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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年律師高考第一試］ 

01、甲乙兩人為好友，決定聯合他人共同投資成立資本額新臺幣 1 千萬元之 A
股份有限公司，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A 公司採發起設立，甲以現物出資時，由簽證會計師對甲之現物出資是否 
      合理進行查核 
   (B)A 公司採募集設立，甲以現物出資時，由創立會對甲之現物出資是否合理 
      進行監督 
   (C)A 公司章程並未規定是否發行股票，則 A 公司董事會得決定不發行股票 
   (D)A 公司章程並未規定是否發行股票，則 A 公司之股東得請求發行股票，A 
      公司不得拒絕                                        （100 律師） 

［解析］ 

（Ｄ）A 公司章程並未規定是否發行股票，則 A 公司之股東得請求發行股票，A 
     公司不得拒絕 
【題目解答】 
（一）A 公司採發起設立，甲以現物出資時，由簽證會計師對甲之現物出資是否 
     合理進行查核。（Ａ）之論述正確  

100 年 12 月修法後 100 年 12 月修法前 
第 7 條（公司登記之查核） 
①公司申請設立登記之資本額，應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公司應於申請設立登記時

或設立登記後三十日內，檢送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之文件。  

②公司申請變更登記之資本額，應先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  

③前二項查核簽證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 7 條（公司登記之查核） 
公司申請設立、變更登記之資本額，應先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其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一、為配合九十八年四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司法第一百條第二項及第一百五十六

條第三項，刪除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公司設立最低資本額法源之改革

措施，並為便利民眾申請設立公司，提升企業開辦效率，將原公司設立登

記時，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規定，修正為應於申請設立登記時或設立

登記後三十日內，檢送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文件。 
二、公司設立後，資本額如有變更，於申請變更登記時，仍應先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原條文有關公司申請變更登記資本額之查核簽證規定，移列第二項。

三、有關公司設立或變更登記資本額之查核簽證辦法，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原條文有關授權訂定辦法之規定，移列第三項。  
（二）§147 規定：「發起人所得受之報酬或特別利益及公司所負擔之設立費用有

冒濫者，創立會均得裁減之，用以抵作股款之財產，如估價過高者，創立



宇法知識工程網 www.lawspace.com.tw 

李俊德律師  著作權所有                                  www.lawspace.com.tw 

2

2

會得減少其所給股數或責令補足。」故（Ｂ）之論述正確 
（三）§161-1Ⅰ規定：「公司資本額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一定數額以上者，應於

設立登記或發行新股變更登記後三個月內發行股票；其未達中央主管機關

所定一定數額者，除章程另有規定者外， 得不發行股票。」Ａ公司資本

額僅 1 千萬元，章程亦未規定是否發行股票，故Ａ公司董事會得決定不發

行股票，（Ｃ）之論述正確。 
（四）章程如未規定是否發行股票，公司並無應股東之請求發行股票之必要，（Ｄ）

之論述錯誤。 

02、甲早年自臺灣赴薩摩亞群島投資經商有成。為響應我國政府「鮭魚返鄉」政 
   策，乃籌資新臺幣 1 億元擬於臺灣設立公司經營觀光旅遊業，並擬以「也擱 
   發」為公司特取名稱。惟經預查結果，已有經營食品加工業之「臺灣也擱發 
   有限公司」設立登記在案。則甲得以下列何一公司名稱在我國申請公司設立 
   登記？ 
   (A)薩摩亞商也擱發股份有限公司  (B)新也擱發股份有限公司 
   (C)也擱發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D)也擱發旅遊股份有限公司 

（100 律師） 

［解析］ 

（Ｄ）也擱發旅遊股份有限公司 

（Ｄ）也擱發旅遊股份有限公司 

【題目解答】 
（一）甲欲依我國公司法設立公司，其屬本國公司而非外國公司，故不得取名為

「薩摩亞商也擱發股份有限公司」。 
     ◎第 370 條（外國公司之名稱） 

外國公司之名稱，應譯成中文，除標明其種類外，並應標明其國籍。 
（二）「新也擱發股份有限公司」之「新也擱發」與「也擱發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之「也擱發興業」可能不足以與「臺灣也擱發有限公司」之名稱有所區別 

，故均有侵害「臺灣也擱發有限公司」名稱專用權之虞。 
（三）也擱發旅遊股份有限公司有「標明不同業務種類」，依§18Ⅰ後段規定與「臺 

灣也擱發有限公司」之名稱，視為不相同，自得加以使用。 
◎第 18 條第 1 項（名稱專用） 

公司名稱，不得與他公司名稱相同。二公司名稱中標明不同業務種類或可資區 
別之文字者，視為不相同。 

03、為健全公司發展及保障股東權益，推動公司治理，2005 年公司法修訂時新 
增董事候選人提名制度，以強化董事提名審查作業資訊透明度。關於此制度，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此制度適用於公開發行公司及非公開發行公司 
   (B)採行此制度之公司，應載明於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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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持有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董事 

      候選人名單，提名人數不得超過董事應選名額 

   (D)董事會提名董事候選人之人數，亦不得超過董事應選名額 （100 律師） 

［解析］ 
（Ａ）此制度適用於公開發行公司及非公開發行公司 

【題目解答】 
◎公司法第 192-1 條第 1 項 

公開發行股票之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度者，應載明於章程，股東應就董事 
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04、我國公司法於民國 90 年修法時，已引進一人公司的法制，請問所謂之「一 
人」係指： 

   (A)員工僅有一人之公司　     (B)董事僅有一人之公司 
   (C)僅設有總經理一人之公司　   (D)股東僅有一人之公司  （100 律師） 

［解析］ 
（Ｄ）股東僅有一人之公司 

【題目解答】 
（一）形式意義之一人公司 

指無論形式上或實質上，具有股東名義者僅一人而已 

（二）實質意義之一人公司 

係指公司股東人數在形式上符合公司法所規定之公司股東最低人數之

要 

求，但出資或股份之真正所有人只有一人，其餘名義股東概屬其傀儡。 

05、某股份有限公司欲發行特別股，請問下列何種情形可能會違反公司法：①享 

   二倍之盈餘分派權利、且每股有二表決權②享二倍之盈餘分派權利、惟無表 

   決權③有盈餘分派之權利、惟每股有二表決權④有盈餘分派之權利、但無表 

   決權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100 律師） 

［解析］ 
（Ｃ）①③ 

【題目解答】 
◎第 157 條（特別股之發行） 

公司發行特別股時，應就左列各款於章程中定之： 
一、特別股分派股息及紅利之順序、定額或定率。 
二、特別股分派公司賸餘財產之順序、定額或定率。 
三、特別股之股東行使表決權之順序、限制或無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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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別股權利、義務之其他事項。 

◎經濟部 72、03、23 經商字第 11159 號函 

◎要旨：股份有限公司不得於章程中規定特別股每股享有數表決權 

◎內文： 
   查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公司各股東，除有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三款情

形外，每股有一表決權。」參照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三款規定「公司發行特別股

時，應於章程中訂定特別股之股東行使表決權之順序、限制或無表決權。」條文中

所稱「行使表決權之限制」固不能解釋為每股享有數表決權，「行使表決權之順序」

亦僅在分別普通股股東與特別股股東，或二種以上特別股股東對同一事項決議之先

後，而與表決權之多寡應無關連，故依現行法應不能容有每股享有數表決權之特別

股發行。 

06、除募集設立外，公開發行公司之所以與非公開發行公司不同，依法，其不同 
   處何在？ 
   (A)資本額多寡　         (B)股東人數多寡 
   (C)資本額與股東人數多寡　    (D)有無補辦公開發行程序（100 律師） 

［解析］ 

（Ｄ）有無補辦公開發行程序 

【題目解答】 

依有無向證券主管機關申請辦理公開發行程序為判別標準，公司可區分為： 

（一）公開發行公司 

     將「有價證券（股票、公司債等）」為公開發行行為之股份有限公司，稱

為公開發行公司，因其向大眾吸收游資，股東人數多，又稱「大眾公司」。

「公開發行」一詞於公司法及證券交易法均無明文定義，然依證券交易法

§7Ⅰ所明文「本法所稱募集，謂發起人於公司成立前或發行公司於發行前，

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有價證券之行為」之規定可知，「公開發行」乃係企業

藉由證券市場，向社會不特定之多數人籌措資金，公開發行有價證券之態

樣。例如公司法§132、§133Ⅰ發起人公開招募股份、公司法§248Ⅰ股份有限

公司發行公司債及公司法§266、§268Ⅰ公開發行新股等等，可謂公司法之

公開發行有價證券之行為，該當證券交易法§7Ⅰ之募集概念，故證券交易

法§2特別明文：「有價證券之募集與發行，其管理、監督依本法之規定，而

本法未規定者，始適用公司法或其他有關法律之規定。」 

（二）非公開發行公司 

非公開發行公司，即是未經上述公開發行程序之股份有限公司；資金亦不 

向公眾招募，有稱其為閉鎖性公司。 

07、甲欲設立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研擬章程，甲希望公司能設置：①董事長②副 

   董事長③總經理④監察人，請問：何者必須記載在章程中始生效力？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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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律師） 

［解析］ 
（Ｂ）②③ 

【題目解答】 
◎公司法第 29 條第 1 項（公司得置經理人） 
①公司得依章程規定置經理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下列規定定之。但公司章 

程有較高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司法第 208 條第 1 項（公司得置副董事長） 
①董事會未設常務董事者，應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之同 

意，互選一人為董事長，並得依章程規定，以同一方式互選一人為副董事長。 

08、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載明董事會得代理出席。甲董事因移居國外，遂書面委 
   託居住國內之股東乙經常代理出席董事會，惟未辦理登記。請問其效力如何？ 
   (A)有效。依公司法第 6 條規定，僅有設立登記係採登記要件主義，其他事項 
      無須登記 
   (B)不得對抗第三人。依公司法第 12 條規定，應登記之事項未登記者，僅不 
      得對抗第三人，並非無效 
   (C)效力未定。乙之代理行為須於完成登記之後始生效力，故登記前之代理行 

      為僅屬效力未定 
   (D)無效。此一事項必須經過登記始生效力                 （100 律師） 

［解析］ 
（Ｄ）無效。此一事項必須經過登記始生效力 

【題目解答】 
◎最高法院 68 台上 1749 號判例 

  公司法第十二條之規定，不包括同法第二百零五條第五項董事個人事由應向主管機關 
申請之登記在內，凡居住國外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以書面委託居住國內之其他股東 
經常代理出席股東會者，必須將其事項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否則不生授與代理權之 
效力，此項登記，非僅為對抗要件。而同條第四項規定居住國外之董事得以書面委託 
居住國內之其他股東，經常代理出席董事會，所謂其他股東並不包括居住國內已當選 
為董事之股東在內。此就該條項與同條第一、二項規定，比較觀之，即可明膫」 

◎公司法第 205 條（董事原則應親自出席董事會） 
①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但公司章程訂定得由其他董事代理者，不在此限。 
②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參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③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理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列舉召集事由之授權 

範圍。 

④前項代理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⑤董事居住國外者，得以書面委託居住國內之其他股東，經常代理出席董事會。 
⑥前項代理，應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變更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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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X 公司為一家公開發行股票公司，於某次股東會中以特別決議方式變更章程， 
   而變更章程之內容均涉及到公司機關間之權限劃分問題。試問：以下選項中 
   那一個章程內容係違反公司法規定而無效？ 

   (A)X 公司每年度之盈餘分派，授權董事會在盈餘分派可能範圍內，於年利率 

      1.5%至 3%之間決定其金額 
   (B)X 公司董事之報酬由董事會逕行決定之 
   (C)X 公司所擬從事之交易行為中，金額超過新臺幣 1 億元者，須事先取得股 
      東會普通決議之同意後始得為之 
   (D)X 公司董監事選舉方式採用全額連記法                 （100 律師） 

［解析］ 
（Ｂ）X 公司董事之報酬由董事會逕行決定之 
【題目解答】 
（一）X 公司每年度之盈餘分派，授權董事會在盈餘分派可能範圍內，於年利率 
     1.5%至 3%之間決定其金額。（Ａ）之內容有效。 
（二）X 公司董事之報酬由董事會逕行決定之。（Ｂ）之內容無效。 

98 年 1 月修法後 98 年 1 月修法修法前 
第 196 條（董事報酬） 
①董事之報酬，未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

東會議定，不得事後追認。 

②第二十九條第二項之規定，對董事準用

之。 

第 196 條（董事報酬） 
董事之報酬，未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

東會議定之。 

 

一、原公司法第一百九十六條規定，董事之報酬，章程未訂明者，應由股東會決議定

之。本條原意為避免董事利用其為公司經營者之地位與權利，恣意索取高額報酬，

故不以董事會決議為足，而須將董事報酬委由章程與股東會決議定之。 
二、然而現行實務上由於我國公司股權結構係屬於相對集中之類型，其結果是公司的

董監事大多由大股東兼任，因此多有公司監督制衡機制失靈之情形，公司董事與

監事勾結，自行恣意給與高額報酬，無法透過市場機制形成公正的金額，從而可

能連帶造成公司營運不佳之虧損。 
三、因此，在公司參與政府專案核定之紓困方案時，其董事之報酬應由主管機關訂立

法定上限之相關辦法，以免造成公司在有營運不佳情形，其董事仍得恣意索取高

額報酬之不公，爰特於第一百九十六條增訂第二項，準用第二十九條第二項之規

定。 
四、就公開發行股票公司監察人部分，依本法第二百二十七條準用董事規定之結果，

在公司參與政府專案核定之紓困方案時，其報酬亦受有法定限制。 
 
（三）X 公司所擬從事之交易行為中，金額超過新臺幣 1 億元者，須事先取得股 
     東會普通決議之同意後始得為之。（Ｃ）之內容有效。 
（四）X 公司董監事選舉方式採用全額連記法。本選項於 100 年律師考試時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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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內容有效）。然於 101 年以後已強制要求使用「累積投票制」而不得 
以章程變更使用「全額連記法」（內容無效）。 

100 年 12 月修法後 100 年 12 月修法前 
第 198 條（董事選任方式） 
①股東會選任董事時，每一股份有與應選

出董事人數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

一人，或分配選舉數人，由所得選票代

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  

②第一百七十八條之規定，對於前項選舉

權，不適用之。 

第 198 條（董事選任方式） 
①股東會選任董事時，除公司章程另有規

定外，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數相

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

選舉數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

者，當選為董事。 

②第一百七十八條之規定，對於前項選舉

權，不適用之。 
現行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條將公司選任董事之選舉方法授權予公司章程規

定，但部分公司經營者以及股權相對多數者，利用修改公司章程之方式，將選

任公司董事之選舉法，變更為「全額連記法」，不僅違反「股東平等原則」，影

響股東投資意願，更使公司失去制衡的力量變成一言堂，變成萬年董事會、萬

年董事長，讓公司治理徹底崩盤，因此提出修法，以匡正弊端。 
 
10、甲股東持有非公開發行之 A 股份有限公司有表決權之發行股份總數 1.5%， 
    乙股東持有 A 股份有限公司有表決權之發行股份總數 2.4%。甲乙皆委託自 
    然人丙參加 A 公司之股東常會，請問丙所代理之表決權該如何計算？ 
    (A)丙不得同時受二股東之委託，故其代理之發行股份總數表決權 3.9%全部 
       不予計算 
    (B)丙可同時受二股東委託，其代理之發行股份總數表決權 3.9%全部予以計 
       算 
    (C)丙可同時受二股東委託，但其代理之表決權不得超過已發行股份總數表 

       決權之 3%，超過部分不予計算 
    (D)丙不得同時受二股東之委託，但事先向 A 公司申報，表決權即可全部計 
       算                                                （100 律師） 

［解析］ 
（Ｃ）丙可同時受二股東委託，但其代理之表決權不得超過已發行股份總數表 

決權之 3%，超過部分不予計算 
【題目解答】 
◎公司法第 177 條第 2 項（代理人出席）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理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 
時，其代理之表決權不得超過已發行股份總數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 
決權，不予計算。 

11、A 股份有限公司為一上市公司，因不當之轉投資致其資金週轉不靈，有停業 
    之虞，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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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公司之任一股東得向法院聲請重整 
    (B)購買 A 公司所發行公司債之任一投資人得向法院聲請重整 
    (C)經 A 公司之董事會之特別決議得向法院聲請重整 

    (D)經 A 公司之股東會之特別決議得向法院聲請重整        （100 律師） 

［解析］ 
（Ｃ）經 A 公司之董事會之特別決議得向法院聲請重整 
【題目解答】 
◎公司法第 282 條 （公司重整之聲請）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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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由公司或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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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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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自然人甲、乙均為中華民國之國民，二人合資於開曼群島依當地法律設立 A 
    股份有限公司，經我國認許後設立臺北分公司在臺營業，惟因經營不善，導 
    致虧損連連，債臺高築。今債權人丙以 A 股份有限公司臺北分公司為被告， 
    訴請臺灣臺北地方法院判決被告償還新臺幣 250 萬元整之債款，獲勝訴判決 
    確定。試問丙可持該確定判決，聲請法院對下列何項財產執行之？ 
    (A)法理上，只能對 A 公司臺北分公司之全部財產執行之 
    (B)法理上，得就 A 公司之本公司、臺北分公司及其他分公司之全部財產執 
       行之 
    (C)若 A 公司之全部財產不足清償時，甲、乙應依出資比例承擔補充責任， 
       此時即可對甲、乙之財產執行之 
    (D)甲、乙應與 A 公司負連帶責任，故無論 A 公司之全部財產是否足以清償， 
       均可對甲、乙之財產執行之                          （100 律師） 

［解析］ 
（Ｂ）法理上，得就 A 公司之本公司、臺北分公司及其他分公司之全部財產執 
      行之 
【題目解答】 
   分公司為受本公司管轄之分支機構，其與本公司在法律上係屬同一人格，權 

利主體只有一個。故對分公司取得之勝訴確定判決，可對所有分公司及本公

司之財產為執行。 

13、A 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為一專業筆記型電腦製造及行銷商，為落實客戶導向， 
    避免代工與自有品牌業務衝突，遂於 2 年前由 A 公司出資新臺幣（下同） 
    70 萬元整，A 公司大股東甲出資 30 萬元整，共同設立 B 有限公司，並將代 
    工部門移至 B 公司經營。為因應景氣變遷，A 公司近期擬使 B 公司與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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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工廠商 C 股份有限公司合併，以強化整體市場競爭力。下列敘述何者正 
    確？ 
    (A)如擬以吸收合併方式進行本案，A 公司應採 C（消滅）公司併入 B（存 

       續）公司之方式為之 

    (B)B 公司之股東會僅需出資超過資本總額 2/3 之同意，即可通過本合併案 
    (C)B 公司就本案為合併之決議後，應即向各債權人分別通知及公告，並指 
       定 30 日以上期限，聲明債權人得於期限內提出異議 
    (D)A 公司之股東乙不認同本合併案，可行使股份收買請求權，請求 A 公司 
       以公平價格買回乙之持股                              （100 律師） 

［解析］ 
（Ｃ）B 公司就本案為合併之決議後，應即向各債權人分別通知及公告，並指定 

30 日以上期限，聲明債權人得於期限內提出異議 
【題目解答】 
（一）§316-1Ⅰ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相互間合併，或股份有限公司與有限公司合 

併者，其存續或新設公司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Ｂ公司為「有限公司」， 

而Ｃ公司為「股份有限公司」，故（Ａ）論述「Ｃ公司消滅，而Ｂ公司存續」 
應屬錯誤。 

（二）公司合併應經有限公司股東全體同意（§113 準用§72），故（Ｂ）論述「僅

需出資超過資本總額 2/3 之同意」係屬錯誤。 
（三）依§113 準用§73Ⅱ規定，公司須於為合併決議之後，應即向債權人分別通 

知及公司，並定「三十日以上期限」，促債權人於期限內提出異議。故（Ｃ） 
論述為正確。 

（四）公司合併，對於股東權益，自有影響，公司法除規定應採特別決議（§316 

Ⅰ），以提高合併決議之比決比例外，並賦與反對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 
惟此權利僅Ｃ公司之反對股東始享有，Ａ公司之股東未享有此權利，故（Ｄ）

論述應屬錯誤。 

14、A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本題之公司組織類型均同）持有 B 公司已發行有表 
    決權（以下均同）股份總數達 90%、持有 C 公司 50%股份，對 D 公司掌控 
    人事任免權；A 公司之董事有 9 席，E 公司之董事為 5 席，惟 E 公司之董事 
    長、副董事長及 2 名董事，與 A 公司之 4 名董事，均由相同之 4 人分別擔 
    任。A 公司持有 F 公司 39%股份；B 公司持有 F 公司 10%股份，B 公司並將 
    其所持有之 F 公司股份全數交付信託，但未放棄對股權之管理、指揮及控制 
    等權利；C、D 及 E 公司則均分別持有 F 公司 5%股份。請問依公司法，何 
    公司為 A 公司之從屬公司？ 
    (A)BCD 　   (B)BCE 　   (C)BDF    (D)BEF    （100 律師） 

［解析］ 
（Ｃ）B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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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解答】 
（一）Ｂ公司為從屬公司（§369-2Ⅰ） 
（二）Ｃ公司非Ａ公司之從屬公司（未超過股份總數之半數） 
（三）Ｄ公司為從屬公司（§369-2Ⅱ） 
（四）Ｅ公司非Ａ公司之從屬公司 

Ａ公司之董事有 9 席，而Ｅ公司之董事為 5 席，雖有 4 名董事相同，對Ｅ

公司雖已過半數，但對Ａ公司則未過半數，故不符§369-3 之規定。 

（五）Ｆ公司為從屬公司（§369-2Ⅰ） 
  ⒈Ａ公司持股 39% 

⒉Ｂ公司持股 10%（§369-11） 
⒊Ｄ公司持股 5%（§369-11） 

◎公司法第 369-1 條（關係企業之意義） 
本法所稱關係企業，指獨立存在而相互間具有下列關係之企業： 
一、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公司。 
二、相互投資之公司。 
◎公司法第 369-2 條（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 
①公司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公司已發行有表決權之股份總數或 

資本總額半數者為控制公司，該他公司為從屬公司。 

②除前項外，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亦為控制公司，該 
他公司為從屬公司。 

◎公司法第 369-3 條（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推定） 
有左列情形之一者，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 
一、公司與他公司之執行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數以上相同者。 
二、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行有表決權之股份總數或資本總額有半數以上為相同之股東持 

有或出資者。 

15、承上題，設 B、C、D、E 及 F 公司均分別持有 A 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總數 
    5%，於 A 公司召集股東會時，何公司所持有之股份，依公司法之規定無表 
    決權？ 
    (A)BC 　    (B)BD 　    (C)BE    (D)BF     （100 律師） 

［解析］ 
（Ｄ）BF 
【題目解答】 
（一）Ｂ公司所持有之股份無表決權（§179 Ⅱ②） 
（二）Ｄ公司所持有之股份有表決權 
（三）Ｆ公司所持有之股份無表決權（§179 Ⅱ③） 
◎公司法第 179 條（表決權之計算） 
①公司各股東，除有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三款情形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②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其股份無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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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依法持有自己之股份。 
  二、被持有已發行有表決權之股份總數或資本總額超過半數之從屬公司，所持有控制 

公司之股份。 
  三、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他公司已發行有表決權之股份總數或資本 

總額合計超過半數之他公司，所持有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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