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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股東會之決議 

 

公司法所規定之普通決議、特別決議、假決議等皆有「股份總數」及

「股東表決權」之名詞，該等名詞影響股東會決議之成立、無效、得撤銷

或決議不存在等情形，故有必要先予以釐清。因此本章第一、二節就「股

份總數」及「表決權」之意義加以探討，其次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每一股有

一表決權，斯為原則
171
，但是卻有若干例外。按現行法對於表決權之限制，

其規範模式約有下列數種：（一）明定無表決權者（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

條第二項）。（二）明定不予計算者（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二項、證交

法第二十五條之一第二項）。（三）明定不得加入表決者（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八條）。（四）超過一定法定比例不得行使表決權者（公司法第三百六十

九條之十第一項）。（五）明定不得享有股東權利，而致其無法行使表決權

者（公司法一百六十七條之一第三項、證交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五項）。

惟不論是何者，其表決權之行使，終究受法律之限制，殆無疑問
172
，就各

項例外情形，究其性質又可大別為「絕對無表決權」及「相對無表決權」。

所謂「絕對無表決權」係指不論對股東會任何議案均無表決權；所謂「相

對無表決權」則指就特定議案無表決權而言，因此本章將分別在第四、五

節探討「絕對無表決權」及「相對無表決權」
173
，以釐清股東會「普通決

議」、「假決議」和「特別決議」表決權之計算。 

 

                                           
171 See HARRY G. HENN & JOHN R. ALEXANDER, LAWS OF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290（3rd ed. 1983 ）. 
172 賴源河等，前引註 33，頁二四三。 
173 其分類參見黃虹霞，無表決權股東與股東會，萬國法律第一百零九期，民國八十九年二月，頁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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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股份總數之意義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股東會之決議，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百八十五條及第一百九十九條等就

「普通決議」、「假決議」或「特別決議」，皆有「股份總數」之規定，因

此「股份總數」之計算會影響股東會之「普通決議」、「假決議」及「特別

決議」通過與否，故「股份總數」之計算對於股東會決議之效力有重大之

影響。 

 

第一項 股份總數 

 

我國公司法之股份有限公司係採「授權資本制」，即於章程中記明股

份總數及設立當時所發行的股數，於第一次發行股數已認足且繳款，公司

即可成立，公司成立後，授權董事會隨業務發展情形就未發行餘額，以募

集資本，無須修改章程，因此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總數」可區分為「已

發行股份」和「未發行股份」，其中「未發行股份」因尚未發行，亦即尚

不存在，須俟董事會依公司法第二百六十六條決議發行新股後，於授權資

本制下之「未發行股份」才會成為「已發行股份」，故「未發行股份」對

於股東會決議並無影響。因此公司法不管對「普通決議」、「特別決議」或

「假決議」，都以「已發行股份」加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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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股份總數之計算 

 

而股份總數之計算，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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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該

款規定「特別股之股東行使表決權之順序、限制或無表決權。」，所謂行

使表決權之順序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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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章程得訂定特別股股東同一事項行使

表決權之順序先於普通股或後於普通股。亦可限制特別股股東行使表決權

的範圍或根本無表決權。因此公司「已發行股份」依表決權來區分，可分

為普通股與特別股，其中特別股並未採複數表決權股制，僅採無表權股

制。在此情形下是否應將「無表決權特別股
174
」或「有表決權特別股

175
」

列入「已發行股份總數」？因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條第一項規定：「股東會

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故無

表決權特別股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其次就本項之反面解釋「有表決

權特別股」，應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基於同一法理所有「絕對無表決

權」之股份，亦不應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因此「已發行股份總數」應係指「普通股股份總數」加上「特別股之

股份總數」扣除「絕對無表決權」之股份總數（其情形表示如式一）。若

「絕對無表決權」之股份參與表決，而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其所為股

東會決議之效力將如何？本文將於第五章再予討論。 

 

                                           
174 「無表決權特別股」，則係公司董事、監察人之選舉及重大事項之決定，均由普通股股東表決，特

別股不能過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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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行股份總數＝「普通股股份總數」＋「特別股之股份總數」－「絕對

無表決權」之股份總數⋯⋯⋯⋯⋯⋯⋯⋯⋯⋯⋯⋯⋯⋯⋯⋯⋯式一 

 

第二節 表決權之意義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股東會之決議，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百八十五條及第一百九十九條等股

東會之「普通決議」、「假決議」或「特別決議」，皆有「表決權」之名詞，

該「表決權」所指之事項究竟為何？其次出席股東會之表決權數之計算，

對於股東會決議之「成立」、「不成立」、「得撤銷」或「無效」有重大之影

響，因此以下就「表決權」之意義及「表決權」之計算分別加以探究。 

 

第一項 表決權 

 

「表決權」之意義為股東就公司事務表示其意思之權利
176
，也就是股

東基於股東資格，就股東會決議事項，為表示可否之權利
177
，屬於共益權

及固有權之一。因此「表決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以章程或決議限

制或剝奪之。所以就股份持有者之是否有表決權而作的區別，可分為「表

決權股」與「無表決權股」。 

                                                                                                                                 
175 「有表決權特別股」，是特別股股東可以參加股東會，行使表決權。 
176 梁宇賢、劉興善、柯澤東、林勳發，商事法精論，今日書局，民國八十七年，頁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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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表決權股」而言，股份以有表決權為原則，每一股有一表決權，

即所謂股份平等的原則。因此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公司股

東原則上，每一股有一表決權，而「無表決權股」即股東無表決權之股份。 

 

第二項 表決權之計算 

 

就表決權之計算而言，有表決權之股東有出席股東會稱為「出席股東

表決權」，未出席股東會之有表決權股東，既未出席股東會，即不能算入

「出席股東表決權」，因此「出席股東表決權」應以「已發行股份總數」

而出席股東會之表決權計算之。 

再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股東會之決議，對依第一百七

十八條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因此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其

所持有之股份或代理之股份（相對無表決權），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

決權數」，但仍應算入已出席之股份總數內
178
，若不應計算之表決権數而

竟列入「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則為股東會決議方法之瑕疵
179
；惟如其

決議，扣除有特別利害關係者之表決權數，尚超過其餘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之過半數，應解為無瑕疵之決議，不得訴請撤銷
180
，其股東會決議之效力

                                                                                                                                 
177 劉興善，商事法，自刊，民國八十八年七版，頁八七。 
178 經濟部九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經商字第０九一０二０八八三五０號函：「查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條第二

項規定「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之規定，於董事會之決議準用之」，係指董事對於

董事會議之決議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之虞，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董事行使表

決權（本法第二百零六條準用第一百七十八條）。惟董事會之決議，對依第一百七十八條規定不得

行使表決權之董事，尚非不算入已出席之董事人數內。」，依前揭函釋之理由，股東依第一百七十

八條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應做相同之解釋，應算入已出席之股份總數內。 
179 最高法院七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二０三四號判決。 
180 張龍文，論股東會決議之瑕疵，法學叢刊第二十三期，民國七十八年，頁一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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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第五章再予探討。 

綜上所述，「出席股東表決權」應為有出席之「已發行股份總數」再

扣除「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之出席股東，其所持有或代

理之普通股和有表決權特別股之股份」（相對無表決權之股份總數），其情

形如式二。 

 

「出席股東表決權」＝出席之「已發行股份總數」－出席之「相對無表決

權」之股份總數⋯⋯⋯⋯⋯⋯⋯⋯⋯⋯⋯⋯⋯⋯⋯⋯⋯⋯⋯式二 

 

因此將式一代入式二可得： 

 

「出席股東表決權」＝出席之「普通股股份總數」＋出席之「特別股之股

份總數」－出席之「絕對無表決權」之股份總數－出席之「相對無表決權」

之股份總數⋯⋯⋯⋯⋯⋯⋯⋯⋯⋯⋯⋯⋯⋯⋯⋯⋯⋯式三 

 

第三節 決議數之計算 

 

股份有限公司因股東人數眾多，且各股東只負較輕之間接有限責任，

因此，其決議採多數決，而不必全體一致同意，只是表決比例因事件之輕

重在程度上有區別而已
181
。因此就股東會得決議之事項，股東會就該事項

決議之方式可分為普通決議、假決議、特別決議，因此以下針對普通決議、

假決議、特別決議分別加以探討。 

                                           
181 柯芳枝，前引註 5，頁二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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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普通決議 

 

股東會之普通決議，即股東會決議公司普通決議事項，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所謂法律另有規定，係指股

東會特別決議事項及普通決議事項得依假決議方式行之。 

其中普通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係指

「出席之股份數」超過「已發行股份數」之半數，即「普通股股份總數」

加上「特別股之股份總數」再扣除「絕對無表決權」之股份總數之半數（參

考式一），其情形可表示如式四、五。 

 

出席之股份數＞1/2「已發行股份總數」⋯⋯⋯⋯⋯⋯⋯⋯⋯⋯式四 

 

亦即 

 

出席之股份數＞1/2（「普通股股份總數」＋「特別股之股份總數」－「絕

對無表決權」之股份總數）⋯⋯⋯⋯⋯⋯⋯⋯⋯⋯⋯⋯⋯⋯式五 

 

    而「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係指「出席股東表決權」中有超

過半數同意，其情形可表示如式六、七、八。 

 

「同意之表決權」＞1/2（「出席股東表決權」）⋯⋯⋯⋯⋯⋯⋯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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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之表決權」＞1/2（出席之「已發行股份總數」－出席之「相對無

表決權」之股份總數）⋯⋯⋯⋯⋯⋯⋯⋯⋯⋯⋯⋯⋯⋯⋯⋯式七 

 

「同意之表決權」＞1/2（出席之「普通股股份總數」＋出席之「特別股

之股份總數」－出席之「絕對無表決權」之股份總數－出席之「相對無表

決權」之股份總數）⋯⋯⋯⋯⋯⋯⋯⋯⋯⋯⋯⋯⋯⋯⋯⋯式八 

 

    而普通決議所規定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表決權，係以股份數為據，並

非以股東人數為據，股東不過為股份之行使人而已，故如一股東持有過半

數以上之股份，即已超過召開股東會所需股數時，由其一人出席股東會作

成之決議，應屬有效。惟其召集之程序及決議之方法仍應依照有關規定為

之
182
。 

    當召開之股東會已足法定數額，可以開會，至其表決，則就「出席股

東表決權」計算之，不以表決時實際出席股數為準。若於每次行使表決前

有出席之股東中途退席未參與表決，而扣除該退席股東之股數已不足「已

發行股份總數」之規定時，由於公司法既無不得為決議之規定，故經股東

會出席股東表決權之過半數決議，自屬適法有效
183
。且其表決通過議案，

是否已有出席股東表決權（非指表決時在場股東之表決權）過半數之同

                                           
182 經濟部六十五年一月七日商００四七四號函；陳顧遠稱此為「一手掩盡天下耳目」，參見陳顧遠，

前引註 94，頁三四二。 
183 經濟部六十四年一月三十日商０二三六七號函：「查公司為公司法（舊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

之行為，依該項規定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決定行之其他決議方法亦有類同規定，即出席股東代表之股數合於上開前段規定，則召開

之股東會已足法定數額，可以開會，至其表決，則依上開後段規定，即就出席股東表決權計算之，

不以表決時實際出席股數為準。若於每次行使表決前有出席之股東中途退席未參與表決，而扣除該

退席股東之股數已不足股份總數三分之二時，由於公司法既無不得為決議之規定，故經股東會出席

股東表決權之過半數決議，自屬適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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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仍應就其表決同意之股東表決權核算
184
。而公司法所定股東會之出席

股東人數與表決權數，均係指所需之最低額而言，如公司訂立章程，規定

股東出席人數及表決權數較法定所需之最低額為高時，自非法所不許
185
。 

 

第二項 假決議 

 

假決議係指普通決議事項，出席股東所代表之股份，未超過已發行股

份總數二分之一，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

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其發有無記名股票者，並應將假決議公告之（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上述股東會，對於假決議，如仍有已發行

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並經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視

同與普通決議發生效力（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二項）。其立法意旨，

在於股東人數眾多，召集不易，故設此救濟辦法，以濟其窮。而公司法第

一百七十五條假決議之規定，僅適用於討論一般事項，倘屬公司法規定之

特別決議事項，因公司法已有特別規定，自不得準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

條之規定作成假決議
186
。公司選舉董、監事之方法，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

條另有特別規定，監察人之選舉並準用之（第二百二十七條），故應無第

                                           
184 最高法院七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一○六六號：「股東會，其已出席之股東於中途退席，固不影響已出

席股東所代表公司已發行股東之額數。但其表決通過議案，是否已有出席股東表決權（非指表決時

在場股東之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仍應就其表決同意之股東表決權核算，始符法意。」 
185 釋字第 100 號：「公司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二項 (現行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項 )及第二百六十四

條(現行法第三百十六條  )所定股東會之出席股東人數與表決權數，均係指所需之最低額而言。如

公司訂立章程，規定股東出席人數及表決權數較法定所需之最低額為高時，自非法所不許。」 
186 經濟部七十一年一月五日商００一五八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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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七十五條假決議之適用
187
。因此假決議不適用於特別決議事項

188
及董

事、監察人選舉事項，另公司股東會延期或續行集會議案應以普通決議行

之，亦不得以假決議代替
189
。 

 

第三項 特別決議 

 

股東會對於公司特別重大事項之決議，於作成決定時，其出席股東所

代表之股份數及同意之表決權數須酌予提高，以昭慎重，而避免糾紛。因

此就股東會決議事項，公司法中特別規定應以特別決議行之，而就特別決

議又可區分為輕度特別決議、重度特別決議和最重度特別決議。而在公司

法九十年十一月修正第三百一十六條將解散、合併之唯一重度特別決議，

變更為輕度特別決議，故公司法所規定之特別決議皆為輕度特別決議。另

公司章程就股東會出席股東所代表之股份數及同意之表決權數，較輕度特

別決議為高時，則為重度及最重度特別決議，茲分述如下： 

 

 

 

                                           
187 經濟部六十九年五月七日商一四六五五號函。 
188 經濟部六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商一三七五七號函：「依本部六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經（六一）商三

四二三四號函釋，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假決議之規定僅適用於討論一般事項，倘屬公司法規定之

特別決議事項，自不得準用第一百七十五條之規定作成假決議。」 
189 經濟部七十八年七月十八日經二０七五七九號函：「股東會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不適用

第一百七十二條之規定（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本條關於股東會決議延期或續行集會，並未

規定應以特別決議為之，則依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條之規定，此項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

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若股東會出席之股東不足此一法定額數，

即不得為決議，而只得為假決議，要無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集會之餘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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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輕度特別決議 

 

所謂輕度特別決議，係指股東會之決議應經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

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公

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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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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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因九十年公司法修正將本法第三百一十六條公司之解散及合併應以重

度之特別決議修改為輕度特別決議，故本法所有之特別決議皆為輕度特別

決議。 

就董事、監察人解任議案由原修法前之普通決議變更為輕度特別決

議，其合理性如何？頗值探討，以下就我國公司法和模範公司法加以探討。 

 

解任方式  選任方式 

修法前 修法後 

累積投票制 普通決議解任 特別決議解任 我國公司法 

非累積投票制 

（章程另為規定）

普通決議解任 特別決議解任 

累積投票制 贊成解任之票數＞（全部票數-董事

當選之累積票數） 

美國模範公 

司法 

非累積投票制 贊成解任之票數＞反對解任之票數 

圖表三、董事選任方法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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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條規定董事、監察人之解任只需普通決議決定

之，民國九十年公司法修正理由認為董事之解任，對於公司經營運作有重

大影響，故由現行普通決議事項改為特別決議事項，以昭慎重
190
。而就美

國立法例而論，董事之選舉和解任係一相互配套之關係，即美國多數州法

對董事解任之投票均依股東會開會之一般規定，只有極少數州法規定以三

分之二可決票為之
191
，例如美國模範公司法八‧０八條第c項規定「如允

許累積投票制，在累積投票制下有足以使董事當選之累積票數反對該董事

之解任者，該董事不得予以解任。如未允許累積投票制者，董事得於投票

贊成解任之票數高於反對解任之票數時，予以解任。」
192
，故而美國模範

公司法下若採累積投票制，要決議解任該董事時，須超過（全部票數-董

事當選之累積票數），將該董事解任；或者在未允許累積投票制下，董事

得於投票贊成解任之票數高於反對解任之票數時，予以解任。其所解任董

事之程序係和選舉之程序相互配合，如此或可作為未來修法之方向。 

其次依據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條九十年十一月修正條文及其修正理

由載明：「按董事之選任方式，係屬公司內部自治事宜，爰參酌日本商法

第二百五十六條之三之規定，修正第一項，增列『除公司章程另有規定

外』⋯。」是以，公司自得以章程另訂董事選任之方式。至監察人之選任

方式，依同法第二百二十七條既係規定準用第一百九十八條之規定，則基

於相同之立法理由，自應為相同之解釋。又董事、監察人之選任方式，依

修正條文之規定雖增列「除公司章程另有規定」，賦予公司依自治事宜為

彈性處理，但公司章程之訂定及選任董事長，倘違反公司法之相關規定，

                                           
190 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條修正理由。 
191 賴源河等，前引註 33，頁二七０。 
192 劉連煜譯，前引註 32，頁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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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於法有未合
193
。 

就圖表三可瞭解我國公司法就董事、監察人之選任方式係採累積投票

制，而公司章程可就選任董事、監察人之方式另為規定，因此若公司章程

就董事、監察人之選任方式以普通決議方法選任，則公司之大股東得以獨

占董事和監察人之席次。例如公司章程規定以普通投票制選任十席董事、

三席監察人，則佔有公司股權百分之五十一之大股東，得以分十三次投票

分別取得十席之董事、三席監察人，則佔有公司股權百分之四十九之少數

股東，無法取得任一席之董事、監察人，如此將造成相當不合理之現象。

至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條規定公司章程得就選任董事、監察人之方式另為

規定，本文認為此為公司法修正之疏漏，此條規定會使公司大股東藉由章

程規定董事、監察人之選任方式，而把持公司之董事會及監察人，進而控

制公司之經營權，使少數股東無法當選任董事、監察人。且公司董事、監

察人之解任方式依新修正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條直接規定以輕度特別決

議，則會造成以普通決議選任之董事、監察人，卻須以輕度特別決議加以

解任，故本條「除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之修正並不太洽當。 

其次對採累積投票制選任之少數派董事、監察人，其多數派股東可輕

易以輕度特別決議將少數派董事、監察人解任，因此本文認為就累積投票

之選任之董事、監察人，其解任方式應規定贊成解任之票數大於全部票數

扣除選任之票數。因此本文認為美國模範公司法所規定之解任程序較為完

備，可作為下次公司法修正之參考。 

 

                                           
193 經濟部九十年十二月四日商字第０九００二二五六四六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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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重度特別決議 

 

所謂重度特別決議，係指股東會之決議應經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四分

之三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公

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己

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行

之。前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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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九十年十一月公司法修正前第三百一十六條）。但民國九十年十一月

十二日修正公司法第三百一十六條將解散、合併之決議，變更為輕度特別

決議，故公司法所規定之特別決議皆為輕度特別決議，以下就公司法第三

百一十六條重度特別決議改為輕度特別決議加以探討。 

公司法第三百一十六條修正前認為公司合併
194
與公司解散相同，均為

比變更章程更為重要之事項，所以本條規定股東會應以重度特別決議行之

195
。而本次修正為配合公司分割制度之引進，增訂「分割」，而為「股東

會對於公司解散、分割及合併之決議」外，並為方便企業之重組再造及該

條之情形與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讓與全部營業或財產情形相當

196
，故將股東會合併、分割及解散由重度特別決議變更為輕度特別決議。

以下就公司法修正前後合併、分割、解散之股東決議方式列表加以比較。 

 

                                           
194 公司合併後具有經濟規模，並可將產業進行垂直整合、將資源共享、避稅及消除無效率之弊病，其

優點參見 BREALEY & MYERS,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FINANCE 943-946（6th ed. 2000）；OLIVER E. WILLIAMSON, 

“MERGERS, ACQUISITION, AND LEVERAGED BUYOUTS： AN EFFICIENCY ASSESSMENT,” CORPORATE LAW AND ECONOMIC ANALYSIS, 

ed. by BEBCHUK LUCIAN A. 1-28（1990）.  
195 黃川口，前引註 14，頁五七六。 
196 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公司法第三百一十六條修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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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 分割 解散 

適用之條文 第三百一十六條 無 第三百一十六條 

決議方式 重度特別決議 輕度特別決議 重度特別決議 

修

法

前 理由 較變更章程為重

大 

因公司法未規定

，故只能引用第一

百八十五條進行

分割。 

較變更章程為重

大 

適用之條文 第三百一十六條 第三百一十六條 第三百一十六條 

決議方式 輕度特別決議 輕度特別決議 輕度特別決議 

修

法

後 理由 因應公司組織再

造。 

因應公司組織再

造，並配合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五條

讓予全部營業或

財產相當。 

公司法修正理由

並未提及。 

圖表四、公司解散分割合併之比較 

 

    由圖表四可知公司法第三百一十六條所定之事項，除公司合併、分割

外，尚包括公司解散。而公司解散，其性質與屬企業重組再造一環之合併、

分割，未盡相同。蓋合併、分割之結果，原在合併前或分割前公司下形成

之經濟實體，並未在經濟社會上真正瓦解、消滅，而是透過合併、分割予

以重組再造，移存於合併、分割後之新設或存續公司。然公司解散將使在

解散前公司下形成之經濟實體，因解散、清算而歸於瓦解。從此一角度觀

之，應可認為公司解散對股東權益造成之影響，大於公司合併分割。據此，

本次修正為方便企業之重組再造，而調降合併、分割所需股東會決議要

件，自重度特別決議調降為一般特別決議之結果，使同規定於本條之公司

解散所需股東會決議要件，亦隨同調降，是否妥當，即非無研討之餘地
197
。

因此就公司合併及分割為配合公司組織再造，將股東會決議由重度特別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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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降為輕度特別決議，其合理性應無疑問。而就公司解散而言，其並非配

合公司組織再造，且其重要性較公司變更章程更為重大，本次修正將其和

分割、合併一併修正為輕度特別決議，其修正即相當不妥，因此本文認為

公司解散應以修法前之股東會重度特別決議為宜，而不應修正為股東會之

輕度特別決議。 

 

第三款 最重度特別決議 

 

最重度之特別決議，係指公司就輕度特別決議事項於章程中另行就出

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給予較高之規定。例如公司法第十三條第三項

所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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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絕對無表決權 

 

公司股東就其所持有之股份絕對無表決權，其可分為公司發行特別股

而在章程中明定無表決權、公司取得自己股份、關係企業表決權之限制、

違反證期會頒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所取得之

委託書所代理之股份、大陸地區股東及股東權被停止中之股東等情形，而

在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公司法修正前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項但書原規定「一

股東而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者，應以章程限制其表決權。」，

                                                                                                                                 
197 賴源河等，前引註 33，頁四六０。 



 103

該項限制規定於九十年十一月公司法修正認為其違反一股一權之原則，且

外國立法立法例均無此項限制，再就實務上言，目前以章程限制其表決權

者占絕大部分，該項但書限制，並無實益，反增計算上紛擾
198
，故將該項

但書刪除。因此一股東而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者，其表決權於

公司法修正後不再受限制，本節以下僅就絕對無表決權之情形加以探討。 

 

第一項 特別股 

     

有關公司發行無表決權特別股已於本章第二節所述，至於我國司法院

早期曾經禁止發行無表決權之優先股
199
，以貫徹「一股一表決權」之原則

（one share one vote）
200
，但於民國六十九年公司法修正時，經濟部基

於股份有限公司「企業所有與企業經營分離」之特色，乃於本條第三款明

文承認無表決權特別股之合法性，以因應公司籌措資金之需要
201
，且無表

                                           
198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修正說明第二項，法律小組編，前引註 81。 
199 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院字第二二八六號：「⋯⋯公司各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公司法第一

百二十九條定有明。此為股東應有之權利。不問其為普通股東。抑為優先股東。均不得以公司章程

剝奪之。公司發行優先股者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條但書之規定。雖應於公司章程中訂明優先股應

有權利之種類。但所謂優先股應有權利之種類。係指優先股所享優先權之種類而言。非謂優先股東

出席股東會而為表決之權。得以公司章程剝奪之。至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一項亦僅規定公司章

程之變更。如有損害優先股東之權利時。除經股東會之決議外。更應經優先股東會之決議。並不含

有禁止優先股東出席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意義。優先股東自非不得出席股東常會或股東臨時會行使

其表決權。」 
200 美國聯邦證券管理委員會基本上亦禁止無表決權「普通股」的上市，See Gener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promulgated under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rule 19C-4 a：「The rules 

of each exchange shall provide as follows: No rule, stated policy, practice, or 

interpretation of this exchange shall permit the listing, or the continuance of the listing, 

of any common stock or other equity security of a domestic issuer, if the issuer of such 

security issues any class of security, or takes other corporate action, with the effect 

of nullifying, restricting or disparately reducing the per share voting rights of holders 

of an outstanding class or classes of common stock of such issuer registered pursuant to 

Section 12 of the Act.」。 
201 如優先股（preferred stock），see BREALEY, supra note 194, at 39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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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權股限於特別股，不得為普通股
202
。 

 

第二項 公司取得自己股份 

     

基於資本維持之原則，公司原不可取得自己之股份，而成為自己公司

之構成員，但基於法政策上之理由，公司有可能取得自己股份而成為自己

之構成員，亦即公司得依公司法
203
、其他法規

204
或其他特殊情形適法取得

自己股份
205
。 

 

第三項 關係企業表決權 

     

國內實務上曾經發生公司基於某些理由希望買回自己股票，但受限於

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的規定，未能如願，乃轉而以子公司或關係企業買

回母公司股票。此一做法，經濟部曾認為違背第一百六十七條的立法意

                                           
202 柯芳枝，前引註 5，頁二一七。 
203 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公司除依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一、第一百八十六條及第

三百十七條規定外，不得自將股份收回、收買或收為質物。但於股東清算或受破產之宣告時，得按

市價收回其股份，抵償其於清算或破產宣告前結欠公司之債務。」 
204 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規定：「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

司，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得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超過二分之一同意，於有

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或依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買回其股份，不受公司法第

一百六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一、轉讓股份予員工。二、配合附認股權公司債、附認股權特別

股、可轉換公司債、可轉換特別股或認股權憑證之發行，作為股權轉換之用。三、為維護公司信用

及股東權益所必要而買回，並辦理銷除股份者。」及企業併購法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排除公司法

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三百一十七條規定之適用)，因此企業併購法就公司買回自

己股份另為處理，企業併購法第十二條係就公司於進行併購時異議股東之股份收買請求權作一統一

規定。 
205 柯菊，禁止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緩和論之研究，臺大法學論叢第二十四卷第二期，民國八十四年六月，

頁四一四至四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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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而將公司負責人移送法辦
206
。惟承辦檢察官認為：「公司及其轉投資

之公司係分別依據公司法成立之公司法人，各有其獨立人格，兩家公司雖

為關係企業，但目前我國並無關係企業法加以規範，是以公司雖透過轉投

資之公司買回自己之股份，但因二公司人格各自獨立，是否即可擴張解釋

為『公司自將股份收回』，自有可疑，基於罪刑法定主義之精神，尚不得

以該法相繩」。經濟部嗣於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六日變更立場，允許關係企

業之間相互買賣股票
207
。因此，公司股價下跌時，其關係企業或子公司均

可進場護盤。此外，公司法於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修正第十三條時，大幅

放寬轉投資限額，規定公司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後，其轉投資得不受實收資

本40%的限制，企業之間的交叉持股現象，更形普遍。而公司法對交叉持

股的規範卻十分寬鬆
208
。因此我國公司法於民國八十六年增訂第六章之一

「關係企業」專章就關係企業持有之股份限制其表決權。 

    按子公司所持有之母公司股份，一般而言，恆在母公司控制之下，如

仍享有如同一般情形相同之表決權，則母公司之董事會可利用此等表決權

以控制母公司之股東會，化解他人競逐董事席次之威脅，以永保董事職

位，因此「關係企業」專章為避免相互投資現象擴大及可能因此引發之弊

端
209
，乃於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第一項規定：「相互投資公司知有相互投

資之事實者，其得行使之表決權，不得超過被投資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

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之三分之一」，藉此規定來防止公司之大股東利用相互

投資關係來支持其表決事項，對抗小股東，但以盈餘或公積增資配股所得

                                           
206 經濟部七十六年六月二日商字第三一七二六號函，參見經濟部編印，最新公司法解釋彙編（上冊），

民國八十八年三月，頁一六七。 
207 經濟部八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商字第二二六六五六號函，參見經濟部編印，同上註，頁一六七。 
208 賴英照，論公司買回自己股份－評證券交易法修正草案第二十八條之二，證券及期貨管理第十七卷

第十二期，國八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頁一０。 
209 例如虛增資本之弊端及董事監察人用以長久維持其經營控制權或控制股東之缺點。參見賴源河等，

前引註 33，頁五０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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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份，仍得行使表決權（但書規定），此乃因為公司以盈餘或公積轉為

資本所得之股份，並非股東所能決定，故條文前段中所設表決權行使之限

制不適用於以盈餘或公積轉為新增資本而獲得之新增股份，以免矯枉過正

妨害公司正常營運
210
。 

除此之外，在計算所持有他公司之股份或出資額時，尚應將從屬公司

所持有他公司之股份或出資額，以及第三人為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之計算而

持有之股份或出資額，一併計入
211
。 

 

第四項 一人同時代理二人以上行使表決權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二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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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原則上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其所委任之代理人

不以具有股東資格者為限，以免對股東表決權之行使施以不當之限制
212
，

惟如受託代理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除非其為信託事業或經證券

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否則其代理之表決權則不得超過已發行股

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如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即不得行使。 

 

 

                                           
210 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三立法理由第二項。 
211 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一。 
212 經濟部八十年十一月五日商字第二二六九三七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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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違反「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

託書規則」 

 

所謂「委託書」係指股東不親自出席股東會，委由他人出席所書立之

授權文件。而證券主管機關為了解決公開發行股票之股份有限公司，其收

購委託書之弊端，於民國七十二年增訂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五條之一，該條

之訂定係為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委託書管理規則，就

委託代理加以限制及管理，以防止少數股東藉徵求委託書而操縱股東會，

爰增訂本條以為法律依據
213
。因此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五條之一規定：「公

開發行股票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應予限制、取締或管理；其規則由

主管機關定之。使用委託書違反前項所定規則者，其代理之表決權不予計

算。」故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頒布「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

用委託書規則」以規範使用委託書出席股東會之情形。故而若公開發行股

票之股份有限公司，其委託書之使用違反「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

委託書規則」，其代理表決權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五條之一第二項不予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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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項 大陸地區股東 

 

「在臺公司大陸地區股東股權行使條例」所稱「大陸地區股東」係指

政府遷台時留居大陸而持有在臺公司股份之股東（第二條）。大陸地區股

東之股份，在國家統一前，均為各該在臺公司之保留股；其有繼承或轉讓

者，亦同。在臺公司對於大陸地區股東所為繼承﹑轉讓或其他股東名簿記

載變更之請求，在國家統一前，暫緩受理（第三條）。以解決這些在臺公

司受理解決這些問題的困擾。且在臺公司之股東會，保留股無表決權，其

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之股份總數（第四條）。故，「大陸地區股東」所持有

之股份轉為「無表決權保留股」，不得出席股東會行使表決權或選舉董事

及監察人之權利。 

 

第七項 股東權被停止中之股東 

     

公司之股東依法被停止股東權者，其表決權則不能行使，故該股東對

股東會任何議案均無表決權，故此種情形亦為絕對無表決權。而其情形如

下述：（一）、被假處分禁止行使股東權者；（二）、保險公司經主管機關接

管者
214
；（三）、銀行經主管機關接管者

215
。 

                                                                                                                                 
213 賴英照，證券交易法逐條釋義第二冊，三民書局，民國七十四年版，頁九五。 
214 如保險公司因業務或財務狀況顯著惡化，不能支付其債務，或無法履行契約責任或有損及被保險人

權益之虞時，主管機關為派員接管之處分（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二項），該保險公司於收受主

管機關接管處分之通知後，應將其業務之經營及財產之管理處分權移交予接管人。原有股東會、董

事、監察人或類似機構之職權即行停止（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九條之一第一項），此時不僅公司所有

股東之股東權皆被停止，股東會之職權亦被停止。 
215 如銀行法第六十二條第一、二項：「銀行因業務或財務狀況顯著惡化，不能支付其債務或有損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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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相對無表決權 

 

 所謂相對無表決權之股份係指特別利害關係人所持有之股份及其所

代理之股份，而對於股東會就本身有利害關係之議案無表決權，亦即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八條規定：「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

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其立法原意，乃因股東對於會議事項既有自身利害關係，若許其行使表決

權，恐因其私利忘公益而不能為公正之判斷，故禁止其參予表決及代理他

股東行使表決權。至於代表權以外之其他參與權
216
，則不妨許其享有

217
。 

    關於特別利害關係股東之範圍，在學說上有幾種不同之見解： 

「法律上利害關係說」：認為所謂特別利害關係人係指由該決議而直

接取得權利，免除義務，或喪失權利、負擔義務者，此外尚與此有經濟上

一體之關係者
218
。 

「特別利害說」：認為所謂特別利害關係，應解為係僅關於特定股東

特別之個人利害關係。且此特別之個人之利害關係，不論是社團關係上的

或社團關係外的均屬之。其應就各個決議之具體內容是否對特定股東具有

                                                                                                                                 
款人利益之虞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勒令停業並限期清理、停止其一部業務、派員監管或接管、或為

其他必要之處置，並得洽請有關機關限制其負責人出境。中央主管機關於派員監管或接管時，得停

止其股東會、董事或監察人全部或部分職權。」，此時不僅公司所有股東之股東權皆被停止，股東

會之職權亦被停止。而財政部於接管命令中，如未將受接管金融機構之股東會職權予以停止者，股

東會會議由接管人召集之（金融機構監管接管辦法第十二條第二項）。此時股東權例外的並未停止。 
216 柯芳枝，前引註 18，頁九九。 
217 柯芳枝，同上註，頁一一七。 
218 加藤良三，株式會社法（一），東京，中央經濟出版，昭和五十九年四月二十日新訂版，頁三六九。

轉引自王銘勇，前引註 64，頁六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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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之個人利害關係為判斷基準
219
。 

「個人法說」：認為特別利害關係係指特定股東脫離其股東地位，所

具有公司外之利害關係
220
。採此說者，在解釋上，儘量的限縮特別利害關

係之範圍，限定於對股東權利、義務，有直接、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者，始

屬有特別利害關係，倘原則上僅有間接的、經濟上的利害關係則不與焉。 

而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條所謂有自身利害關係者，係指與一般股東之

利益無涉，而與某特定股東有利害關係而言
221
。換言之，「因其事項之決

議該股東特別取得權利或負義務，又或喪失權利或新負義務」
222
，且有害

於公司利益之虞者。因此只要是股東會得決議之議案，該議案對於個別股

東有自身利害關係，若加入表決有害公司利益之虞者，該股東應加以迴

避，不得加入表決，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本節以下列舉公司

法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議案，而可能發生股東對於該議案有自身利害關

係，應予迴避之情形，茲列舉該等議案如下： 

 

第一項 會計表冊承認議案 

 

    董事會應將其所造具之各項表冊，提出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經股東

常會承認後，董事會應將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決議，分發各

                                           
219 王銘勇，同上註，頁六０。 
220 大隅健一郎、今井宏合著，綜合判例研究叢書-商法（五），東京有斐閣出版，昭和三十四年初版，

頁七三。轉引自王銘勇，同上註，頁六０。 
221 柯芳枝，前引註 5，頁二六三。 
222 大理院十一年度統字第一七六六號解釋：「公司條例（已廢止）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三項，所謂股東

於會議事項有特別利害關係者，乃因其事項之決議，該股東特別取得權利或負義務，又或喪失權利

或新負義務之謂。甲乙兩事項之決議，原為查核董事監察人造具之簿冊或報告，有無弊竇，而免除

其責任。故祇一二種人員不得加入決議並為他人代理，其餘人員，若非曾經參預編製簿冊或掌管簿

冊所根據之帳目，被攻擊為有共同舞弊情事者，自不應在禁止之列。至丙事項關於職員獎勵金之議



 111

股東（公司法第二百三十條第一項）。但董事、監察人因具有股東身分，

於股東常會決議承認同法第二百二十八條所規定各項表冊時，得否加入表

決？法務部函釋認為應審視其對於該表決事項有無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

於公司利益之虞而定。如有之，即不得加入表決，無之者，似可行使表決

權。本件宜由主管機關就具體個案認定
223
。故而法務部並未對董、監事可

否加入表決加以認定。而學說上亦有否定說
224
和肯定說

225
。而本文認為依

據前大理院判例，對於編制各項表冊之董、監事，不得加入決議並為他人

代理，其餘之董、監事，若非曾經參預編製簿冊
226
或掌管簿冊所根據之帳

目，被攻擊為有共同舞弊情事者，自不應在禁止之列。 

  

第二項 決定董事、監察人報酬227之議案 

 

所謂「董事、監察人之報酬」，應係指董事、監察人為公司服務應得

之酬金而言
228
。而公司與董事、監察人之關係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

第二百一十六條規定，係屬民法上之委任關係。復按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六

條、第二百二十七規定，董事、監察人之報酬未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東

                                                                                                                                 
決，則凡股東充當職員得受獎金之分配者，自為有特別利害關係，不得加入決議或為他人代理。」 

223 法務部八十年法律字第三一三五號函。 
224 否定說（少數說）：因會計表冊承認就本質言，並非以解除董事、監察人之責任為目的，是就會計

表冊承認之決議，董事、監察人仍得行使決議權。參見張龍文，前引註 180，頁一一三。 
225肯定說（通說見解）：蓋會計表冊，經股東會決議承認後，依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一條規定視為解除董

事、監察人之責任，故該董事、監察人之股東參與該決議為有利害關係，應解為特別利害關係人。 
226 大理院十一年統字一七七九號解釋：「查本院前次解釋（第一七六六號）所謂曾經參預編製簿冊所

根據之帳目，被攻擊為有共同舞弊情事，不得加入議決並為他人代理云者，謂有一人以上股東指出

其人舞弊之事實，經股東會議決剝奪其議決及代理權者而言。若僅有一二股東空言攻擊，未經股東

會議決者，其權利自無遽認為喪失之理，則該項應否剝奪其議決及代理權之決議，既與其人有特別

利害關係，其人於該決議即不能加入議決並為他人代理，自不待言。」 
227 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者報酬結構之分析，收於曾宛如，公司管理與資本市場法制專論（一），學林文

化，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一版，頁四三至一０二。 
228 經濟部八十一年七月一七日商二一七二九八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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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定。因此全體之董事、監察人對於股東會議決自己報酬之議案，有自

身利害關係，若參加議決將會有害公司利益，該全體董事、監察人應自行

迴避，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第三項 清算人之解任議案 

  

   公司法第三百二十二條規定：「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

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不能依前項之規定定

清算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選派清算人。」申言之，清算人

可分為當然清算人（又稱法定清算人）、章定清算人、選定清算人及選派

清算人
229
。而以上四種清算人除由法院選派者外，得由股東會決議解任（公

司法第三百二十三條第一項）。故股東會具有解任當然清算人（又稱法定

清算人）、章定清算人、選定清算人之權限，而該被提案解任之清算人如

同時為公司之股東時，該清算人對於解任之議案具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

於公司利益之虞，該清算人應加以迴避，不得加入表決，亦不得代理他股

東行使其表決權。 

 

 

 

 

 

                                           
229 柯芳枝，前引註 5，頁五七０至五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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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清算表冊承認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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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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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股東會亦有議決清算人所造具之各項表冊之

權。而清算人於股東會決議承認各項表冊時，得否加入表決？本文認為清

算簿冊，經股東會決議承認後，依公司法第三百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視為

解除清算人之責任，故該清算人之股東參與該決議為有利害關係且有可能

致有害公司利益之虞，應解為特別利害關係人。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條

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第五項 檢查人選任議案 

  

   以下情形股東會得選任檢查人，茲就其情形分別討論董事及監察人可

否加入股東會議決檢查人選任之議案 

 

第一款 為調查公司業務及財產狀況所選任之檢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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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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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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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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形下所召開

之股東臨時會係要檢查公司業務及財產狀況，而選出檢查人主要之工作即

在於此，因此就選任檢查人之議案，公司之董事就該選任檢查人之議案具

有「自身利害關係」且可能「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所有董事應加以迴

避，不得加入表決，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第二款 查核董事會造具之表冊、監察人之報告所選任之

檢查人 

 

股東會得查核董事會造具之表冊、監察人之報告，並決議盈餘分派或

虧損撥補。執行前項查核時，股東會得選任檢查人（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

條第二項）。在此情形下所選出檢查人主要之工作在於查核董事會造具之

表冊、監察人之報告書，因此就選任檢查人之議案，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

就該選任檢查人之議案具有「自身利害關係」且可能「有害於公司利益之

虞」，所有董事及監察人應加以迴避，不得加入表決，亦不得代理他股東

行使其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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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檢查清算期內收支表、損益表、連同各項簿冊所

選任之檢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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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得另選檢查

人，檢查前項簿冊是否確當（公司法第三百三十一條第一、二項）。在此

情形下所選出檢查人主要之工作在於檢查清算期內收支表、損益表、連同

各項簿冊，因此就選任檢查人之議案，清算人就該選任檢查人之議案具有

「自身利害關係」且可能「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故該具有股東身分之

清算人應加以迴避，不得加入表決，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第六項 其他情形 

 

而其他情形下只要股東對議案有「自身利害關係」，且可能「有害於

公司利益之虞」，則該股東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

權。例如解除董事競業限制議案
230
、 歸入權之行使議案

231
、公司與股東間

                                           
230 公司法第二百零九條第一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

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所稱取得股東會之許可自應依同條第二、三、四項規定經股東

會輕度特別決議同意行之。且依據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條該董事就股東會解除本身競業限制議案，

有「自身利害關係」，且可能「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故其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

其表決權。 

231 董事如未經許可而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時，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九條第五項

規定股東會得以決議該行為之所得視為公司之所得，但自所得產生後逾一年者不在此限。而股東會

於決議該行為之所得視為公司之所得時，該董事就歸入權行使之議案，有「自身利害關係」且「有

害於公司利益之虞」，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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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議案
232
、對董事提起訴訟及另行選定該訴訟之公司代表議案

233
、 股東

會對監察人起訴及另行選任訴訟代表人之議案
234
、董、監事均與公司有交

涉時，另行推選代表議案
235
、盈餘分配議案

236
、員工獎勵或分紅入股議案

237

及變更章程之議案
238
等情形皆是。 

  
                                           
232 當公司與股東間有交易時，而提交股東會決議時，與公司為交易之股東為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

公司利益之虞，該股東自應迴避，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233 股東會決議對於董事提起訴訟時，公司應自決議之日起三十日內提起之（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二條）。

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

（公司法第二百十三條）。為起訴對象之董事，對該決議應屬有「自身利害關係」且「有害於公司

利益之虞」，自不得加入表決或代理他股東行使表決權。且經股東會決議對董事提起訴訟後，股東

會決議另行選定該訴訟之公司代表議案，該被起訴之董事顯有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在

股東會選定時應予迴避，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表決權。 
234 股東會決議，對於監察人提起訴訟時，公司應自決議之日起三十日內提起之（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五

條第一項）。為起訴對象之監察人，對該決議應屬有自身利害關係，自不得加入表決或代理他股東

行使表決權。又此一訴訟起訴之代表，股東會得於董事外另行選任。申言之，此一訴訟起訴之公司

代表，原則上為董事長。惟股東會若認為不合適時，亦得於董事外另行選任（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五

條）。當股東會開會決議是否對監察人提起訴訟及於董事外另行選任訴訟之代表，該被起訴之監察

人顯有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在股東會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表決權。 
235 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三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本公司有交涉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其意

旨在於避免利害衝突，損及公司利益。故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均與本公司有交涉

時，因法律無明文規定以何人為公司代表人，為顧及公司利益，宜由股東會推選代表之。因此股東

會開會決議另行推選代表議案，該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顯有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在股

東會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表決權。 
236 公司法第二百二十八條規定每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編造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於股東常

會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之後董事會應將該議案及其他表冊與監察人之報告書，於股東常會

開會十日前，備置於本公司，股東得隨時查閱，並得偕同其所委託之律師或會計師查閱（公司法二

二九條）。最後董事會應依公司法第三百三十條將其所造具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提出於股

東常會請求承認。而就股東會承認盈餘分派之議案時，若該股東受有特別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

益之虞，該股東自應加以迴避，不得加入表決，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表決權。若個別股東並未受

有特別利害，否則原則上不生股東不得行使表決權，應予迴避之問題。 
237 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第四項規定，公司以紅利轉作資本時，依章程員工應分配之紅利，得發給新股

或以現金支付之。若公司決定發給員工新股時，即謂之「員工分紅入股」。另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

條第一項規定公司發行新股時，除經政府核定之公營事業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定者外，應保

留發行新股總額百分之十至十五之股份由公司員工承購，此可謂「員工入股而不分紅」。又單純依

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分配之紅利，謂之「員工分紅而不入股」。因此當公司依公司法

第二百四十條第一、二、三項股東會之特別決議決議對員工施行「員工分紅入股」，而該員工如果

同時為公司之股東時，該員工對「分紅入股」議案，當然有「自身利害關係」，且可能「有害公司

利益」之虞，該員工自應加以迴避，不得加入表決，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表決權。前大理院十一

年度統字第一七六六號解釋亦採相同見解。 
238 公司法第二百七十七條規定公司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章程。前項股東會之決議，應採輕度特

別決議行之。是以，公司自得於章程中訂定特定條款變更章程時較高之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

數。且依同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五項變更章程之議案，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若公司變更章程之議案對個別股東受有特別利害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則該股東應加以迴避，不

得加入表決，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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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 

 

   由以上之討論可以得到公司之股份可以分為有表決權股、絕對無表決

權股及相對無表決權股，各該名稱之定義對於「股份總數」及「表決權」

之計算有莫大的助益，尤其在股東會決議計算普通決議、假決議和特別決

議時，能使「股份總數」及「股東表決權」之計算更精確，避免因「股份

總數」或「表決權」計算錯誤，致該股東會根本不得舉行，以致該股東會

決議「不存在」，所作之決議當然「無效」；或者因股東會之決議方法違反

法令或章程，致該股東會決議遭到撤銷。 

本次公司法修正將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條董、監事之解任程序由普通

決議變更為輕度特別決議，其並未區分董、監事之選任方式，而一律以輕

度特別決議解任，其立法之疏漏，不言可喻；至於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條

規定公司章程得就選任董事、監察人之方式另為規定，本文認為此為公司

法修正之疏漏，此條規定會使公司大股東藉由章程規定董事、監察人之選

任方式，而把持公司之董事會及監察人，進而控制公司之經營權，使少數

股東無法當選任董事、監察人，公司法主管機關應就此速謀補救之道。 

而就公司法第三百一十六條公司合併、分割、解散由重度特別決議變

更為輕度特別決議而言，並未將公司解散和合併、分割分開規定，而一律

以輕度特別決議進行解散、合併、分割，就公司解散而言，極可能會犧牲

少數股東之權益。 

 

 

 



 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