破產而破產程若公司經宣告破產而破產程

序尚未終結序尚未終結序尚未終結序尚未終結，，，，該公司之法人該公司之法人該公司之法人該公司之法人人格在依破產程序清理債務之必要範圍內人格在依破產程序清理債務之必要範圍內人格在依破產程序清理債務之必要範圍內人格在依破產程序清理債務之必要範圍內，，，，仍視為存續仍視為存續仍視為存續仍視為存續，，，，縱然其代縱然其代縱然其代縱然其代

表人已不存在表人已不存在表人已不存在表人已不存在，，，，則投資人拋棄股份仍應向公司以意思表示為之則投資人拋棄股份仍應向公司以意思表示為之則投資人拋棄股份仍應向公司以意思表示為之則投資人拋棄股份仍應向公司以意思表示為之。」。」。」。」 

37373737
    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 54545454 年台上字第年台上字第年台上字第年台上字第 952952952952 號判例號判例號判例號判例：「：「：「：「民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民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民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民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

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所謂達到所謂達到所謂達到所謂達到，，，，係僅使相對人已居可了解之地位即為已係僅使相對人已居可了解之地位即為已係僅使相對人已居可了解之地位即為已係僅使相對人已居可了解之地位即為已

足足足足，，，，並非須使相對人取得占有並非須使相對人取得占有並非須使相對人取得占有並非須使相對人取得占有，，，，故通知已送達於相對人之居住所或營業所者故通知已送達於相對人之居住所或營業所者故通知已送達於相對人之居住所或營業所者故通知已送達於相對人之居住所或營業所者，，，，即為達到即為達到即為達到即為達到，，，，不必不必不必不必

交付相對人本人或其代理人交付相對人本人或其代理人交付相對人本人或其代理人交付相對人本人或其代理人，，，，亦不問相對人之閱讀與否亦不問相對人之閱讀與否亦不問相對人之閱讀與否亦不問相對人之閱讀與否，，，，該通知即可發生為意思表示之效力該通知即可發生為意思表示之效力該通知即可發生為意思表示之效力該通知即可發生為意思表示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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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已送達於相對人之居住所或營業所者，即為達到，即可發生拋棄持

股之效力。 

  另外，上述均為公司所在地明確之情形，若是公司所在不明時，究

應如何向公司為意思表示，遂生問題？惟依照經濟部 101 年 6 月 27 日前

開函釋，公司所在並不會有不明之情形，因為公司所在地為公司應登記

事項38，故仍可向公司為拋棄之意思表示。然此類公司所在地即便於經濟

部有登記，但營業所通常早已人去樓空，或實際上該地址已非該公司，

如此一來即便股東符合主管機關之要求向公司為意思表示，但實際上公

司根本無人處理股東拋棄持股之事宜。亦即，股東若向此類公司登記所

在地為意思表示，即便意思表示已向公司為之，但並無法使公司居於可

了解之狀態，根本不符合實務上對於非對話意思表示必須「達到」相對

人始為生效之要求，其意思表示其實尚未生效，上述實務見解於實務操

作上實有困難。此時意思表示應如何生效不無疑義，是否涉及有關送達

之法律問題，實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關於送達之方式以下分述之： 

(一) 直接送達 

  直接送達，亦稱本人送達，即送達相關文書於應受送達人本人而言。

且送達應於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但在他處會晤應

受送達人時，得於會晤處所行之
39
。 

(二) 間接送達 

  所稱間接送達，亦稱補充送達，此係指於應為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

                                                                                                                                                  

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 58585858 年台上字第年台上字第年台上字第年台上字第 715715715715 號判例號判例號判例號判例：「：「：「：「非對話而為意思非對話而為意思非對話而為意思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表示者表示者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

發生效力發生效力發生效力發生效力，，，，民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民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民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民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所謂達到所謂達到所謂達到所謂達到，，，，係指意思表示達到相對人之支配範圍係指意思表示達到相對人之支配範圍係指意思表示達到相對人之支配範圍係指意思表示達到相對人之支配範圍，，，，

置於相對人隨時可了解其內容之客觀之狀態而言置於相對人隨時可了解其內容之客觀之狀態而言置於相對人隨時可了解其內容之客觀之狀態而言置於相對人隨時可了解其內容之客觀之狀態而言。」。」。」。」 

38383838
    同前註同前註同前註同前註 36363636。。。。 

39393939    民事訴訟法第民事訴訟法第民事訴訟法第民事訴訟法第 136136136136 條之規定條之規定條之規定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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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送達人，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40。 

(三) 寄存送達 

  寄存送達係指，送達不能依照直接送達以及間接送達之方式為之

者，為免於應受送達人藉故拖延，故規定寄存送達之方式，以為送達。

寄存送達係指將應受送達文書寄存於應受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

製作通知書，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門首，以為

送達41。而寄存送達之效力自寄存之日起，經十日發生效力。   

(四) 公示送達 

  公示送達係指將應送達之文書，依照一定程式公示之後，經過一定

期間，即與實際交付與應受送達人本人有同一效力之送達，由於公示送

達實際上並未送達，僅係法律上視為已經送達，故在要件上須嚴格要求，

另外關於效力發生之時間亦需規定。若當事人欲申請法院公示送達，需

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此所謂之不明，係指當事人就送達處所不明，已

為相當之方法探查，仍不知其應為送達之處所者而言42。而公示送達之程

式，除應將應受送達文書黏貼於法院公告處外，法院應命將文書之影本

或繕本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或利用其他方法公告之。其生效之時點自

將公告或通知書黏貼公告處之日起，其登載公報或新聞紙者，自最後登

載之日起，經二十日發生效力。若係應於外國為送達者，則經六十日發

生效力43。 

  上述送達方式，最基本的當然是直接送達與間接送達，此二者均為

可以找到公司所在地並且能夠使意思表示合法到達公司之方式，而對於

                                                   

40404040    民事訴訟法第民事訴訟法第民事訴訟法第民事訴訟法第 137137137137 條之規定條之規定條之規定條之規定。。。。 

41414141
    民事訴訟法第民事訴訟法第民事訴訟法第民事訴訟法第 138138138138 條之規定條之規定條之規定條之規定。。。。 

42424242
    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 82828282 年台上年台上年台上年台上 272272272272 號判例號判例號判例號判例。。。。 

43434343
    民事訴訟法第民事訴訟法第民事訴訟法第民事訴訟法第 151151151151、、、、第第第第 152152152152 條之規定條之規定條之規定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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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若有登記公司所在地，但已經人去樓空並無相關人員，或是公司並

未辦理變更登記，甚或是經濟部網站未更新之情形，由於並無法為直接

或間接送達，此時究應以寄存送達或公式送達之方式，使該等意思表示

合法生效便生問題。 

  欲為寄存送達，必須是無法以直接或間接送達完成送達，但寄存送

達之情形，應受送達之處所須明確，並且有相關人員可以藉由寄存送達

之方式，得知此送達所為之意思表示，此與在公司有登記所在地但無相

關人員可受意思表示，公司未辦理變更登記或經濟部網站未更新導致公

司所在地不明，以致無法將意思表示合法達到，或即便有公司所在地但

事實上並無人可受意思表示之情況不同，因此若採寄存送達之方式實有

不妥。 

  然依法律規定最無疑義之方式應係公示送達，依照民法第 97 條規

定，表意人非因自己之過失不知相對人之姓名、居所者，得依民事訴訟

法公示送達之規定，以公示送達為意思表示之通知。若投資人欲拋棄持

股，雖於經濟部上登記資料仍有公司登記資料，但實際上公司所在不明

時，此時因無法使意思表示之通知送達於相對人，使其居於可了解之地

位，依照民法第 97 條，由於此情形並非因投資人之過失所致，可向法院

聲請公示送達為意思表示之通知，以完成向公司為拋棄持股之意思表

示。然股份之拋棄若採公示送達在股東之股份可能已無價值之情形，尚

須承擔相關費用與冗長之時間，將導致股東之拋棄股份之困難與不便，

實有加以解決之必要。 

六、 採公示送達方式後之配套措施 

  在公司形式上存續而於經濟部尚有登記，然實質上早已倒閉或他

遷，其營業處所並無相關人員時，若採取上述公示送達之方式以完成股

東向公司為拋棄持股之意思表示，並已達公示送達之法定期間而使拋棄

持股之意思表示生效後，股東拋棄持股應已生效。 

  但衍生的問題是，即便股東已完成拋棄持股，但該等股份後續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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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如果公司已經是空殼時，如何辦理相關股份的變更登記、銷除、

登錄於集保公司之股份後續應如何處置？亦即股東即使藉由公示送達完

成拋棄持股作業，但之後的相關股務作業亦無從進行。由於股份係公司

資本之成份、又係股東權之表徵，對於股份的銷除自不可不慎，為求審

慎而言，應規劃股東拋棄持股後股份銷除等相關法令規定，以加強法治

基礎。 

  對於股東以公示送達完成拋棄持股之意思表示後之相關問題主要有

二。一是股東完成公示送達後，集保公司可否替股東扣帳？二是即使集

保公司完成扣帳後，發行公司應如何處理此等股份？本研究案認為，關

於集保公司可否扣帳之問題，由於股東完成公示送達後，該等拋棄持股

之意思表示已經生效，已生拋棄持股之效力，該等股份已非股東所有，

故股東若持公示送達完成後之相關書類文件證明其拋棄已生效力，而向

集保公司申請扣帳時，由於該等已拋棄之股份已不屬於股東所有，集保

公司應可辦理扣帳。惟為求明確而言，仍應有相關法制規定為宜。   

第六節  有價證券之繼承、贈與、私人間直接讓受及拋棄 

  有價證券之繼承、贈與、私人間讓受以及拋棄，直接產生股份之取

得喪失及變更，皆屬股份轉讓之態樣，由於有價證券之繼承、贈與、私

人間讓受及流通市場之交易，係投資人間就已發行有價證券之買賣，其

交易之結果，並不會造成交易標的總量之增減，而僅是在該固定不變的

總量下，就其所有權歸屬在投資人間流動，但股份之拋棄會產生公司取

得股份及減資之效果。另外，有價證券乃證權證券，其實體證券本身並

無太大之經濟價值，有價證券之價值乃存在於其所表彰的股份或公司債

等權利
44
。 

現行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制度為配合相關股務之處理，主管機關

除訂定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外，集保公司並進一步訂定

                                                   

44444444    林國全林國全林國全林國全，，，，有價證券集中保管之法律關係有價證券集中保管之法律關係有價證券集中保管之法律關係有價證券集中保管之法律關係，，，，台灣本土法學雜誌台灣本土法學雜誌台灣本土法學雜誌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第第第 104104104104 期期期期，，，，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頁頁頁頁 336336336336----337337337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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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操作辦法以為因應辦理，然對於

無股務單位或股務處理機構所在不明之公司，在相關股務處理上即面臨

法令依據有待補強之問題，以下擬就現行實務上與下市櫃、下興櫃無股

務單位之公司，在面對經撤銷公開發行或解散後之繼承、贈與、私人間

讓受以及拋棄之股務運作與法令規定提出探討。 

一、 持股轉讓之作業方式 

  目前若不經由集中交易市場以及證券商處所轉讓有價證券，而該公

司有股務代理機構時，對於持股轉讓方式，依「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

劃撥作業辦法」第 29 條之 1 以及「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業

務操作辦法」第 64 條之 1 規定，其作業方式如下： 

  投資人必須先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規定檢具過戶資料

並完成稅賦繳交以及備妥相關證明文件向參加人申請辦理；由參加人於

客戶帳簿為必要之記載後，將客戶應劃撥交付受讓人之有價證券及相關

證明或資料通知保管事業，保管事業接獲參加人之通知，應將前項證明

或資料送發行公司審核，經確認無誤後，即自轉讓人之參加人帳簿客戶

所有部分，如數撥入受讓人之參加人帳簿之客戶所有部分。 

二、 股務處理之實務上運作 

(一) 繼承、贈與、私人間直接讓受 

  下市櫃、下興櫃公司關於繼承方面之股務處理，由於遺產及贈與稅

法施行細則第 29 條
45
以及國稅局所訂之遺產稅申報書說明中規定

46
，繼承

                                                   

45454545
    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 29292929 條條條條：「：「：「：「未上市未上市未上市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未上櫃且非興櫃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未上櫃且非興櫃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未上櫃且非興櫃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除前條第除前條第除前條第除前條第

二項規定情形外二項規定情形外二項規定情形外二項規定情形外，，，，應以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應以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應以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應以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並按下列情形調整估價並按下列情形調整估價並按下列情形調整估價並按下列情形調整估價：：：：

一一一一、、、、公司資產中之土地或房屋公司資產中之土地或房屋公司資產中之土地或房屋公司資產中之土地或房屋，，，，其帳面價值低於公告土地現值或房屋評定標準價格者其帳面價值低於公告土地現值或房屋評定標準價格者其帳面價值低於公告土地現值或房屋評定標準價格者其帳面價值低於公告土地現值或房屋評定標準價格者，，，，依公告依公告依公告依公告

土地現值或房屋評定標準價格估價土地現值或房屋評定標準價格估價土地現值或房屋評定標準價格估價土地現值或房屋評定標準價格估價。。。。二二二二、、、、公司持有之上市公司持有之上市公司持有之上市公司持有之上市、、、、上櫃有價證券或興櫃股票上櫃有價證券或興櫃股票上櫃有價證券或興櫃股票上櫃有價證券或興櫃股票，，，，依第二依第二依第二依第二

十八條規定估價十八條規定估價十八條規定估價十八條規定估價。。。。前項所定公司前項所定公司前項所定公司前項所定公司，，，，已擅自停業已擅自停業已擅自停業已擅自停業、、、、歇業歇業歇業歇業、、、、他遷不明或有其他具體事證他遷不明或有其他具體事證他遷不明或有其他具體事證他遷不明或有其他具體事證，，，，足資認定足資認定足資認定足資認定

其股票價值已減少或已無價值者其股票價值已減少或已無價值者其股票價值已減少或已無價值者其股票價值已減少或已無價值者，，，，應核實認定之應核實認定之應核實認定之應核實認定之。。。。非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事業非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事業非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事業非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事業，，，，其出資價值之其出資價值之其出資價值之其出資價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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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於填報遺產總額時，屬未上市櫃、非興櫃股票者，應以繼承開始日之

資產淨值估定。由現行實務作業上繼承人辦理轉帳或拋棄作業所檢附之

遺產稅完(免)稅證明，得知實務作業上，繼承人於申報已下市櫃、下興

櫃無股務單位之有價證券時，多以淨值 0 元辦理申報，其辦理轉帳之最

終目的乃為註銷被繼承人帳戶。 

  若其帳上持有之無股務單位有價證券，屬實體發行整股部分，繼承

人得辦理領回結清餘額，並自行保管領回之實體有價證券以及相關領回

單據，俟該公司未來恢復營業時，再持該有價證券及相關文件洽詢發行

公司，辦理繼承過戶；惟若該有價證券為無實體發行或實體發行零股部

分，因無法辦理領回，將導致被繼承人帳戶無法註銷。至於贈與以及私

人間直接讓受之情形，由於該下市櫃、下興櫃無股務單位之公司多已撤

銷公開發行或已解散，該有價證券幾無價值可言，已無辦理贈與以及私

人間直接讓受之需求。 

(二) 拋棄持股 

  由於經濟部函釋認為，股東欲拋棄持股必須向公司為意思表示，故

股東欲拋棄持股應循以下方式為之。 

1. 實體發行 

可向集保公司申請領回，再向發行公司為拋棄意思表示。 

                                                                                                                                                  

估價估價估價估價，，，，準用前二項規定準用前二項規定準用前二項規定準用前二項規定。」。」。」。」 

46464646
    該說明係在解釋遺產該說明係在解釋遺產該說明係在解釋遺產該說明係在解釋遺產價值應如何計算價值應如何計算價值應如何計算價值應如何計算，，，，於該說明第七點於該說明第七點於該說明第七點於該說明第七點：（：（：（：（一一一一））））遺產價值之計算遺產價值之計算遺產價值之計算遺產價值之計算，，，，以被繼承人以被繼承人以被繼承人以被繼承人

死亡時之時價為準死亡時之時價為準死亡時之時價為準死亡時之時價為準。（。（。（。（二二二二））））以上所稱時價以上所稱時價以上所稱時價以上所稱時價，，，，土地以公告土地現值或評定標準價格為準土地以公告土地現值或評定標準價格為準土地以公告土地現值或評定標準價格為準土地以公告土地現值或評定標準價格為準（（（（訂有三七訂有三七訂有三七訂有三七

五租約的土地五租約的土地五租約的土地五租約的土地，，，，按公告現值三分之二估價按公告現值三分之二估價按公告現值三分之二估價按公告現值三分之二估價），），），），房屋以評定標準價格為準房屋以評定標準價格為準房屋以評定標準價格為準房屋以評定標準價格為準，，，，公開上市公開上市公開上市公開上市、、、、上櫃之股票上櫃之股票上櫃之股票上櫃之股票

等有價證券等有價證券等有價證券等有價證券，，，，以證券市場收盤價為時價以證券市場收盤價為時價以證券市場收盤價為時價以證券市場收盤價為時價，，，，興櫃股票興櫃股票興櫃股票興櫃股票，，，，以證券市場最後成交價為時價以證券市場最後成交價為時價以證券市場最後成交價為時價以證券市場最後成交價為時價，，，，未公開上未公開上未公開上未公開上

市或上櫃公司股份或獨資合夥商號之出資市或上櫃公司股份或獨資合夥商號之出資市或上櫃公司股份或獨資合夥商號之出資市或上櫃公司股份或獨資合夥商號之出資，，，，以該公司或該商號資產淨值估定其時價以該公司或該商號資產淨值估定其時價以該公司或該商號資產淨值估定其時價以該公司或該商號資產淨值估定其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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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實體發行 

向集保公司辦理劃撥轉帳，再向發行公司為拋棄之意思表示。 

三、 無股務單位之公司所面臨之問題 

  若公司無股務代理機構，依照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業

務操作辦法第 64 條之 1 第 5 項規定，集保公司將不受理上述有價證券轉

讓相關之劃撥事宜，由於此作業辦法規定以及公司法主管機關對於拋棄

持股必須以意思表示通知公司之要求，將衍生下列問題： 

(一) 法人人格仍然存續之股務運作困難問題 

  由於公司解散後尚未清算完結前，其法人格尚未消滅，必以公司清

算完結，或待破產程序終結，法人格始消滅。故在法人格尚未消滅時，

股務作業的運作便產生問題。 

  若投資人於此時欲拋棄持股，依經濟部 101 年 6 月 27 日經商字第

10100597360 號函認為，此時公司代表人縱然已不存在，由於公司法人格

尚未消滅，仍應向公司為拋棄之意思表示。而拋棄持股後之作業，應屬

清算人或破管人之職務範圍，自不待言。故不論公司代表人為何人，縱

使代表人已不存在，只要公司法人格尚未消滅以前，拋棄持股之意思表

示均應向公司為之。 

  但在公司仍然存續，但實際上並未營業時，此時股東應如何向公司

為拋棄持股之意思表示？本研究案認為此時應依公司法第10條第2 款規

定，公司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六個月以上，主管機關應可依職權或

依利害關係人之申請命令其解散。命令該公司解散後即可行清算程序，

於清算程序中處理該公司股東拋棄持股之事宜。亦即，股東於有拋棄持

股之需求時，若遇有公司尚未解散，但實際上並未營業已達六個月以上，

可向主管機關申請，由主管機關命令其解散，並行清算程序。而於清算

程序中，自然有清算人執行相關職務，此時股東便可向公司為拋棄持股

之意思表示，而意思表示便於到達公司時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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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若公司形式上法人格仍存續，且於經濟部上仍有登記公司所

在地，但實際上公司所在地不明或早已他遷，股東向公司之意思表示如

何方能生效便生疑義，本研究案認為，短期內因應之道可採取民法規定，

以公示送達之方式，使股東拋棄持股之意思表示生效。然股份之拋棄若

採公示送達，在股東之股份可能已無價值時，尚須承擔相關費用與冗長

之時間，將導致股東之拋棄股份之困難與不便，實有加以解決之必要。

況且採公示送達後，後續的股份銷除問題仍有待修法解決。 

(二) 無股務單位公司無法辦理轉帳事宜 

  當公司無股務單位時，於實體發行之情況尚無大礙，因為投資人仍

可向集保公司辦理領回，再自行向發行公司為拋棄之意思表示，然若是

無實體發行需以帳簿劃撥方式辦理之情況，由於上述作業辦法第 64 條之

1 第 5 項規定若公司無股務單位時，集保公司不受理辦理轉帳事宜，將無

法進行拋棄持股或持股轉讓等作業。 

  另外，由於此類公司大部分均屬已撤銷公開發行，甚至已經解散，

公司營運狀況、公司負責人、事務所、營業所所在地等狀況均不甚明確，

於實體發行之情況，即便投資人已向集保公司領回，投資人亦難以對公

司為拋棄之意思表示，僅投資人可先行領回其股票，仍須待公司恢復營

運或再自行向公司為拋棄之意思表示。 

  但若是於無實體發行之情形，除因上述作業辦法規定，公司若無股

務單位，相關劃撥轉帳事宜集保公司將不為辦理，投資人將無法完成拋

棄持股作業之外，即便可辦理轉帳作業，但基於上述情形向公司為拋棄

意思表示亦有相當之難度，於實際上之作業將難以進行，而無法滿足投

資人之實際需要，未來應修正相關法制，辦理劃撥轉帳時於例外情形可

不須經由發行公司審核，以及若公司無股務單位時亦接受投資人申請。 

(三) 無實體發行之公司債亦產生相同問題 

  目前公司法規定，公司債亦引進無實體發行以及無實體交易，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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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行公司得免印製公司債券，而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登錄，其交易方

式以帳簿劃撥方式為之，以解決以往實體交易所帶來的繁複手續以及流

通過程風險。由於交易方式採行帳簿劃撥方式，故相關作業辦法便須依

有價證券帳簿劃撥作業辦法辦理，依照有價證券帳簿劃撥作業辦法第 29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相關有價證券轉讓作業必須經由發行公司審核始得進

行轉帳作業，故發行公司若所在不明，集保公司將相關文件送交發行公

司審核難以完成。另外，若發行公司無股務單位，依照集保公司之業務

操作辦法第 64 條之 1 第 5 項規定，集保公司將不受理相關有價證券劃撥

轉帳之申請，如此便與無股務單位之公司股份的轉讓產生同樣問題。 

  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第 5 項規定，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於股票、公司債

發行公司召開股東會、債權人會議，或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

或還本付息前，將所保管股票及公司債所有人之本名或名稱、住所或居

所及所持有數額通知該股票及公司債之發行公司時，視為已記載於公司

股東名簿、公司債存根簿或已將股票、公司債交存公司，不適用公司法

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一項、第一百七十六條、第二百六十條及第二百六十

三條第三項之規定。係採擬制人名義（Street name）處理保管業務，而

該條文中公司債亦屬範圍之內，並且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第 6 項亦規定，

前兩項規定於政府債券及其他有價證券準用之。故為避免公司債無實體

發行後面臨與股份轉讓於公司無股務單位或已經解散於帳簿劃撥作業產

生相同問題。依照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觀之，公司債應與股份等有價證券

同樣於解釋之列，故應可與股份轉讓採取同樣的因應方式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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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司解散後之法律地位 

  由於有價證券之轉讓，於公司仍存在時問題不大，但若公司已解散，

有價證券就應如何進行轉讓等作業，遂生問題，故於此先行討論公司解

散之後，其法律上之地位以及權利義務關係究應如何處理。 

第一節  公司解散之概念 

  所謂公司之解散，乃導致公司人格消滅之法律事實。換言之，解散

乃公司人格消滅之原因。但解散僅係公司人格消滅之原因而已，公司並

不因解散事實發生，其法人格便立即消滅（因合併、分割、破產而解散

者除外），此觀公司法第 24 條規定：「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

產而解散者外，應行清算。」及公司法第 25 條規定：「解散公司，於清

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即可得知。考其原因，乃因公司和自然人

不同，並無繼承制度，因此，公司縱然解散，然為處理其解散當時尚未

了結之法律關係，於此範圍之內，有使其依然存續之必要47。而公司因解

散之後，便應進入清算程序，在清算範圍之內，公司仍然存續，需俟清

算完結時，公司始喪失其法人格。 

第二節  公司解散之事由及效力 

一、 公司解散之事由 

  公司解散之事由，大致上有下列幾項原因，以下分別述之： 

(一) 任意解散 

  任意解散係指，公司基於自己內部意思決定而自願進行解散，例如

股份有限公司，若其章程定有解散事由或經股東全體同意或由股東會通

過決議而解散48。 

                                                   

47474747
    柯芳枝柯芳枝柯芳枝柯芳枝，，，，同註同註同註同註 4444，，，，頁頁頁頁 53535353。。。。 

48484848
    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 315315315315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第項第項第項第１１１１款款款款、、、、第第第第 3333 款之規定款之規定款之規定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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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定解散 

  法定解散係基於法律規定之解散事由發生而導致公司解散。而股份

有限公司之法定解散事由有49： 

1. 公司所營事業已成就或不能成就 

  公司所營事業已成就或不能成就，此事由是否一發生便生解散之效

果？公司法對此並無明文，然鑒於公司所營事業是否成就乃一事實之認

定，並沒有絕對的標準存在，理論上而言，仍應經過股東會決議通過方

可生解散效力，不可單憑公司負責人之個人決定，便可決定是否成就或

不能成就，而導致公司遭受解散之命運。 

2. 有記名股票之股東不滿二人，但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者，不在此限。 

3. 與他公司合併 

4. 破產 

(三) 強制解散 

  強制解散乃係公司基於法律或主管機關之命令而被迫進行解散。 

1. 主管機關命令解散 

  公司法第 10 條規定:「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依職權

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命令解散之：一、公司設立登記後六個月尚未開

始營業。但已辦妥延展登記者，不在此限。二、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

業六個月以上。但已辦妥停業登記者，不在此限。三、公司名稱經法院

判決確定不得使用，公司於判決確定後六個月內尚未辦妥名稱變更登

記，並經主管機關令其限期辦理仍未辦妥。四、未於第七條第一項所定

期限內，檢送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文件者。但於主管機關命令解散前已

檢送者，不在此限。」 

                                                   

49494949
    王泰銓著王泰銓著王泰銓著王泰銓著，，，，王志誠修訂王志誠修訂王志誠修訂王志誠修訂，，，，公司法新論公司法新論公司法新論公司法新論，，，，三民三民三民三民，，，，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頁頁頁頁 236236236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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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款以及第二款主管機關命令解散之要件，其立法意旨在於公司

設立登記後，若久不開業，對於利害關係人，勢必有相當之影響，自應

加以限制以防流弊50。此之開始營業，係指開始營利行為而言。若僅有營

業之準備行為，不得謂開始營業51。而第二款所稱辦理停業登記，需依照

公司之登記及認許辦法第 10 條規定辦理：「公司暫停營業一個月以上者，

應於停止營業前或停止營業之日起十五日內申請為停業之登記，並於復

業前或復業後十五日內申請為復業之登記。但已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

業稅法規定申報核備者，不在此限。公司設立登記後如未於六個月內開

始營業者，應於該期限內向主管機關申請延展開業登記。前二項申請停

業或延展開業期間，每次最長不得超過一年。」 

  第三款規定，於 100 年 6 月 29 日修正公佈施行，若公司名稱經法院

判決確定不得再使用者，主管機關得命令其解散。第四款規定，係於 101

年 1 月 4 日修正公佈施行，目的是在於符合資本確實原則，以保障股東

權益，故若公司未依公司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檢送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文件，主管機關得命令其解散，惟若於主管機關命令解散之前，公司已

檢送者即不在此限。 

  公司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者，僅為公司解散之原因，仍應向主管機

關申請解散登記，依公司法第 315 條規定，無庸再經股東會決議，得逕

行依法清算
52
。倘公司於解散後不向主管機關申請解散登記者，主管機關

得依職權或利害關係人申請，依照公司法第 397 條第 1 項之規定廢止公

司之登記，進以維護大眾交易安全
53
。公司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並撤銷登

記後，仍應依照民法第 42 條規定：「法人經主管機關撤銷許可或命令解

                                                   

50505050
    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 77777777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77)(77)(77)(77)法律字第法律字第法律字第法律字第 12810128101281012810 號函號函號函號函。。。。 

51515151    柯芳枝柯芳枝柯芳枝柯芳枝，，，，同註同註同註同註 4444，，，，頁頁頁頁 34343434。。。。 

52525252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56565656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4444 日商字第日商字第日商字第日商字第 34028340283402834028 號函號函號函號函。。。。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99999999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7777 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 09900551060099005510600990055106009900551060 號函號函號函號函。。。。 

53535353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99999999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7777 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 09900551060099005510600990055106009900551060 號函號函號函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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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者，主管機關應同時通知法院。」，故主管機關為命令解散後，必須同

時通知法院，俾使法院得及時行使監督權54。當然，若主管機關之命令解

散處分有違法或不當時，自得依法提起訴願，並依循行政爭訟程序以資

救濟55。 

2. 法院裁定解散 

  公司法第 11 條規定：「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

院得據股東之聲請，於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

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前項聲請，在股份有限公司，應有繼

續六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東提出之。」 

  所謂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主管機關認為係指公司因股東意見不合

無法繼續營業，而其餘股東又不同意解散而言
56
。 

  惟司法實務認為，「公司股東聲請裁定公司解散，以公司之經營有顯

著困難或重大損害為前提，而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例如其

目的事業無法進行；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重大損害者，例如公司之經營

產生重大之虧損者57。」、「公司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

著困難云者，係指公司於設立登記後，開始營業，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

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之情形而言58。」均

不認為僅僅公司股東意見不合便屬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而得據此聲請法

院裁定解散之事由。 

  另外，法院為裁定之前，應訊問利害關係人，此參非訟事件法第 172

                                                   

54545454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77777777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商自日商自日商自日商自 25102251022510225102 號函號函號函號函。。。。 

55555555
    武憶舟武憶舟武憶舟武憶舟，，，，公司法論公司法論公司法論公司法論，，，，三民三民三民三民，，，，1980198019801980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頁頁頁頁 105105105105。。。。 

56565656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57575757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商字第日商字第日商字第日商字第 14942149421494214942 號函號函號函號函。。。。 

57575757
    台灣高等法院台灣高等法院台灣高等法院台灣高等法院 85858585 年抗字第年抗字第年抗字第年抗字第 396396396396 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 

58585858
    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 76767676 年台抗字第年台抗字第年台抗字第年台抗字第 274274274274 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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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公司裁定解散事件，有限責任股東聲請法院准其檢查公司帳

目、業務及財產事件，股東聲請法院准其退股及選派檢查人事件，其聲

請應以書面為之。前項事件，法院為裁定前，應訊問利害關係人。第一

項事件之裁定應附理由。」即可得知，考其立法理由應係公司解散之裁

定，對於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有重大影響，故法院於裁定之前，宜先聽取

其意見再做全盤考量。 

  公司經法院裁定解散後，依主管機關函釋認為，亦必須向主管機關

申請解散登記，若未為解散登記，主管機關得依公司法第 397 條規定為

廢止登記，以維護大眾交易安全59。 

(四) 合併解散 

  公司之合併可分為吸收合併以及新設合併，前者係指兩個或兩個以

上之公司合併，其中ㄧ公司存續（稱存續公司），其餘公司歸於消滅（稱

消滅公司），結果為消滅公司由存續公司所吸收，存續公司之公司組織因

而變更，故謂之吸收合併；後者係指兩個或兩個以上之公司合併，參與

合併之公司均歸消滅，另成立一新公司，謂之新設合併
60
。 

  公司合併後，當事公司中必有一個或一個以上之公司歸於消滅，合

併之後，因為權利義務已由存續或新設之公司概括承受，故無需進行清

算程序，公司法第 24 條定有明文，故因合併而解散時，公司之法人格即

為消滅。因合併而存續、消滅、新設之公司，必須依照公司登記及認許

辦法第 5 條之規定辦理登記。 

(五) 分割解散 

  公司分割可分為吸收分割以及新設分割，前者係指公司分割時，將

被分割公司之一部分營業合併至其他公司，而被分割公司可能仍為存續

                                                   

59595959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99999999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7777 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 09900551060099005510600990055106009900551060 號函號函號函號函。。。。 

60606060
    柯芳枝柯芳枝柯芳枝柯芳枝，，，，同註同註同註同註 4444，，，，頁頁頁頁 6060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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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已消滅；後者係指，被分割公司將其部分營業出資成立新設公司，不

與其他公司合併，若部分營業被分割後，產生一個以上之新設公司61。 

  公司若分割後，應依公司登記及認許辦法第 6 條規定辦理變更、解

散或新設之登記事宜。 

二、 公司解散之效力 

公司解散後，其權利能力便受到限制，並因而產生以下效力： 

(一) 非因合併、分割、破產而解散者應辦理清算 

  公司法第 24 條規定：「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

應行清算。」是以，公司之解散不論是任意解散、法定解散、命令解散

或裁定解散者，只要非因合併、分割、破產，均應行清算。故解散後之

公司，其法人格並非立即消滅，必須經過清算程序，處理公司尚未了結

之事務，至清算程序完結，方使法人格歸於消滅。 

  惟若係經法院宣告破產或因合併、分割而解散之公司，其法人人格

即歸於消滅。蓋公司因破產而解散者，有破產程序足以處理公司尚未了

結之事務；公司因合併或分割而解散者，其權利義務由合併或分割後存

續或另立之公司承受，猶如自然人有繼承制度，故不需經清算程序，其

法人人格可直接歸於消滅62。 

(二) 得暫時經營業務 

  公司法第 26 條規定：「前條解散之公司在清算時期中，得為了結現

務及便利清算之目的，暫時經營業務。」故公司若已解散而於清算中，

其為了結現務或便利清算之目的，得以暫時經營業務。公司辦理解散登

記之後，清算程序中股東會仍得暫時的行使職權，惟其權限之行使，僅

                                                   

61616161
    王泰銓著王泰銓著王泰銓著王泰銓著，，，，王志誠修訂王志誠修訂王志誠修訂王志誠修訂，，，，同註同註同註同註 44449999，，，，頁頁頁頁 242242242242。。。。 

62626262
    柯芳枝柯芳枝柯芳枝柯芳枝，，，，同註同註同註同註 4444，，，，頁頁頁頁 5757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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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清算之範圍63。並且，清算中公司若為了結現務等便利清算之目的所

為之營業，必須是以繼續原有之營業為限64。 

(三) 清算中公司負責人為清算人，公司之意思機關（股東會）及監察

機關，於清算範圍內得行使職權。 

  清算程序中，清算人取代公司原有之代表及執行業務機關，而由其

代表公司為一切行為，但公司之意思機關與監察機關及之權限於清算範

圍之內仍然存在，僅公司之執行業務機關及代表人由清算人取代而已65。 

第三節  公司登記之撤銷或廢止 

一、 撤銷登記 

  公司法中，對於符合一定要件時，主管機關得依照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規定撤銷公司之登記，自撤銷登記日起溯及失效。 

(一) 撤銷登記之原因 

1. 不實登記之撤銷 

  公司法第 9 條 1 項規定：「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

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或股東雖已繳納而於登記後將股款發還股東，或

任由股東收回者，公司負責人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該條第 3 項復規定：「第

一項裁判確定後，由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但

裁判確定前，已為補正或經主管機關限期補正已補正者，不在此限。」 

  該條立法意旨係基於公司資本為公司經濟活動以及信用之基礎，故

                                                   

63636363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63636363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商字第日商字第日商字第日商字第 17803178031780317803 號函號函號函號函。。。。 

64646464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90909090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222 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 09002073140090020731400900207314009002073140 號函號函號函號函。。。。 

65656565    趙興偉趙興偉趙興偉趙興偉，，，，兩岸公司清算制度之比較研究兩岸公司清算制度之比較研究兩岸公司清算制度之比較研究兩岸公司清算制度之比較研究，，，，中正大學會計資訊與法律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碩士中正大學會計資訊與法律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碩士中正大學會計資訊與法律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碩士中正大學會計資訊與法律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碩士

論文論文論文論文，，，，2012201220122012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頁頁頁頁 20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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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必須實際收得股款，方可充實公司資本，若係條文中所列情況，股

東並未實際繳納股款，而係由不實之記載佯稱已收足，或是雖有繳納股

款，但於完成登記後便又將股款發還或任由股東收回之情形，便有侵害

公司資本以及損害一般債權人之虞，故課予公司負責人刑事責任，並且

於該條第三項規定，於裁判確定時，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 

2. 公司登記事項有偽造或變造文書經裁判確定之撤銷 

  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規定：「公司之設立或其他登記事項有偽造、變

造文書，經裁判確定後，由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

記。」，本條項所規定之撤銷登記事由係公司於當初設立或其他登記事項

之登記事宜有偽造或變造文書且經裁判確定。 

  此條項所欲避免的乃係公司藉由偽造、變造之文書進行登記，可能

造成虛設公司，或公司表裡不一之情形，而對於債權人以及交易安全造

成損害。 

3. 特許業務之撤銷 

  公司法第 17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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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業

務之許可，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確定者，應由各該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公司登記或部分登記事項。」 

  此條規定乃係因若特許事業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確定

後，中央主管機關若無撤銷或廢止登記之權，勢必造成管理上之困難，

影響管理工作甚鉅66。 

(二) 撤銷登記之效力 

  依照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規定：「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

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

                                                   

66666666
    柯芳枝柯芳枝柯芳枝柯芳枝，，，，同註同註同註同註 4444，，，，頁頁頁頁 3131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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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撤銷︰一、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

二、受益人無第一百十九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而信賴授予利

益之行政處分，其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者。」以及第

118 條規定：「違法行政處分經撤銷後，溯及既往失其效力。但為維護公

益或為避免受益人財產上之損失，為撤銷之機關得另定失其效力之日

期。」可知，一旦符合撤銷事由且無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但書各款中情

事者，即可為撤銷登記，而撤銷之效力原則上使該登記溯及既往失效，

但於維護公益之必要以及避免受益人財產上之損失，撤銷機關得另定失

效之日期。 

二、 廢止登記 

(一) 廢止登記之原因 

1. 不實登記之廢止 

此項是基於公司法第 9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上已述及。 

2. 公司登記事項有偽造或變造文書經裁判確定之廢止 

此項係基於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規定，上已述及。 

3. 特許業務之廢止 

此係基於公司法第 17 條規定，上已述及。 

4. 勒令歇業之廢止 

  公司法第 17 條之 1 規定：「公司之經營有違反法令受勒令歇業處分

確定者，應由處分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廢止其公司登記或部分登記

事項。」本條項中所稱法令，係指依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 條及第 3 條

所稱之法規及命令而言，並不以公司法規定為限。 

5. 不為解散登記之廢止 

  公司法第 397 條規定：「公司之解散，不向主管機關申請解散登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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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據利害關係人申請，廢止其登記。主管機關對於前

項之廢止，除命令解散或裁定解散外，應定三十日之期間，催告公司負

責人聲明異議；逾期不為聲明或聲明理由不充分者，即廢止其登記。」 

  故公司不論是任意解散或強制解散，其解散均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解

散登記，若公司解散後不向主管機關為解散之登記，主管機關依上開條

文，自可依職權或依利害關係人之申請廢止其登記。 

(二) 廢止登記之效力 

  行政程序法第 125 條規定：「合法行政處分經廢止後，自廢止時或自

廢止機關所指定較後之日時起，失其效力。但受益人未履行負擔致行政

處分受廢止者，得溯及既往失其效力。」，故原則上主管機關為廢止之處

分後係自廢止之日失其效力，於例外即受益人未履行負擔而導致行政處

分遭到廢止之情況，方溯及既往失效。 

三、 撤銷或廢止登記之效力 

(一) 原則上公司應進入清算程序 

  公司經撤銷或廢止其公司登記後，公司當然進入清算程序，在清算

完結前，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存續，其法人格不因之而消滅，可參公司法

第 26 條之 1 規定：「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前三

條之規定。」 

  故公司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原則上與公司解散後應行清算

之效力同。因撤銷或廢止登記與解散同屬公司法人格消滅之法定事由，

故需經清算以了結現務。 

  雖公司經撤銷或廢止登記者，原則上公司將自始或是自廢止之日起

便失其存在之法律依據，但由於上述條文準用，以及為處理撤銷或廢止

登記後公司之現務需求，於清算之範圍內，公司視為仍然存續。 

(二) 例外公司無須經清算程序，其法人格即為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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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外情形公司可無須經清算程序，法人格即為消滅。若該公司經核

准解散或廢止登記後，復有公司法第 9 條之情事經法院判決確定之相關

登記事項之情形，主管機關認為：「公司之設立有公司法第 9 條規定之情

事，經法院判決確定者，公司登記中央主管機關應先依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規定，撤銷依公司法所為解散、廢止登記之行政處分，使其公司人格

回復後，始得依公司法第 9 條規定撤銷其公司設立登記，經撤銷設立登

記之公司，即自始不存在，其後續之相關登記亦應一併撤銷；惟經核准

解散、廢止登記之公司，業經法院為清算完結之備查，其法人人格既已

消滅，即毋庸再依公司法第 9 條規定撤銷其公司登記。二、另依公司法

第 9 條規定，撤銷公司設立及其後續相關登記之公司，毋庸依公司法規

定之清算程序辦理清算67。」 

第四節  公司之清算 

  公司解散，除係因合併、分割或破產事由之外，皆應進入清算程序，

此為公司法第 24 條所明文，蓋清算之目的，在於處分財產以及處理未了

結之事務，以下對於公司清算之概念詳加說明。 

一、 公司之清算 

  所謂公司之清算，是指以了結已解散公司之一切法律關係，並分配

其財產為目的之程序而言。蓋公司係法人與自然人不同，其欠缺自然人

死亡時之繼承制度，故除合併、分割或破產外，公司因解散當然進入清

算程序，在清算完結以前，於清算目的範圍之內視為存續。 

  在清算階段之公司，稱之清算中公司。清算中公司與解散前之公司

屬於同一公司，因此，公司解散前已發生之法律關係，原則上不因解散

而變更，且法律有關解散前公司之規定，在不違反清算目的範圍內，當

然適用於清算中公司68。惟因清算中公司在清算時期中，除為了結現務及
                                                   

67676767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98989898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日經商字第 09800650098006500980065009800650420420420420 號函號函號函號函。。。。 

68686868    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 75757575 年台上字第年台上字第年台上字第年台上字第 2098209820982098 號判決號判決號判決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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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清算之目的得暫時經營業務外，喪失營業活動能力，專從事於了結

公司解散前所發生之法律關係。因此與解散前公司頗多不同之處69。 

  清算程序中，公司原有之代表以及執行業務機關均失其權限，改由

清算人對外代表公司，對內執行清算業務，故清算人為清算公司之法定

必備機關。清算人之職務包括了結公司現務、收取債權、清償債務、分

派盈餘或虧損、分派賸餘財產、檢查公司財產等等，且於清算完結後，

應請求股東或股東會承認及向法院聲報。此外，公司之意思機關（如股

東會）與監察機關（如監察人）及不執行業務股東之監察權，僅限於清

算範圍內得行使其職權。而公司之法人格需至清算人於清算完結後，請

求股東或股東會承認以及向法院聲報後，方屬消滅70。 

二、 公司清算之種類 

  清算程序，立法例上可分為法定清算以及任意清算兩種，所為法定

清算，係指依法定程序處分公司財產所為之清算；而任意清算，係指依

章程或全體股東同意之方法所為之清算。我國現行法僅承認法定清算，

尚不容許任意清算制度，其理由在於保護公司債權人以及股東權益
71
。 

  依我國公司法，公司清算種類可以分為普通清算以及特別清算。特

別清算通常是指公司進行普通清算的過程中發生顯著障礙，或公司負債

超過資產有不實之嫌疑，有損債權人及股東權益時，在法院直接監督下

進行的特別清算程序。 

三、 清算人之權利義務以及職權 

(一) 清算人之權利義務 

                                                   

69696969    柯芳枝柯芳枝柯芳枝柯芳枝，，，，同註同註同註同註 4444，，，，頁頁頁頁 565565565565。。。。 

70707070
    王文宇王文宇王文宇王文宇，，，，同註同註同註同註 4444，，，，頁頁頁頁 165165165165。。。。 

71717171
    王文宇王文宇王文宇王文宇，，，，同註同註同註同註 4444，，，，頁頁頁頁 165165165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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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人於執行清算事務之範圍之內，除公司法規定外，其權利義務

與董事同，而公司與清算人間之關係依照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處理。另

外，清算人屬執行清算事務之機關，其性質與董事不同，故不受競業禁

止之限制72。 

(二) 清算人之職權 

清算人之職權如下： 

1. 檢查財產，編造表冊 

  清算人就任後，應即檢查公司財產情形，造具資產負債表及財產目

錄，送經監察人審查，提請股東會請求承認後，並即提報法院。前項表

冊送交監察人審查，應於股東會集會十日前為之73。此為清算人之法定職

權，對於清算人之檢查有妨礙、拒絕或規避之行為者，得處罰緩。 

2. 了結現務 

  清算人應清查公司解散當時所有未了結之現務，而關於了結現務及

便利清算之目的，得暫時經營業務74。 

3. 收取債權 

  清算人應收取已屆清償期之公司債權；若債權尚未屆至或有其他有

條件之債權須待清償期屆至或條件成就時始得收取。另外，在公司解散

之前，股東尚未繳納之股款，已經催告者，其與通常債權相同，應一併

收取75。 

                                                   

72727272
    梁宇賢梁宇賢梁宇賢梁宇賢，，，，公司法論公司法論公司法論公司法論，，，，三民三民三民三民，，，，2006200620062006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頁頁頁頁 578578578578。。。。 

73737373    公司法第公司法第公司法第公司法第 326326326326 條之規定條之規定條之規定條之規定。。。。 

74747474
    公司法第公司法第公司法第公司法第 26262626 條之規定條之規定條之規定條之規定。。。。 

75757575
    梁宇賢梁宇賢梁宇賢梁宇賢，，，，同同同同前前前前 72727272，，，，頁頁頁頁 57257257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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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催報債權 

  清算人就任後，應以公告之方法，催告債權人報明債權，對於明知

之債權人，並應分別通知76。股份有限公司，催告債權應以三次以上，催

告債權人於三個月內申報債權，並應聲明逾期不申報者，不列入清算之

內，但為清算人所明知之債權者，雖逾期未申報，仍應列入清算債權77。

若債權人逾期未申報債權而因此未列入清算債權者，其債權僅能就公司

未分派之賸餘財產求償78。 

5. 清償債務 

  經債權人申報債權而列入清算之內後，清算人於債權人申報債權其

間經過之後，方得向債權人為債務之清償。然對於有擔保之債權，經法

院許可者，則不在此限。另外，清算人費用應由公司現存財產中盡先給

付。 

6. 分派賸餘財產 

  清算人於清償債務後，若有賸餘財產，該賸餘財產應按各股東股份

比例分派之，但公司若有發行特別股，而章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79。

另外，若未於本法規定期間內申報債權之債權人，因其未列入清算，其

對公司未分派之賸餘財產，有清償請求權，但賸餘財產已依第三百三十

條分派，且其中全部或一部已經領取者，不在此限。 

7. 清算人職務之代表權 

  清算人於執行職務時，有代表公司為訴訟上或訴訟外一切行為之

                                                   

76767676    公司法第公司法第公司法第公司法第 88888888 條之規定條之規定條之規定條之規定。。。。 

77777777
    公司法第公司法第公司法第公司法第 327327327327 條之規定條之規定條之規定條之規定。。。。 

78787878
    公司法第公司法第公司法第公司法第 329329329329 條之規定條之規定條之規定條之規定。。。。     

79797979
    公司法第公司法第公司法第公司法第 330330330330 條之規定條之規定條之規定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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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另外，依公司法第 332 條第 1 項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除公

司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行選任清算人外，以董事為清算人。清

算人有數人時，依公司法第 334 條準用同法第 85 條第 1 項規定，得推定

一人或數人代表公司，此際，僅被推定之人始有代表公司之權限，若未

推定時，各清算人各有單獨代表公司之權限。 

四、 清算完結之認定 

依據經濟部 95 年 5 月 8 日經商字第 09502067450 號函釋：「…公司

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外，並非一經解散，其法人人格即為消滅，必待

清算終結，該解散公司之法人人格始行消滅（最高法院 75 年度台抗字第

385 號裁定）。又公司之撤銷或廢止登記與解散後，必俟清算終結，法人

人格始行消滅。」之見解，不論係公司解散、公司被撤銷或被廢止登記，

均須俟清算終結後，其法人格始歸於消滅。 

關於公司清算完結之時點，實務上雖曾有判決認為清算人除須依公

司法第 331 條第 1 項、第 4 項規定，造具結算表冊送股東會承認，並向

法院為聲報外，另須依非訟事件法第 91 條規定，向法院辦理清算終結登

記後，公司之清算事務始告完竣，亦即公司之法人格於法院辦理完成清

算終結登記後，始歸於消滅80。惟於 94 年 1 月 19 日經最高法院就該等爭

議問題研討後，決議認為：「非訟事件法有關法人登記之規定，係適用於

依民法總則規定應向法院為設立登記之法人。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其

取得法人資格，依特別法之規定，民法第四十五條定有明文。解釋上，

                                                   
80

    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 92929292 年台抗字第年台抗字第年台抗字第年台抗字第 621621621621 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按公司於清算完結按公司於清算完結按公司於清算完結按公司於清算完結，，，，清算人將結算表冊送請股東清算人將結算表冊送請股東清算人將結算表冊送請股東清算人將結算表冊送請股東

會會會會承認後承認後承認後承認後，，，，依公司法第九十三條第一項依公司法第九十三條第一項依公司法第九十三條第一項依公司法第九十三條第一項、、、、第三百三十一條第四項規定第三百三十一條第四項規定第三百三十一條第四項規定第三百三十一條第四項規定，，，，向法院所為之聲報向法院所為之聲報向法院所為之聲報向法院所為之聲報，，，，僅僅僅僅

屬備案性質屬備案性質屬備案性質屬備案性質，，，，法院之准予備案處分法院之准予備案處分法院之准予備案處分法院之准予備案處分，，，，並無實質上之確定力並無實質上之確定力並無實質上之確定力並無實質上之確定力。。。。是公司是否清算完結是公司是否清算完結是公司是否清算完結是公司是否清算完結，，，，法人人格是法人人格是法人人格是法人人格是

否消滅否消滅否消滅否消滅，，，，應視其已否完成應視其已否完成應視其已否完成應視其已否完成「「「「合法清算合法清算合法清算合法清算」，」，」，」，並依非訟事件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並依非訟事件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並依非訟事件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並依非訟事件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向法院辦理清算終結向法院辦理清算終結向法院辦理清算終結向法院辦理清算終結

登記而定登記而定登記而定登記而定。。。。所謂清算終結係指清算人就清算程序中應為之清算事務所謂清算終結係指清算人就清算程序中應為之清算事務所謂清算終結係指清算人就清算程序中應為之清算事務所謂清算終結係指清算人就清算程序中應為之清算事務，，，，實質全部辦理完竣而言實質全部辦理完竣而言實質全部辦理完竣而言實質全部辦理完竣而言，，，，

而不以法院之備案為依據而不以法院之備案為依據而不以法院之備案為依據而不以法院之備案為依據。。。。公司清算人於清算完結後公司清算人於清算完結後公司清算人於清算完結後公司清算人於清算完結後，，，，除應分別依公司法第九十二條除應分別依公司法第九十二條除應分別依公司法第九十二條除應分別依公司法第九十二條、、、、第九十第九十第九十第九十

三條第一項三條第一項三條第一項三條第一項、、、、第三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四項之規定第四項之規定第四項之規定第四項之規定，，，，請求股東或股東會承認並向法院聲報外請求股東或股東會承認並向法院聲報外請求股東或股東會承認並向法院聲報外請求股東或股東會承認並向法院聲報外，，，，

尚須依非訟事件第三尚須依非訟事件第三尚須依非訟事件第三尚須依非訟事件第三十七條之規定十七條之規定十七條之規定十七條之規定，，，，向法院辦理清算終結登記向法院辦理清算終結登記向法院辦理清算終結登記向法院辦理清算終結登記，，，，清算事務至終結登記後清算事務至終結登記後清算事務至終結登記後清算事務至終結登記後，，，，始告始告始告始告

全部辦理完竣全部辦理完竣全部辦理完竣全部辦理完竣。」、。」、。」、。」、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 89898989 年台抗字第年台抗字第年台抗字第年台抗字第 388388388388 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公司於清算完結公司於清算完結公司於清算完結公司於清算完結，，，，清算人將結算清算人將結算清算人將結算清算人將結算

表冊送請股東會承認後表冊送請股東會承認後表冊送請股東會承認後表冊送請股東會承認後，，，，依公司法第九十三條第一項依公司法第九十三條第一項依公司法第九十三條第一項依公司法第九十三條第一項、、、、第三百三十一條第四項規定第三百三十一條第四項規定第三百三十一條第四項規定第三百三十一條第四項規定，，，，向法院所向法院所向法院所向法院所

為之聲報為之聲報為之聲報為之聲報，，，，僅屬備案性質僅屬備案性質僅屬備案性質僅屬備案性質，，，，法院之准予備案處分法院之准予備案處分法院之准予備案處分法院之准予備案處分，，，，並無實質上之確定力並無實質上之確定力並無實質上之確定力並無實質上之確定力。。。。是公司是否清算完結是公司是否清算完結是公司是否清算完結是公司是否清算完結，，，，

法人人格是否消滅法人人格是否消滅法人人格是否消滅法人人格是否消滅，，，，應視其已否完成應視其已否完成應視其已否完成應視其已否完成「「「「合法清算合法清算合法清算合法清算」，」，」，」，並依非訟事件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並依非訟事件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並依非訟事件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並依非訟事件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向法院辦向法院辦向法院辦向法院辦

理清算終結登記而定理清算終結登記而定理清算終結登記而定理清算終結登記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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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法人資格之消滅，當亦依特別法之規定。公司法第一條、第六條規定，

公司為依照公司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非在中央主管機關（經

濟部）登記後，不得成立。則公司因解散而行清算，清算完結後，公司

法僅規定應向法院聲報（公司法第九十三條、第一百十三條、第一百十

五條、第三百三十一條），自無庸依非訟事件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向法院

（登記處）聲請為清算終結登記。」，該等見解復經最高法院於 98 年度

台上字第 700 號判決中再予確認81。換言之，以營利為目的之公司，其清

算程序無庸依據非訟事件法中關於「法人登記」一節之規定辦理，亦即

非訟事件法第 91 條規定程序之踐行與否，與清算公司之清算程序已否完

結、其法人格是否消滅之判斷，全然無涉。 

因此，關於公司清算程序完結與否，實應回歸於公司法之規定而為

判斷，詳言之，應以清算人所造具之結算表冊是否業經股東會承認，即

是否已解除清算人之責任為斷（公司法第 331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參

照）。前述論點，業經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67 年 11 月 23 日 67 年度

法律座談會82、前司法行政部 68 年 6 月 22 日（68）函民字第 05991 號函

釋83，及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2165 號判決84予以肯認。換言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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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年度台上字第年度台上字第年度台上字第 700 號判決號判決號判決號判決：「：「：「：「…………按非訟事件法有關法人登記之規定按非訟事件法有關法人登記之規定按非訟事件法有關法人登記之規定按非訟事件法有關法人登記之規定，，，，係適用於係適用於係適用於係適用於依依依依

民法總則規定應向法院為設立登記之法人民法總則規定應向法院為設立登記之法人民法總則規定應向法院為設立登記之法人民法總則規定應向法院為設立登記之法人。。。。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其取得法人資格其取得法人資格其取得法人資格其取得法人資格，，，，依特別法依特別法依特別法依特別法

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民法第四十五條定有明文民法第四十五條定有明文民法第四十五條定有明文民法第四十五條定有明文。。。。解釋上解釋上解釋上解釋上，，，，其法人資格之消滅其法人資格之消滅其法人資格之消滅其法人資格之消滅，，，，當亦依特別法之規定當亦依特別法之規定當亦依特別法之規定當亦依特別法之規定。。。。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法第一條法第一條法第一條法第一條、、、、第六條規定第六條規定第六條規定第六條規定，，，，公司為依照公司法組織公司為依照公司法組織公司為依照公司法組織公司為依照公司法組織、、、、登記登記登記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成立之社團法人成立之社團法人成立之社團法人；；；；非在中央主管機關非在中央主管機關非在中央主管機關非在中央主管機關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登記後登記後登記後登記後，，，，不得成立不得成立不得成立不得成立。。。。則公司因解散而行清算則公司因解散而行清算則公司因解散而行清算則公司因解散而行清算，，，，清算完結後清算完結後清算完結後清算完結後，，，，公司法僅規定應向法院公司法僅規定應向法院公司法僅規定應向法院公司法僅規定應向法院

聲報聲報聲報聲報（（（（公司法第九十三條公司法第九十三條公司法第九十三條公司法第九十三條、、、、第一百十三條第一百十三條第一百十三條第一百十三條、、、、第一百十五條第一百十五條第一百十五條第一百十五條、、、、第三百三十一條第四項第三百三十一條第四項第三百三十一條第四項第三百三十一條第四項），），），），無庸依非無庸依非無庸依非無庸依非

訟事件法第三十七條訟事件法第三十七條訟事件法第三十七條訟事件法第三十七條（（（（修正前修正前修正前修正前））））規定規定規定規定，，，，向法院向法院向法院向法院（（（（登記處登記處登記處登記處））））聲請為清算終結登記聲請為清算終結登記聲請為清算終結登記聲請為清算終結登記（（（（本院九十四年本院九十四年本院九十四年本院九十四年

度第四次民事庭會度第四次民事庭會度第四次民事庭會度第四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議決議參照議決議參照議決議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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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67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23 日日日日 67 年度法律座談會年度法律座談會年度法律座談會年度法律座談會：「：「：「：「…………依公司法第三百卅一條依公司法第三百卅一條依公司法第三百卅一條依公司法第三百卅一條

第三項之規定第三項之規定第三項之規定第三項之規定，，，，清算人將清算期內收支表清算人將清算期內收支表清算人將清算期內收支表清算人將清算期內收支表、、、、損益表及各項簿冊提經股東會承認後損益表及各項簿冊提經股東會承認後損益表及各項簿冊提經股東會承認後損益表及各項簿冊提經股東會承認後，，，，除清算人有除清算人有除清算人有除清算人有

不法之行為外不法之行為外不法之行為外不法之行為外，，，，視為公司已解除清算人之責任視為公司已解除清算人之責任視為公司已解除清算人之責任視為公司已解除清算人之責任；；；；同條第四項規定上項收支表及損益表應於股東同條第四項規定上項收支表及損益表應於股東同條第四項規定上項收支表及損益表應於股東同條第四項規定上項收支表及損益表應於股東

會承認後會承認後會承認後會承認後，，，，報送法院報送法院報送法院報送法院；；；；法院對於該項聲報法院對於該項聲報法院對於該項聲報法院對於該項聲報，，，，除基於監督權之作用除基於監督權之作用除基於監督權之作用除基於監督權之作用，，，，檢查其有無不合規定之情形檢查其有無不合規定之情形檢查其有無不合規定之情形檢查其有無不合規定之情形

以外以外以外以外，，，，法律並無得由法院任意而為准駁之規定法律並無得由法院任意而為准駁之規定法律並無得由法院任意而為准駁之規定法律並無得由法院任意而為准駁之規定，，，，由此可見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由此可見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由此可見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由此可見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於股東會決議於股東會決議於股東會決議於股東會決議

承認清算人提出之收支承認清算人提出之收支承認清算人提出之收支承認清算人提出之收支、、、、損益表及簿冊時損益表及簿冊時損益表及簿冊時損益表及簿冊時，，，，其清算即為完結其清算即為完結其清算即為完結其清算即為完結…………公司之法人人格公司之法人人格公司之法人人格公司之法人人格，，，，亦應亦應亦應亦應歸於消滅歸於消滅歸於消滅歸於消滅…………」」」」

（（（（會議研討結果及審查意見所採甲說內容會議研討結果及審查意見所採甲說內容會議研討結果及審查意見所採甲說內容會議研討結果及審查意見所採甲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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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司法行政部前司法行政部前司法行政部前司法行政部 68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22 日日日日（（（（68））））函民字第函民字第函民字第函民字第 05991 號號號號：「：「：「：「…………清算人如依法定程序辦理清算完清算人如依法定程序辦理清算完清算人如依法定程序辦理清算完清算人如依法定程序辦理清算完

結結結結，，，，依公司法第九十二條或第三百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依公司法第九十二條或第三百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依公司法第九十二條或第三百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依公司法第九十二條或第三百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將結算表冊等項送經股東或股東會承將結算表冊等項送經股東或股東會承將結算表冊等項送經股東或股東會承將結算表冊等項送經股東或股東會承

認認認認，，，，而解除其責任後而解除其責任後而解除其責任後而解除其責任後，，，，即生清算完結之效果即生清算完結之效果即生清算完結之效果即生清算完結之效果。。。。其嗣後向法院聲報清算完結其嗣後向法院聲報清算完結其嗣後向法院聲報清算完結其嗣後向法院聲報清算完結，，，，不過為備案性質不過為備案性質不過為備案性質不過為備案性質，，，，

法律並無應由法院核准之規定法律並無應由法院核准之規定法律並無應由法院核准之規定法律並無應由法院核准之規定，，，，法院受理此類事件法院受理此類事件法院受理此類事件法院受理此類事件，，，，無須以裁定准予備查或駁回其聲請無須以裁定准予備查或駁回其聲請無須以裁定准予備查或駁回其聲請無須以裁定准予備查或駁回其聲請 (參考最參考最參考最參考最

高法院六十七年度台抗字第四一六號裁定高法院六十七年度台抗字第四一六號裁定高法院六十七年度台抗字第四一六號裁定高法院六十七年度台抗字第四一六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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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年度台上字第年度台上字第年度台上字第 2165 號判決號判決號判決號判決：「：「：「：「…………清算是否完結清算是否完結清算是否完結清算是否完結，，，，端視清算人端視清算人端視清算人端視清算人造具之各項簿冊送經造具之各項簿冊送經造具之各項簿冊送經造具之各項簿冊送經

監察人審查監察人審查監察人審查監察人審查、、、、檢查人檢查時有無意見及股東會是否承認而定檢查人檢查時有無意見及股東會是否承認而定檢查人檢查時有無意見及股東會是否承認而定檢查人檢查時有無意見及股東會是否承認而定…………」」」」 



48 

 

算人造具之結算表冊如經股東會加以承認，即解除清算人之責任後，則

該公司之清算程序即已完結，其法人格歸於消滅。 

然而，因公司法明訂清算人於公司清算終結後，應檢具相關表冊向

法院為聲報（公司法第 331 條第 4 項規定參照），故實務上亦有法院就公

司所為之清算聲報為備查，是就公司已否清算終結之對外公示性而言，

法院為聲報備查之做法，當較前述股東會承認結算表冊、解除清算人責

任之程序，更為明確。因此，關於公司清算完結而使其法人格歸於消滅

之時點，究應以股東會已否承認清算人造具相關表冊、解除清算人責任

之時點為準？抑以法院是否核准備查公司清算完結之聲報為準？或者有

前述二種情形之一，均應認為該公司之法人格業已消滅，應有由主管機

關再予明確解釋之必要性。 

另外，關於公司如有違章欠稅之情形，是否仍因股東會決議承認結

算表冊而使其法人格歸於消滅，實務上有判決見解認為股東會既已承認

清算人造具之結算表冊即解除清算人責任，此時應認公司之法人格已歸

於消滅，而公司原滯欠之稅款並應註銷
85
；惟亦有判決見解認為公司既有

欠稅未清，則清算人責任並未解除（公司法第 331 條第 3 項但書參照），

不生清算完結之效果，其法人格仍為存續，即稅捐機關仍得對該公司為

強制執行之請求
86
。是關於前述公司違章欠稅之情形，是否得因其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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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等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89 年度抗字第年度抗字第年度抗字第年度抗字第 4364 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抗告人已依公司法第一百十三條準用第八抗告人已依公司法第一百十三條準用第八抗告人已依公司法第一百十三條準用第八抗告人已依公司法第一百十三條準用第八

十四條規定執行清算事務十四條規定執行清算事務十四條規定執行清算事務十四條規定執行清算事務，，，，分配清償債務分配清償債務分配清償債務分配清償債務，，，，優先清償租稅債權優先清償租稅債權優先清償租稅債權優先清償租稅債權，，，，並於八十九年四月一日編造收並於八十九年四月一日編造收並於八十九年四月一日編造收並於八十九年四月一日編造收

支明細表支明細表支明細表支明細表、、、、損益表損益表損益表損益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債權分配表等債權分配表等債權分配表等債權分配表等，，，，交臨時股東會交臨時股東會交臨時股東會交臨時股東會，，，，經全體股東承認在案經全體股東承認在案經全體股東承認在案經全體股東承認在案…………躍立躍立躍立躍立

工程公司清算後既已無盈餘或賸餘財產可供分配工程公司清算後既已無盈餘或賸餘財產可供分配工程公司清算後既已無盈餘或賸餘財產可供分配工程公司清算後既已無盈餘或賸餘財產可供分配，，，，則不論是否全部清償欠稅則不論是否全部清償欠稅則不論是否全部清償欠稅則不論是否全部清償欠稅，，，，均應視為已解除均應視為已解除均應視為已解除均應視為已解除

清算人之責任清算人之責任清算人之責任清算人之責任，，，，並無清算未終結之情事並無清算未終結之情事並無清算未終結之情事並無清算未終結之情事…………」。」。」。」。最高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度判字第年度判字第年度判字第年度判字第 681 號判決號判決號判決號判決：「：「：「：「…………上訴上訴上訴上訴

意旨雖主張上意旨雖主張上意旨雖主張上意旨雖主張上訴人既已依法清算完結訴人既已依法清算完結訴人既已依法清算完結訴人既已依法清算完結，，，，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1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24 日桃院祺民司更祥字日桃院祺民司更祥字日桃院祺民司更祥字日桃院祺民司更祥字

第第第第 1 號函清算完結備查文可證號函清算完結備查文可證號函清算完結備查文可證號函清算完結備查文可證，，，，依最高法院依最高法院依最高法院依最高法院 81 年度民刑事庭會議決議以及財政部年度民刑事庭會議決議以及財政部年度民刑事庭會議決議以及財政部年度民刑事庭會議決議以及財政部 79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27

日臺財稅第日臺財稅第日臺財稅第日臺財稅第 79032138 號函釋規定號函釋規定號函釋規定號函釋規定，，，，均應視為上訴人之法人人格已消滅均應視為上訴人之法人人格已消滅均應視為上訴人之法人人格已消滅均應視為上訴人之法人人格已消滅，，，，原處分機關既未依法洽原處分機關既未依法洽原處分機關既未依法洽原處分機關既未依法洽

請法院撤銷清算完結准予備查請法院撤銷清算完結准予備查請法院撤銷清算完結准予備查請法院撤銷清算完結准予備查，，，，自不得任意指責清算不合法自不得任意指責清算不合法自不得任意指責清算不合法自不得任意指責清算不合法，，，，依財政部依財政部依財政部依財政部 80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21 日臺財稅日臺財稅日臺財稅日臺財稅

第第第第 801241743 號函釋號函釋號函釋號函釋，，，，本案所滯欠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當然應予註銷本案所滯欠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當然應予註銷本案所滯欠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當然應予註銷本案所滯欠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當然應予註銷…………」」」」 
86

 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 67 年度台抗字第年度台抗字第年度台抗字第年度台抗字第 416 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再抗告人如認德泰鋼鐵公司欠稅未清再抗告人如認德泰鋼鐵公司欠稅未清再抗告人如認德泰鋼鐵公司欠稅未清再抗告人如認德泰鋼鐵公司欠稅未清，，，，其清其清其清其清

算程序並非合法終算程序並非合法終算程序並非合法終算程序並非合法終結結結結，，，，則法人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依法視為存續則法人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依法視為存續則法人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依法視為存續則法人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依法視為存續，，，，似仍無礙於對之為強制執行似仍無礙於對之為強制執行似仍無礙於對之為強制執行似仍無礙於對之為強制執行

欠稅之請求欠稅之請求欠稅之請求欠稅之請求…………」。」。」。」。前司法行政部前司法行政部前司法行政部前司法行政部 68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22 日日日日（（（（68））））函民字第函民字第函民字第函民字第 05991 號號號號：「：「：「：「…………清算人如有不法清算人如有不法清算人如有不法清算人如有不法

行為行為行為行為，，，，明知公司尚有違章漏稅情事明知公司尚有違章漏稅情事明知公司尚有違章漏稅情事明知公司尚有違章漏稅情事，，，，為逃避納稅義務為逃避納稅義務為逃避納稅義務為逃避納稅義務，，，，於造具表冊時故為虛偽之記載於造具表冊時故為虛偽之記載於造具表冊時故為虛偽之記載於造具表冊時故為虛偽之記載，，，，或違背或違背或違背或違背

公司法第八十八條或第三百二十七條規定之清算程序公司法第八十八條或第三百二十七條規定之清算程序公司法第八十八條或第三百二十七條規定之清算程序公司法第八十八條或第三百二十七條規定之清算程序，，，，怠於通知稽徵機關申報債權怠於通知稽徵機關申報債權怠於通知稽徵機關申報債權怠於通知稽徵機關申報債權，，，，則已辦理則已辦理則已辦理則已辦理

清算完結手續清算完結手續清算完結手續清算完結手續，，，，將表冊送經股東或股東會承認將表冊送經股東或股東會承認將表冊送經股東或股東會承認將表冊送經股東或股東會承認，，，，並向法院聲報備查並向法院聲報備查並向法院聲報備查並向法院聲報備查，，，，依同法第九十二條但書及依同法第九十二條但書及依同法第九十二條但書及依同法第九十二條但書及

第三百三十一條第三項但書規定第三百三十一條第三項但書規定第三百三十一條第三項但書規定第三百三十一條第三項但書規定，，，，清算人之責任並未解除清算人之責任並未解除清算人之責任並未解除清算人之責任並未解除，，，，自亦不生清算完結之效果自亦不生清算完結之效果自亦不生清算完結之效果自亦不生清算完結之效果，，，，其公司其公司其公司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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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承認清算人造具之結算表冊而認為其清算程序已完結（即該公司法人

格歸於消滅），目前實務上之見解頗為分歧。 

五、 公司解散後之法律地位 

  綜上所述，公司於解散後應行清算程序，在清算程序尚未完結之前，

公司之法人格並不當然消滅，亦即未經清算之已解散公司，其法人格仍

然存續。另外，於清算程序中，清算中公司之地位與原公司相同，僅權

利義務受限，並由清算人對外代表公司且為公司處理事務。 

  惟欲消滅公司法人格，該清算程序必須是經合法清算完結，亦即必

須符合公司法相關規定合法進行清算程序，並完成清算程序中所必須了

結之現務，清償公司所負債務，收取尚未收取之債權等等，如未經上述

程序，公司之法人格仍然存續。 

  公司法人格存續與否，對於相關權利義務影響甚大，由於清算完結

公司法人格方為消滅，故對於清算完結時點之認定本研究案認為需要有

統一之見解。若採以股東會已否承認結算表冊、是否解除清算人責任為

認定標準，雖係符合現行公司法之規定，但因無對外公示性，外部人員

不易查知；若係採取以法院核准備查之方式為判斷標準，則又有欠缺法

源依據之妥適性疑慮87。因此，關於公司是否清算終結即其法人格消滅之

時點暨判別標準，應有由主管機關予以明確函釋之必要性。 

  另外，公司清算完結後，股東之身分便隨之消滅，股份的概念自然

也不存在，因此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對於清算人於行清算程序時，應

將股東所持股份造作表冊，在分派完賸餘財產完結一切清算程序後，於

該名冊上將所有股東所持股份予以註銷，記明公司清算完結，股份已不

                                                                                                                                                  

法人人格仍視為存續法人人格仍視為存續法人人格仍視為存續法人人格仍視為存續…………」。」。」。」。最最最最高行政法院高行政法院高行政法院高行政法院 95 年度判字第年度判字第年度判字第年度判字第 1599 號判決號判決號判決號判決：「：「：「：「…………公司如有違章欠稅而公司如有違章欠稅而公司如有違章欠稅而公司如有違章欠稅而

尚未合法清算終結者尚未合法清算終結者尚未合法清算終結者尚未合法清算終結者，，，，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視為存續視為存續視為存續視為存續…………」」」」 
87

 蓋依最高法院之見解蓋依最高法院之見解蓋依最高法院之見解蓋依最高法院之見解，，，，現行實務上法院就公司清算聲報為核准備查之做法現行實務上法院就公司清算聲報為核准備查之做法現行實務上法院就公司清算聲報為核准備查之做法現行實務上法院就公司清算聲報為核准備查之做法，，，，實係於法無據實係於法無據實係於法無據實係於法無據。。。。

參最高法院參最高法院參最高法院參最高法院 67 年度台抗字第年度台抗字第年度台抗字第年度台抗字第 416 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號民事裁定：「：「：「：「…………惟查股份有限公司清算人依公司法第九十三惟查股份有限公司清算人依公司法第九十三惟查股份有限公司清算人依公司法第九十三惟查股份有限公司清算人依公司法第九十三

條第一項之規定條第一項之規定條第一項之規定條第一項之規定，，，，於清算完結後向法院聲報於清算完結後向法院聲報於清算完結後向法院聲報於清算完結後向法院聲報，，，，法院原無為任何處分之必要法院原無為任何處分之必要法院原無為任何處分之必要法院原無為任何處分之必要，，，，其縱有處分其縱有處分其縱有處分其縱有處分，，，，亦不亦不亦不亦不

發生實質上之效力發生實質上之效力發生實質上之效力發生實質上之效力，，，，是則第一審法院就上開德泰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所為清算完結之聲報是則第一審法院就上開德泰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所為清算完結之聲報是則第一審法院就上開德泰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所為清算完結之聲報是則第一審法院就上開德泰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所為清算完結之聲報，，，，予以予以予以予以

函准備查函准備查函准備查函准備查，，，，以及其後又復函知撤銷該公司清算完結之准予備查以及其後又復函知撤銷該公司清算完結之准予備查以及其後又復函知撤銷該公司清算完結之准予備查以及其後又復函知撤銷該公司清算完結之准予備查，，，，均屬於均屬於均屬於均屬於法無據法無據法無據法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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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並將此表製作副本，送交集保公司，使集保公司得以將相關股份

予以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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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現行集保公司處理方式之探討 

第一節  現行運作方式 

  辦理股份轉讓時，若公司無股務單位，依照上述作業辦法，集保公

司將不受理轉帳事宜之申請，然原則上雖不提供繼承、贈與及拋棄股份

等帳簿劃撥功能，但若係遇有繼承人或是投資人欲辦理註銷其帳戶尚餘

之相關證券餘額時，目前集保公司對於繼承人完成有股務單位之有價證

券繼承後，若尚有剩餘無股務單位無法辦理繼承部分，而無法完成被繼

承人帳戶註銷，此時若欲註銷被繼承人之帳戶之處理方式係先暫拋至集

保所開立之暫存專戶中，詳細作業方式如下所述： 

一、 實體發行 

  若屬實體發行之股票，投資人可先透過參加人申請領回現股，自行

保管，結清帳上餘額而註銷帳戶。如係無法分割之有價證券，則與下述

無實體發行之處理方式同。 

二、 無實體發行 

  於無實體發行之情形，投資人可先向參加人申請後，由參加人向集

保公司提出申請，集保公司審核資料無誤之後，便通知參加人將股票撥

入集保公司為處理拋棄持股作業所提供拋棄持股之專戶內，未來若發行

公司恢復營運或依法定事由向集保公司申請所有人名冊時，集保公司便

彙整相關文件轉交發行公司或其股務處理機構，並將股份移轉予發行公

司，以完成拋棄作業。 

  而關於私人間直接讓受，以及贈與之問題，由於考量到投資人對於

贈與以及私人間直接讓受，係法律所賦予之權利，雖該等下市櫃、下興

櫃之有價證券固然已無市場可供交易，惟價值之認定仍然取決於贈與人

以及讓受雙方當事人，故該等情形目前仍依法辦理，若公司無股務代理

機構，依照作業辦法便無法辦理，由集保公司告知投資人依照相關股務

處理規範，目前無法辦理，倘若投資人欲註銷帳戶者，可考慮以拋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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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為之。 

第二節  現行方式之合法性以及疑慮 

一、 現行方式之合法性 

  關於繼承、贈與、私人間直接讓受及拋棄持股之合法性，依照現行

運作方式觀之，由於贈與以及私人間直接讓受在實務上顯屬少見，以及

考量到投資人對於贈與以及私人間直接讓受，係法律所賦予之權利，同

時股份價值認定仍取決於投資人，集保公司目前無法代為辦理，因此應

尋求取得法令之基礎並考量以專戶寄存之方式處理，以合理解決在特殊

情形下之投資人需求。 

  在繼承的部分，處理方式是由繼承人申請拋棄被繼承人帳上無股務

單位之股份至集保公司所開立之暫存專戶內，以完成註銷被繼承人之帳

戶，故仍係以拋棄持股之方式為之，重點便落在拋棄持股係先拋棄至暫

存專戶中，日後待公司恢復營運時由集保公司代為通知方式是否合法。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可以無條件拋棄持股，關於拋棄的概念，原則

上是單獨行為，例外方須通知第三人，而公司法主管機關對於拋棄持股

要求股東需向公司為意思表示，故股東若欲拋棄持股，必須向公司為意

思表示雖已如前述，但實務運作之困難尚無從解決。目前集保公司對於

投資人欲拋棄無股務單位之公司之股份，權宜之計先暫行拋棄至集保公

司所開立之暫存專戶之方式是否合法，不無疑義。 

  對於開設暫存專戶之行為，由於該專戶之設立之目的僅係為待未來

發行公司恢復營運時將該專戶內欲拋棄之暫存股份通知發行公司，且專

戶的開設應屬集保公司內部作業方式，並且亦不會造成發行公司、投資

人等之不利益，尚可達成投資人欲註銷帳戶之需求，故在技術上應屬可

行。 

  至於股東將欲拋棄之股份暫拋至該專戶之行為，目前集保公司開立

此暫存專戶給予股東暫拋之行為，並未完成拋棄持股之程序，故股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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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仍屬於股東，需待日後集保公司代股東向公司為拋棄之意思表示方

完成拋棄持股之程序，故亦不違反公司法主管機關對於拋棄持股必須向

公司為意思表示之要求，股東此行為與其稱其「暫拋」，實則應稱其僅為

「暫存」，將股份暫存於此專戶中，日後向公司為意思表示後方完成拋棄

行為，故此暫存之方式既不違反公司法主管機關應向公司為意思表示之

要求，尚難認為違法，惟為避免疑義，容有進一步補強法律依據之必要。 

二、 現行方式之疑慮 

  雖然目前集保公司之處理方式尚屬合理，但實際操作後的結果可能

將衍生下列問題： 

(一) 實體發行部分投資人自行領回保管徒增困擾 

  由於上述實體發行股票部分，於該有價證券屬可領回之情形，投資

人結清帳上餘額之方式便係向集保公司領回自行保管，待他日公司恢復

營運再向公司為拋棄意思表示。但由於公司若無股務單位，或是公司已

經解散等營運狀況不明之情形，即便投資人自行將有價證券領回保管，

因仍須等待公司恢復營運方能辦理拋棄持股之作業，領回之時仍然無法

完成拋棄持股作業。如此一來，投資人將有價證券領回後，該實體股票

之保管問題隨即產生，僅徒增投資人困擾而已。 

(二) 目前僅解決辦理註銷帳戶或繼承無法滿足投資人實際需求 

  目前集保公司所提供之拋棄持股作業，其目的係在解決公司無股務

單位時，繼承人欲註銷被繼承人之帳戶，以及投資人註銷帳戶之需求，

依現行處理方式繼承人或投資人可先向集保公司申請，經審核通過後，

將帳上所持之股份先暫行拋棄至集保公司所設立之專戶內。但若僅限於

此兩種情形方得辦理拋棄持股之作業，則對於一般投資人、法人股東、

外資而言，其目的非為註銷帳戶而僅欲拋棄某些持股時，便無法辦理此

等拋棄持股之作業，而必須係為註銷該帳戶方得為拋棄持股之作業，似

不符投資人實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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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股份僅為暫存於專戶拋棄作業並未完成 

  前述有價證券係先暫行拋棄至集保機構所開設之專戶之內，但股東

拋棄持股之意思表示仍然未到達公司，基於上述公司法主管機關對於股

東拋棄持股之要求，此等暫存於集保專戶內之有價證券均尚未完成拋棄

持股之程序。可能衍生的問題有以下幾點： 

1. 投資人若主觀上認為其已經將所持股份拋棄至集保公司所開立

之專戶，已完成所有拋棄持股程序，但事實上卻不然，對於投資

人在拋棄後何以仍具有股東身分，可能造成投資人之困惑。 

2. 若已將持股拋棄至集保公司開立之專戶，由於拋棄程序尚未完

成，該等股份應仍屬投資人所有，而於財產申報時，投資人就該

等暫存於集保公司開立之專戶中之有價證券既然尚未完成拋棄

程序，則該等有價證券仍有須要再申報之疑慮。 

3. 投資人暫存於集保公司開立之專戶內之持股由於尚需向公司為

意思表示方為完成拋棄持股作業，然基於前述，此類公司多屬已

撤銷公開發行或解散、撤銷、廢止之公司，即公司經營狀況不明，

將衍生下列問題： 

(1) 公司法人格尚存續，但公司代表人不明時，如何向公司為意

思表示？ 

(2) 公司形式上存續，但實質上未營業時，應如何向公司為意思

表示？ 

(3) 公司所在地雖於經濟部有登記，但實際上早已人去樓空，根

本無相關人員時，對公司之意思表示如何生效？ 

(4) 公司若已清算完結，其法人格已不存在，投資人應如何拋棄

股份？其拋棄持股是否仍需向公司為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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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構現行運作方式之合法性法令依據 

  現行證交法第 43 條明訂擬制人之規定，其第 4 項規定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以混合保管方式保管之有價證券，由所有人按其送存之種類

數量分別共有；領回時，並得以同種類、同數量之有價證券返還之。

第 5 項復規定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為處理保管業務，得就保管之股票以

該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名義登載於股票發行公司股東名簿。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於股票發行公司召開股東會，或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

利益前，將所保管股票所有人之本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及所持有數

額通知該股票之發行公司時，視為已記載於公司股東名簿或已將股票

交存公司。前述有關現行股務帳簿劃撥作業在面對發行公司若無股務

單位，以致集保公司無法通知該股票之發行公司以完成協助投資人辦

理相關股務事宜，造成投資人在繼承、贈與、私人間直接讓受及拋棄

持股等之不便，然在未通知發行公司之前，集保公司之帳簿劃撥在專

戶及擬制人之法律授權下，仍應認為符合法律規定，對於投資人辦理

拋棄持股等作業相關事宜時，集保公司應向投資人詳加說明目前的處

理方式，因礙於法規規定如公司無股務單位將無法辦理帳簿劃撥，僅

得暫存於集保專戶內，且此專戶內之持股仍為投資人所有，需待日後

公司恢復營運時，集保代為通知後方完成拋棄持股作業，以減低投資

人之疑惑。同時可於相關子法中作較為明確之規範，在法令上宜尋求

解決之方案。  

  關於繼承方面，目前辦理繼承多係為註銷被繼承人之帳戶，繼承

人在完成有股務單位之有價證券之繼承後，由於無股務單位之有價證

券無法辦理帳簿劃撥等事宜，而無法完成繼承，進而無法註銷被繼承

人之帳戶，為完成註銷被繼承人帳戶之作業，目前集保公司開立暫存

專戶，由繼承人提出申請，將該被繼承人帳戶內無股務單位之有價證

券暫存至該專戶中，以拋棄持股之方式達成註銷被繼承人帳戶之作

業。至於拋棄之意思表示是否必須傳達公司始生效力，由於股票已經

全面無實體化，集保公司現行已有足夠之法律地位與公信力，並已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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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控管股東整體股份移轉之流程，甚且相關專戶之股份移轉或消除

記錄明確可稽，因此對於無股務單位或股務機構所在不明之情形，允

宜可以法令之增訂之方式賦予可透過參加人及設立專戶之管理，辦理

相關事宜。 

  另外就投資人欲拋棄帳上持股必須以註銷其帳戶為目的，而將其

帳上持股暫存於集保專戶內，仍待公司日後恢復營運由集保公司代為

通知公司方完成拋棄持股作業乙節，其可能產生之疑慮已如前述，基

於目前實務作法提出以下幾點分析與解決方案。 

一、 以發行公司之名稱開設一個拋棄持股專戶 

  投資人欲拋棄持股，依照現行集保公司處理方式，仍僅得暫存於

集保專戶之內，以公司名稱開立「發行機構已下市櫃有價證券餘額處

理專戶」之內，日後再考慮依照投資人所欲拋棄持股之公司，以該公

司之名稱開設一個拋棄持股專戶，將相同公司的投資人欲拋棄持股暫

存於相同之帳戶內，並製作拋棄持股人之名冊。日後若該公司恢復營

運，便可將此帳戶之資料及股份直接向公司為意思表示，以強化作業

之效率。 

  為避免發行公司未來可能發生解散、倒閉、實際上所在不明等情

況，而使投資人處理相關股務作業時徒增困擾，參酌期貨交易法第

75 條規定期貨商之承受契約，以及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96 條規

定投資信託事業因特定原因無法繼續其業務而由其他投資信託事業

承受相關業務之精神88，於未來公司新設立而依照公司法第 162 條之
                                                   

88
 期貨交易法第期貨交易法第期貨交易法第期貨交易法第 75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 項項項項：「：「：「：「期貨商有破產期貨商有破產期貨商有破產期貨商有破產、、、、解散解散解散解散、、、、停業或依法令應停止收受期貨交易人訂停業或依法令應停止收受期貨交易人訂停業或依法令應停止收受期貨交易人訂停業或依法令應停止收受期貨交易人訂

單時單時單時單時，，，，除期貨商為結算會員除期貨商為結算會員除期貨商為結算會員除期貨商為結算會員，，，，依第五十四條規定處理者外依第五十四條規定處理者外依第五十四條規定處理者外依第五十四條規定處理者外，，，，主管機關得命其將所屬期貨交易人主管機關得命其將所屬期貨交易人主管機關得命其將所屬期貨交易人主管機關得命其將所屬期貨交易人

之相關帳戶之相關帳戶之相關帳戶之相關帳戶，，，，移轉於與該期貨商訂有承受契約之其他期貨商移轉於與該期貨商訂有承受契約之其他期貨商移轉於與該期貨商訂有承受契約之其他期貨商移轉於與該期貨商訂有承受契約之其他期貨商。。。。期貨商於接獲主管機關之命令時期貨商於接獲主管機關之命令時期貨商於接獲主管機關之命令時期貨商於接獲主管機關之命令時，，，，

除有正當理由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除有正當理由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除有正當理由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除有正當理由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應於二個營業日內應於二個營業日內應於二個營業日內應於二個營業日內，，，，將客戶保證金專戶內款項餘額及所將客戶保證金專戶內款項餘額及所將客戶保證金專戶內款項餘額及所將客戶保證金專戶內款項餘額及所

屬期貨交易人之交易明細表屬期貨交易人之交易明細表屬期貨交易人之交易明細表屬期貨交易人之交易明細表，，，，移交前項之其他期貨商移交前項之其他期貨商移交前項之其他期貨商移交前項之其他期貨商，，，，因移轉所生之費用因移轉所生之費用因移轉所生之費用因移轉所生之費用，，，，應由移轉之期貨商應由移轉之期貨商應由移轉之期貨商應由移轉之期貨商

負擔負擔負擔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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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條規定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時，便同時開設以該公司為名

稱之下市櫃餘額處理專戶。若未來發生公司所在不明、解散等情形發

生，便可將投資人之持股先行轉入該公司所開設之專戶中，以減少股

務處理之疑慮產生。 

二、 投資人完成拋棄之方式 

  公司法人格若因清算完結或破產程序終結而消滅，由於此時公司

法人格已不存在，投資人之股份已不存在，而不生拋棄持股之問題，

故亦無通知公司之必要，然雖無通知公司之需要，但相關股份註銷等

規定，未來仍須於公司法中增訂為宜。 

  公司法人格若仍存續中，其拋棄持股之意思表示由於須送達公

司，故可能有產生下列情形： 

(一) 公司法人格尚存續，但公司代表人不明 

  依照司法行政部（法務部前身）64 年 6 月 17 日臺（64）函參字

第 05196 號函以及經濟部 96 年 1 月 31 日經商字第 09602011720 號函

釋認為，公司股東欲拋棄持有之股份，應向公司為拋棄之意思表示。

以及經濟部 101 年 6 月 27 日經商字第 10100597360 號函認為只要公

司法人格仍為存續，尚未消滅之前，均應向公司為拋棄之意思表示，

方為完成拋棄持股作業，即使公司代表人不明之情形亦同。故只要公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96 條條條條：「：「：「：「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因解散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因解散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因解散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因解散、、、、停業停業停業停業、、、、歇業歇業歇業歇業、、、、撤銷撤銷撤銷撤銷或廢止許可事或廢止許可事或廢止許可事或廢止許可事

由由由由，，，，致不能繼續從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有關業務者致不能繼續從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有關業務者致不能繼續從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有關業務者致不能繼續從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有關業務者，，，，應洽由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其證券應洽由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其證券應洽由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其證券應洽由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其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有關業務投資信託基金有關業務投資信託基金有關業務投資信託基金有關業務，，，，並經主管機關核准並經主管機關核准並經主管機關核准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不能依前項規定辦理者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不能依前項規定辦理者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不能依前項規定辦理者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不能依前項規定辦理者，，，，由主由主由主由主

管機關指定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管機關指定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管機關指定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管機關指定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受指定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受指定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受指定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受指定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除有正當理由除有正當理由除有正當理由除有正當理由，，，，報經主報經主報經主報經主

管機關核准者外管機關核准者外管機關核准者外管機關核准者外，，，，不得拒絕不得拒絕不得拒絕不得拒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顯然不善者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顯然不善者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顯然不善者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顯然不善者，，，，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得命其將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移轉於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得命其將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移轉於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得命其將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移轉於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得命其將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移轉於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前三項之前三項之前三項之前三項之

承受或移轉事項承受或移轉事項承受或移轉事項承受或移轉事項，，，，應由承受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公告之應由承受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公告之應由承受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公告之應由承受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公告之。。。。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停業停業停業、、、、歇業歇業歇業歇業、、、、

撤銷或廢撤銷或廢撤銷或廢撤銷或廢止許可事由止許可事由止許可事由止許可事由，，，，致不能繼續從事基金保管業務者致不能繼續從事基金保管業務者致不能繼續從事基金保管業務者致不能繼續從事基金保管業務者，，，，準用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準用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準用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準用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其承受或其承受或其承受或其承受或

移轉事項移轉事項移轉事項移轉事項，，，，應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公告之應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公告之應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公告之應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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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人格仍為存續，集保公司即應向發行公司通知股東拋棄持股之意

思表示，縱使公司代表人不明亦同。 

(二) 公司形式上存續，但實質上未營業 

  於此情形，應依公司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公司開始營業後自

行停止營業六個月以上，主管機關依職權或依利害關係人之申請命令

其解散。命令該公司解散後行清算程序，於清算程序中處理該公司股

東拋棄持股之事宜。於清算程序中，集保公司向該清算中公司進行通

知。 

(三) 公司所在地雖於經濟部有登記，但實際上早已人去樓空、或

早已解散，根本無相關人員 

  此類公司所在地即便於經濟部有登記，但營業所通常早已人去樓

空，或實際上該地址已非該公司，如此一來即便股東向公司登記之所

在地為拋棄持股之意思表示，但實際上公司根本無人可得知股東拋棄

持股一事。亦即，股東若向此類公司登記所在地為意思表示，即便意

思表示已向公司為之，但並無法使公司居於可了解之狀態，根本不符

合實務上對於非對話意思表示必須「達到」相對人始為生效之要求，

其意思表示其實尚未生效，由於公司法無相關規定，此時集保公司可

考慮的通知方式為民法第 97 條以公示送達方式完成通知發行公司股

東拋棄持股之意思表示。 

三、 相關法制基礎之分析與解決方案 

  上述分析係基於目前處理方式提出因應之道，以期解決目前集保公

司針對投資人拋棄無股務單位公司之股份，惟暫存於集保專戶內後應如

何通知公司之問題，仍未解決，為使投資人向集保公司為拋棄意 思表示

後，便生拋棄持股之效力，並簡化拋棄持股相關作業，以下謹就相關主

管機關有關法令規定再提出進一步之探討分析。 

(一) 賦予主管機關對於公司之實際營運狀況以及公司所在地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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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之權限 

  依公司法第 6 條規定，公司非在中央主管機關登記後，不得成立。

故公司若欲成立，必須進行登記。既然主管機關對於公司之成立要求登

記，故於主管機關所登記之相關資料自然有其公信力，並且有其公示之

效果，人民應可信賴相關登記事項。故為維護人民對此之信賴，主管機

關對於相關登記事項應並非僅止於要求公司於成立時進行登記而已，在

公司存續期間，主管機關亦應有相關之措施對於公司登記事項進行管

理，例如公司已解散或所在地早已他遷但經濟部網站上登記之公司所在

地尚未變更等情形，主管機關應進行適當的管理。若主管機關可對相關

登記事項進行實質上的管理，自然可使利害關係人對於公司之狀況更為

明瞭，並且亦可解決股東於拋棄持股時須向公司為意思表示但公司所在

地實際上不明而產生如何向公司為意思表示之困擾。 

  如前所述，若公司所在地實際上不明，但於經濟部上仍有登記所在

地之情形，本研究案以為可採公示送達之方式完成拋棄持股之意思表

示，但公示送達所生勞費以及時間冗長，反造成投資人之不便，並且公

示送達後的後續股務處理尚需有相關配套措施。若可由主管機關由源頭

進行管理，減少此種情況產生，便可解決相關難題產生。惟公司數量多

不勝數，如要求主管機關逐一進行管理恐怕實際上難以運行，故本研究

案建議，可由利害關係人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當有利害關係人向主管

機關舉報某公司登記所在地與經濟部上登記不符或是該公司早已解散而

僅為形式上於經濟部仍有登記資料者，由主管機關進行相當的查證作

業，如經查明屬實，便將該登記事項予以銷除。目前公司法對於主管機

關得依職權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而廢止登記，僅限於公司解散未經解散

登記而已
89
。日後應增加對於公司之實際營運狀況以及公司所在地等事項

亦進行管理。若能由主管機關對於登記事項進行實質管理，應可減少後

                                                   

89
 公司法第公司法第公司法第公司法第 397397397397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項項項：「：「：「：「公司之解散公司之解散公司之解散公司之解散，，，，不向主管機關申請解散登記者不向主管機關申請解散登記者不向主管機關申請解散登記者不向主管機關申請解散登記者，，，，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

據利害關係人申請據利害關係人申請據利害關係人申請據利害關係人申請，，，，廢止其登記廢止其登記廢止其登記廢止其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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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股務處理上之困難，以及使公司登記的公示效力更為健全。 

(二) 股東拋棄持股之方式與效力之檢討 

  目前公司法對於股東拋棄持股之方式、效力，以及後續處理方式均

無相關規定，建議未來應於公司法增訂股份拋棄之相關規定以求完善。

因此對於股東拋棄持股，應明定由公司取得股票所有權；至於公司取得

股東拋棄之股份後，在後續之作業上應參照公司法第 167 條第 2 項有關

股份回籠禁止例外之情形
90
，明定其如於六個月內未再行出售，應辦理減

資以及變更登記，不受第 168 條之限制。 

  由於拋棄持股必須向公司為拋棄之意思表示，屬於有相對人之單獨

行為，依照有價證券帳簿劃撥作業辦法第 29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如投資

人欲辦理有價證券之帳簿劃撥轉帳須經發行公司審核，導致公司若已解

散、所在地不明等情形時，投資人無法辦理相關帳簿劃撥轉帳，亦使得

股東欲向公司為拋棄持股之意思表示時，如遇有公司於經濟部上仍有登

記但實際上所在不明，或早已解散等情形，其拋棄持股之意思表示不論

是由股東親自為之，或是股東先暫存於集保專戶中，由集保公司代為通

知發行公司，該拋棄持股之意思表示應如何為之始為生效便生問題，本

研究案認為由於公司法目前未有相關規定，可回歸民法以公示送達之方

式使拋棄持股之意思表示生其效力。但以公示送達之方式，投資人尚須

負擔相關勞費以及冗長之相關程序，其實該等持股多半早已無價值可

言，雖然公示送達之方式可行，但投資人所需負擔之成本可能過高，反

造成投資人之不便，另外，公示送達後，可能再衍生的相關股務問題亦

須有相關的配套措施，否則採公示送達僅解決了拋棄持股之意思表示生

效，但生效後之後續產生之股務問題仍無法解決，故實有另行立法以解

決股東拋棄持股作業之必要。 

                                                   

90909090
    公司法第公司法第公司法第公司法第 167167167167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2222 項項項項：「：「：「：「公司依前項但書公司依前項但書公司依前項但書公司依前項但書、、、、第一百八十六條規定第一百八十六條規定第一百八十六條規定第一百八十六條規定，，，，收回或收買之股份收回或收買之股份收回或收買之股份收回或收買之股份，，，，應於應於應於應於

六個月內六個月內六個月內六個月內，，，，按市價將其出售按市價將其出售按市價將其出售按市價將其出售，，，，屆期未經出售者屆期未經出售者屆期未經出售者屆期未經出售者，，，，視為公司未發行股份視為公司未發行股份視為公司未發行股份視為公司未發行股份，，，，並為變更登記並為變更登記並為變更登記並為變更登記。。。。」」」」     



61 

 

  本報告認為，未來可於公司法增訂股東拋棄持股作業之方式，為符

合經濟部解釋認為拋棄持股為有相對人之單獨行為之要求，股東仍須為

拋棄持股之意思表示，但建議當股東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之規定辦

理拋棄持股並檢具相關書件時，便擬制為股東已向發行公司為拋棄持股

之意思表示，而完成向公司為拋棄持股之意思表示，使該拋棄持股之效

力於股東依照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對於拋棄持股等作業之辦法完成拋

棄作業後，向集保公司為意思表示時便生拋棄之效力，以簡化股東拋棄

持股作業之流程。 

(三) 明確規定公司法人格存續與否之時點 

  公司法人格存續與否，對於相關權利義務影響甚大，由於清算完結

公司法人格方為消滅，故對於清算完結時點之認定便不可不慎。關於公

司清算完結即其法人格消滅之時點，究應依公司法規定為判斷（公司法

第 331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參照），抑以法院核准公司清算終結聲請之

備查為準，實有由主管機關再為明確函釋之必要性。 

(四) 公司清算完結後續事項之配合 

  公司清算完結後，股東之身分便隨之消滅，股份的概念自然也不存

在，目前公司法對於清算完結後，存放於集保公司內之股份應如何處理，

並未規定，因此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對於清算人於行清算程序時，應

將股東所持股份造作表冊，在分派完賸餘財產完結一切清算程序後，於

該名冊上將所有股東所持股份予以註銷，記明公司清算完結，股份已不

存在，並將此表製作副本，送交集保公司，使集保公司得以將相關股份

予以註銷。因此清算人於提請股東會承認後，應製作股東持股明細，並

註明清算完結後股份消滅，向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辦理註銷股東所持

股份，如此才能釐清相關法律責任。 

(五) 劃撥轉帳前發行公司審核無法進行問題之解決 

  目前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第 29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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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保公司於辦理劃撥轉帳前，必須將相關資料送發行公司審核，確認無

誤後方得辦理。也因此，當發行公司所在地不明，或是無人得以代表公

司處理審核事務時，相關劃撥轉帳便無法辦理。因此應增訂例外情形時

可不經發行公司審核，使集保公司即可辦理轉帳事宜。 

  由於贈與及私人間直接讓受，涉及投資人價值上之認定，其轉讓仍

應審慎為之，因此仍應依現行法制辦理；惟若係繼承人因繼承無股務單

位之股份，而目的僅係為註銷被繼承人帳戶，進而申請拋棄無股務單位

之有價證券，或是投資人單方面想拋棄無股務單位之有價證券，若因公

司所在不明之原因，使集保公司無從送達相關資料，則無法辦理上述業

務，實務上便生困擾，由於辦理繼承仍須繳納相關稅捐，拋棄持股則是

使公司無償取得股份，應不至於產生弊端，故關於上述情形除確認行為

人真意外，應可例外無須發行公司審核，由集保公司審核相關文件後，

便可辦理相關劃撥事宜。因此可於該帳簿劃撥作業辦法第 29 條之 1 第 2

項但書增訂：「……但發行公司所在不明或發行公司代表人不明，致保管

事業無從送交發行公司審核，客戶或繼承人為註銷被繼承人帳戶而辦理

拋棄持股作業者，得由保管事業進行相關資料審核。」 

(六) 以公示送達方式拋棄之意思表示之效力分析 

  若採行公示送達之方式完成股東對公司拋棄持股之意思表示，即使

公示送達生效，使股東拋棄持股之意思表示合法生效，而生拋棄持股之

效力，但後續相關的股務處理仍懸而未決。首先面臨的將是投資人可否

依此公示送達等相關證明文件向集保公司申請扣除其帳上股份？由於若

投資人若採取公示送達之方式完成拋棄持股之意思表示，該拋棄行為已

經生效，該等股份所有權已不屬於投資人所有，故投資人持相關證明文

件可資證明其已完成相關拋棄程序，並經集保公司審核後，集保公司應

可替投資人扣除帳上股份，惟為求法制明確，仍須有相關法令規定為宜，

因此辦理拋棄持股作業，由保管事業進行相關審核者，客戶如已完成向

發行公司之意思表示，並檢具相關資料及證明文件向保管事業申請扣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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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保管事業得予以扣除。對於拋棄之意思表示以公示送達方式為之者，

亦應賦予得為相同處理之機制。 

(七) 拋棄或繼承無股務單位之有價證券為辦理註銷之通知問題解決 

  目前由於該操作辦法第 5 項規定發行人無股務承辦單位時，集保公

司不受理前揭有價證券轉讓相關之轉撥申請。故當公司無股務單位時，

欲辦理拋棄持股便無法辦理，引發實務上許多困擾，如於繼承無股務單

位之股份時，將無法辦理，而使被繼承人之帳戶無法註銷。另外，因為

拋棄持股只要有相關的配套措施，因為發行公司是無償取得股份，對於

發行公司並無不利，似可考慮若係為拋棄持股作業或是為繼承人為註銷

被繼承人帳戶之拋棄持股作業，即便公司無股務單位，亦可向集保公司

提出申請辦理劃撥轉帳，故於相關條文中可增列客戶所持為下市櫃、下

興櫃無股務單位公司之有價證券，欲辦理拋棄持股或繼承人為註銷被繼

承人之帳戶，而申請拋棄持股作業者，集保公司得依申請辦理劃撥轉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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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綜據前述分析，由於繼承、贈與、私人間直接讓受及拋棄持股之處

理方式事關法令規定與投資人之權益，現行集保公司已能兼顧事常運作

之控管及投資人辦理相關事務之方便性，然仍有些須待以法令釐清補強

之處，故對於無股務單位或股務機構所在不明之情形有價證券辦理繼

承、贈與、私人間直接讓受及拋棄持股之處理方式，擬依短期與長期之

進程研提以下幾項建議。 

一、 短期建議 

  依現行集保公司處理方式，投資人欲拋棄帳上持股須將其帳上持股

暫存於集保所設定之專戶內，仍待公司日後恢復營運由集保公司代為通

知發行公司方完成拋棄持股作業方面，因此在相關作業及配套之法令上

建議增修如下： 

(一) 以發行公司之名稱開設一個拋棄持股專戶 

  投資人欲拋棄持股，仍依照現行集保公司處理方式，暫存於集保

專戶之內，以發行公司名稱開立「發行機構已下市櫃有價證券餘額處

理專戶」之內，俟日後該發行公司恢復營運，便可將此帳戶之資料及

股份直接向公司為意思表示，以強化作業之效率。並且未來於公司新

設立而依照公司法第162條之2條規定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時，便同時開設以該公司為名稱之下市櫃餘額處理專戶。若發生公司

所在不明、解散等情形發生，便可將投資人之持股先行轉入該公司所

開設之專戶中，以減少股務處理之疑慮產生。未來可考慮於集保公司

相關規章中，增訂公司新設立登記，洽集保公司登錄時，便以契約明

定須先開設公司拋棄持股之專戶等事項，以解決公司有破產、解散、

或其他停業情形，未來營運狀況不明所產生之難題。 

(二) 通知發行公司之方式 

  發行公司若仍存續中，集保公司代股東通知公司拋棄持股之意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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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之方式可依下列情形處理： 

1. 公司所在地明確，並實質上存續 

  依照民法第 95 條規定，意思表示如以非對話方式為之，其意思

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参照最高法院 54 年台上第 952

號判例，以相對人已居於可了解之地位即為已足，故通知已送達於相

對人之居住所或營業所者，即可認為達到並發生意思表示之效力。縱

使公司代表人不明亦同。 

2. 公司形式上存續，但公司所在地不明或早已他遷  

  投資人欲拋棄持股，於經濟部上登記資料仍有公司登記資料，但

實際上公司所在地不明時，此時無法使意思表示之通知送達於相對人

可居於了解之地位，可依民法第 97 條規定，可向法院聲請公示送達

為意思表示之通知。 

3. 公司尚未解散，但實際上並未營業，應藉由主管機關命令解散

後，依清算程序方式辦理 

  公司尚未解散，但實際上並未營業，依公司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

定，公司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六個月以上，主管機關應主動清查

依職權或依利害關係人之申請命令其解散。命令該公司解散後行清算

程序，於清算程序中，股東便可向清算中公司為拋棄持股之意思表

示，而由清算人處理該公司股東拋棄持股之事宜。 

(三)修正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第29 條之 1 第 2 項之規定 

  目前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第 29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

集保公司於辦理劃撥轉帳前，必須將相關資料送發行公司審核，確認無

誤後方得辦理。惟當發行公司所在地不明，或是無人得以代表公司處理

審核事務時，相關劃撥轉帳便無法辦理。因此建議應增訂例外情形時可

不經發行公司審核，使集保公司即可辦理轉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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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贈與及私人間直接讓受，若繼承人因繼承無股務單位或公司所在

不明之股份，通常僅係為辦理註銷被繼承人帳戶，或是投資人單方面

想拋棄無股務單位之有價證券，若因公司所在不明之原因，使集保公

司無從送達相關資料，以致無法辦理上述業務，徒生困擾，由於辦理

繼承仍須繳納相關稅捐，拋棄持股則是使公司無償取得股份，應不至

於產生弊端，故關於上述情形除確認行為人真意外，應可例外無須發

行公司審核，使集保公司得於審核相關文件後，便可辦理相關劃撥事

宜。因此可於該帳簿劃撥作業辦法第 29 條之 1 第 2 項但書增訂：……

但發行公司所在不明或發行公司代表人不明，致保管事業無從送交發

行公司審核，客戶或繼承人為註銷被繼承人帳戶辦理拋棄持股作業

者，得由保管事業進行相關資料審核等條文文字。 

(四)無股務單位公司拋棄持股劃撥轉帳作業 

  目前由於該操作辦法第 64條之 1 第 5項規定發行人無股務承辦單位

時，集保公司不受理前揭有價證券轉讓相關之轉撥申請。故當公司無股

務單位時，欲辦理拋棄持股便無法辦理，引發實務運作上之困擾，如於

繼承無股務單位之股份時，將無法辦理，而使被繼承人之帳戶無法註銷。

另外，因為拋棄持股對於發行公司而言是無償取得股份，對於發行公司

並無不利，因此只要有相關的配套措施，可考慮若係為拋棄持股作業或

是為註銷被繼承人帳戶之繼承人辦理拋棄持股作業，即便公司無股務單

位，亦可向集保公司提出申請辦理劃撥轉帳，故於集保公司相關規章中，

建議增訂客戶所持為下市櫃、下興櫃無股務單位公司之有價證券，如辦

理拋棄持股或被繼承人帳戶有上開之有價證券，繼承人為辦理註銷被繼

承人帳戶申請拋棄持股者，集保公司得依申請逕行辦理劃撥轉帳。 

二、 長期建議 

  為避免因發行公司恢復營運遙遙無期，使直接向公司為意思表示或

通知公司之法律程序懸宕未決，而且其中與投資人權益息息相關，因此

就長期而言，為求強化法制之基礎，本研究報告爰提出建議相關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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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對於公司法有關之規定應考慮配合進行增修，以下擬提出所建議修正

與增訂之法律條文草案與說明： 

(一) 增訂及修正公司法第 397 條第 3 項及第 4 項之規定 

  若公司所在地實際上不明，但於經濟部上仍有登記所在地之情形，

本報告前述以為股東拋棄持股之意思表示，短期之內可採公示送達之方

式完成拋棄持股之意思表示，但公示送達所生耗時費力以及程序之繁複

冗長，反造成投資人之不便，並且公示送達完成後其後續股務處理仍需

有相關配套已如前述。故若可由主管機關正本清源進行管理，可解決相

關難題產生，故本研究案建議，可由法律明定經利害關係人向主管機關

提出申請，主管機關查明該公司已無從通知送達屬實，可於催告公司一

定期間後逕行將該公司登記事項予以銷除。如此方能減省股務作業與處

理上之困難，以及使公司登記的公示效力更為健全。爰建議於公司法第

397 條第 3 項增訂下述條文文字：第 393 條第 2 項由主管機關公開之登記

事項，如不符合實際現況，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依利害關係人之申請，

逕行辦理變更登記或廢止登記。並於第 4 項增訂：主管機關依前項辦理

變更或廢止登記前，應先定 30 日期間催告公司負責人自行辦理變更登

記，逾期不為辦理者，即由主管機關依職權為之等條文文字。 

(二) 增訂公司法第 168 條之 2 之規定 

  目前法制上並未規定對於拋棄持股後之股份應如何處理，為求權利

義務之明確，建議應於公司法有拋棄股份後該等股份應如何處理之相關

法律規定。本報告建議公司法第 168 條之 2 第 1 項增訂：股東拋棄持股，

公司取得股票所有權等條文文字。並於同條第 2 項增訂：公司取得前項

股東拋棄之股份後，如於六個月內未再行出售，應辦理減資以及變更登

記，不受第一百六十八條規定之限制等條文文字。 

  又股東檢具相關書件透過參加人向集保公司表示欲拋棄持股時，為

簡化拋棄持股之程序，還原拋棄持股為單方意思表示之本質，使該拋棄

持股之效力於股東透過參加人向集保公司為意思表示時便生其效力，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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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第 168 條之 2 第 3 項增訂條文如下：股東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

之規定辦理拋棄持股，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者，視為已向發行公司為拋

棄持股之意思表示等條文文字，使公司法關於股份的拋棄方式以及效力

有明文規定，以求法治上完善。 

(三) 增訂公司法第 331 條第 4 項之規定 

  如同前述，依據經濟部 101 年 6 月 27 日 10100597360 號函釋之見解，

公司於清算完結後，其法人格即歸於消滅，因投資人所持有之股份已不

存在，故不生投資人拋棄股份之問題。為避免發行公司之實際狀況（該

公司之法人格已消滅）與集保公司所登錄股份之狀態有所不一致，建議

於公司法中就發行公司股份註銷之部分加以規範。本報告建議於公司法

第 331 條第 4 項增列後段規定：「第一項清算期內之收支表及損益表，應

於股東會承認後十五日內，向法院聲報。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其發行之

股份已向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者，清算人並應同時檢具股東持股

明細，向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辦理註銷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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