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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節8 公司債
公司債係指股份有限公司以籌措長期資金為目的，所發行之長期借貸契約216。

第1款 公司債之種類

第1目 有擔保公司債與無擔保公司債

有擔保公司債 無擔保公司債

總額限制

（§247）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公司債總

額，不得逾公司現有全部資產

減去全部負債後之餘額。

無擔保公司債之總額，不得逾

公司現有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

債後之餘額 1/2。

發行條件

（§§249、

250）

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

發行公司債：

一、	對於前已發行之公司債或

其他債務有違約或遲延支

付本息之事實，尚在繼續

中者。

二、	最近 3年或開業不及 3年

之開業年度課稅後之平均

淨利，未達原定發行之公

司債應負擔年息總額之

100% 者。但經銀行保證

發行之公司債不受限制。

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

發行無擔保公司債：

一、	對於前已發行之公司債或

其他債務，曾有違約或遲

延支付本息之事實已了

結，自了結之日起 3 年

內。

二、	最近 3年或開業不及 3年

之開業年度課稅後之平均

淨利，未達原定發行之公

司債，應負擔年息總額之

150%。

公司法第248條之1

公司依前條第二項私募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時，應經第二百四十六條

董事會之決議，並經股東會決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證券主管機關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定。

107年修法後，第247條刪除非公開發行公司發行公司債總額之限制，並新

增第248條之1開放一般非公開發行公司可私募特別公司債之規定。

216 劉連煜，現代公司法，新學林，2015年9月增訂11版，頁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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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目 轉換公司債

轉換公司債係指享有轉換公司股份權利之公司債。

公司法第262條第1項

公司債約定得轉換股份者，公司有依其轉換辦法核給股份之義務。但公司債債

權人有選擇權。

第262條第1項選擇轉換與否之權利為債權人所有，而非公司。

第3目 附認股權公司債

附認股權公司債係指公司債債權人除了公司債以外，另外享有認購公司股

份權利。公司與公司債債權人約定，公司債債權人可依認購辦理向公司認購股

份。

公司法第262條第2項

公司債附認股權者，公司有依其認購辦法核給股份之義務。但認股權憑證持有

人有選擇權。

第262條第2項認購權行使與否，由認購權憑證持有人決定之。

第4目 次順位公司債

次順位公司債係指公司債之發行人與債權人約定，債權人之債權於其他先

順位債權人獲得清償後，始得受清償。

公司法第246條之1

公司於發行公司債時，得約定其受償順序次於公司其他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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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款 公司債債權人之保護

Q 166 公司債債權人權利之行使方式？

ANS. 公司債債權人會議，係由同次公司債債權人所組成，就有關公司債債

權人之共同利害關係事項而為決議，且其決議對全體同次公司債債權

人均能發生效力之法定、臨時之合議團體。召集程序部分，因法無明

文規定，故解釋上應類推適用有關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股東臨時會召

集程序之規定217。

第1目 公司債債權人會議

壹、召集權人（§263Ⅰ）

公司法第263條第1項

發行公司債之公司，公司債債權人之受託人，或有同次公司債總數百分之五以

上之公司債債權人，得為公司債債權人之共同利害關係事項，召集同次公司債

債權人會議。

一、 發行公司債之公司。

二、 公司債債權人之受託人。

三、 有同次公司債總數5%以上之公司債債權人。

貳、召集程序：未明文規定，解釋上類推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股東臨時

會召集程序之規定218

參、決議方法及決議事項（§263Ⅱ）

217 柯芳枝，公司法論（下），2005年3月，頁409-411。
218 柯芳枝，公司法論（下），2005年3月，頁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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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263條第2項

前項會議之決議，應有代表公司債債權總額四分之三以上債權人之出席，以出

席債權人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並按每一公司債券最低票面金額有

一表決權。

肆、無記名公司債之債權人（§263Ⅲ）

公司法第263條第3項

無記名公司債債權人，出席第一項會議者，非於開會五日前，將其債券交存公

司，不得出席。

107年修法時，鑒於無記名股票制度之廢除，已刪除原第176條，是以，原

第263條第3項有關準用之規定，無從準用，爰將準用之法律效果自為規定，無

記名公司債債權人，出席第1項會議者，非於開會5日前，將其債券交存公司，

不得出席。

伍、決議之認可及生效（§264）

公司法第264條

前條債權人會議之決議，應製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經申報公司所在地之法

院認可並公告後，對全體公司債債權人發生效力，由公司債債權人之受託人執

行之。但債權人會議另有指定者，從其指定。

第2目 受託人制度

壹、意義

指基於契約，受公司債發行公司之委託，為應募人利益，查核及監督公司

履行公司債發行事項，以及取得、實行及保管公司為發行公司債所設定擔保物

權之金融或信託事業而言219。

219 劉連煜，現代公司法，新學林，2015年9月增訂11版，頁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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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受託人權限

一、 受託人可召集公司債債權人會議（§263）。

二、 查核及監督公司履行公司債發行事項（§255Ⅱ）。

三、 取得及實行擔保物權，以及保管擔保品（§256）。

第3款 私募公司債

於證券交易法之私募公司債篇章一併敘明。

第 節9 發行新股

第1款 發行新股（§266）

公司法第266條

Ⅰ 公司依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四項分次發行新股，依本節之規定。
Ⅱ 公司發行新股時，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Ⅲ 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四十二條之規定，於發行新股準用之。

Q 167 發行新股若須變更章程者，得否均由股東會決議之？

ANS. 公司於設立後發行新股，無論應否變更章程，本條第2項規定係專屬

董事會之權限，須經董事會特別決議，無論分次發行新股或發行增資

後之新股，均應由董事會以特別決議方式議決之220。發行新股違反此

項規定者，應屬無效221。

220 台灣高等法院95年度上更（一）字第86號判決。
221 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76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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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款 新股認購權

新股認購權係指公司為通常發行新股時，能優先於他人而認購新股之權

利，可分為股東之新股認購權以及第三人（如公司之員工）之新股認購權222。

第3款 新股認購權人

第1目 員工新股承購權（§267Ⅰ）

公司法第267條第1項

公司發行新股時，除經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定者外，應保留發行新股

總數百分之十至十五之股份由公司員工承購。

壹、 員工新股承購權之規定係屬強制規定，凡公司發行新股均應依此法定保留

成數之範圍內由員工優先承購。

貳、 為貫徹立法目的，員工新股承購權不得獨立轉讓（§267Ⅳ）。

參、 特殊之發行新股，例如公積抵充，核發新股予原有股東時，不適用

（§267Ⅴ）。

肆、 員工對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私募股份的情形，無新股承購權（證交§43-

6Ⅰ）。

伍、 公司對員工行使新股承購權所承購的股份，得限制在一定期間內不得轉

讓，但其期間最長不得超過2年（§267Ⅵ），但員工分紅入股（§240）及

行使員工認股權（§167-2）所取得之股票，並不適用。

第2目 原股東之新股認購權（§267Ⅲ、Ⅶ）

公司法第267條第3、7項

Ⅲ 公司發行新股時，除依前二項保留者外，應公告及通知原有股東，按照原有
股份比例儘先分認，並聲明逾期不認購者，喪失其權利；原有股東持有股份

222 劉連煜，現代公司法，新學林，2018年，頁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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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比例不足分認一新股者，得合併共同認購或歸併一人認購；原有股東未認
購者，得公開發行或洽由特定人認購。

Ⅶ 章程得訂明依第一項規定承購股份之員工，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
公司員工。

壹、原股東之新股認購權，自不得以章程或股東會之決議剝奪或限制之223，原

股東之新股認購權屬股東之固有權，公司違反此一規定，股東得行使第194

條之股東制止請求權。

貳、原股東之新股認購權只有在通常之發行新股始有適用，特殊之發行新股並

無適用。

參、 為利企業留才，賦予企業運用員工獎酬制度之彈性，故參酌外國實務作

法，讓公司得於章程訂明員工庫藏股之實施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控

制公司或從屬公司員工，以保障流通性及符合實務需要。公司依第267條第

1項規定發行新股，應保留一定比率之股份由員工承購，放寬員工之範圍，

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爰增訂本條第7項。

肆、公開發行公司以現金發行新股時，下列之人對發行之新股有優先承購權：

一、 員工：10%∼15%（§267Ⅰ）。按第267條第1項關於保留員工之新股

承購權係屬強制規定，公司發行新股時，應依該項規定於法定保留成

數之範圍內（即發行新股總額10%∼15%之股份）由員工承購，其保留

成數如有逾越或不足者，於法即有未合224。

二、 對外發行：10%（證交§28-1）。

三、 原股東：依持股比例分認（§267Ⅲ）。

223 經濟部80年4月1日商字第206033號函釋。
224 經濟部80年8月27日商字第221116號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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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168 特別股有無現金增資之新股優先認購權？

ANS. 按本條之文義為原有股東，解釋上並無排除特別股股東，然是否為股

東之固有權，仍有爭議，有認為為股東之固有權，不待章程或法律規

定，只要有股東身分即有該權利；另有認為特別股得否轉回為普通股

須於章程有規定始得為之225。

第 節10 變更章程（§277）

公司法第277條

Ⅰ 公司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章程。
Ⅱ 前項股東會之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之股東出席，以
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Ⅲ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Ⅳ 前二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Q 169 變更章程之程序為何？

ANS. 變更章程乃專屬於股東會決議之事項，且須以特別決議為之。

公司法第278條（107年修法已刪除）

Ⅰ 公司非將已規定之股份總數，全數發行後，不得增加資本。
Ⅱ 增加資本後之股份總數，得分次發行。

Q 170 107年修法刪除第278條增資限制之原因為何？

ANS. 在授權資本制之下，公司得於章程所定股份總數（即授權股份數）之

範圍內，按照實際需要，經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股份，無庸經變更

章程之程序。倘欲發行新股之股數加計已發行股份數，超過章程所定

225 林國彬，特別股參與普通股之股票股息盈餘分配及現金增資認股之問題，月旦法學教室第
105期，2011年7月，頁22-23。



1-117爭點快問快答

公司法

總數，依舊法須先將已規定之股份總數全數發行後，始得變更章程提

高股份總數。修法理由認為本條規定須章程股份總數發行後才能增

資，拘束公司籌資之靈活性，應無繼續維持之必要，故刪除之。

第 節11  公司重整

公司重整乃公開發行股票或公司債之股份有限公司，因財務困難，已瀕臨

暫停營業或有停業之虞之窘境，而預料有重建更生之可能者，在法院監督下，

調整其債權人、股東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害，而圖該公司企業之維持與更生

為目的之制度。

公司法第282條

Ⅰ 公開發行股票或公司債之公司，因財務困難，暫停營業或有停業之虞，而有
重建更生之可能者，得由公司或下列利害關係人之一向法院聲請重整：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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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相當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金額百分之十以上之公司債權人。
三、 工會。
四、 公司三分之二以上之受僱員工。

Ⅱ 公司為前項聲請，應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同意之決議行之。

Ⅲ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之工會，指下列工會：
一、 企業工會。
二、 會員受僱於公司人數，逾其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之產業工會。
三、 會員受僱於公司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具同類職業技能勞工人數二分之一

之職業工會。

Ⅳ 第一項第四款所稱之受僱員工，以聲請時公司勞工保險投保名冊人數為準。

壹、 公司重整之對象以有重建更生可能之公司為限。

貳、 原法條文義僅賦予公司董事會、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0%以

上股份之股東及相當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金額10%以上之公司債權人有

公司重整聲請權，完全忽略、漠視公司停業後受害最深之廣大員工權益。

若公司能重整成功，對於公司債權人債權之確保、公司應負之社會責任、

員工家庭生計及社會經濟均有極大之助益，實應賦予工會或一定比例以上



1-118 爭點
 QA!

之公司員工有公司重整聲請權。爰於本條第1項增列第3款及第4款，賦予工

會或2/3以上之受僱員工亦得向法院聲請公司重整之權，俾符合「公司法」

希望公司透過重整繼續經營維持，並兼顧公司債權人之債權確保及股東之

權益保障及維持員工家庭生計之立法意旨。

參、 本條第3、4項增訂有聲請權之工會及受僱勞工之範圍，以臻明確。

肆、 法院對其重整之聲請須徵詢中央金融主管機關之意見（§284Ⅰ）。

伍、 法院對其重整之聲請得徵詢稅捐稽徵機關及其他機關之意見（§284Ⅱ）及

得選任檢查人（§285）。

陸、 法院應於收受聲請後120日內為准駁之裁定（§285-1）。

柒、 裁定駁回重整之聲請有形式要件不合及實質審查（§§283-1、285-1Ⅲ）。

捌、 裁定駁回後，各種緊急處分之裁定失其效力（§287）。

玖、 准予重整裁定確定或以無重建更生之可能駁回重整者，將終止上市（臺灣

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規則§50-1）。

壹拾、 准予重整後要選任重整人（§290）。

壹拾壹、 召開關係人會議（§300）。

壹拾貳、 重整人擬定重整計畫，並提關係人會議審查，重整計畫執行原則上不

得超過1年（§§303、304）。

壹拾參、 重整之效力：公司業務、財務移交以及董事會職權停止（§293Ⅰ前

段）、股東會及監察人之職權停止（§293Ⅰ後段）、破產等各項程序

之停止（§294）、法院得為各項保全處分（§295）、債權行使之限

制（§296）、股東權行使之限制（§297Ⅰ、Ⅲ）。

壹拾肆、 重整債務：1.維持公司業務繼續營運所發生之債務以及2.進行重整程序

所發生之費用。公司之重整債務，優先於重整債權而為清償（§312）。

壹拾伍、 重整完成時，應聲請法院為重整完成之裁定（§310）。

聲請人：董事會特決、股東（6個月，10%）、債權人（≧10%總股數）

120日 30日

90日90日

30日
法院：

§284

主管機關意見

§285

檢查人選任

保全處分

§286

債權人、股東名冊 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