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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節 第 

例 

案 

 

 

總 論 
 

         公司種類、股東之種類及申請設立中之公司 
 

 
甲和乙乃是好友，原本二人合資以合夥方式經營酒店，乙以

與甲理念不同為理由而結束合夥，後甲想擴大營業，欲組成公

司，故邀請以前大學同學丙、丁為股東而出資籌設「國立小甜甜

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並推甲為董事長，由甲執行公司業務，並

為公司對外之代表。隨即甲以「國立小甜甜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籌

備處」的名義向林小久承租辦公大樓，簽訂租約作為辦公處所，

但當甲收足股款後，向台北市政府申請設立「國立小甜甜酒店股

份有限公司」，結果遭台北市政府駁回。甲等如要該公司能順利

設立登記，應如何改正？ 

 
 

1. 公司之定義 

所謂公司，係指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公司法組織、登記而成立之社團法人

之謂（參照公司法第一條）。 
 

2. 公司法規定公司的種類 

依我國公司法第二條之規定，公司可分為下列四種： 

一、 無限公司 
指二人以上之股東所組織，股東對公司債務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之公司。 

二、 有限公司 
指由一人以上之股東所組織，股東就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負其責任之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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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兩合公司 
指一人以上之無限責任股東，與一人以上之有限責任股東所組織，其無限

責任股東對公司債務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有限責任股東就其出資額為限，對

公司債務負其責任之公司。 

四、股份有限公司 
指二人以上之股東或政府、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全部資本分為股份；股

東就其所認股份，對公司負其責任之公司。 
 

3. 設甲以獨資方式籌設股份有限公司，甲可否向台北市政府申請設立「股份有限

公司」之登記？ 

公司是由股東所組成，依公司法第二條之規定，無限公司及兩合公司皆最

少需要二位以上的股東，有限公司最少需要一位以上（包括一位在內）的股

東，而股份有限公司則最少需要二位以上的股東，但如政府或法人組成股份有

限公司則允許一人股東。以上各類型公司之最低股東人數的規定，不但涉及各

類型公司之成立，亦關係到各類型公司之存續1。亦即如欲組成某一類型之公

司，而股東人數不合乎各該類型公司所需求最低人數，則該等股東無法申請設

立該類型公司之登記（即無法成立），且又如該等股東已合乎各該類型公司所

需求之最低股東人數，並已完成該類型公司之登記，但日後該公司之股東有人

退股或因其他因素（例如：股東死亡且又無繼承人），致該公司之股東人數不

合乎公司法所規定該類型公司之最低股東人數，則該公司除依公司法變更組織

一途外，否則將造成該公司解散的命運。 

本例中，甲以獨資方式籌設股份有限公司，依公司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

之規定，股份有限公司最少需要二位以上的股東才可組成，故甲一人以獨資方

式籌設股份有限公司並不合乎股份有限公司最低股東人數之要求，因而無法向

台北市政府申請設立「股份有限公司」之登記。 
 

4. 依前例 3，後來甲又邀其同學丙、丁二人，再次以「國立小甜甜酒店股份有限

公司」之名向台北市政府申請設立登記，台北市政府可否以其違法而駁回其申

請？ 

依公司法第十八條第四項之規定：「公司不得使用易於使人誤認其與政府

                                                 
1 施智謀，《公司法》，1991，第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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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公益團體有關或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名稱。」又依經濟部五十五

年四月十四日八商字第○八五二四號函2及經濟部七十六年九月十九日商字第

四七四六○號函3之見解，凡公司以國立、生命線、紅旗、東方紅、美帝等名

稱，均被認為違背公司法第十八條第四項之規定，而被認定為違法。 

本例中，甲、丙、丁等三位股東，以「國立小甜甜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之

名申請設立登記，依公司法第十八條第四項及上述經濟部之解釋函，其使用之

名稱「國立」易使人誤認為其與政府機關有關，而被認為違法，故台北市政府

對甲、丙、丁等三人之申請，以違背公司法第十八條第四項之規定而予以駁

回。 
 

5. 依前例 4，甲、丙、丁等三人無法順利完成「國立小甜甜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之設立登記，於是甲、丙、丁等三人只好放棄。但先前如案例所述，甲以「國

立小甜甜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之名義與林小久所簽訂之辦公大樓之租

約，其法律效果如何？又其應由何人負責？ 

一般公司之組成皆由股東的集合，再由股東開會決定公司的章程，最後向

主管機關申請設立而成立一家公司。而在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前，通稱「設立中

公司」，而設立中公司有對外為法律行為（例如租賃、買賣）之可能性及必要

性，且商業習慣上皆以「某某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之名義對外為法律行為，

如此將產生一個問題，即如將來該公司未得到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則先前以該

「某某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之名義對外所為法律行為之效果如何？分述如

下： 

一、 如該公司是以「股份有限公司」為成立之目標 
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條之規定：「公司（指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成立時，

發起人關於公司設立所為之行為，及設立所需之費用，均應負連帶責任，其因

冒濫經裁減者亦同。」 

二、 如該公司是以「無限公司」、「兩合公司」、「有限公

司」為成立之目標 
關於「無限公司」、「兩合公司」、「有限公司」皆無如公司法第一百五

                                                 
2 經濟部五十五年四月十四日八商字第○八五二四號函 

一般公司名稱標明「國立」非僅名實不符且顯有欺罔公眾之虞，參照行政法院民國二十

三年判字第三十六號判例應飭改正後再行核辦。 
3 經濟部七十六年九月十九日商字第四七四六○號函 

又如以「生命線」或其近似者為公司之名稱顯有使人誤公益團體之虞，應不准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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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條之規定，但依最高法院十九年上字第一四○三號判例4及最高法院二十三

年上字第一七四三號判例5之見解認為：若公司未經核准登記，即不能認為有

獨立之人格，其所負之債務，各股東應依合夥之法律規定，對於債權人負連帶

清償的責任。 

本例中，甲、丙、丁等三人預定設立「國立小甜甜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且在申請設立登記前甲以「國立小甜甜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之名義與林

小久簽訂辦公大樓之租約，但最後「國立小甜甜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並未經主

管機關之核准並設立登記，依上述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條之規定，該租約所生之

債務應由股東（發起人）甲、丙、丁等三人連帶對出租人林小久負責。 
 

6. 依前例 3 及前例 4，如甲接到退件後，依然想籌組該公司，其應如何補救，以

求順利完成申請設立登記之手續？ 

依前例 3，甲以獨資方式欲申請設立股份有限公司，但遭主管機關駁回。
又依前例 4，甲、丙、丁等三人以「國立小甜甜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之名義申
請設立，又遭主管機關駁回，今甲接到退件後，仍想要使公司能順利申請核准

登記，必須為下列二項補救行為： 

一、必須另增加一位股東以符合公司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股份有限

公司最低股東人數之規定，否則應以有限公司之名義申請設立登

記。 

二、將名稱加以變更，即刪除「國立」二字。 
 

7. 依前例 6，除甲一人外，又增加丙、丁二位股東，即以甲、丙、丁等三人為發

起人且以「小甜甜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之名向台北市政府申請設立登記，且獲

得允許。案例中甲以「國立小甜甜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之名義與林小久

所簽訂之辦公大樓租約應由何者負責？ 

依前例 5之說明，設立中公司對外為法律行為有其可能性及必要性，故一

                                                 
4 最高法院十九年上字第一四○三號判例 

公司未經核准登記，即不能認為有獨立之人格，其所負債務，各股東應依合夥之例，擔

負償還責任。 
5 最高法院二十三年上字第一七四三號判例 

公司非在所在地主管官署登記後不得成立，未經合法成立之公司，不能認為有獨立之人

格，祇應視為普通組織之商號。其所負債務，應視為合夥債務，由各合夥員連帶負其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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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學者採用同一體說之見解6，而認為設立中公司係將來想成立之公司的前

身，即應認為設立中公司所為之法律關係，應由成立後之公司來承受。另依最

高法院七十一年度台上字第四三一五號判決7亦持相同之見解，即認為：「在

股份有限公司，發起人實質上係處於公司前身之機關地位，在公司設立中，其

因設立公司之必要行為所取得之權利及所負擔之義務，於公司設立登記後，即

當然移轉於公司，已成為通說……。」 

本例中，甲在「小甜甜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設立登記前，以「國立小甜甜

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之名義與林小久所簽訂之辦公大樓之租約，依上述

之說明，該租約之權利和義務，於「小甜甜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設立登記後，

當然移轉於「小甜甜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6 柯芳枝，《公司法論》，1999，第 22 頁。 
7 最高法院七十一年度台上字第四三一五號判決 

查我國民法，就法人資格之取得，採登記要件主義，在公司法人，公司法第六條亦訂有

明文。公司在設立登記前，既不得謂其已取得法人之資格，自不能為法律行為之主體，

而以其名稱與第三人為法律行為。若以其名稱而與第三人為法律行為，則應由行為人自

負其責，即認行為人為該項行為之主體。此公司法第十九條規定之所由設。因之，在未

經設立登記，而以公司名稱與第三人所為之法律行為，除雙方預期於公司設立登記後，

由公司承受，而公司於設立後已表示（無論明示或默示）承受，或公司另有與該法律行

為之雙方當事人成立「契約承擔」之契約外，公司原不當然承受，且由於公司非該法律

行為之主體，亦不因其後股東之承認，而變為該法律行為人之當事人。雖然，在股份有

限公司，發起人實質上係處於公司前身之機關地位，在公司設立中，其因設立公司之必

要行為所取得之權利及所負擔之義務，於設立登記後，即當然移轉於公司，已成為通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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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節 第 

例 

案 

 

 

支 票 
 

         票據的種類及其特性 
 

 
陳阿義家裡無電視機，但小孩喜歡看卡通影片，常吵著要到

鄰居家裡去看電視，而鄰居也好奇陳阿義怎麼會沒有買電視機，

為了免除鄰居的好奇，陳阿義只好向 National 經銷商林先生購買
一部電視機，價金為新臺幣 38,000元，經銷商林先生說明可以支
付現金，亦可支付票據之票款。陳阿義不知票據之票款係指何

者。 

 
 

1. 票據的定義 

關於票據我國票據法並未加以概括之定義，一般認為，稱票據者，謂乃由

發票人簽名於票面上，以支付一定之金額為標的，而依票據法發行之一種特殊

的有價證券。 
 

2. 陳阿義想簽發票據給林先生，試問陳阿義可以簽發何等票據？ 

票據依我國票據法之規定，有以下三種可以選擇而簽發： 

一、 匯票 
所謂匯票，係指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額，委託付款人於指定之到期日，無

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參照票據法第二條）。 

二、 本票 
所謂本票，係指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額，於指定之到期日，由自己無條件

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參照票據法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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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支票 
所謂支票，係指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額，委託金融業者於見票時，無條件

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之謂（參照票據法第四條第一項）。 
 

3. 依前例 2 之定義，匯票、本票、支票之最大區別在於付款人。試問： 

（1） 匯票與本票之付款人有何區別？ 

一、匯票之付款人 

匯票之付款人，乃是匯票發票人所委託之第三人為付款人。 

二、本票之付款人 

除支存本票1外，本票之付款人，乃是由本票發票人自己擔任付款人。 

（2） 匯票與支票之付款人有何區別？ 

一、匯票之付款人 

匯票之付款人，乃是匯票發票人委託第三人為付款人，而該受委託之第三

人，可由自然人或金融業者擔任。 

二、支票之付款人 

支票之付款人，乃是支票發票人委託第三人為付款人，而該受委託之第三

人僅限於金融業者。 

（3） 本票之付款人與支票之付款人的區別？ 

一、本票之付款人 

除支存本票外，本票之付款人乃是由本票發票人自己擔任付款人。 

二、支票之付款人 

支票之付款人，乃是支票發票人委託第三人為付款人，而該受委託之第三

人僅限於金融業者。 
 

4. 票據的性質為何？ 

票據具有下列之性質： 

  
                                                 
1 支存本票，係指本票發票人簽發本票給他人時，該本票之付款人，乃是由該本票發票人

委託各行社為擔當付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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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設權證券 
票據上之權利（例如：追索權），係因票據之作成而發生，票據乃係創設

權利，故票據為設權證券。 

二、 有價證券 
票據乃係表彰財產價值之私權證券，其權利之發生、移轉、行使均須依證

券（票據）為之，故票據為有價證券。 

三、 文義證券 
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據上所載文義為準，不得就票據上所載文義以

外之事項認定之，故票據為文義證券。 

四、 要式證券 
票據之作成，必依法定方式為之，倘票據之必要記載事項有欠缺，除票據

法另有規定外，其票據乃屬無效。 

五、 無因證券 
票據執票人對於票據債務人行使票據上之權利，不必就其取得票據之原因

如何，負舉證之責。簡言之，票據上之權利，不因其原因之法律關係無效或撤

銷而受影響，故票據為無因證券。 

六、 金錢證券 
票據以支付「一定金額」為其標的，其所表彰之財產權，限以金錢之給

付，故票據為金錢證券。 

七、 流通證券 
票據上的權利得依背書或交付方式轉讓之，故票據為流通證券。 

八、 提示證券 
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以票據之占有及提示為必要，故票據為提示證券。 

九、 繳回證券 
票據之執票人在受領票據上之給付後，自應將原票據繳回於向其為給付之

人，故票據為繳回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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