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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股東會之召集 

 

公司之最高意思機關為股東會，而股東會以董事會召集為常態，當董

事會不宜召集股東會時，公司法規定由公司之監察機關即監察人召集之；

若發生董事會和監察人都不願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時，為了保護少數股

東之權益，公司法特別賦予少數股東召集股東會之權利；另公司於特殊情

況下，例如公司進行重整、清算或公司遭遇特殊情況致董事會無法執行職

權時，重整人、清算人或臨時管理人可召集股東會，使公司最高之意思機

關股東會能夠召開並行使權利。因此本章擬先從通常情況下董事會召集股

東會，召集程序之瑕疵加以探討股東會決議之得撤銷、無效或不存在；其

次再討論公司法賦予監察人補充董事會召集股東會之權限，及監察人召集

股東會之召集程序瑕疵；之後因公司之董事會及監察人通常由大股東所把

持，若該大股東不願召集股東會時，其他少數股東之權利必受到損害，因

此公司法賦予少數股東召集股東會之權限，而少數股東召集股東會時期召

集程序若有瑕疵，亦會造成股東會決議之得撤銷、無效或不存在，故本章

亦於第三節探討股東報經主管機關許可召集股東會所發生之股東會決議

之瑕疵；另公司在特殊情形下亦有召集股東會之必要，例如公司重整完成

欲選任新任之董事、監察人、公司清算程序中或結束後對清算表冊之承認

或者董事會無法行使職權，而由法院選任臨時管理人，而有召集股東會之

必要時，各該召集權人所召集之股東會亦可能發生召集程序之瑕疵，故本

章第四節探討特殊情形下股東會之召集，及所做成股東會決議之效力。而

公司法所規定之不同情況下由不同之人召集股東會，其主要的目的是使公

司股東會能夠召開，以順利執行公司之業務，使公司能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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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公司法於民國九十年十一月修正將監察人召集股東會之權限加以

修正、及增訂選任臨時管理人以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之職權，於此對於股

東會召集權人有何影響？本文以下亦將加以探討。 

 

第一節 通常情形下股東會召集之瑕疵 

 

股東會為公司之意思機關，故公司有重要事項時應召集股東會並加以

決議，但因股東會非公司之常設機關，其依開會之時間，可分為股東常會

和股東臨時會，股東常會每年僅召開一次，股東臨時會僅於公司有特定事

項時才加以召開，以致股東會無法執行公司之業務，因此公司法特設立董

事會執行公司之業務，所以董事會為公司業務執行機關。股東會既非公司

之常設機關，其自無法自行召集股東會，必須由公司之其他機關加以召集

，因此股東會之召集自然由公司業務執行機關即董事會加以召集為便利，

故股東會於通常情形下當由董事會加以召集為常態，因此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一條規定：「股東會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以下即針

對通常情況下股東會之召集加以探討。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依公司法第八條為公司之負責人，九十年十一月修

正之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明確規定公司之負責人應負忠實義務
57
（

duty of loyalty）及注意義務（duty of care）
58
，所謂公司負責人之「

忠實義務」，係指公司負責人在處理公司事務時，必須全心為公司之利益

                                           
57 See SOLOMON , supra note 4, at 750；羅怡德，美國公司法中董事所負之「忠實義務」之研究，輔

仁法學第九期，民國七十九年七月，頁二一三至二四二；曾宛如，董事忠實義務之內涵及適用疑義

－評新修正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台灣本土法學第三十八期，民國九十一年九月，頁五一至六

六。 
58 See SOLOMON, supra note 4, at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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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不得圖謀個人私利，將公司之利益置於自己之利益之上
59
。亦即禁

止經營者犧牲公司之利益以換取自身之利益
60
。至於「注意義務」，則係源

自於公司與負責人間之信賴關係，其標準在英美法係採所謂之合理人標準

（Reasonable Man Standard）之原則，亦即社會一般人對某種事項應合

理處置的標準
61
，此與我國民法委任關係下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或可相

差比擬，但並不相同，我國民法上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係一抽象標準

，係指一般觀念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平均理念人，並非現實社

會生活個人注意之平均值
62
，亦即公司負責人之「注意義務」，係指公司負

責人在處理公司事務時，必須要負之注意義務，但不等同於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二者仍有差異。 

而董事會由董事所組成，公司之股東會應由董事會決議召集之，故理

論上不論獨立（外部）董事或內部董事都要以忠實及注意義務
63
，來善盡

他們的職責。並由董事會作成召集股東會之決議，並由董事會召集之。而

股東會之召集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條本屬於董事會之職權，惟其召集期

限，董事會有遵守之義務，再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條規定，股東常會除有

正當理由經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外，董事會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

召開之。因股東常會召開之拖延，會嚴重影響股東之利益，為保護股東之

正當利益，乃令董事會限期召開之義務。此外少數股東，得以書面記明提

議事項及理由，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臨時會（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

                                           
59 王文宇，論董事與公司間交易之規範，政大法學評論第六十二期，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頁四一七；

王泰銓，新修正公司法解析－總則、無限公司，月旦法學雜誌第八十期，民國九十一年一月，頁九

七。 
60 羅怡德，前引註 57，頁二一三至二四二。 
61 劉興善，商法專論集，民國七十一年八月，頁十三。 
62 劉興善，從信賴關係談受託人、受任人、法人代表及公司負責人之注意義務（概要），政大法學評論

第五十七期，民國八十六年六月，頁四二六。 
63 See Bernard S. Black, The Core Fiduciary Duties of Outside Director, 33 ASIAN BUS. REV. 3-16 

（July 2001）；劉連煜，健全獨立董監事與公司治理之法制研究：公司自治、外部監控與政府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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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時（公司法第二百零一條）、公司虧損達實收資本額

二分之一時（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條）、及監察人全體均解任時，董事會

應召開股東臨時會選任之（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條之一）四種情形下，董

事會亦有召開股東臨時會之義務。 

又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股東會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

集之，故股東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原則上應由董事會作成決議後召集

之，若董事會未作成決議，而由董事長直接召開股東會或董事會作成召開

股東會之決議有瑕疵，即造成召集權人之瑕疵，以下就其情形分別加以探

討。 

 

第一項 董事長任意召集 

 

    若董事長未經董事會決議，而自行召集股東會，就此股東會所為決議

之效力，即值討論。對此類決議學說上採有效說者認為，董事會決議僅係

公司內部意思之決定，故股東會之召集縱未經董事會決議，仍屬完全有效

64
，此說違反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條，關於股東會之召集應由董事會之規

定，故在我國並無學者採此說。 

另有認為此情形為決議無效，該說認為：「不基於董事會決定之股東

會，縱其召集手續經代表董事為之，仍係無召集權者所召集之股東會，該

股東會仍不成立。故該會之決議應屬無效
65
」。此說之缺點在於將董事長與

                                                                                                                                 
之交錯，月旦法學雜誌第九十四期，民國九十二年三月，頁一三一至一五四。 

64 日本東京地裁昭和三十年六月三十日判決，下民集第六卷第六期，頁一一五０，轉引自王銘勇，股

東會決議瑕疵之研究，政治大學民國八十年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四六。 
65 張龍文，股份有限公司法實務研究，漢林出版社，民國六十六年三月初版，頁一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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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無召集權人等同視之。但本文認為董事長未經董事會決議而召集股東

會，該董事長為無召集權人，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之股東會，該股東會如

認為係「股東會不成立」，則其所作之決議應為「決議不存在」，其效果雖

和決議無效相同，但不可直接認為該決議為「無效」，因為該種思考邏輯

過於簡略。 

惟日本多數說認為董事長未經董事會決議自行召集股東會，該股東會

所為之決議，僅為得撤銷之決議
66
，因召集股東會既為董事會之權限，未

經董事會決議召集之股東會，即不能認係合法之股東會，惟董事長既有依

董事會決議召集股東會之權限，且股東會之召集是否經董事會決議，僅是

公司內部作業，非外界所得之，故認此類股東會所為之決議為決議不存在

而無效，並不適當，應係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有瑕疵，而為股東會決議之撤

銷原因，在我國學界多採撤銷原因說
67
，而在我國實務上亦有下列不同之

見解。 

 

第一款 無效說及決議不存在說 

 

    我國實務上並不嚴格區分決議無效說和決議不存在說，而認為董事長

為無召集權人，而由無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所作之決議，該決議為無效

。例如臺南地方法院九十年十二月五日訴字第二○八二號判決認為「⋯⋯

股東會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條定有

明文；又按股東會之召開與決議，在法律上有其一定之程序，形式上已依

                                           
66 田中誠二，會社法詳論（上卷），勁草書房發行，昭和五十七年六月五日出版，頁四四四，轉引自王

銘勇，前引註 64，頁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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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程序召集並決議，而其程序有瑕疵者，固為股東會決議撤銷之問題，

但如形式上未依法定程序召集並決議，其決議在形式上應認為不存在，亦

為當然無效之問題，而非撤銷問題，股東會原則上以董事會召集為常態，

其餘有權召集股東會者，均為補充董事會之不足，其由無召集權召集之股

東會，既非合法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

其所為之決議當然無效。⋯⋯」，而認為該公司所召開之股東常會，既非

依法由董事會召集，而係由無召集權之董事長，未經董事會之決議，逕自

以個人之名義所召集，該次股東常會所為之決議當然無效。該判決雖採「

無效說」，邏輯上應為公司股東會不存在，所為之決議當然無效。 

因此該決議不存在說和決議無效說，應可列為同一說（以下稱決議不

存在說），而認為董事長為無召集權人，因此董事長未經董事會決議而召

集股東會，該股東會為「不存在」，而該不存在之股東會所作之決議當然

無效。 

 

第二款 得撤銷說 

 

法務部七十五年函釋採得撤銷說
68
：「董事會召集程序違反法令時，

其所為之決議無效，董事長依據無效之董事會決議而召開股東會時，即構

                                                                                                                                 
67 楊建華，淺論股東會決議之無效與撤銷，輔仁法學第二期，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初版，頁四十。 
68 法務部七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法參六三二０號函：「查股東會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條定有明文。董事會本身之召集程序違反法令時，其決議應屬無效 (本部六十

八年八月十日壹字六六函民字第六九五一號函釋參照) 。從而本於該項無效之董事會決議而召集股

東會，固難認係合法之召集，股東得依同法第一百八十九條之規定，於股東會決議日起一個月內，

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惟董事會之召集未遵守公司法第二百零四條召集期間之規定，是否即為召集

程序違反法令？不能一概而論，例如因有同條但書所稱之緊急情事致未遵守召集期間，或全體董事

皆已應召集出席董事會，對於召集期間不足並無異議而參與決議，似尚難解為董事會之召集為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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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召集程序違反法令，為得撤銷之原因。」，而南

投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訴字第七十六號判決更進一步認為：「

⋯⋯按股東會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

條固有明文規定，然而公司董事長代表公司秉承董事會之決議，通知召開

股東臨時會，所發開會通知雖未記載由董事會名義召集，然與單純無召集

權人擅自召集之情形有別，尚不得指其召集程序為違法，遽為撤銷決議之

原因，亦經最高法院七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一三零二號判例闡釋甚詳。故依

據原告所提出之系爭股東會開會通知單，其上雖謹記載「正○電機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張○仁」，而未記載係由董事會所召集，然揆諸上開說明

，並不能即因此而遽認為係無召集權人擅自召集系爭股東會，而應審酌被

告公司董事會是否曾經決議並授權董事長張○仁召集系爭股東會而定。按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

時召集之，公司法第二百零四條定有明文。又按董事會之決議，除本法另

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公司法

第二百零六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是以董事會仍以集會之形式為之，彼此交

換意見及討論以達成決議為必要。徵諸公司法對於召集董事會之形式，設

有例外之便宜規定，然對於董事會之集會方式，仍於第二百零六條第一項

規定出席及表決之方式，可以認定董事會以會議之形式為之，仍屬必要而

不可欠缺。是以被告公司未經由董事會決議之方式授權董事長召開系爭股

東會，系爭股東會即屬未經董事會決議而召開，依據最高法院六十二年台

上字第一九零號判決、七十八年台上字第一三七二號判決，其召集程序即

屬於法有違。⋯⋯」，故該董事長未經董事會決議，而召集股東會所作之

                                                                                                                                 
法令。故董事會之召集未遵守公司法第二百零四條召集期間之規定，而依此董事會決議召開之股東

會所作決議效力如何，宜視具體情形如何而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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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為得撤銷。另臺中地方法院八十四年九月三十日訴字第一五五二號

判決
69
亦採相同見解。 

就以上決議不存在、無效說和得撤銷說，最後係最高法院所採之得撤

銷說較佔上風，本文認為董事長未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董事會決議，

而自行以董事長名義召開股東會，並作成決議，該決議應為有效，但得依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加以撤銷，因董事長有無召開董事會並作成決議，

第三人並無法知悉，若善意第三人相信該股東會之決議，則對於善意之第

三人應加以保護，故應使該股東會之決議為有效，並使公司負責；相對而

言，若採「決議不存在說」，則股東會之決議為自始當然無效，無待任何

人之主張，則公司依據該無效之股東會決議，與他人為法律行為，則該法

律行為為無效，將使法律關係無法確定。故為了保護公司之股東，應採決

議「得撤銷說」，允許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以股東會之召集程

序違反法令為由，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另董事長未依董事會決議而

逕行召開股東會，而依據該股東會之決議與他人為法律行為，該決議經撤

銷後，法律行為無效致他人受損害時，依據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公司

董事長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對於他人應與公

司負連帶賠償之責任
70
。 

 

                                           
69 臺中地方法院八十四年九月三十日訴字第一五五二號判決「按股東會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

召集之，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條定有明文，是董事長如未經董事會決議召集股東會，而為股東會之

召集，該召集程序即屬違法：又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股東得自決議

之日起一個月內，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公司法第第一百八十九條亦有明文。查上述臨時股東會之

開會通知確係被告公司董事長鄭明權以其名義發出，已如前述，被告既抗辯系爭臨時股東會召集均

符合公司法之規定，自應提出上述臨時股東會之召集，確曾經董事會決議召集後，方由被告公司董

事長具名發出，被告就此重要爭點並未舉證證明之，其空言抗辯該次股東臨時會之召集符合公司法

之規定，自不足採，是依首揭法條之說明，該此股東臨時會之召集程序，顯已違反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一條之規定，從而原告於該股東臨時會決議(八十四年七月十五日)之日起一個月內(八十四年八月

五日起訴)，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撤銷該股東臨時會議決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70 王麗玉，各國公司負責人對第三人責任之立法與實務發展，輔仁法學第二十一期，民國九十年六月，

頁一二七至一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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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董事長依據不合法之董事會決議而召

集 

 

董事會決議召集股東會，並由董事長負責召集事務，此股東會之召集

始無違法，然此董事會之決議需為合法之董事會決議，但該決議不合法時

，亦為召集程序違法
71
，公司法第二百零四條規定：「董事會之召集，應載

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本條既謂「應載明事由」，則本條之通知自須以書面為之。又本條所

謂「緊急情事」，係指事出突然，又急待董事會商決之事項而言，至於本

條但書規定「有緊急情事，得隨時召集之」，乃指有緊急情事時，得不於

七日前通知召集。至於遇有緊急情事得否以書面通知，應視公司章程有否

明定為斷，易言之，原則上仍應以書面為之，如章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
72
。而本條之召集通知，須對董事會全體為之，就董事會決議，因有特

別利害關係，不得行使議決權之董事，仍應為召集之通知，如對於一部分

董事漏不通知時，該董事會之決議為不適法
73
。又公司法第二百零五條、

                                           
71 楊建華，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決議之無效與撤銷，引自：司法院第一廳編，民事法律專題研究（二），

頁七八，民國八十一年六月七版。 
72 經濟部九十年十月二十九日商字第０九００二五二六五七０號函：「按公司法第二百零四條規定：「董

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復按本部七十四

年十月二十四日商四六六五六號函釋。本條前段規定之「載明事由」則意指董事會召集之通知須以

書面為之，而後段但書規定之有緊急情形得隨時召集之董事會是否須以書面通知，公司法尚無明文

規定。又屬重大事項之議案應否須於七日前通知及遇有緊急情形之通知方式，允屬公司內部之自治

事項，股東間如有爭議，應循司法途徑解決。查公司法第二百零四條規定既謂「應載明事由」，則本

條之通知自須以書面為之。又本條所謂「緊急情事」，係指事出突然，又急待董事會商決之事項而言，

至於本條但書規定「有緊急情事，得隨時召集之」，乃指有緊急情事時，得不於七日前通知召集。至

於遇有緊急情事得否以書面通知，應視公司章程有否明定為斷，易言之，原則上仍應以書面為之，

如章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73 經濟部七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商四六六五六號函。 



 42

二百零六條董事之代理及董事會之決議，董事會於召開時皆應遵守，若有

違反時即構成股東會之召集程序違法，為得撤銷之原因。但我國實務卻對

公司法第二百零四條有下列不同之看法： 

 

第一款 視公司法第二百零四條為訓示規定 

 

例如最高法院七十年台上字第三四一０號判例
74
，該判例認為違反公

司法第二百零四條規定，該董事會之決議仍為有效，依據該決議所召開之

股東會完全合法，而無得撤銷之原因。 

 

第二款 依違反公司法第二百零四條規定所做之董事會決

議所召集之股東會為決議得撤銷 

 

認為違反公司法第二百零四條為不合法之董事會決議，該決議所召開

之股東會為召集程序違法，有得撤銷之原因，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

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例如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八十五年度訴字第二一

七號判決
75
。 

                                           
74 最高法院七十年台上字第三四一０號判例：「⋯⋯公司法第二百零四條：「董事會召集，應載明事由，

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時，隨時召集之」之規定，乃訓示規定，中華公司於六十八年

二月一日召集董事會，因臨時事項待決，僅以電話通知董事開會，並不影響其董事會決議之效

力。⋯⋯」 
75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八十五年度訴字第二一七號判決：「⋯⋯按「股東會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

召集之。」「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

急情事，得隨時召集之。」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二百零三條第一項前段、第二百零四條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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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董事會之召開違反公司法第二百零四條規定，應許股東提起

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因公司法第二百零四條若認為係訓示規定，會造成

董事長隨意召開董事會，於公司未有緊急事由時於開會前一天即以電話、

傳真或電子郵件通知，以致公司法第二百零四條後段形同具文。 

 

第三項 其他董事依董事會決議召集股東會 

 

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股東會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

召集之。」且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第三項前段規定「董事長對內為股東

會、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公司。」董事會經決議召集股東

會，應由董事長代表董事會召集股東會，故由董事長以外之董事具名召集

股東會，即為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有瑕疵，為股東會得撤銷之原因
76
。但依

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第三項後段規定「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

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明文；又董事會之決定以決議行之，因此董事會如未為股東會如何召集之決議，董事會即無從憑以

召集股東會，是未經董事會決議，而由董事長以公司名義逕自召集股東會（或臨時會），即屬召集程

序違法。被告雖抗辯其公司於八十五年一月八日所開之股東臨時會曾經得董事會之決議云云，惟查，

被告上辯等情，為原告所否認，且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楊新基亦自承，於召集此次股東臨時會之前，

其與另名董事許萬金以電話連絡同意以寄發存證信函方式召集此次股東臨時會等情屬實，依此，被

告公司董事長楊新基顯然未於七日前列明事由召集其餘董事許萬金、陳俊誠召集董事會以決議方式

行之，且被告亦未舉證證明有何緊急事由存在而有得隨時召集之情形，僅被告公司董事長楊新基與

另名董事許萬金私相授受即以公司名義為被告公司此次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

被告公司於八十五年一月八日所召開之股東臨時人之召集程序違法，同日所為之股東臨時會決議改

選董監事，自有得撤銷原因存在。⋯⋯」 
76 王銘勇，召集權人違法之股東會決議，全國律師，民國九十年四月號，頁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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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而未指定代理人時，依本條第

三項後段規定，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至於互推之方式，

公司法並無明文規定，以半數以上常務董事之出席，及出席過半數之決議

行之
77
。而當董事長死亡時，其人格權消滅，殊無依本條第三項後段規定

互推代理人之餘地。因此董事長死亡應即依法補選董事長，惟在董事長未

及選出之前，得由常務董事互推一人暫時執行董事長職務（非代理人），

以利改選董事長會議之召開及公司業務之執行
78
，而由董事長之代理人召

集股東會，其股東會之決議即為完全合法，而無得撤銷之原因。 

 

第四項 董事長任期屆滿後改選前召集股東會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二項前段:「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

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故董事長於任期屆滿後，尚未

改選前，其延長職執行職務，當然與董事相同，應至改選董事
79
就任時為

止，而實務上亦為相同看法
80
。是以該董事長仍有權依董事會決議，執行

股東會召集事務，該股東會之召集程序並無違法。但現行實務上，因公司

經營權之爭致遲遲未為改選之事例，比比皆是，為保障股東之權益，促進

                                           
77 經濟部六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商０六五六六號函。 
78 經濟部七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商０四一九二號函。 
79 最高法院八十七年度台抗字第二七四號民事裁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

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止，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二項前段定有明文。是公司董事並非任

期屆滿即不得再執行職務，其董事資格之喪失必俟改選之董事就任；改選之董事亦非選出時即得執

行職務，其董事資格猶待就任，始能取得。」 
80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八十四年度上字第四五○號民事判決亦認為「⋯⋯經查鄭榮陞係被上訴人公

司之董事長，任期至八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屆滿，固係有始期有終期之法律行為，但依前揭公司法

之特別規定，其延長執行職務當然與董事相同，應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故鄭榮陞有權召開股東

大會，上訴人謂由被上訴人公司董事長鄭榮陞所召集及擔任董事會主席主持之八十四年股東常會違

反法令一節，於法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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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業務正常經營，以貫徹本條之立法意旨，於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公司法

修正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二項後段，明令主管機關依職權限期令公司

改選；期滿仍不改選者，自限期屆滿時，當然解任
81
。故公司董事長任期

屆滿並經主管機關依職權限期令公司改選；屆期仍不改選者，自限期屆滿

時，當然解任，尚無須俟主管機關為解任之處分始生解任效力之問題
82
。

此時董事長經解任後，即不得召集董事會作成決議並依該決議召集股東會

。本文認為若該遭解任之董事長召集董事會並作成決議並依該決議召開股

東會，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二項修正之意旨，應認為係無召集權人

召集股東會，該股東會為「不存在」，而該「不存在之股東會」所作之決

議，應為完全無效。 

 

第五項 非董事長所召集之股東會 

 

董事會決議召集股東會，並交由董事長執行股東會之召集事務，於股

東會召開時，召集程序均無違法事由，其後因前次股東會改選董事決議遭

法院撤銷確定，是否影響其後判決確定前所召開股東會決議之效力，使召

集程序無違法事由之股東會決議，因該撤銷判決而影響其效力
83
？ 

最高法院八十二年台上字第一八二六號判決採無效說:「股東會決議

                                           
81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五條修正說明第二項，參見法律小組編，公司法修訂資料彙編，五南書局，民國

九十年十一月出版。 
82 經濟部九十一年七月一二日商字第０九一０二一三九一七０號函：「按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二項

規定：「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但主管機關得依職權

限期令公司改選；屆期仍不改選者，自限期屆滿時，當然解任。」準此，主管機關依職權限期改選，

屆期仍不改選者，自限期期滿時，發生當然解任之效力，尚無須俟主管機關為解任之處分始生解任

效力之問題。」 
83 王銘勇，前引註 76，頁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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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經判決撤銷確定者，溯及決議時為無效。又無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

所為之決議，當然無效。蓋股東會應由有召集權人召集，其由無召集權人

召集之股東會，既非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但學

者
84
認為得撤銷股東會決議，經撤銷判決確定後，溯及為決議時無效，是

以選任董事之股東會決議，經判決撤銷確定後，原經選任之董事及經由該

董事所選任之董事長均喪失董事之資格，該喪失董事長資格者，於判決確

定後，若仍依喪失董事者所為之決議，具名召集股東會，該股東會係無召

集權人所召集之股東會，所為之決議無效，但其在判決確定前所召集之股

東會之效力，為謀法律關係之安定計，依表見代理之法理，不宜認係無召

集權人所召集之股東會，蓋在召集股東會時，其董事及董事長之身分均未

喪失，自不得以其後之判決溯及效力影響判決撤銷前股東會決議之效力，

否則股東會決議撤銷訴訟，經數年始得確定，於判決撤銷確定前，選任後

所為之所有股東會所為之決議均無效，將嚴重影響公司之營運，造成對公

司難以估計之損失，故本文認為該股東會所作之決議應為有效。 

就以上之探討可瞭解董事會召集股東會有瑕疵，其情形態樣繁多，僅

列舉其中五項瑕疵之情形加以探討，而其所作之股東會決議有可能為決議

不存在、無效或得撤銷，其效力不可一概而論，應依該召集權人是否有權

召集，若為無召集權人，則其所召集之股東會為不存在，其所作之決議當

然無效。若該召集權人為有權召集，僅是其召集程序有瑕疵，應認為該股

東會決議為得撤銷，而該無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之情形將於第五章再予詳

論。 

 

                                           
84 王銘勇，股東會決議之不成立與決議瑕疵之追認—評最高法院八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一八二六號判

決，司法周刊第七百六十五期，民國八十五年三月六日出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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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監察人 

 

董事會為公司之業務執行機關，故股東會於通常情形下由董事會加以

召集之，董事會對於公司業務執行若有徇私舞弊之情形，董事會自不可能

自行召集股東會加以報告，因此公司有設立監察人加以監督之必要，故公

司法為強化監察人之監察權，特賦予監察人召集股東會之權限。 

公司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監察人在執行職務之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

人，其依公司法召集股東會亦應受公司法第二十三條忠實及注意義務之規

範，亦即監察人召開股東會是否合理合法，必須依此規定判斷。而監察人

召集股東會之情形有二：（一）、自動召集（公司法第二百二十條）；（二）

、被動召集（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二項），在首揭情形監察人須

於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之情形外，得為公司之利益，於必要

時，召集股東會。而在後一種情形係法院對於檢查人之報告認為必要時，

得命監察人召集股東會，既是法院命令監察人召開股東會，監察人即需加

以遵守召開股東會。當公司有監察人數人時，解釋上應認為一人即可召集

85
，不必經其他監察人之同意。而監察人此項召集權限，由於是法律所賦

予之權限，應不得以章程之規定或股東會之決議剝奪或限制
86
，監察人召

集之股東會由監察人擔任主席，自不待言
87
。且監察人依公司法第二百二

                                           
85 經濟部八十三年八月三日商二一四一三七號函：「按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規定：「監察人各得單獨

行使監察權。」且查現行公司法並無「監察人會」設置之規定，是以，公司如事實上另行設置「監

察人會」，當不發生法律上之效力。」 
86 張龍文，前引註 65，頁一八０。 
87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一；經濟部五十九年一二月四日商五五八一六號函：「查股東會之召集本係

董事會之職權，而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所訂董事長為股東會之主席及有關代理規定，係就正常情形

而言，至由監察人依照公司法第二百二十條規定召集股東會，如因董事會不依法召集或董事會執行

職務有違背法令章程規定，妨害公司利益，監察人基於行使監察權認為召集股東會提請解決等特殊

需要，在此種特殊情形之下，為達成召集股東會之目的，其由監察人擔任股東會主席，尚無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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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條之召集權係專屬於監察人，監察人不得委託他人代為召集
88
，本節以

下就監察人召集股東會之情形分別加以探討。 

 

第一項 於必要時 

 

公司法第二百二十條規定：「監察人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

東會外，得為公司利益，於必要時，召集股東會。」，學說和實務對於本

條有諸多爭議，故於九十年十一月加以修正，以下即針對監察人依據公司

法第二百二十條召集股東會之情形加以探討。 

 

第一款 「必要時」之認定 

 

經濟部對於原公司法第二百二十條將所謂「必要時」之認定，原則上

應於董事會不能召開或不為召開情形下始得為之
89
，但公司法第二百二十

條修正後規定「監察人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外，得為公司

利益，於必要時，召集股東會」，其修正意旨乃在積極發揮監察人功能，

爰增訂監察人為公司利益，於有必要之情形下，得召集股東會
90
，故監察

                                           
88 經濟部六十六年八月三日商二二四一四號函。 
89 經濟部六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商二六五四０號函:「查股東會之召集，應原為董事會之職權，前經本

部於五十六年一月六日以經商字第００二五一號令釋原則上應由董事會為之有案。而監察人之召集

股東會除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五條訂有明文外，應依公司法第二百二十條「監察人認為必要時，得召

集股東會。」之規定辦理，所謂「必要時」尚乏明文規定，原則上應於董事會不能召開或不為召集

股東會情形下，基於公司利益關係，始得為之。但如有股東認為其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

不合規定者，應依同法第一百八十九條規定，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經濟部八十二年十二月十四

日商二三０六八五號函亦同此見解。 
90 經濟部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商字第０九一０二０九四五七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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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於召集股東會並不限於董事會不能召開或不為召開情形下始得為之，監

察人於上述兩種情形外，得為公司利益，於必要時，召集股東會；但何謂

「必要時」?係以監察人主觀認定，或需有其他的客觀事實，才可認定為

必要時即有討論之必要，以下即針對公司法九十年十一月修正前學說上就

「必要時」之認定情形加以討論，綜合學者之討論公司法第二百二十條「

必要時」之內涵有以下幾種看法： 

 

壹、認為祇要監察人認為必要，即可召集 

 

學者柯芳枝教授認為「必要時」，不以董事會不能召開或不為召開股

東會之情形為限，只要監察人於行使監察權時，認為必要時，即得召集股

東會，須如此解釋，監察人始足以發揮其監察權，藉以監督公司業務之正

當營運
91
；其他學者

92
認為「就監察人之召集股東會，公司法僅規定『認為

必要時』之外，並無任何其他限制。故監察人認為必要時，不問是否為決

議公司解散，均得召集股東會。」 

實務上最高法院
93
曾經認為：「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職司業務執行之監

督及公司財務之審核，為使其徹底發揮監督作用，公司法乃賦予監察人若

干監察權，以補股東會監督之不足，監察人得召集股東臨時會即其重要職

權之一。故就此立法目的而言，監察人為有效行使公司法賦予監督權限，

當然必須與董事會立於對等之地位，以求能獨立行使其職權，發揮監督功

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股東會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

                                           
91 柯芳枝，前引註 5，頁三七六。 
92 張龍文，前引註 65，頁一八０。 
93 最高法院八十五台上字第三０二三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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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之」，而同法第二百二十條之規定即係上開條文所指之「另有規定」，亦

即倘具備第二百二十條得由監察人召集股東會之事由時，則排除董事會召

集股東會之權限，故公司法第二百二十條之規定，應視為監察人獨立之召

集權。則公司監察人依上開條文之規定，自為股東會之獨立召集權人。」

該判決似乎應由監察人依主觀認定有無召開股東會之必要，不過此說在實

務上係少數說。 

 

貳、監察人主觀之「必要」認知，應與客觀條件配合 

 

    學者陳顧遠
94
認為，「條文固係規定『監察人認為必要時』，所謂必要

是由監察人認為，當然是一種主觀的見解，但仍需合於客觀條件，乃為法

律所許。例如董事會違反法令章程或股東會的決議，致公司發生重大損害

（第一百九十三條）；或董事任期屆滿，主管機關已依職權限期令其改選

，而董事會故意拖延不為召集股東會時（第一百九十五條）；或董事全體

轉讓其向主管機關所申報選任當時持有的股份數額二分之一以上時（第一

百九十七條）；或公司虧損資本達總額三分之一（按現行規定為實收資本

額二分之一時）不召集股東會而為報告時（第二百一十一條）；監察人都

得認為必要而為股東會的召集。」 

經濟部
95
函釋亦認為：「公司董事因持股轉讓逾二分之一而當然解任，

致僅餘監察人一人者，於此情形可由該監察人依公司法第二百二十條規定

召集股東會。」，此經濟部函釋亦認為監察人主觀之「必要」認知外，尚

                                           
94 陳顧遠，商事法（中冊），復興書局，民國五十七年，頁三九八。 
95 經濟部七十八年五月十五日商二００九五三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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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與客觀條件配合（即公司董事因持股轉讓逾二分之一而當然解任，致僅

餘監察人一人）。 

 

參、認為「於公司全體之利益有必要之情形存在，並且於董事

會不能召集股東會時，監察人始得召集」 

 

    學者劉甲一
96
認為：「監察人認為必要時，得召集股東會（公二百二十

）。該股東會當屬股東臨時會。監察人就其有無召開之必要，固有判斷之

權。但客觀上，應限於為公司全體之利益有必要之情形存在，始得為之。

比諸公司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規定「於必要時召集」之情形，

較受限制。並且於董事會不能召開股東臨時會，始得召開之。⋯⋯謂其為

監察人之「緊急處分權」，卻無不可。」，本說係認為董事會不能召集股東

會時，並為公司全體之利益有必要之情形存在，監察人始得召集股東會。 

 

肆、主張「通常情形，應在董事會怠於（不為）行使其召集權時，

監察人始得行使召集權，但若有緊急情事，不在此限。」 

 

學者楊盤江
97
認為：「立法者就監察人召集股東會之權限所為之價值判

                                           
96 劉甲一，公司法要論，五南書局，民國六十七年四月版，頁一九二至一九三。 
97 楊盤江，監察人召集股東會之權限，法商顧問二卷六期，民國七十年六月，頁四一一至四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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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應受立法者就董事會召集股東會之權限所為之價值判斷的限制，因為

在『三權分立』的根本設計上，股東會之召集權屬於執行公司業務之行政

部門－董事會，而監察人只是立於監督的立場，為監督公司業務之正常運

行，才享有股東會之召集權，其權限毋寧是補充性的。⋯⋯監察人所享有

之股東會召集權，既僅有補充性，自亦應在董事會怠於行使其召集權時，

始得行使。惟此係就通常情形而言，若有緊急情事，不能期待監察人再聽

任董事會為召集，那麼雖然董事會尚非怠於行使其權利，亦應肯認監察人

有召集權。綜上所述：監察人於行使其補充之召集股東會之權限時，應具

備下述要件：（1）在客觀上有必要，亦即為公司之利害關係；（2）在通常

情形，須董事會怠於行使其股東會召集權，亦即須董事會不能為召集；至

於在非常之情形下，則不須董事會不能或不為召集。」，故該學者認為監

察人為公司之利害關係下，於通常情形，應在董事會怠於（不為）行使其

召集權時，監察人始得行使召集權，但若有緊急情事，得隨時召集股東會

。 

 

伍、主張董事會不能召集或不為召集股東會為限，監察人始可召

集 

 

持此說者，以董事會不能召集或不為召集股東會者為限，監察人始可

召集
98
。實務上亦採相同見解，最高法院

99
認為「必要時」應於董事會不能

                                           
98 採此說者有賴源河，實用商事法講義，五南圖書出版，民國八十六年十月，頁一四九；楊建華，公

司法要論，民國八十二年十月，頁一一七至一一八；粱宇賢，公司法論，三民書局，民國八十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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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或不為召開基於公司利害關係而召集始為相當，其理由為「 公司法

第二百二十條固規定監察人認為必要時，得召集股東會，但所謂「必要時

」，原則上於董事會不能召開或不為召開股東會情形下，基於公司利害關

係而召集，始為相當。蓋依同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股東會原應由董事

會召集。倘董事會無不能召開或不為召開之情形，任由監察人憑其一己主

觀上意思，隨時擅自行使此一補充召集之權，勢將影響公司營運正當狀態

，殊失立法原意。」
100
，但公司法第二百二十條修正後，監察人召集股東

會之事由並不限於董事會不能召開或不為召開之情形，只要監察人為公司

利益於必要時即得召開股東會，故本判決於公司法修正後已不可採。 

 

陸、依實際狀況認定之 

 

學者劉連煜
101
認為：「加強所謂之『公司監控』（corporate governance

）已是世界法學界的潮流
102
，而我國公司法在公司監控的設計上，又頗多

依賴公司監察人角色的發揮，因之本文以為本條所謂『必要時』，應由監

察人依實際情形認定之。換言之，祇要監察人認為有召集股東會之必要，

以解決公司重大待決之爭議事項時，即得召集之」。 

    綜合以上之討論，原公司法第二百二十條「監察人認為必要時，得召

                                                                                                                                 
二月，頁四一五；王泰銓，公司法新論，三民書局，民國八十七年一月，頁三五四。 

99 最高法院七十年度台再字第一三○號判決及最高法院七十年度臺上字第五一○號判決皆採本見解。 
100 最高法院六十八年度臺上字第八八○號判決。 
101 劉連煜，論監察人之股東會召集權限，台灣本土法學，民國八十九年七月第十二期，頁九四；柯芳

枝教授原持此說，後改採「認為祇要監察人認為必要，即可召集」之論點。 
102 See e.g., ABBASS F. ALKHAFAJI, A STAKEHOLDER APPROACH TO CORPORATE GOVERNANCE （1989）；See also: Corporate 

Law Economic Reform Program of Australia, 1999 ed.

（http://www.treasurer.gov.au/tsr/content/transcripts/2002/058.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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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股東會。」學說上對該「必要時」之認定眾說紛紜，沒有一個定見。而

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公司法第二百二十條修正為「監察人除董事會不為召集

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外，得為公司利益，於必要時，召集股東會。」，其理

由係最高法院判例
103
認為公司法第二百二十條所謂「必要時」，原則上應

於董事會不能召開，或不為召集股東會之情形下，基於公司利害關係而召

集，始為相當。此次修正原擬將該判例之「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

東會」明文化，將監察人之股東會召集權，限定於「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

能召集，而認為必要時」，立法院審議時，將之更改為現行法規定，使得

監察人除於董事會不為或不能召集之情形外，於符合公司利益之必要情況

下，亦得依自己判斷，自行召集股東會
104
。且因監察人於執行職務範圍內

為公司負責人，其應依公司法第二十三條負忠實及注意義務，其於「必要

時」召集股東會自應依忠實及注意義務判斷股東會之召集是否合理或合法

，而不用對監察人召集權限給予不必要之限制。因此本文就以上幾個學說

加以探討，是否於公司法修正後，有無適用之餘地。 

第一說認為祇要監察人認為必要，即可召集，此說已不可採，因為公

司法修正後已明列「得為公司利益，於必要時，召集股東會。」，故不只

須監察人認為「必要時」，尚須「為公司利益」才可召集股東會。 

第二說所主張監察人主觀之「必要」認知，應與客觀條件配合，該說

就「客觀條件」似乎限定在公司法有規定之事項上，對於其他監察人依據

忠實及注意義務，認為公司有必要召集股東會情形，並無法羅列，故而此

                                           
103 最高法院七十七年台上二一六０判例:「撤銷股東會決議公司法第二百二十條所謂「必要時」，原則

上應於董事會不能召開，或不為召集股東會之情形下，基於公司利害關係而召集，始為相當。倘董

事會無不能召集或不為召集股東會之情形，任由監察人憑一己之主觀意旨，隨時擅自行使此一補充

召集之權，勢將影響公司之正常營運，自失立法原意。原審謂監察人召集股東會，祇監察人認為必

要時，即得為之，不受任何限制，不無可議。」 
104 賴源河等，前引註 33，頁三０一至三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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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於公司法修正後亦不可採。 

第三說認為「於公司全體之利益有必要之情形存在，並且於董事會不

能召集股東會時，監察人始得召集」，此說亦不可採，因公司法修正後將

「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及「得為公司利益，於必要時」

兩者並列，故監察人召集股東會，並不限於「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

股東會」時，監察人始得召集股東會，故該說亦無適用之餘地。第四說、

第五說於公司法修正後，亦和第三說一般，沒有適用之餘地。 

第六說依實際狀況認定之，亦和第三說一般未考慮監察人之忠實及注

意義務，因此本說亦不可採。 

綜上所論，本文認為公司法第二百二十條既明文規定「監察人除董事

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外，得為公司利益，於必要時，召集股東會

。」，於實際操作上，監察人於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時，監

察人得「為公司利益」於「必要時」，當然能召開股東會；其次監察人於

以上情形外，尚得依公司法第二十三條忠實及注意義務判斷，是否客觀上

有為「公司利益」及主觀上有「必要時」為公司召開股東會。 

 

第二款 監察人於無召集股東會之必要時召集股東會所作

決議之法律效力 

 

    監察人於無召集股東會之必要時召集股東會，所作決議之法律效力，

有採無效說、得撤銷說及決議有效說，以下分別情形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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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無效或決議不存在說 

 

    台灣高雄地方法院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六日訴字第一五九一號判決認

為「股東會決議如為無效者，固係自始確定不生效力，無待何人之主張，

亦無待於法院之裁判，當然的不生法律上之效力；且確認之訴必須以私法

上之法律關係為訴訟標的，並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始得提起。然

股東會決議為二人基於平行與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行

為，而原告係被告鴻印公司之股東，有該公司之股東名簿可稽，其於對該

項決議是否無效既生有爭議，應解為其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而

得提起確認股東會不決議成立之訴。按股東會除本法另有規定，由董事會

召集之，另公司監察人，由股東會就股東中選任之，足見公司之董事及監

察人，均須由股東會就股東中選任之。而股東會應由有召集權人召集，業

如前述，是如無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既非合法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機

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從而其決議當然無效。」，本判決認為監察人

於無必要時召集股東會，該監察人為無召集權人，無召集權人所召集之股

東會，該股東會為「不存在」，而該「不存在」之股東會所作之決議，該

決議當然無效，因此本說可稱為「無效說」或「不存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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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得撤銷說 

 

    最高法院八十六台上一五七九號判例認為
105
「按監察人於無召集股東

會之必要時，而仍召集股東會，與無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之情形有別，僅

係該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有無違反法令或章程，得否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

條規定，由少數股東自決議之日起一個月內（現行法改為三十天），訴請

法院撤銷其決議而已，該決議在未經撤銷前，仍為有效。」 

 

參、決議有效說 

 

    學者劉連煜
106
認為：「無召集股東會之必要，監察人卻冒然召集之，

本質上屬於監察人之濫權，其股東會所為之決議基本上仍為有效，僅涉及

公司得否追究其責任耳！且學者認為較能維護法律適用之安定性，並公司

法本條之規範意旨。否則，動輒決議無效，對公司、股東及債權人而言，

均非當然有利。」 

 

通說就監察人於無召集股東會之必要時召集股東會，所作決議之法律

效力，係採得撤銷說
107
，如前揭最高法院八十六台上一五七九號判例，而

本文認為新修正公司法二百二十條明定「監察人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

                                           
105 經濟部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商字第０九一０二０九四五七０號函及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台上字第

四二五號判決亦同此見解。 
106 劉連煜，前引註 101，頁九七。 
107 楊建華，前引註 71，頁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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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股東會外，得為公司利益，於必要時，召集股東會」。將「必要時」

與「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分開列明，而就「必要時」並不

限於「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在此情形下「必要時」需由

監察人依公司法第二十三條之忠實及注意義務就個案情形加以判斷，若就

監察人無必要時召集股東會，一律認為係「無效」或「決議不存在」，會

使與之交易之善意第三人權利受損，有礙法律之安定性；其次若採「決議

有效說」，雖使法律關係很快確定，但卻使監察人容易於「無必要時」召

集股東會，且當該股東會決議造成公司損害時，當公司欲對監察人求償時

，監察人常脫產，以致公司股東求償無門，故該說亦非得宜。 

故本文認為應採實務通說之「得撤銷說」，因該說並不會使法律關係

不易確定，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規定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

，違反法令或章程時，股東得自決議之日起三十日內，訴請法院撤銷其決

議。故股東於股東會決議時間經過後三十日內，若未提起股東會決議撤銷

之訴，則該股東會之決議將會確定而有效，對於法律關係安定性將沒有多

大影響；其次若監察人於「無必要時」濫行召開股東會，並作成決議，股

東得於三十日內訴請法院撤銷，法院得於股東提起撤銷訴訟時加以審查，

故而採「得撤銷說」將較為合宜。 

 

第三款 監察人任期屆滿不及改選時所召開股東會 

 

    監察人與公司間之關係乃屬委任關係，監察人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

，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監察人就任時為止。公司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三項

及第二百十七條第二項定有明文，是以監察人任期縱已屆滿，如就公司有



 59

利害關係事項而認為有必要時，自仍得依法召開股東會
108
。 

    而該監察人所召開股東會所作之決議，本文認為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

七條第二項前段規定:「監察人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

至改選監察人就任時為止。」故監察人於任期屆滿後，尚未改選前，其延

長職執行職務，應至改選監察人就任時為止，是以該監察人仍有於必要時

召開股東會，作成股東會決議，該股東會之召集程序並無違法。但主管機

關若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條第二項後段規定，限期令公司改選；屆期仍

不改選者，自限期屆滿時，監察人當然解任。監察人自無法依公司法第二

百二十條召開股東會。且該段規定係民國九十年十一月新修正，其係因現

行實務上因公司經營權之爭致遲遲未為改選之事例時有所見，為保障股東

之權益，促進公司業務正常經營，以貫徹本條之立法目的，爰修正第二項

，主管機關依職權限期令公司改選，期滿仍不改選者，自限期屆滿時，其

當然解任
109
。故依立法者之原意

110
若經主管機關限期令公司改選，期滿仍

不改選者，自限期屆滿時，監察人當然解任。若該解任之監察人仍召開股

東會而作成決議，本文認為該決議應為無效，而非得撤銷或決議有效，因

該監察人既遭解任，其當為無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該股東會為不存在

，不存在之股東會所作之決議，該決議當然無效，如此方符合立法者之原

意。 

 

                                           
108 經濟部五十六年一月六日商００二五一號函。 
109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條修正說明第二項，法律小組編，前引註 81。 
110 該次修法立法委員林文郎等三三人另提更激烈之主張，其認為：「案公司與監察人間之關係，依民

法關於委任之規定，委任契約期間屆滿，公司當然應召集股東會改選之。現行條文為顧慮實務上運

作可能產生之公司空窗期，例外規定監察人任期屆滿不及改選者，得延長其執行職務致改選監察人

就任時。但常有不肖董事利用此條文之漏洞，拒不召開股東會改選監察人，使其再持股不足或涉及

公司經營權爭奪時，仍能繼續執行監察人職務，對股東權益及公司業務正常運作有極為負面之影

響，爰刪除本條第二項，讓監察人任期確定，避免其以拒不召開股東會為手段來延長執行職務。」，

但該提案並未通過，而改採目前較緩和之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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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受法院之命令 

  

關於公司之財物及業務帳目，其檢查權及查核權係由公司監察人所擔

任，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八條訂有明文。惟股東除了被動的接受董事會所編

造之財務報告，及監察人對公司業務、財務狀況，以及對於各項表冊之意

見外，是否亦能自行指派檢查人，檢查公之財務及業務狀況？為保障股東

之投資權益，免於董事會或監察人之欺瞞，允許股東得享有此項權利並不

為過，惟為避免少數股東濫用權利，恣意擾亂公司營運，對於股東如何行

使此項權利，應加以適度之規範
111
。故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五條規定：「繼

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得聲請法院選派

檢查人，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法院對於檢查人之報告認為必要

時，得命監察人召集股東會。對於檢查人之檢查有妨礙、拒絕或規避行為

者，或監察人不遵法院命令召集股東會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

下罰鍰。」此時檢查人於其執行職務之範圍內亦為公司之負責人，應依公

司法第二十三條負忠實及注意義務，而法院對於檢查人所作之報告，認為

必要時，得命監察人召集股東會，此種情形下，既是法院命令監察人召開

股東會，監察人即需加以遵守召開股東會。且原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

三項規定「對於檢查人之檢查有妨礙行為者，或監察人不遵法院命令召集

股東會者，各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民國九十年十一月修正略作

文字修飾，增加「拒絕或規避」檢查人之檢查亦須接受處罰，以求檢查事

宜得以順利進行。另參酌民法第四十三條之規定，爰將第三項刑事罰規定

                                           
111 賴源河等，前引註 33，頁三四三至三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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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為行政罰鍰，並將罰鍰額酌作調整
112
。因此監察人不遵法院命令召

集股東會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三項 分別召開 

 

當公司有監察人數人時，解釋上應認為一人即可召集，不必經其他監

察人之同意，已如前述，但數監察人皆認為有召集股東會之必要時，而分

別召集之股東會，該數個股東會將如何處理；本文認為監察人為公司利益

於必要時召集股東會，該先召集之股東會（股東會甲），應認為有效，其

他監察人之後再行召集股東會（股東會乙），該第二個股東會即不可以認

為係「為公司利益」且符合「必要時」，因第一個監察人為公司利益且必

要時召集股東會，該股東會（股東會甲）即可將開會議決公司利益之相關

事項，如此即不可想像其他監察人所召集之股東會還符合「為公司利益」

且「必要時」。此時其他監察人若仍召開股東會（股東會乙），該股東會應

為無召集權人所召集之股東會，其股東會不存在，所為之決議當然無效。 

因我國公司法未採監察人會之制度，所以可能會造成數個監察人認為

「必要時」分別召開數個不同之股東會，或對於公司政策方針有不同之意

見，而對公司提出不同之質疑，以致公司運作發生困難，因此本文認為一

定資本額以上之股份有限公司似可引進監察人會，由所有監察人開會議決

，共同行使監察人會之職權，一般而言，與單獨監察方式相較，監察人會

組織性的監察方式，具有有監察效率、監察資訊取得、公正監察結果、排

                                           
112 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五條修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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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監察人間之矛盾及與董事會之制衡關係等優點
113
，公司監控引進監察人

會都較現行單獨監察制度，更為有利，其創設值得肯定。但須注意的是須

防止監察人會與經營者或少數股東互相結合，操縱公司之經營，致公司受

有損失，則監察人會獨立性之確保將是公司監控最重要之課題
114
。 

若公司監察制度採監察人會，則監察人認為必要時要召集股東會，必

須先提案經由監察人會議之通過，以監察人會之名義召集股東會，如此即

不會產生數個監察人分別召開不同之股東會，以致滋生困擾。 

 

第四項 召開股東會之費用 

 

監察人召集股東會必會支出相當之費用，譬如股東開會通知之郵資、

工作人員之薪資、開會場地之租借費用、股東名冊之抄錄費及其他行政費

用等，該等費用理應由公司本身所支出，但公司監察人為公司利益於必要

時召集股東會，董事會必定沒參與召開股東會之事務，此時監察人所支出

之費用，本文認為應由監察人先行墊付，俟股東會召開後，再由監察人向

公司請求支付，若公司不願支付該費用，則由該監察人循司法途徑解決。 

 

                                           
113 參照奧島孝康，監查役會の法定機關と權限の再分配，商事法務第一二九六號，一九九二年，頁二

四；轉引自黃銘傑，公司監控與監察人制度改革論－超越「獨立董事」之迷思，台大法學論叢，第

二十九卷第四期，民國八十九年七月，頁一九六。 
114 學者認為要確保監察人會之獨立性應從三個步驟循序加以探討，即獨立監察人之比例、獨立監察人

之選任方式、監察人之責任等三個方向來確保監察人會之獨立性，參見黃銘傑，同上註，頁一九六

至二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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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股東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而召集 

 

股東會通常由董事會召集之，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條定有明文，在特

定之情形下監察人得召集股東會已如前述，但公司董事會不為或不能召集

股東會時，應賦予少數股東召集股東會之權限，因此現行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三條規定，少數股東得依法申請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集股東會，係第一

百七十一條本法另有規定之情事。是以，少數股東之召集係屬特殊情形，

不發生「代位」董事會之問題
115
。 

例如針對股票上市公司經營權爭奪問題，我國學者劉連煜
116
曾指出：

「近來，國內頗多公司發生經營權爭奪戰時，公司派為求能在最有利於己

之時刻召集股東會方式，以求勝選，往往以拖延召開股東會方式，冀望達

其目的。因此，遂造成公司之不安，有時甚至因而影響投資大眾之權益（

如上市公司股票因此被降為全額交割股）。按公司經營權爭奪戰，本是公

開發行股票公司，其股份走向公開化後，極容易產生之自然結果。經營權

爭奪如有任何爭執，理當由公司所有者即股東大會之組織加以裁決，始稱

妥當。目前實務上盛行拖延召開股東大會之舉，實無助於公司制度正常之

發展，如任其演變，實有礙於我國之經濟發展與資本市場之健全。」因此

俾與少數股東自行召開股東會之權限予以制衡，實為相當重要之課題。 

因此公司法規定少數股東得召開股東會，而其情形可分為以下兩種：

（一）、「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

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臨時會。前項請求提

                                           
115 經濟部八十四年八月八日商八四二一四八九一號函。 
116 劉連煜，如何強化股份有限公司監控制度，證交資料第四百零六期，民國八十五年二月，頁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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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後十五日內，董事會不為召集之通知時，股東得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

行召集。依前二項規定召集之股東臨時會，為調查公司業務及財產狀況，

得選任檢查人。」（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二、三項）；（二）、「董

事因股份轉讓或其他理由，致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時，得由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

召集。」（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四項），本節以下就以上二種情形分別

討論。 

 

第一項 董事會不為召集 

 

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繼續一年以上，持

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

由，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臨時會」、「前項請求提出後十五日內，董事會不

為召集之通知時，股東得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集」，其立法理由乃

因股東會以由董事會召集為原則，但如董事會應召集股東會而不召集，或

因與董事有利害關係，故意拖延，不肯召集股東會；或一部分股東認為有

召集股東會之必要時，允宜給予股東有請求召集或自行召集權
117
。且為避

免少數股東恣意召集股東會，擾亂公司之經營，公司法於第一百七十三條

一、二項就少數股東召集股東會設定相當之要件以為節制，以下就其要件

加以探討。 

 

                                           
117 經濟部八十二年十二月十日商二三００八六號函。 



 65

第一款 請求權人為少數股東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二項規定所稱之少數股東係指「繼續一

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學者劉連煜
118
認

為「本項之適用仍須地方主管機關之許可，因此，由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一人或數人）請求召集股東會，應較無浮濫召

開股東會之弊端存在。」，另有其他學者建議本條第一項規定可比照日本

商法第三百三十七條修正為「繼續六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

三以上之股東」，酌予放寬少數股東申請資格之限制。惟此於經濟部公司

法修正案公聽會時，工商團體均表反對，一致建議維持現制，以避免少數

股東浮濫申請自行召集股東會，故本項最後維持現行規定，不予修正
119
。 

少數股東自行召集股東會，首先必須具備股東身分
120
，因第三人取得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而未向公司申請更名過戶僅不得以其轉讓對抗公司

而已，並非否認其股東身分
121
，故經法院判決確定應予登記更名過戶者，

                                           
118 劉連煜，前引註 116，頁十六。 
119 高靜遠，公司經營權爭奪問題之公司法修正方向，會計研究月刊第一百三十七期，民國八十六年二

月，頁二五。 
120 經濟部五十八年十月十六日商三五四０六號函：「查股份有限公司設立登記後何時發行股票，公司

法（舊）並無明文規定，本案００００股份有限公司據稱尚未發行股票，關於股權之轉讓，自無從

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四條規定方式辦理，其以股權買賣契約書為股份之轉讓憑證，除有無效或得

撤銷之原因外，自與記名股票背書轉讓具有同一效力，惟如未向公司申請更名過戶，僅不得以其轉

讓對抗公司而已，並非否認其股東身分，至於該公司股東０００等申請自行召集股東會，倘經查明

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二項規定要件，自可依法予以核准。」 
121 經濟部七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商０二八七七號函：「關於第三人取得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而未向公

司辦理過戶手續，是否取得股東權乙節，前經本部以五十八年十月十六日商三五四０六號函釋：

「⋯⋯惟如未向公司申請更名過戶僅不得以其轉讓對抗公司而已，並非否認其股東身分⋯⋯」，復

經本部另以六十一年八月四日商二一五七七號函釋：「依據呈附高雄地方法院判決確定證明書及六

十一年訴字第三四一０號判決影本記載，歐００與戴００二人持有００大戲院股份有限公司既達百

分之三以上，案經法院判決確定應予登記更名過戶，其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公

司董事會召開臨時股東會自非無據」。上開函釋雖係針對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所為之解

釋，然其解釋對本案而言，仍有其適用。職是，本案自得准許該第三人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

四項規定自行召集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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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過戶前仍得以股東身分請求自行召集股東會
122
。而具備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

份之股東若已死亡，則其繼承人應向公司辦妥股票過戶手續後，始有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之適用
123
。 

 

第二款 以董事會為請求對象 

 

本條第一項規定：「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

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臨時

會。」故可知少數股東召集股東臨時會之請求，應向董事會為之。惟董事

會係所謂合議制機關，故解釋上應向為董事會主席之董事長提出。只須該

項書面到達董事長時，即發生提出之效力。公司董事長是否拒收，對於上

述效力之發生不生影響
124
。 

                                           
122 經濟部六十一年八月四日商二一五七七號函：「關於歐００等請求００大戲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召開股東臨時會是否適法一案，依據呈附高雄地方法院判決確定證明書及六十一年訴字第三四一０

號判決影本記載，歐００與戴００二人持有００大戲院股份有限公司既達百分之三以上，案經法院

判決確定應予登記更名過戶，其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公司董事會召開臨時股東

會自非無據。惟本案既經該廳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二項但書規定，限期令飭該公司辦理改

選董事監察人並修正章程，自應徹底執行，該公司如不遵辦申請，股東再依同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

二項規定請求自行召集股東會，該廳自可依法核辦。又該公司如有違反公司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二項

之規定情事，並可依照同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123 經濟部八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商二二九一三七號函：「具少數股東請求召集權限之股東死亡其繼承人

應辦過戶始有其適用按行使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之權限者，以繼續一年以上，持

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為限。是故，具備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繼

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若已死亡，則其繼承人應向公司辦妥股票

過戶手續後，始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之適用。」 
124 經濟部六十三年一一月一八日商二九五二五號函：「本案因事涉民法第九十五條適用問題，經洽准

司法行政部六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臺(63)函民０九三九二號函復略以：「1.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有請求召集股東臨時會之權利，此項請求權依同條項規定確以書面記明提議

事項及其理由向董事會提出之。惟董事會係所謂合議制機關，故解釋上應向為董事會主席之董事長

提出。2.少數股東以書面（例如郵政存證信函）向董事長請求召集股東臨時會，只須該項書面到達

董事長時，即發生提出之效力。公司董事長是否拒收，對於上述效力之發生不生影響。3.少數股東

向董事長提出召集股東臨時會之請求為十五日內，董事會不為召集之通知時，股東自得依公司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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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應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少數股東向董事會請求召集股東

臨時會，應以書面記名提議事項及理由。按本項明文之規定係以「得」，

而非使用「應」，而參酌該條文義所示，應係「『少數股東權』股東『得』

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臨時會」，與「向董事會請求召集股東臨時會，『應』

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等二段文字之結合。否則，若許「少數股東

權」股東得不附理由逕提召集股東臨時會之請求，董事會既無從討論召集

事由，自無法決定召集與否之問題；且亦遭「少數股東權」濫用之機
125
。 

 

第四款 須以書面請求公司董事會召集股東臨時會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中僅表示「少數股東權」股東「應」以

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臨時會，並未要求應以「

書面」向董事會為召集請求之通知
126
。惟因董事會不為召集，應由少數股

東負舉證責任
127
，故該「通知」應以書面為之。 

                                                                                                                                 
一百七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報經地方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集。」本件請照前項司法行政部意見辦理。」 

125 莊柏毅，少數股東權股東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問題之研究，軍法專刊第四十二卷八期，民國八十五

年八月，頁二八。 
126 莊柏毅，同上註，頁二九。 
127 經濟部六十五年三月八日商０五八九一號函：「參照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規定文義，公司股東於報

請地方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時，所應具備之文件為：1.持有股份證件。2.書面通知

董事會之證件。3.召集事項及理由。其次，對於董事會不為召集之通知，並應負舉證責任，以昭慎

重，並防杜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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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 前項請求提出後十五日內，董事會不為召集之通

知 

 

    董事會不為召集股東會之情形，除自始即不為召集外，其雖為召集，

但所定股東會開會日期故意拖延之情形，亦應包括在內。至所定股東會開

會日期是否有故意拖延情事及有無召集股東會之必要，則屬事實認定問題

，應由主管機關依職權核酌
128
。故經股東常會決議，董監事俟本年度增資

完成後改選，則無另行召集重複討論之必要
129
，至少數股東自行召集股東

會，如僅涉私法契約糾紛，主管機關得不准
130
。 

 

第六款 少數股東得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集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股東自行召集股東會，係針對同條

第一項規定，經股東請求董事會召集而不召集，所賦予股東之召集權，此

                                           
128 經濟部八十二年十二月十日商二三００八六號函。 
129 經濟部六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商二一一五六號函：「查００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股東０００等依照公司

法第二百七十五條規定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會改選董事監察人，既經該公司董事會提列議案，並於

本年０月０日經股東常會討論決議：「本公司董事暨監察人俟本年增資完成後改選。」紀錄在卷，

並非拒絕其請求，所請自行召集股東會核與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不合，且查該公司董

事監察人任期均未屆滿，自無另行召集股東臨時會重複討論之必要。」 
130 經濟部八十三年六月八日商二一０八０號函：「查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二項規定由股東申請自

行召集股東會，係針對同條第一項規定，經股東請求董事會召集而不召集，所賦與股東之召集權，

以為股東會原則由董事會召集之例外規定，故以報經地方主管機關許可為要件，以便地方主管機關

審酌有無由股東自行召集之必要。（經濟部七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商字第一一一九六號函釋參照）。

至個案如僅涉私法契約糾紛，而無上開規定情形，自以不許可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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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股東會原則由董事會召集之例外規定，故以報經主管機關許可為要件，

以便主管機關審酌有無股東自行召集之必要，如主管機關原許可公司股東

自行召集之股東會，既因不合法定程序，擬重新召集，應由主管機關針對

擬重新召集時是否仍有必要由股東自行召集之情形，再予審酌許可，以維

持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之原則
131
。而公司法於九十年十一月前係規定「地

方主管機關」，因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後，在台灣省部分由經

濟部辦理，在直轄市部分由直轄市政府辦理，爰刪除「地方」二字
132
，故

股東得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集。該主管機關在台灣省部分係經濟部

，在台北及高雄市係為台北及高雄市政府。 

    同項末段僅稱「股東」，而不稱「前項股東」，其是否概指同法條第一

項所規定之「少數股東權」之股東，頗有疑義。蓋向董事會請求召集股東

臨時會之「少數股東權」股東，應否同於呈報主管機關，請求其許可召集

者？以否定說為當
133
。 

最後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二項規定所召集之股東

臨時會，為調查公司業務及財產狀況，得選任檢查人（同條第三項）。此

時檢查人即應調查公司業務及財產狀況，並將調查結果報告於股東臨時會

。而該公司所選任之檢查人，公司應否給予報酬，公司法於此未設有規定

，解釋上應由選任機關股東會決議之
134
。 

                                           
131 經濟部七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商一一一九六號函：「股東依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二項規定申請自行召

集股東會，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後，因自行召集之股東會不合法定程序，該股東第二次重新自行召

集股東會，應再申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准查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股東自行召集股東會，

係針對同條第一項規定，經股東請求董事會召集而不召集，所賦與股東之召集權，此為股東會原則

由董事會召集之例外規定，故以報經地方主管機關許可為要件，以便地方主管機關審酌有無股東自

行召集之必要。本案如地方主管機關原許可公司股東自行召集之股東會，既因不合法定程序，擬重

新召集，應由地方主管機關針對擬重新召集時是否仍有必要由股東自行召集之情形，再予審酌許

可，以維持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之原則。」 
132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修正說明第一項，法律小組編，前引註 81。 
133 莊柏毅，前引註 125，頁二九。 
134 柯芳枝，前引註 5，頁三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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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其他原因下董事會不能或不為召集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四項原規定「董事或監察人因股份轉讓或其

他理由，致不能依本法之規定召集股東會時，得由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

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報經地方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集。」，新法修

正將「地方」二字刪除，並認為股東會以董事會召集為原則，但如董事會

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允宜給予股東應有請求召集或自行召集之權，此為

本條所由設，尚與監察人能否召集股東會無涉，爰修正第四項，以杜爭議

135
，因此將「監察人」刪除。故現行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四項修正為

「董事因股份轉讓或其他理由，致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時，

得由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報經主管機關許可，

自行召集。」，而本項係因董事因股份轉讓或其他理由，致董事會不為召

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時，由少數股東召集股東會，故其要件可析論如下： 

 

第一款 召集權人為少數股東 

 

    本項所稱之少數股東和同條第一項少數股東有所不同，本項所稱少數

股東係指「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而未有繼續

一年以上之限制，故該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係指隨時取得股份

之股東皆包含在內。另公司法於九十年於立法審議時，立法委員林忠正等

                                           
135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修正說明第二項，法律小組編，前引註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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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人提案認為：「對於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達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

東，應放寬其自行召集股東會之限制
136
。」但該提案並未在立法院通過，

未來或可放寬本項之限制，使公司經營權之爭奪爭議，回歸股東會處理，

讓持有大量股份之少數股東能自行召集股東會選任新任之董事、監察人，

而不致因原任董事轉讓大量持股後，仍繼續把持公司之經營權，而不願召

集股東會選任董事、監察人。 

 

第二款 召集之事由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董事因股份轉讓或其他理由，

致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時，得由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

三以上股份之股東，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集。」，故以董事會不為

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為少數股東自行召集股東會之事由。 

所謂董事會不為召集係指董事會可以召集股東會，但因某種原因而不

為召集股東會，其情形包括公司經營權之爭奪，例如公司董事會之董事為

把持公司之董事職位，於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時，不為召集股東會選任

新任董事，以達到繼續控制公司之經營權。而董事會不能召集股東會係指

董事會願意召集股東會但因某種原因而不能從事召集股東會之事務，例如

本條所列公司董事因股份轉讓而解任者
137
，其他情形如公司全體董事經地

                                           
136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修正說明，同上註。 
137 經濟部七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商三九五一七號函：「查本部六十三年四月一五日商０九四九四號函

釋：「如董監事均出讓者（指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董監事將其股份全數轉讓而解任者）可由原任董事

會召集，並由原任董事長暫代主席，俟會中推選主持人後退席」，係因當時公司法（六十九年五月

九日修正前之公司法）對於股份有限公司在全體董監事將其股份全數轉讓而解任之特殊情況下尚無

規定，為實際需要而作成。惟公司法於六十九年五月九日修正時，已針對上開情形，特於第一百七

十三條增訂第四項以為救濟之途，是以本部上開函釋應不得再行援用。」 



 72

方法院假處分裁定不得執行董事職務與股東會之召集及舉行有關之職務

138
等。 

 

第三款 報經主管機關許可 

 

    本項以少數股東報經主管機關許可為要件，以便主管機關審酌有無股

東自行召集之必要，主管機關是否許可自行召集股東會，允屬主管機關具

體個案實質審查之行政裁量範疇
139
，而該主管機關在台灣省部分係經濟部

，在台北及高雄市係為台北及高雄市政府。 

少數股東經申請自行召集股東會，經主管機關許可後，因自行召集股

東會改選董監事變更登記遭主管機關駁回，該股東第二次重新自行召集股

東會，可不用申請主管機關核准
140
，該自行召集股東會之主席，應由原申

請召集股東臨時會之股東自行推選一人擔任
141
。 

 

                                           
138 經濟部八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商八四二二五九０一號函：「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董

事或監察人因股份轉讓或其他理由，致不能依本法之規定召集股東會時，得由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報經地方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集。」若公司全體董事經地方法院假處

分裁定不得執行董事職務與股東會之召集及舉行有關之職務，致不能依本法之規定召集股東會時，

自得依本項規定申請自行召集股東會。至地方主管機關是否許可自行召集股東會，允屬地方主管機

關具體個案實質審查之行政裁量範疇。」 
139 經濟部八十四年十月一九日商八四二二五九０一號函。 
140 經濟部七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商０五二九七號函：「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

第四項規定申請自行召集股東會，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後，因自行召集股東會改選董監事變更登記

遭主管機關駁回，該股東第二次重新自行召集股東會，可不用申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准查本部前於七

十三年十月十一日邀集有關機關研商公司法第二百零三條適用疑義，其會議結論第二點為：「依最

高法院第二百零三條第四項準用同條第三項之程序規定繼續自行召集之第二次董事會，毋庸再行報

經地方主管機關許可」。復查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四項與同法第二百零三條第四項之立法意旨

相同，參照上開會議結論，本案毋庸再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准。」 
141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一；經濟部六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商二００七四號函：「依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三條第四項規定由股東自行召集之股東臨時會之主席，可由原申請召集股東臨時會之股東自行

推選一人擔任。（經濟部六十四年十二月八日商二九四五八號函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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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特殊情形下之召集 

 

公司之股東會除由董事會、監察人和股東所召集外，於公司進行重整

、清算或其他特別情形而選任臨時管理人時，亦得由重整人、清算人和臨

時管理人所召集，而在這些情形下所召集之股東會，其股東會之召集亦有

固定之程序，以下即針對不同之召集權人所召集之股東會，其股東會召集

之瑕疵，分別探討其股東會決議之效力。 

 

第一項 重整中 

 

公司重整制度係源自十九世紀中葉美國聯邦法院所實施的「接管人制

度」（receivership），其後為澳州、英國、愛爾蘭、日本、新加坡、西班

牙、加拿大、法國、義大利及紐西蘭等國逐漸採行，但並非各國皆有之制

度
142
。我國公司重整制度，係以民國四十九間唐榮鐵工廠救助案為濫觴，

自民國四十九年九月間經濟部提出公司法修正草案，其第五章第十節規定

「公司整理」起，立法院經數年審議，於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十九日公佈修

正公司法第五章第十節，將「公司整理」修正為「公司重整」，其後又經

民國五十九年、六十九年、七十二年、八十六年及九十年之修正。而民國

九十年十一月之修正重點主要如下：（一）增訂適用公司重整之對象，以

有重建更生
143
可能之公司為限（修正第二百八十二條、二百八十五條）；（

                                           
142 See PHILIP R. WOO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INSOLVENCY 175, 182-184（1995）. 
143 Id., at 175,182。雖然重建更生之可能非常低，例如 10%, 因此「重建更生」之原則將非常難判斷。 



 74

二）法院就重整聲請，除須徵詢中央主管機關之意見外，並得徵詢稅捐機

關及有關機關團體之意見（修正第二百八十四條）；（三）增訂法院原則上

須於一百二十日內為準駁重整之裁定（增定第二百五十八條之一）；（四）

法院裁定駁回重整確定後，於裁定前所為之各種行為失其效力（修正第二

百八十七條）；（五）選任重整人之新修正（修正第二百九十條）；（六）得

以債作股，增加重整之可行性（修正第三百零九條七款）
144
。而以下就公

司重整人之資格及完成重整後召集股東會選任董事監察人之程序加以探

討。 

所謂重整人者，乃在重整程序中，執行公司業務，代表公司，擬定並

執行重整計畫之法定必備機關
145
。根據原公司法第二百九十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公司之重整，原則上以董事為重整人，例外情形下方由法院就債權

人或股東中選派之，或由關係人會議提出候選人名單，聲請法院選派之。

換言之，董事乃法定重整人而無待法院之選派。實際上，重整公司之重整

人亦多由其原任經營者擔任
146
，致造成非常多的爭議。另公司法於九十年

十一月修正理由亦指出：為維持重整人有客觀超然之立場處理重整事務，

如重整人本身為董事，具股東身分，其執行業務難免有偏於股東之權益，

宜就公司經營具有專門知識及經驗者充任之較為妥當。同時為顧及債權人

、股東或董事，對公司原有之業務或債權情形較為熟悉，似不宜將之硬性

排除在外，且是否有偏頗之虞，法院亦會適當斟酌，故亦保留債權人、股

東或董事亦得擔任公司重整人之規定
147
。因此公司法第二百九十條第一項

修正為：「公司重整人由法院就債權人、股東、董事、目的事業中央主管

                                           
144 劉連煜，新修正公司法之重要內容及其評論，台灣本土法學第三十一期，民國九十一年二月，頁一

七四至一七五。 
145 柯芳枝，前引註 5，頁五四一。 
146 羅建勛，公司如何重整，永然文化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三年，頁三０二。 
147 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公司法第二百九十條修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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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或證券管理機關推薦之專家中選派之。」，第二項則未做修正。 

公司法第三百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公司重整人，應於重整計畫所定

期限內完成重整工作；重整完成時，應聲請法院為重整完成之裁定，並於

裁定確定後，召集重整後之股東會選任董事、監察人。」茲將其程序分述

如下： 

 

第一款 重整計畫之期限 

 

重整程序速審速結對正常之重整申請人有利，對其他關係人之權利較

不會造成過度傷害。九十年修正前公司重整規定除第三百零四條第二項規

定依司法院七十三年間函稱重整程序應於自准予重整裁定之日起一年內

終結外，並無直接明文規定應於重整聲請之日起多少時間內終結。實務上

有拖延甚久未為準否重整之裁定、超過一年未終結重整程序等情事，其結

果不但公司喪失重整再生之時機，債權人、股東受害更大，實不妥當
148
。

因此民國九十年第三百零四條第二項修正理由認為：重整計畫應有一定期

限，以避免重整人藉故拖延時日，影響股東及債權人權益，惟對何時起算

並無明文規定，爰修正規定「自法院裁定認可確定之日起算」，以資明確

；又重整計畫之執行，程序上繁簡不一，若未能於一年內完成而有正當理

由者，自宜許其展延，故明定應經重整監督人許可後，聲請法院裁定准予

延展期限，俾加強監督；屆期仍未完成者，則公司已無重建更生之可能，

法院自得依職權或聲請裁定終止重整，以杜流弊
149
。故公司法第三百零四

                                           
148 黃虹霞，公司重整制度之檢討，月旦法學雜誌第八十五期，民國九十一年六月，頁二０二。 
149 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公司法第三百零四條修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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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二項修正為「前項重整計畫之執行，除債務清償期限外，自法院裁定

認可確定之日起算不得超過一年；其有正當理由，不能於一年內完成時，

得經重整監督人許可，聲請法院裁定延展期限；期限屆滿仍未完成者，法

院得依職權或依關係人之聲請裁定終止重整。」而本項所稱一年明確規定

為重整計畫之執行期限，而不是法院重整程序終結期限，另重整計畫之內

容必須公平合理，不能只圖重整公司之繼續存續
150
，自不待言。 

 

第二款 法院為重整完成之裁定 

 

公司重整計畫執行完成時，應聲請法院為重整完成之裁定，而公司法

第三百一十條第一項原規定「公司重整人，應於重整計劃所定期限內，完

成重整工作，並召集重整後之股東會。」，但重整完成，應由重整人聲請

法院為重整完成之裁定，並於裁定確定後，召集重整後股東會選任董監事

，始符合程序
151
，故本條於九十年十一月修正為「公司重整人，應於重整

計畫所定期限內完成重整工作；重整完成時，應聲請法院為重整完成之裁

定，並於裁定確定後，召集重整後之股東會選任董事、監察人。」，再依

公司法第三百一十四條規定：「關於本節之管轄及聲請通知送達公告裁定

或抗告等，應履行之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故公司重整完成

之裁定似乎要準用民事訴訟法；但非訟事件法第九十四條又規定「依公司

法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零六條第二項至第四項及第三百一十條第二項
152

                                           
150 黃虹霞，前引註 148，頁二０三。 
151 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公司法第三百一十條修正理由。 
152 該處所稱之公司法第三百一十條第二項應係指公司法修正前「重整完成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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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裁定，應公告之，毋庸送達。」，因此該公司完成重整之裁定應依非

訟事件法第九十四條公告之，毋庸送達。但因法院依本條規定不須送達，

如此會造成重整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在重整進行中不斷閱卷，以確認

重整計畫是否完成之裁定。 

 

第三款 召集股東會 

 

該公司完成重整之裁定無人抗告或抗告遭駁回，經法定時間經過後，

公司重整人應召集股東會，而依公司法第三百一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股東股權經重整而變更或減除之部分，其權利消滅；未申報之無記名

股票之權利亦同。」，故股權經變更或減除之部分及未申報之無記名股票

之股東，其股東權消滅，皆不得出席股東會行使重整前股東之權利，而該

重整人所召集之股東會應由重整人擔任主席，重整人有兩人以上時，應互

推一人擔任之（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一第一項）。 

 

第四款 選任董事、監察人 

 

公司依三百一十條召集之股東會，所議決之事項因公司法已於本條明

確規定選任董事、監察人，故該股東會僅能就選任董事監察人之議案加以

討論，而不得議決選任董事、監察人以外之議案，否則將構成股東會召集

程序違反法令，為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撤銷之原因。而該選任之董事、

監察人於就任後，應會同重整人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或變更登記（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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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十條第二項）。因公司重整結果成為一新公司時，自應為創設登記

並為公司之解散登記，故應為「申請登記」；如公司雖經重整，僅內部有

所變更，並未成立新公司時，則只須「變更登記」即可
153
。 

    另公司自聲請重整後至法院為準駁重整之裁定前，為避免公司原有負

責人在此時期藉機掏空公司資產，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建議在此一時期

增設一「臨時管理人」，擔任公司之負責人，以妥善管理公司。至於臨時

管理人之人選，則由法院就公司債權人、股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證券

管理機關推薦之專家中選派之
154
，但此建議於九十年十一月公司法修正並

未納入，或可作為公司法修正之參考。 

 

第二項 董事會無法召開行使職權時 

     

股份有限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之情形有二：（一）、依據公司法第二百

零八條之一選任臨時管理人；（二）、依據企業併購法第十四條選任臨時管

理人。兩者所選任之臨時管理人目的有所不同，故其選任之程序、機關及

臨時管理人之職權亦有所不同，以下就其情形加以探討比較。 

 

                                           
153 羅建勛，前引註 146，頁一八八。 
154 「公司重整裁定前，擬設臨時管理人」，工商時報，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日，第二版；公司法制

全盤研究與修訂建議委託研究期末報告第三冊，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頁二四五，公司法第

二百八十九條第三項：「法院為重整裁定前於公司資產及債權人利益有受重大侵害之虞時，得依利

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就對公司業務具有專門學識及經營經驗者，或金融機構選認為臨時管理

人行使董事或董事會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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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公司法選任之臨時管理人 

 

按非訟事件法第六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155
法院得為法人選任臨時管理

人，原係為維護法人之正常營運而設，故該條所謂「代行董事之職權」，

於法人為股份有限公司組織時，解釋上應兼有代行董事會之職權。申言之

，該臨時管理人即得依公司法有關規定召集股東會
156
。而法院於全體董事

、監察人被假處分禁止行使職權時選任之管理人，既係代行董事、監察人

之職權，則不論代行董事職權之管理人係一人或數人，均可行使董事會之

職權，否則，無法達到假處分設管理人之目的，維持公司之正常營運。準

此，該管理人如為維持公司正常營運，自可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

召集股東會，而代行監察人職務之管理人，亦可依公司法第二百二十條規

定：監察人於必要時得召集股東會。於為維持公司正常營運情況下，召集

股東會改選董事、監察人
157
。 

    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公司法修正，更進一部參酌非訟事件法第六十五條

、日本商法第二百七十一條準用第七十二條之二
158
，認為公司因董事死亡

、辭職或當然解任，致董事會無法召開行使職權；或董事全體或大部份均

遭法院假處分不能行使職權，甚或未遭假處分執行之剩餘董事消極地不行

使職權，致公司業務停頓，影響股東權益及國內經濟秩序
159
，故增訂第二

百零八條之一：「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時，

                                           
155 非訟事件法第六十五條：「法人董事全部不能行使職權，致法人有受損害之虞時，法院因利害關係

人或檢察官之請求，得選任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之職權。但不得為不利於法人之行為。前項臨時

管理人，法院應囑託法人登記處為之登記。」 
156 司法院秘書長八十年六月七日秘台廳(一)字第０一六０一號函。 
157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九十年二月二十日(九十)板院通文字第○一○四四三號函。 
158 賴源河等，前引註 33，頁二八一。 
159 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之一修正說明第二項，法律小組編，前引註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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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得選任一人以上之臨時管理人，代行

董事長及董事會之職權。但不得為不利於公司之行為。前項臨時管理人，

法院應囑託主管機關為之登記。臨時管理人解任時，法院應囑託主管機關

註銷登記。」，此時法院所選任之「臨時管理人」即得依公司法代行董事

會之職權召集股東會。另有關臨時管理人之職權是否僅限於公司之通常事

務?原經建會研究建議（參考日本立法例）將其職權限於公司之通常事務

，非屬通常事務須主管機關之事前許可，其權利義務原則上與董事同
160
。

但本次修正亦未將經建會意見列入，故臨時管理人之職權並不限於通常事

務，非通常事務臨時管理人亦可加以執行，而其行為準則為「不得為不利

公司之行為
161
」。 

又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二項規定：「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

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

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臨時會。前項請求提出後十五日內，董事會不為召集

之通知時，股東得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集。」是以，股份有限公司

之臨時管理人亦得應少數股東權股東之請求而召集臨時會。故無論由臨時

管理人自行召集或應少數股東權股東之請求而召集股東臨時會，或由繼續

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報經主管機關

許可，自行召集，於法均屬有據
162
。 

 

                                           
160 公司法制全盤研究與修訂建議委託研究期末報告第三冊，前引註 154，頁一五一，公司法第二百零

八條第二、三項：「臨時管理人所得行使之職權，僅限於公司之通常事務；非屬通常事務者，須經

主管機關事前許可。臨時管理人，除前項規定外，其權利義務與董事同。」。 
161 司法院秘書長八十二年七月八日秘台廳民三字第一一五０五號函：「按股份有限公司為解散之決

議，權屬股東會非董事會（公司法第三百一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三百一十六條參照）。又股份

有限公司經法院選任臨時管理人，應僅得代行董事職權並不得為不利於公司之行為（非訟事件法第

六十五條第一項參照）。是上揭公司三位臨時管理人以房租到期無法營運為由決議解散公司，似於

法無據，且已超越其代行董事職權之範圍。」 
162 經濟部八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商二二四七八八號函。 



 81

第二款 企業併購法選任之臨時管理人 

 

為避免公司於進行併購時，公司董事會有不能行使職權之情事（例如

全體董事因併購於其任期中轉讓持股超過選任時股份之二分之一以上者

，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當然解任者），參酌公司法第二百

零八條之一之規定，於企業併購法第十四第一項規定公司得事先經股東會

決議選任臨時管理人，並訂定行使職權之範圍及期限，於董事會不能行使

職權時，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依公司法規定之職權。並鑑於公開發行股票

之公司召開股東會不易，爰於同條第二項就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之出席股

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為特別規定
163
。故企業併購法第十四條第一、二項

規定：「公司董事會有不能行使職權之虞，公司於併購時，得經代表已發

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

意選任臨時管理人，並訂定行使職權之範圍及期限，由臨時管理人於董事

會不能行使職權時，代行董事長、董事會依公司法規定之職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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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利臨時管理人對外行使職權，並方便第三人查閱，於同條第三項規

定臨時管理人之委任或解任應於就任或解任後十五日內向公司登記主管

機關辦理登記（企業併購法第十四條第三項）。因此企業併購法所選任之

臨時管理人和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之一所選任之臨時管理人有所不同，茲

將其情形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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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之一 企業併購法第十四條 

選任原因 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

，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 

公司董事會有不能行使職權

之虞，公司於併購時。 

選任方式 由法院選派 得經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

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股東會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選任臨時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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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求權人 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 無 

選任機關 法院 股東會 

登記機關

關 

主管機關 公司登記主管機關 

職權範圍 臨時管理人之職權並不限於

通常事務，非通常事務臨時

管理人亦可加以執行，而其

行為準則為「不得為不利公

司之行為」，。 

由股東會訂定行使職權之範

圍及期限 

圖表一、公司法和企業併購法選任臨時管理人之異同 

                                                                                                                                 
163 企業併購法第十四條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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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清算中 

 

    清算人者，謂清算中公司之執行清算事務即代表公司之法定必備之機

關。緣股份有限公司解散之後，公司即喪失營業活動能力，因此，公司法

規定，董事應退任而代之以清算人，由清算人對內執行清算事務，對外代

表公司，故清算人為一法定、必備之機關
164
，又清算人就任之日為公司清

算起算日
165
，清算人應於就任後十五日內向法院聲報，尚無需向公司登記

主管機關辦理登記
166
。 

清算人於執行清算事務之範圍內，有與董事相同之權利義務（公司法

第三百二十四條），而清算中公司仍有股東會之存在，是則清算人自得召

集股東會。同時公司法復規定：（一）清算人就任後，應即檢查公司財產

情形，造具財務報表及財產目錄，送經監察人審查，提請股東會承認後，

並即報法院（公司法第三百二十六條第一項）。（二）清算完結時，清算人

應於十五日內，造具清算期內收支表、損益表、連同各項簿冊，送經監察

人審查，並提請股東會承認（公司法第三百三十一條第一項）。（三）清算

人將公司營業包括資產負債轉讓於他人時，應得股東會之同意
167
（公司法

第三百三十四條準用公司法第八十四條第二項但書）。此際清算人自得召

                                           
164 柯芳枝，前引註 5，頁五七０。 
165 經濟部九十一年五月十七日經商字第０九一００一一六七二０號函：「按公司法第三百三十四條準

用第八十三條規定：「清算人應於就任後十五日內...向法院聲報。」是以，宜以清算人就任之日為

清算起算日，惟因清算屬法院職權，仍請逕向該管法院洽詢。」 
166 經濟部八十七年三月七日商八七二０四０五０號函：「按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係依公司法規定辦

理，如公司法未為規定者，始適用民法之規定。清算人之選派，公司法第三百二十二條已為規定，

自應優先適用該條辦理，而排除民法第三十八條之適用；另依公司法第三百三十四條準用第八十三

條規定，清算人應於就任後十五日內⋯⋯⋯向法院聲報。準此，清算人尚無需向公司登記主管機關

辦理登記。」 
167 司法行政部六十八年五月十八日臺(68)函民字第０四七六六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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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股東會，以利清算事務之進行
168
。除此之外，清算人認為必要時，自得

召集股東會
169
，例如監察人於清算審查期間死亡，清算人應召集股東會補

選監察人
170
，而由清算人所召集之股東會，主席由清算人擔任之，清算人

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一第一項）

。 

 

第五節 小結 

 

綜上所述，公司股東會除通常情形下由董事會召集外，監察人及股東

於符合一定之要件時可召集股東會，至於公司於特殊情況下如公司重整、

清算、併購或董事皆不能行使職權時，由重整人、清算人及臨時管理人召

集股東會，作成決議，若該召集權人召集程序有其瑕疵，所作成之股東會

決議，則為決議得撤銷；若該召集權人完全不符合該召集之特定情形，則

為無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該股東會為「不存在」，所作之決議當然「無

效」，以下將各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之原因及法律規定列表如下： 

 

 

 

                                           
168 柯芳枝，前引註 5，頁二五二。 
169 柯芳枝，同上註，頁五七八；經濟部八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商字第八八二一五七０九號函：「公司

法第三百二十四條、第三百二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三百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人

於清算期間內，有召集股東會之權限。」 
170 經濟部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商八九二二四三四三號函：「按公司法第三百三十一條第一項係規

定，清算完結時，清算人應於十五日內，造具有清算期內收支表、損益表、連同各項簿冊，送經監

察人審查，並提請股東會承認。至於清算完結時，清算人於法定期閒砰具各項簿冊，送經監察人審

查期間，發生監察人死亡，因此無法審查完結並提請股東會承認。是以，為符合公司法第三百三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之程序，清算人自應召集股東會補選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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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法 股東會 召集原因 

171 常會 

臨時會 

皆可 

173（1）臨時會 由少數股東提議事項及理由 

201 臨時會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 

211 臨時會 公司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時 

董事會 

217-1 臨時會 監察人全體皆解任時 

220 臨時會 於必要時，為公司利益。 監察人 

245 臨時會 法院命監察人召集。 

173（1、

2、3） 

臨時會 董事會不為召集之通知時。 少數股

東 

173（4）臨時會 董事因股份轉讓或其他理由，致董事

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時。 

重整人 310 臨時會 重整完成裁定後選任董事監察人 

208-1 臨時會 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

有受損害之虞時，選任臨時管理人代

行董事會之職權。 

 

臨時管

理人 

企業併

購法第

十四條 

臨時會 公司董事會有不能行使職權之虞，公

司於併購時。 

清算人 326、331

、334 

臨時會 辦理清算事務 

圖表二、召集權人召集事由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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