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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言 

企業（Enterprise, Business Untemehmen）一詞乃坊間廣泛使用，
而為吾人耳熟能詳之名稱，企業一語深植社會各層，上至達官貴人，

下至販夫走卒，均不感陌生，有其學理上（如企業或工商管理學、企

業經營學等）或民間（普羅大眾間）約定俗成之意義。惟如從法律之

層面解釋，有謂：企業乃結合物（所有權）、無體財產權、債權、商

譽、勞動關係及顧客關係的組織體。企業於不同的法律領域，如公司

法、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勞動基準法等，具有不同的規範意

義。於企業之上，並不存在著一種獨立的權利，企業在侵權行為法的

保護，應適用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1，與工商界對企業之概

念，並非一致。 

企業組織，源自舶來，並非我國固有之產物，我國自古以來以農

立國，工商不興，商為末業，不受重視，傳統上長期建立之士農工商

觀念，深植人心。舊有社會之商業活動，類皆屬於小本經營，咸以個

人之資金與勞務從事之，其形態甚為單純，鮮有大規模之事業組織存

在，彼時社會自尚未出現企業之概念。 

迨 18世紀末期，英國工業革命發生以後，工廠林立，機械化取代
手工，大量機器生產使得傳統的經濟形態產生重大變化。工商業規模

逐漸擴張，單憑個人力量已無法達成生產工業化及機械化之要求，亟

須集合眾人之資本，從事大量之生產，以降低成本，利於競爭。又因

投資金額逐漸龐大，亦須多數人分擔損失風險，遂促成企業之產生。

嗣至遜清末葉，配合歐風東漸，海禁大開，公司的組織應運而生。光

緒 29年滿清政府參考德日商法，公布商人通例及公司律 131條，可稱
為我國現代化企業之嚆矢2。 

                                                      
1 王澤鑑，民法總則，2014 年 2 月，260 頁。 
2 武億舟，公司法論，1998 年，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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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顧名思義，乃指有企圖心之事業，自其原文 Business 一詞
觀之，應與我國法所稱之事業（公平交易法第 2 條）相仿。在企業管
理學上，企業乃泛指人類為謀求「生存」及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種

活動，具有提供物品及勞務以滿足他人慾望及需要，並賺取利潤之特

質。申言之，企業自廣義而言，係泛指所有有效追求明確目標之社會

機構，狹義則指有效追求利潤目標營業事業組織體3。由此觀之，企業

之企圖心當指企求獲利之野心，用以彰顯企業經營者提供各項商品或

服務予消費者4，以滿足民眾日常生活之需求，而從中獲取利潤之本

質。企業在市場上可分為工與商業二大項，合稱為工商業。又企業既

以營利為目的，故又稱之為營利事業。 

傳統上，社會上從事各項活動之企業組織型態，主要的以獨資

（Sole Proprietorship）、合夥（Partnership）及公司（Corporation, 
Company）為主。獨資係由企業主個人獨立投資與經營之事業，其事
業之經營權由企業主一人擁有，風險盈虧亦由企業主一人承擔或享

有，為最原始的企業型態5。合夥乃二人以上訂立契約，互相出資構成

合夥財產，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制度（民法第 667條第 1項）。公司則係
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公司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公司法第 1
條）。根據資料顯示，國內辦理商業登記之組織，以公司數量最多，其

次為獨資商號，至於合夥之數目則為最少6。 

近年來，因受自由化、全球化及國際化之影響，企業經營環境發

生重大變化，政府有鑑於以永續經營為目的之公司組織型態及依民法

契約成立之合夥組織方式，已不能充分因應經濟環境發展，為增加事

業組織之多元性及經營方式之彈性，依現行經濟環境之運作，有以單

一目的組成之企業體，經過一段期間目的達成即行解散，且在外國立

法體例已行之有年，早已建立完整組織法制，乃引進有限合夥組織，
                                                      
3 陳定國，企業管理，1999 年 8 月，34 頁；盧宗漢，企業組織與管理，1987 年 11 月，4

頁；陳定國，企業概論，1991 年 8 月，1 頁；黃柱權，公司理財，1979 年 7 月，2 頁。 
4 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 2 款。 
5 廖大穎，公司法原論，2016 年 2 月，5 頁。 
6 參考歷年來經濟部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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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單純投資者與積極經營者共同從事經營活動之新選擇，以促進產業

發展及提升國際競爭力，俾利與國際接軌7。因此，現有之企業組織型

態，尚應包含有限合夥（Limited  Partnership）。 

除此之外，社會上尚有多數不少由多數人為達一定共同目的而組

織的結合體，其雖因未依法律規定取得法人資格，但與社團法人有同

一之實質，學說上稱為無權利能力之社團8。此類團體何以不向主管機

關辦理登記，以取得法人人格？原因不一，惟皆經常性從事文化經濟

活動，倘亦具有營利之目的，自應歸為企業之一環。 

企業成立之目的，既在營利，則企業在存續中，必須透過各項行

為（如對內經營管理與對外行銷交易），方能達到追求利潤、永續發展

的目標。惟因企業本身無身軀形骸及生理機能，不能自行表達意思及

實施行為，必須設置機關，作為企業從事各項活動的基礎。 

機關（Organ）乃構成公司組織的部門，此種部門由自然人所組成
或充當9，故機關為企業組織體（Organization）之構成分子，而非企業
組織之本體10。而充當機關之代表人或負責人，如因執行職務或業務

之行為，造成第三人之損害時，企業是否應負侵權行為責任？其法律

適用關係為何？尤其是企業組織法中最具代表性之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

損害時，對他人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104 年 6 月 24 日公布之
有限合夥法第 23 條亦有類似之規定），其法律性質究竟為何？乃學術
與實務長期以來爭議不斷，迄仍無法達成共識之問題，亟待統一法律

                                                      
7 104 年 6 月 24 日公布有限合夥法立法理由參照。 
8 王澤鑑，前揭註 1，222 頁；陳聰富，民法總則，2014 年 12 月，93 頁；史尚寬，民法

總論，1970 年 11 月，130 頁；施啟揚，民法總則，2007 年 10 月，164 頁；黃立，民法

總則，2005 年 6 月，105 頁；劉得寬，論無權利能力之社團，民法諸問題與新展望，

1995 年 5 月，452 頁；呂太郎，無權利能力社團，收錄於楊與齡主編，民法總則爭議問

題研究，1998 年，156 頁。 
9 施啟揚，前揭註 8，135 頁；四宮和夫著，唐暉、錢孟珊譯，日本民法總則，1995 年 8

月，82 頁。 
10 黃立，前揭註 8，118 頁；鄭玉波著，黃宗樂修訂，民法總則，2009 年 1 月，143 頁；

王澤鑑，前揭註 1，1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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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本文擬針對社會上目前所存在之五種企業（公司、合夥、獨

資、有限合夥及無權利能力之社團）彙整各項學說及裁判，加以分析

討論，期有助於釐清此一長久存在之重要法律問題。 

貳、企業之責任能力與歸責原則 

我國關於侵權行為之立法體系，係參考德國民法及瑞士債務法之

規定，採取折衷方式，以嚴格且特定的構成要件，規定三個獨立的侵

權行為類型：1. 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2.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民法第 184條
第 1 項後段）。3.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其中
第 1 種類型（權利侵害類型）為侵權行為之核心，其成立要件如下：

1.須有加害行為。2. 須侵害權利。3. 須發生損害。4. 行為須不法。

5. 須加害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6. 行為人須有責任能力。

7. 行為人須有故意過失11。 

前述責任能力又稱為侵權行為能力，指侵權行為能負擔損害賠償

責任之資格。民法第 184 條對於責任能力雖無明文，但由第 187 條之
規定可以推知，自然人於行為時須有識別能力，即認識其在法律評價

上應負責任之能力，始能成立侵權行為，倘行為時無此能力者，即無

侵權行為可言，自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至於法人是否有責任能力，因法人之本質，在學說上存有法人擬

制說、法人否認說與法人實在說之爭，而有不同之立場。該項爭議，

固為 18、19 世紀法學上最大的爭論之一，亦為近代法律學上重鵠之
的，然時至今日，大多數學者咸認為此項爭論乃無益之事12。因此，

目前通說及實務見解，均認為法人因能擔當一定之社會作用，具有社

會價值，法律乃賦予法人人格，使其成為權利義務之主體，並透過其

                                                      
11 邱聰智，新訂民法債編通則（上），2003 年 1 月，154 頁；林誠二，民法債編總論

（上），2000 年 9 月，239 頁；鄭玉波著，陳榮隆修訂，民法債編總論，2008 年 7 月，

164 頁。 
12 D.medicus 著，邵建東譯，德國民法總論，2002 年 9 月，7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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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設置之機關，表達意思及實施行為，機關之決議及行為，在法律上

並非屬於充當機關之自然人之意思或行為，而應視為法人本身之意思

或行為13。且民法第 28 條規定：「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
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責任。」是

以，法人有責任能力，得作為侵權行為之主體，已無庸置疑。 

企業組織型態中之公司，依公司法第 1 條之規定，屬於營利社團
法人。有限合夥，依有限合夥法第 4 條第 1 款之規定，亦為營利社團
法人。獨資商號，係個人單獨出資經營的事業，其所有權及控制權皆

歸屬該出資之自然人14。獨資事業之商號（商業名稱）無法律上之人

格，雖不得做為權利義務之主體，惟其權利義務係直接歸屬於出資之

自然人15。因此，獨資商號之事業主，亦具有責任能力。至於合夥及

無權利能力之社團，既非法人，亦非自然人，是否具有責任能力？有

待討論（詳如後述）。 

侵權行為在體系結構上可歸納為構成要件（事實要件）、違法性及

歸責性，學理上稱為侵權行為之三層結構，乃源自於刑法之觀念16。

其中歸責性，亦稱為損害歸責事由或歸責原則，指將損害歸由加害人

負擔，使其負賠償責任的事由，乃侵權行為法的核心問題17。 

自 19世紀以來，過失責任成為各種侵權行為法的歸責原則。1804
年的法國民法（第 1382 條），1900 年的德國民法（第 823 條），1886
年的日本民法（第 907 條），以及瑞士債務法第 41 條與義大利民法第

2043 條，皆明定採過失責任。在英美法的過失責任，則由法院判例創
設之，學理上謂之過失責任一般條款18。 
                                                      
13 劉得寬，法人之本質與其能力，收錄於鄭玉波主編，民法總則論文選輯下冊，1984 年，

503 頁；張鏡影，論私法人，收錄於同上書，517 頁；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1782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度裁字第 839 號裁定。 

14 陳定國，前揭註 3，16 頁。 
15 最高法院 42 年台抗字第 12 號、43 年台上字第 601 號判例。 
16 王澤鑑，侵權行為法，第 1 冊，1998 年 9 月，97 頁。 
17 王澤鑑，損害賠償之歸責事由，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 1 冊，1980 年 6 月，245 頁。 
18 邱聰智，危險責任與民法修正，以歸責原理之檢討為中心，收錄於民法研究（1），2000

年 9 月，2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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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民法對於一般侵權行為，以行為人具有故意過失為必要（民

法第 184條），乃過失責任主義之當然結果，或稱之為責任條件。侵權
行為法向以過失責任為歸責事由，乃因侵權行為之任務在於調和「個

人自由」與「權益保護」，過失責任最能達成此項任務，且對於過失行

為所造成之損害，始令其負責，亦較能維護人性之尊嚴，並可避免行

為人動輒得咎，瞻前顧後，畏縮不前，妨礙個人自由及經濟發展，合

理維持交易秩序19。 

嗣隨著工商社會及科技時代的來臨，企業大量興起，機械文明的

發達，創造社會的繁榮，惟亦大幅增加危險災難。科學昌明，精進的

科技成果雖提升人類生活品質，但亦帶來新的威脅與災害，復因對於

企業所造成之災害，被害人往往不易證明企業之故意或過失。於是對

企業因一定事由所造成之損害，基於危險分散、損失分攤、損害預防

以及證據不易保存之考量，逐漸確立危險責任即無過失責任之原則，

以維護當事人間之公平，並促使企業採取進一步之預防手段，以減低

事業發生之機率，或將損失內化為事業之成本，以增加企業之經濟效

益 

20。 

無過失責任主義雖係由企業大量興起而逐漸樹立，但並非意謂凡

侵權行為之主體為企業者，即均須就其行為負無過失責任，仍應視其

侵害行為之態樣而定，以免企業承擔過重之責任，而危及企業之生

存。我國目前關於侵權行為法之歸責事由，係採過失責任與無過失責

任主義併行，並分成四種情形，即過失責任、推定過失責任、衡平責

任及無過失責任。在民法的領域中採過失責任（包括推定過失責任及

衡平責任），在特別法之領域採無過失責任，如公路法第 64 條、大眾
捷運法第 46條第 1項、民用航空法第 89條、第 90條、第 91條、核
子損害賠償法第 18條、消費者保護法第 7條、國家賠償法第 3條，以

                                                      
19 王澤鑑，前揭註 16，14 頁。 
20 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1999 年 10 月，196 頁；邱聰智，科技發展與危險責任法制，

收錄於民法研究（1），2000 年 9 月，298 頁；陳聰富，危險責任與過失責任，月旦法學

雜誌，第 55 期，1999 年 12 月，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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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分配不法行為所造成損害之賠償，俾建構完整嚴密的侵權行為法

體系21。 

參、公司之侵權責任 

一、概說 

公司係以營利為目的，依公司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

（公司法第 1條），足見公司係屬於法人之一種，而關於法人之侵權行
為，已於民法第 28 條規定：「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
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其立

法理由復說明：「謹按法人之董事或職員，在執行職務之際，所加於他

人之損害，究應由法人負賠償責任乎，抑應由行為人負賠償責任乎，

各國於此問題，學說不一，本法認法人有權利能力，惟法人之目的，

雖屬適法，而其達此目的之手段，難保無不法行為，故亦認法人有

『責任能力』。然欲促行為人執行職務時之特別注意，俾免疏忽，則又

不可不使之負連帶之責也。」嗣於 71 年修正理由更指明：「蓋本條相
關之外國立法例，多標明為關於『法人之侵權行為能力』之規定（日

民法第 44 條），法人之機關有意思機關、監察機關及執行機關三者，
與法人侵權行為無關，本條原條文所謂之『職員』自係指法人之執行

機關而言，否則，即難認為法人之侵權行為。」益證民法第 28條為法
人侵權責任之規定。 

然與民法幾乎同時公布之公司法（民法於 18 年 5 月 23 日由國民
政府公布，公司法則於同年 12月 26日由國民政府公布）於 35年第一
次修正時增訂第 30條（即現行之第 23條第 2項）規定：「公司負責人
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

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二者互相比較，其條文構造類似，但文字用

                                                      
21 王澤鑑，侵權行為法，第 2 冊，特殊侵權行為，2006 年 3 月，308 頁；陳自強，民法侵

權行為法體系之再構成（上）─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之三之體系定位，台灣本土法學

雜誌，第 16 期，2000 年 11 月，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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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並非全然相同，以致現行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之法律性質究竟為
何？頗令人猜疑，長期以來，學說及實務上存在著歧異之見解，以下

分述之。 

二、學說之見解 

1、特殊侵權行為責任說：此說為多數學者之見解，其主要理由為
（1）公司為法人，具有法律上之人格，有行為能力，而由其機關代表
為之，公司機關於其權限內代表公司與第三人所為之行為，在法律上

視為公司本身之行為，其法律效果歸屬於公司。公司機關代表公司所

為之行為，既屬公司本身之行為，若構成侵權行為，即應屬於公司之

侵權行為，公司應以侵權行為人之身分對被害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且

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與民法第 28 條之內容，大致相同，乃在規範公
司或法人對於其執行機關因執行職務使他人受損害時，公司或法人須

與行為人同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故此二條文之意旨並無不

同。此際，公司或法人既係以侵權行為人之身分對受害人負損害賠償

責任，本不應再由其機關對受害人負責，惟因公司或法人之業務執行

實際上由機關擔任，為防止機關擔當人濫用其權限致侵害公司或法人

之權益，並使被害人有更多獲償機會，乃令機關擔當人與公司或法人

連帶負賠償之責22。（2）從法律體系、價值判斷及外國法比較上，公
司法第 23條第 2項仍以公司負責人具備一般侵權行為要件為必要，亦
即被害人須舉證證明公司負責人於行為，具有故意或過失之主觀責任

要件；且從公司社會責任之觀點而言，企業在追求利潤之同時，固應

負擔社會責任（如環境的維護、勞工及社區利益的促進等），然若課企

                                                      
22 柯芳枝，公司法論（上），2009 年 8 月，32 頁；王文宇，公司法論，2003 年 10 月，114

頁；梁宇賢，公司法論，2000 年 11 月，92 頁；曾宛如，少數股東之保護與公司法第二

十三條第二項─兼評臺南高分院八十七年度重上更一字第二二號判決及九十六年度台

上字第一八六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159 期，2008 年 8 月，273 頁；李欽賢，論公

司負責人對第三人賠償責任之性質，月旦法學雜誌，第 48 期，2001 年 1 月，181 頁，

王志誠，公司負責人對第三人之責任，法學講座，第 29 期，2004 年 9 月，94 頁；何曜

琛，法人董事及公司負責人對第三人之侵權行為責任，華岡法粹，第 36 期，2006 年 11
月，27 頁；劉渝生，公司法總則，2009 年 6 月，1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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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營者（公司負責人）過重之經營責任，可能導致嚴重干擾企業經

營效能的負面結果。況綜觀世界各主要國家之學說與立法例，鮮有課

公司負責人無過失責任以督促其履行社會責任者23。 

2、法定特別責任說：少數學者認為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係規
定公司負責人對第三人之法定特別責任，與公司侵權行為責任無關。

其主要理由為：（1）我國公司法並非本國固有法之追溯，從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之立法沿革，可看出其法律繼受之軌跡，與日本明治
商法規定之內容毫無差異，足見公司法最初即存有創設公司負責人對

第三人責任之意。即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所規定者，乃侵權行為以
外，為防杜公司負責人肆意違法濫權，法律所定違反公司法或其特別

法有關規定，致第三人受損害為其成立要件，屬於法律所定之特別責

任，不以負責人執行業務時有故意、過失為其成立要件24。（2）公司
法第 23條第 2項規定，如解為公司侵權行為責任之規定，不啻減輕公
司負責人應負之責任，有違公平正義之本質。且從民商法統一立法主

義之立場觀察，公司法為民法之特別法，有關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

民法第 28條已有明文規定，無須再於公司法重複規定，足見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之規定與民法第 28 條之規定性質不同25。（3）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於民國 35 年修定時雖未附立法理由，但根據當時主導修
法之委員張肇元在其所著新公司法釋論一書中所述：「本條規定，公司

負責人於執行公司業務時，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由公司

負責人與公司連帶負賠償之責。其理由不外公司負責人，於執行業務

時，有遵守法令之必要，茍違法令，自應負責，公司則為業務上權利

義務之主體，既享有權利，理應負其義務，故以連帶負責，予受害人

                                                      
23 劉連煜，公司負責人因違反法令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七十三年台上字第四

二四五號判決的檢討，公司法理論與判決研究（1），1995 年 1 月，37 頁；劉連煜，現

代公司法，2008 年 2 月，90 頁。 
24 王麗玉，我國公司法上有關公司負責人對第三人責任法制諸問題，現代公司法制之新課

題－賴英照大法官六秩華誕祝賀論文集，2005 年 8 月，551 頁。 
25 王麗玉，公司負責人對第三人之民事責任，私立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年，53、97、100、101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