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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權益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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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大綱 

 3.1 普通股 

 3.2 特別股 

 3.3 存託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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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 

 權益證券是公司籌措長期資金的工具，同時也是投資人對公司

表徵所有權的金融憑證。 

 權益證券可分為普通股 (Common Stock)與特別股 (Preferred 

Stock)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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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的基本特性 



證券市場與交易實務(三版)          謝劍平、林傑宸  合著 ISBN 978-986-457-023-2 

表彰公司的所有權 

 持有普通股，代表對公司的所有權，即為公司的股東。 

 公司流通在外的股數並非固定不變，也會因某些因素或事件而

增減 

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增加流通在外的股數 

現金減資， 減少流通在外的股數 

買回庫藏股註銷， 減少流通在外的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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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清償責任 

 不管公司如何的虧損或是債務償還不清，儘管是公司的擁有者

（普通股股東），債權人也無權請求普通股股東以個人財產償

還。 

 當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倒閉時，普通股股東最壞的情況就是

手中持有的股票價值「歸零」；至於個人財產則受到保護，與

公司債務無關，這就是所謂的有限清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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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權 

 普通股股東在股東會中對公司的重大議案均具有投票權，例如

董監事改選、現金增資或減資、公司章程變更、公司合併或分

割等。 

 每一普通股都有平等的投票權（同股同權） 

 直接選舉法V.S.累積選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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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頻道─ 

台苯經營權之爭，爆發委託書爭奪戰 

 2015年，台苯即傳出經營權之爭，孫、林兩派競相於公開市場

加碼自家股票；2016年3月3日，台苯股東臨時會停止過戶，雙

方即展開委託書爭奪戰。孫派找來全通、長龍兩大委託書徵求

業者助陣，林派則找來聯洲協助，另外證券商體系也是雙方爭

取支持的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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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利分配權 

 如果公司營運狀況不錯而產生盈餘時，公司可決定將部分或全

部盈餘分配予股東，而普通股股東所持有的每一股均享有平等

的分配權。 

 公司對普通股股東並沒有「必須」分發股利的義務，公司可視

獲利情況決定是否發放股利給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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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破產或清
算後的資產 

1 

政府、員工、
債權人 

2 

特別股 

股東 

3 

普通股 

股東 

剩餘請求權 

對公司資產的請求權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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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認股權 

 對於公司增資發行的新股，普通股股東可依照目前的持股比例

優先認購，稱之為優先認股權。 

 某股東持有公司20%股份，在公司發行新股時，其可以優先認

購20%新股（但並不強制要認購）。若有股東放棄認購，公司

將洽特定人認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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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頻道─得利實業現金增資 

 得利實業於2015年12月18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辦理現金增資發

行新股3000萬股，每股面額10元，發行價格30元。 

 公司原發行股數為242,155,209股，本次現金增資發行之新股， 

提撥15%供員工承購，另10%對外公開承銷，其餘75%由原股

東按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之股東持股比例認購。 

 以公司原發行股數計算，原股東每1000股可認購92.9156142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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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公司可發行限制型股票作為員工獎勵或留才的措施，但須經股

東會特別決議通過方能行之。 

 限制型股票的發放對象以公司員工為限，可折價發行供員工認

購或無償配發給員工，且附有服務條件或績效條件等既得條

件，於既得條件達成前，其股份權利受有限制。 

 若員工未達既得條件時，公司得依發行辦法之約定收回或收買

已發行之限制型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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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碩公司限制型股票發行辦法 

（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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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市場專欄─股東行動主義的興起 

股東提案權 •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股份之股東擁有股東會之提案
權，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股東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
公司若未列入議程，必須在股東會中說明理由  

董監事提名權 •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股份之股東亦擁有董事及監察
人之提名權，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名
單。 

• 國內有些公司為落實這項規定，例如國泰金已修改內部章
程，2016 年起由股東遴選董事，多家金控也考慮跟進。 

通訊投票制度 • 股東若不克參加股東會，除可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
明授權範圍後委託代理人出席外，亦可在股東會開會前2 
天，以「書面或電子」方式把意思表示送達公司，亦視為
親自出席行使表決權，即通訊投票制度。 

• 可解決股東會場地與時間的限制、上市（櫃）公司股東人
數眾多、會議中不易深入討論及股東會經常撞期、股東分
身乏術等問題。 

• 根據最新規定，資本額50 億元以上、且股東人數達1 萬人
以上之上市（櫃）公司必須強制以電子方式投票。  

董監事選舉制度 • 將公司董事選舉制度改回強制累積選舉法，以避免公司董
事會遭大股東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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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的面額、帳面價值與市價 



證券市場與交易實務(三版)          謝劍平、林傑宸  合著 ISBN 978-986-457-023-2 

普通股股利的發放 

 現金股利：直接發放現金給股東 

 股票股利：以配發股票（盈餘或資本公積轉增資）的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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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獲配公司發放的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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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息（權）參考價或「減除股利參考
價」 

 如果公司在分配股利的同時沒有辦理現金增資，「除息（權）

參考價」將會等於「減除股利參考價」，並以最接近「除息

（權）參考價」之檔位價為除息（權）日當天的「開盤競價基

準」 ，來計算除息（權）日當天的漲停板價及跌停板價 

 若公司在分配股利的同時也有辦理現金增資，則以最接近「減

除股利參考價」之檔位價為除息（權）日當天的開盤競價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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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頻道─國泰金除息權 

 國泰金於2013年發放現金股利時也同時辦理現金增資，現金股

利為0.7元，現金增資每股認購價格為36元，現金增資配股率

為3.2488%，除息（權）前1交易日收盤價44.45元。其除息

（權）參考價及減除股利參考價計算如下： 

 

 

 由於公司在分配股利的同時也有辦理現金增資，故以最接近

「減除股利參考價」之檔位價作為除息（權）日當天的開盤競

價基準，由於股價介於10～50元區間的最小升降單位為0.05

元，故以43.75元為開盤競價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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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權與貼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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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視野─股票分割 

 股票分割會使股東的持股增加，但會改變股票面額，使投資人

所持有的股票總面額不變。 

 例如公司董事會宣布要將面額10元的股票分割為二(Split 2-for-

1)時，則原先持有100股的投資人將會變成200股，但每股的面

額將變為原先的一半（5元），而投資人持有的總面額仍維持

1,000元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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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股 

 優先配息（股）權 

 剩餘財產優先分配權 

 表決權、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股利累積與否 

 盈餘參加與否 

 現金增資認股權 

 可轉換與否 

 可贖回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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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贖回特別股或可賣回特別股的會計
處理 

 強制贖回特別股或可賣回特別股都會讓發行公司負有到期贖回

或買回特別股的義務，實質上與「到期付款」的負債並無差

別。 

 為了讓公司的財務報表更能表達特別股的本質，公司發行強制

贖回特別股或可賣回特別股時，應在資產負債表中認列為「負

債」，其股利支出也必須列為費用 

 無到期贖回義務的可贖回特別股仍可列在權益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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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頻道─台灣高鐵特別股爭議 

 台灣高鐵在興建期曾發行500多億元的可轉換特別股，其中100

多億元已經贖回，約400億元還流通在外，由於台灣高鐵營運

至今仍有鉅額的累積虧損，積欠特別股股東約100億元的股

利，特別股股東紛紛請求台灣高鐵贖回特別股，但台灣高鐵不

從，便陸續向法院提告。 

 2014年1月法院首判特別股股東之一的中華開發勝訴，由於台

灣高鐵的財務狀況不佳，若必須贖回所有特別股，其經營將立

即陷入危機。 

 為解決問題，政府與台灣高鐵已通過財務改善方案，決定先贖

回全數特別股，再減資、增資、延長特許期間，待彌平虧損

後，再行發放特別股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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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託憑證 

 存託憑證(Depositary Receipts, DR)係指由公司委託外國的銀

行，協助公司（或股東）發行一種憑證供公司當地國以外的其

他國家投資人投資，銀行再將所募得的資金交給公司（或股

東），公司（或股東）則提供價值相當的股票存託於保管銀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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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託憑證的種類 

 依發行地區區分 

美國存託憑證(ADR)；全球存託憑證(GDR) 

在台灣發行的存託憑證則稱為台灣存託憑證(TDR) 

 依公司是否參與 

非公司參與型存託憑證 

公司參與型存託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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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託憑證的發行架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