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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與自我監理 
David Kershaw 1 著 

林鼎鈞 譯 

1. 緒言 

每當思考公司監理與商業生活間之關係，我們通常會詢問兩個問題：

為什麼需要監理，以及應該如何監理？第一個問題會引發對於行為人相互

間在公司內部與外部事務自由締約過程之干涉是否正當之議題。第二個問

題則需探討我們究竟是應堅持藉由強制法規要求公司遵循特定之行為方

式，抑或僅藉由得以排除適用之預設法規，對法規選擇提供受重視之指

引。第三個有關公司監理之問題儘管比較不顯著，卻是本章所要論述之主

題，即：公司應由誰監理？傳統上，我們以國家對立市場二分法思考此問

題。雖然以「市場」作為一種機制，並非即可自然產生監理之利益，但是

因市場本身即為其所有參與行為人之集合體，從而相互協調得以產出並執

行規範其業務之慣例。透過此觀察，我們質問：在什麼（若有的話）情況

下，市場行為人得藉由內生性產出與執行以規範其公司業務之慣例監理公

司之活動，無庸國家之公然介入；以及在什麼（若有的話）情況下，這種

內生性自我監理可能實際發生？ 

當然，以國家作為監理者與市場作為自我監理者之嚴格二分法，就國

家與市場互動以產生公司法律與監理規範之不同方法而言，並非公平對

                                                      
1 倫敦政經學院法學教授，個人謹對參與哥倫比亞法學院有關《公司法與公司治理》

研討會議之出席者致上謝忱，並對 John Armour、Paul Davies、Michael Klausner、
Georg Ringe 及 Edmund Schuster 等人表達特別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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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就某種意義而言，國家與市場一直以來都對監理規範之產生有所參

與：國家對自我監理之尊重並不利於其監理之形成；而市場則是透過種種

協商流程、參與者反覆實施之活動以及遊說過程以促成國家訂定監理法

規。然而，本章論述之重點並不在於市場塑造與影響監理之方式，而是在

於其實際控制監理規範產生與執行之情況。內生性之自我監理雖是監理規

範之理想類型，但並非唯一。故當國家尊重市場以產生並執行其規範時，

有其監理上之利益。國家之認識此等利益，即得以集體或個別指揮市場制

定監理規範，或參與致使目標規範形成之實務。此類型監理一般視為是一

種有拘束力之自我監理，本章則將此種監理方式稱為市場控管型監理

（market-controlled regulation），並與自我監理相區別，意即本章乃視自

我監理為在欠缺法律指示情況下之（準）內生性規範。 

本章之目的首在探討自我監理與市場控制型監理在公司法領域萌動發

越之條件。為此，本章分析在公司法領域中有關自我監理與市場控管型監

理之主要實例；此等實例係經常被監理者與評論者共同稱頌之監理範例。

它們分別是：英國收購守則（the UK Takeover Code）與 1968年成立之收

購小組（the Takeover Panel）；以及 1990年代初期英國就董事會結構與組

成之監理首創之「遵循否則解釋」（comply or explain）作法。然而，本章

不僅關切此等監理方式發生之先決條件，也探討因此等不同方式之自我監

理所產生之特殊監理偏見，並顯示其與可能產生有利於監理者規範之標準

說明相比，具有較多多面性，且經常不一致。 

2. 方式與先決條件 

2.1 企業活動之內生性自我監理？ 
自我監理作為一個理想之理論類型，被指稱產生數項效益。對於國家

財政而言，自我監理低廉且無直接成本之負擔：由市場自行負擔監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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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2 除了此項直接成效外，自我監理具有其明確之潛在監理效益。首先

且最重要者，其是解決苦惱監理者與被監理利害關係人雙方關係之常態性

敏感知識與資訊不對稱之方法。對於活動受監理之市場行為人而言，其因

瞭解自身活動所可能產生之問題與其爭議之所由，且更瞭解得以藉由如何

監理以消弭此等問題與爭議之有效手段。反之，國家監理者即使是透過旋

轉門之機制而由監理事務轉至實務運作，其對於相關活動只有部分見識與

理解，因此較可能制定低於最適之監理措施。既不能處理實際問題，更差

的，對活動課予不必要之成本。由國家所制定之監理法規或許使其與受規

範者間產生一些對抗性之觀點（them against us lens），而使得原擬鼓勵資

訊共享之美意大打折扣。其後果則是國家監理機關就市場實際行為資訊共

享如何回應不具可預測性，而使事況複雜化。相較之下，市場對監理空間

之「所有權」，既提升與自我監理者共享資訊，並且在理論上，提升促進

遵循之行為規範。其次，經詳細考察，
3 自我監理之另一項利益則是其得

以更迅速回應需要監理之新型活動。不僅如上所述利益，自我監理者可能

較早知悉問題之所在，也不受限於透過主要或次級立法或合法授權監理者

之國家行動相關程序、審查與制衡。 

然而，顯然地，對於此等有關自我監理利益之廣泛淺顯主張必須保持

警覺。畢竟國家監理方式，特別是對於具有法規制定權監理機關，有採取

相對迅速應對措施之能力。自我監理主要內容通常也有規範更新之費時程

序，這起因於公眾對正當程序與諮商之期待，通常必須通知非國家團體以

及國家機關。抑且，並非所有形式的企業活動皆會產生監理者與被監理者

間資訊明顯不對稱。惟過去二十年來所發生之公司與審計醜聞，以及全球

金融危機，已凸顯資訊不對稱明確存在之企業活動領域，諸如：對在資產

負債表外之交易或如擔保債務憑證等複雜性衍生性證券之會計。不過，在

                                                      
2 當然，這可單純地視為是一種間接稅，因為監理成本將轉嫁至市場消費者。此外，

國家在監理上也沒有理由不能直接對市場參與者徵收監理費用而將此成本加諸市場

參與者─此等稅課將再次轉嫁至最終使用者。 
3 請見例如 Robert Baldwin, Martin Cave, & Martin Lodge, Understanding Regulation: 

Theory, Strategy and Practic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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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活之許多領域，雖然有些在市場上屬於創新及巧思之架構，此類活

動周遭之衝突通常還得以察知且易於理解。例如，就公司控制市場之創新

活動而言，由於其所產生之衝突，通常已是透明。例如，考量發生在 20

世紀 1960、1970 及 1980 年代中之企業收購攻防戰，或 2000 年代因進行

股權交換（equity swaps）所產生之衝突情形。在此等領域聲稱自我監理

解決其知識與資訊不對稱云云，洵為誇大其詞，因為其所涉之不對稱顯然

微不足道。 

如同有關自我監理之利益，其潛在成本業已徹底探討。在此方面最重

要的，乃是關切自我監理者濫用其身分、知識與資訊以提升自己福祉，而

犧牲對制定法規與執法過程無控制或影響力之第三人之法規。當然，國家

監理機關並非即可豁免於此等尋租理論（rent seeking）之流弊，而是其

─依國家監理機關自己之觀點─更能夠抵禦來自市場關係人之壓力，

且更可能制定不至於偏袒任何特定關係人之法規。就自我監理者得以將其

所制定法規偏向有利於市場行為人之程度，則是與下列數項因素之函數相

關。第一，其他為參與之當事人是否被認為受該市場活動之影響。如果認

為該市場活動只影響所涉之直接參與者（或其雖對於第三方有實際影響但

非常不明顯），則只要所有受影響之市場行為人對此自我監理皆有話語

權，則獨立性之關切將是（或將被認為是）較不迫切。特別是在此等領

域，自我監理即有堅強之理由得以認定其係為市場行為人之福祉而為。第

二，自我監理所產生之偏好應受關切之程度，取決於自律規範制定者之利

益與社會大眾所認知之利益彼此間調校之有無。舉例言之，如果機構投資

人之股東團體執行自律規範權，且現行政治與社會規範皆認為增進股東利

益與社會福祉一致，則任何該規範偏好並無問題。第三，自相矛盾的，此

偏好問題程度與自我監理所聲稱主要利益之一即：市場行為人之知識與資

訊不對稱相連結。在知識與資訊嚴重不對稱情境下，因為國家及其他非國

家性質之行為人（如金融媒體）在評估和監測自律規範是否有偏見之能力

將大為降低，使得自我監理之行為人有較大空間配置自己利益。此意謂當

我們在考慮自我監理與國家監理對整體福祉所產生之影響時，會發現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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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與資訊不對稱程度較高之情境中，效益與成本皆較高。 

有關自我監理之第二項共同缺陷，乃是疑慮自我監理者不太可能執行

不利於自己之規範。其理由有二：既缺乏以國家為執法機構之機制，且監

理者與被監理者之間並無距離，其侵蝕監理者對於違反者課予可行制裁之

意願。當然，此等執法問題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因「擁有」監理空間以及自

我監理不確定性之正面遵循效果，如上所提及，得以相互抵銷─但如果

所訂規範係過於有利於偏向市場行為人，卻又無法有效執法時，則有增加

其喪失監理主導權之可能性。 

2.2 自我監理先決條件之理論化 
我們得以思索市場會藉由運作失靈成本（或喪失之利益）之觀察，選

擇自我監理之可能性。顯然地，對許多市場行為人而言，有維持不需受監

理之重大利益。然而，市場行為人也集體理解當其行為致生公眾與政治不

安穩時，國家監理干預則有顯著可能性。在此情況下，自我監理即可能給

市場參與者帶來更多成本，但會被視為是兩害相權取其輕之作法，且作為

偏離政治壓力以免引入成本更高國家監理之方法。故若係 CSR < CS ，則

市場行為人將進入「締約區」（contracting zone）4 以產出自我監理，而其

與完全無監理制度之狀態相較下，CSR 等於是市場參與者控制與執行自

我監理所體現之成本加上交易成本
5
，亦即同意與維護自我監理條款之一

種協調成本；而 CS 則是國家監理對市場行為人之成本；而 CS 也因國家

有干預之可能性而減少。上開協調成本將視有關行為人之同質性與近似性

而有所不同。而這種同質性與近似性也可能促進降低協調成本之規範，例

如就活動發生所具之責任感空間。 

CSR 與 CS 乃是每位市場參與者（或其類別）之個別變數。當市場

參與者之類別為多元時，其可能是當某些類別為 CSR < CS，而其他類別則

                                                      
4 感謝 Michael Klausner 鼓勵筆者藉由締約區之觀察提出此項分析。 
5 如果 C 表彰收益而不是成本，則市場參與者進入締約區之不平等將逆轉：CSR > 

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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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CSR > CS。在此等情況下，在對 CSR > CS類別之主要參與者欠缺某些有

差別性之權力權重或可確保其對於整體 CSR < CS類別可確認有協調機制的

情況下，所有市場參與者皆不會被帶進「締約區」。相同之演算也運作在

當市場行為人所關注者，並非在於國家監理之成本涵義，而是在於行政或

立法機關因僵持或其他不能行動之原因等政策失靈所致未能進行監理之成

本涵義。在此，市場參與者將在自我監理之整體利益（BSR）超過協調交

易所需成本之情形下，最適切地進入「締約區」。然而，同樣地，BSR 之

個別變化可能會阻礙當事人進入締約區（圖 32.1與 32.2）。6 

 

圖 32.1  締約區開放 

                                                      
6 此等圖表顯示 CSR > < CS，而非 BSR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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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締約區關閉 

如此一項成本演算是自我監理現實例證之驅動重要成分，似為合理可

信。然而無疑地，其最多只是一個次級驅動器而已。行為人是否能進入締

約區，乃是繫於國家是否支持、鼓勵自我監理。在一個理想世界，如果國

家是一個理性的行為人，則其是否准許自我監理，將決定於自我監理與國

家監理成本與效益之分析，如上所論述，當適用於特定之監理情況。在自

我監理之社會福祉效益超過國家監理之情形，人們自然期待一個理性之國

家准許或促進自我監理，而且不會預先占有自我監理締約區（圖 32.3 與

32.4）。 

然而，很顯然地，國家開放締約區之意願，其決定不僅在於其成本之

演算結果而已。在此方面，其最重要者在於國家對於監理之觀念，以及此

一觀念是否准許或鼓勵市場參與者自我監理。藉由國家之監理觀念，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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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政客、市場參與者，甚或更包括廣泛之公民相互間，就國家在行使其

權力以辨別與解決市民社會內部互動所產生問題合法與否範圍；或者，換

言之，由非國家機構行為人執行監理性、類似國家職務合法與否之範圍，

所獲得之共同理解。若國家之監理觀念並不准許自我監理，即使適用圖

32.1 與 32.3 之情形，市場也無得以合法占據國家所監理空間之餘地，因

此不具市場行為人得依其成本演算運作之締約區空間。在此情況下，市場

行為人被留待嘗試與協調改善行為，以期減弱政治關注，或若問題在於國

家不作為，則去遊說政府採取行動。 

 

圖 32.3  締約區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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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祉
未予監理

社會福利
自我監理

社會福祉
國家監理

 

圖 32.4  締約區關閉 

在國家之監理觀念是對以市場為基礎之行為開放，且有利之情形，締

約區發揮其作用。為此理由，我們發現許多公司自我監理之例證─其中

有些在本章討論─皆發生於英國，自不令人感到意外。按英國自啟蒙運

動後數個世紀裡，對已知問題積極推動本土與以市場為基礎之解決方案，

此作法源自其長期且已根深柢固之「對中央國家機器留意」（wariness 

towards the central state apparatus）。7 

有一個重要之學術討論英國之被動概念，本文在此僅擇要略述。以

Jenks 之學說為例，其就 19、20 世紀英國所盛行之政治風格，與

                                                      
7 概括論述請見 Alan Fox, History and Heritage: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 (1988). 謹就 Paul Davies 建議筆者將此理論併入此一精彩

本文中表達誠摯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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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tham、John Stuart Mill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相關之「具有想像力

之政治概念」（imaginative conception of politics）兩相對照。8 對 Jenks而

言，此等功利主義政治觀念之所涉，係一個政府之積極型式，即：「以解

決問題並探索創新機會作為政治之主要素材」。惟英國之政治風格以及國

家之基礎觀念，則是與此積極與干涉主義之風格正相反對。就 Jenks 而

言，英國作法之特點在於其係有節制、中立且不擬直接解決問題。在面對

已知之問題時，幾乎是故意被動，直到別無選擇時，才不得不有所作為。

Alan Fox 在其對英國產業關係史之開創性著作中，即已論述：因「預測

與滿足似為可能成長之需求，其不屬於國家義務之一部分」；而問題也可

能「在政府決定介入之前，即已發展成相當之規模」。但是，誠如偉大的

勞動法律師 Otto Kahn-Freund所論，對於主動干預與定向控制之抗拒，顯

然不應被誤解為缺乏任何干預之方法或法律之角色。就 Kahn-Freund 而

言，英國人普遍支持「有組織說服性」之「社會機制」，而國家與法律之

角色，則是在協助當事人建立秩序、達成協議及解決爭議。
9 政府應扮演

之角色，至多僅在採取步驟─從甘言引誘行為人回應，到制度性結構之

創設─以促成行為人自行解決問題。而此政治展望之親密夥伴，則是一

種期望，與一種給予尊重之意識，或因為市場行為人本身應有機會解決其

已知之問題。對政客而言，此選舉上之地雷等候著那些會主動翻攪該等期

望之人，因此，「風險構面」被要求驅使政府為（直接）干預。
10 

為此理由，在 20 世紀後期以前，英國尚無我們當今所承認之資本市

場或銀行監理形式，而是將此職務保留予倫敦市或其城市之「教皇」

（Pope）。11 直到 1947 年，英格蘭銀行行長本身仍屬非國家公務身分。

                                                      
8 C. Jenks, T. H. Green, “The Oxford Philosophy of Duty and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28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81, 494 (1977). 
9 Otto Kahn-Freund,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the Law—retrospect and prospect”, 7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301 (1969). 
10 Fox，同前揭註 7，第 374 頁。 
11 Leslie 勛爵在《收購守則》（ the Takeover Code）中提出警告，請見《衛報》

（Guardian），1968 年 8 月 16 日。而對與英格蘭銀行有關之另一個比喻，則是將銀

行喻為「父母」。Lazards 銀行的 Harry Siepmann 論指「對該銀行之信任，就如同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