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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決議之效力 

 

公司股東會決議之瑕疵，有存在決議之成立過程者，有存在決議之內

容者，公司法以此區別為基礎，設有不同之救濟方法，而不適用民法一般

原則之規定。推原其故，蓋於此情形，根據此一決議可能已發生各種社團

上或交易上之法律效果，為保護股東或債權人計，實宜另設規定
239
，故公

司法就股東會之瑕疵於公司法規定股東會決議之效力。 

按股東會之決議乃公司之意思決定，仍不似自然之意思決定，僅係一

種心理之過程而已，其本身即係一種法律程序。從而，其決議須基於適法

之程序而形成時，始能發生公司意思決定之效力。因此，若從純粹理論之

觀點言之，其決議之成立過程若有缺陷，亦應與決議之內容有缺陷相同，

其決議應不生效力。惟決議瑕疵中之程序瑕疵，其瑕疵較為輕微，且其判

定往往因時間之經過而發生困難。因此，公司法基於法的確實性之要求，

不使此種有瑕疵之決議當然無效，而須由股東在特定時間內提起撤銷決議

之訴，使之歸於無效。換言之，此種瑕疵之決議，只能撤銷
240
，並非無效

，且其撤銷須以訴主張之。反之，股東會決議之內容若有瑕疵，則因此種

瑕疵，係實質上之瑕疵，關係重大。因之，公司法使此種決議當然無效，

無須以訴主張之
241
。且就股東會決議得撤銷而言，如法院受理第一百八十

九條撤銷決議之訴，如發現股東會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之

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爰參酌日本商法第二百五十一條規定，

                                           
239 柯芳枝，前引註 5，頁二八一至二八二。 
240 股東程序問題之探討，收於曾宛如，前引註 227，頁一九三至二一四。 
241 柯芳枝，前引註 5，頁二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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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增訂法院得駁回其請求，以兼顧大多數股東之權益
242
。因此法院對於第

一百八十九條撤銷決議之訴，認為其違反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

者，得駁回其請求（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之一）。 

惟欲討論股東會決議之瑕疵，須以股東會及其決議存在為前提。若根

本未有股東會或其決議存在，即無檢討股東會會議有無瑕疵之必要。按所

謂決議不存在，只自決議之成立過程關之顯然違反法令，在法律上不能認

為有股東會存或其決議之成立情形而言
243
。 

因此股東會之決議可區分為「決議無效」、「得撤銷」、「決議不存在」

，其情形包羅萬象不可勝數，本章僅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之股東會並作成

決議、通知及公告之瑕疵、就召集原因以外之事項為決議及董事、監察人

之解任應否在召集事由中列舉及欠缺法定數額股份出席，來探討股東會決

議之效力。 

 

第一節 無召集權人所召集之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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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股東會以董事會召集為常態，於其他例外之情形下始由其

他召集權人召集之；而其他召集權人包括監察人、少數股東、檢查人、公

司重整人、清算人及臨時管理人於必要時所召集。而首先應探討之前提問

題為，無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其股東會所為之決議之效力究竟是召集程

序有瑕疵，或是實質上無效，實務上有採決議得撤銷說、決議無效和決議

                                           
242 賴源河等，前引註 33，頁二五四。 
243 柯芳枝，前引註 5，頁二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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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說。以下就其說法臚列，再予以探討。 

 

第一項 得撤銷說 

 

該說認為無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為一種召集「程序」之違法，而

非決議「內容」之違法，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股東得於一個月內請

求撤銷，高等法院八十七年上字第三三七號
244
採該見解。 

 

第二項 無效說 

     

該說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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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為之決議為無效

，高等法院八十九年度上更字第二三八號判決
245
及高等法院九十年度抗更

                                           
244 高等法院八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上字第三三七號判決：「按股東會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

集之。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股東得自決議起一個月內，訴請法院撤

銷其決議。而該決議在未經撤銷前，並非無效。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百八十九條分著明文，

德○公司已於七十九年經股東會決議解散，進入清算程序，惟仍於八十六年五月二日由無召集權人

召集股東臨時會，決議選定清算人。查上訴人之主張係以八十六年五月二日德○公司之臨時股東會

是由「無召集權人召集」為由，請求宣告該股東會之決議無效，及所選任之清算人無效。而按無召

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為一種召集「程序」之違法，而非決議「內容」之違法，依前開法條規定及

最高法院判例意旨，股東得於一個月內請求撤銷。上訴人為德○公司之股東，迄今並未針對其主張

為無召集權人召集之八十六年五月二日股東會決議請求撤銷，此股東會之決議即因一個月除斥期間

之經過，而不得撤銷，而繼續有效。上訴人請求就此不能再撤銷之有效會議決議宣告為無效，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245 高等法院八十九年度上更字第二三八號判決略以「⋯⋯上訴人斯時為被上訴人春煇公司董事長並無

召集權，上訴人乃訂於八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在台北市錦州街四十八號五樓召開董事會，

故被上訴人春煇公司之董事會並無不能召開或不為召開之情事，乃甘張美綾未通知上訴人出席會

議，擅自於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台北市仁愛路二段十一號六樓文聞法律事務所會議室召開臨時

股東會，並由甘張美綾擔任主席作成會議紀錄，是該臨時股東會既由無召集權人召集作成之決議，

應屬當然無效。退一步言，縱認甘張美綾有權召集臨時股東會，惟其開會通知並未合法送達上訴人，

該股東會召集程序方法違反法令，爰起訴請求撤銷上開股東會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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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一六號裁定
246
採該見解。 

 

第三項 不存在說 

 

該說認為股東會之召集，如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其決議亦由無召

集權人所召集之股東會所為，是由該非合法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之意思機

關，所為之決議當然無效，該股東會決議，自屬不存在，實務上有士林地

方法院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訴字第九三一號判決
247
及最高法院八十七

年度台上字第一二五五號判決
248
採該見解。 

                                           
246 高等法院九十年度抗更字第一六號裁定「⋯⋯詎相對人等仍於八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由非召集權人

李簡市違法召集股東會，並偽造股東會議紀錄，同日則逕召集董事會，偽造董事會議紀錄，推選李

簡市為台立公司之董事長等，其由無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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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訴字第九三一號裁判：「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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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開規定股東會原則上應由董事會召集，而非由董事召集，而

董事會之召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二百零四條之規定，應由董事長召集，且董事會之

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本件被告公司於系爭股東會召開時之董事長係原告，而被告

公司股東會開會前，董事長即原告並未召集董事會，董事會亦未作成召開股東會之決議，反之被告

公司董事等人，自行以董事名義召集股東常會，與公司法所規定之董事會召集程序不合，尚難認系

爭股東常會之召集業經法定程序由有權召集之人召集之。二、又公司法第二百二十條規定監察人認

為必要時，得召集股東會，所謂「必要時」，應以不能召開董事會，或應召開而不為召集股東會，

基於公司利害關係有召集股東會必要之情形始可召開，姑不論本件並無被告公司不能召開董事會之

情形，亦無証據証明董事長應召開而不為召集股東會，縱認被告公司已有不能召開董事會，或應召

開而不為召集股東會之情形，被告公司之監察人並未以監察人之名義召集股東臨時會，而係與被告

公司之董事一同以董事之名召集股東常會，足見監察人李陳麗玉並非以其監察人之身份發函召集股

東會。三、綜上所述，系爭股東會之召集，既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其決議亦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

之股東會所為，是由該非合法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之意思機關，所為之決議當然無效，該股東會決

議，自屬不存在。」 
248 最高法院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一二五五號判決：「⋯⋯次查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

之；股東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及第二百零三條第一項分

別定有明文，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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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由無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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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為決議，當然無效。按榮達社公司於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召開股東會時之董事長為黃陳

美珠，其在開會前並未召集董事會，且董事會亦未作成於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召開股東會之決

議，則董事李朝宗、陳李香、陳維新、陳塗林自行以董事名義召集股東會，自非合法。又公司法第

二百二十條規定監察人認為必要時，得召集股東會。所謂必要時，應以不能召開董事會，或應召開

而不為召集股東會，基於公司利害關係，有召集股東會必要之情形，始可召開，不應任由監察人憑

一己之主觀意旨召開。按榮達社公司並無不能召開董事會之情形，亦無證據證明其董事會有應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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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小結 

 

由以上實務之探討可以瞭解，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之決議，為多數股

東集合的意思表示，而成立之法律行為，因此無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所

作決議，究為「得撤銷」、「無效」或「不存在」，須就其股東會是否成立

及股東會若認為成立後，則須就其無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為程序瑕疵或

實質內容有瑕疵加以探討；因此本文認為首先必須探討「無召集權人召集

之股東會」究竟是不是一個股東會，若該「無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

就其決議之成立過程觀之，顯然違反法令，在法律上不能認為有股東會或

其決議不成立之情形，則其所作之決議，應為決議「不存在」，此與公司

法第一百九十一條規定股東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迥然有

異。惟就其決議為無效之點論之，則無二致；若「無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

會」認為是一個股東會，而僅是其召集程序違反法令或章程，則應認為該

決議為「得撤銷」。若認為其所作之決議為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則為

決議無效。因此就其邏輯之推論，「決議不存在」是第一層次要思考之問

題，「決議得撤銷」和「決議無效」則是第二層次之問題。 

因此本文認為無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該「無召集權人」既非股東

會之召集權人，則其所召集之「股東會」，自其召集過程觀之，自不能稱

為「合法成立之股東會」，該「股東會」為不成立，其所為之決議自為「

                                                                                                                                 
而不為召集股東會之情形，即難認其監察人有召集股東會之必要。況監察人李陳麗玉係以董事名義

委託律師發函通知黃陳美珠及董事黃清正召集股東會，並非以監察人之身分召集股東會，核與公司

法第二百二十條之規定不符。是榮達社公司於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召開之股東會，係由無召集權

人所召集，其所為決議當然無效，該決議自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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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該決議不待當事人之主張，即當然無效，故該決議即無討論「

得撤銷」或「無效」之必要，學者曾宛如亦同本文之見解
249
，認為未來公

司法修正應採三分法。 

 

第二節 通知、公告之瑕疵 

 

第一項 通知公告之期間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二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無記名股票者

，應於三十日前公告之。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對

於持有無記名股票者，應於十五日前公告之。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股東常

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無記名股票者，應於四十

五日前公告之（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一、二項）；而民國九十年十一

月公司法修正認為公開發行公司股東眾多且結構複雜，未建立委託書徵求

資訊之公開制度，以導引委託書之正面功能，由公司隨同開會通知附寄委

託書徵求資料與股東，爰修正第一百六十五條之規定，將停止過戶日予以

提前；為配合前揭修正及考量實務上股務作業期間，爰增訂第三項，將股

東會通知時間酌予調整
250
。因此對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股東臨時會之召

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無記名股票者，應於三十日前公

告之（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三項）。而原公司法第五項規定「第一項

                                           
249 參見曾宛如，股東與股東會－公司法未來修正方向之芻議，月旦法學雜誌第九十五期，民國九十二

年三月，頁一二一。 
250 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立法理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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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三項於無表決權股東不適用之。」，民國九十年修法將本項刪除，其

立法理由認為，無表決權股僅無表決權，而非喪失出席權，其出席股東會

參予討論及詢問乃基本「知」的權利，故第一項至第四項之召集通知仍有

必要，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五項之規定
251
，因此股東會之召集通知及公告對

於無表決權股東仍應依本法規定予以通知或公告。若對於無表決權之股東

未予以通知或公告，為召集程序之瑕疵。 

對於持有公開發行之股份有限公司之畸零股，證券交易法規定得以公

告取代通知，故該法第二十六條之二規定：「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

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其股東常會之召集通知得於開會三十

日前；股東臨時會之召集通知得於開會十五日前，以公告方式為之。」，

而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通知期限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六項），茲將其情形列表如下： 

 

公開發行 未公開發行 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二條 
股東常會 臨時股東會 股東常會 臨時股東會 

記名股票股東 三十日前通知 十五日前通知 二十日前通知 十日前通知 

記名股票股東

少於一千股（

證券交易法第

二十六條之二

） 

得於三十日前

公告 

得於十五日前

公告 

  

無記名股票股

東 

四十五日前公

告 

三十日前公告 三十日前公告 十五日前公告

圖表五、召集股東會通知及公告之期間 

                                           
251 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立法理由第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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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通知、公告方式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股東會召集之通知日期，實務上均採「

發信主義」，而非「到達主義」，即指將召集之通知書交郵局寄出之日為準

，受通知人何時收到，並不影響股東會召集之效力
252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

召集之通知採發信主義，公司法對於如何計算期間之方法既未特別規定，

自仍應適用民法第一百一十九條、第一百二十條第二項不算入始日之規定

，自通知之翌日起算至開會前一日，算足公司法所定期間。例如二月二十

日召開臨時股東會，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應於十日前通知

各股東，則至遲二月九日即應通知各股東
253
。 

而就股東會召集通知之公告方式，依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公司

之公告應登載於本公司所在之直轄市或縣 (市) 日報之顯著部分。但公開

發行股票之公司，證券管理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而證券及期貨

管理委員會得依本條規定另訂公告方式
254
，因此公開發行股份有限公司開

會通知之公告方式得依證期會所規定之方式為之，目前公開發行股份有限

公司之公告得向證期會指定的資訊公告申報網站（證期會指定之資訊公告

申報網站為「公開資訊觀測站」 (網址：http：//sii.tse.com.tw/)。）

進行傳輸，於完成傳輸後，即視為已依規定完成公告
255
。 

綜合以上之討論，可將公開及未公開發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公告所

                                           
252 經濟部六十九年十一月十日商三八九三四號函。 
253 最高法院八十四年一月一七日八十四年度第一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及經濟部八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商

字第二０二二七五號函。 
254 經濟部九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商字第０九一０二二二七九００號函。 
255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台財證一字第０九一０一五七一０五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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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之法規及管理機關比較如下： 

 公開發行 未公開發行 

主管機關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

員會 

經濟部（商業司） 

違反通知期

限之處罰機

關 

經濟部（商業司） 經濟部（商業司） 

公告之方法 以網路傳輸為之（公司法

第二十八條後段） 

公司之公告應登載於本公

司所在之直轄市或縣 (市

) 日報之顯著部分（公司

法第二十八條前段） 

圖表六、公告方式之比較 

 

第三項 小結 

 

由於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已就公開發行及閉鎖性之股份有限公司之

特性差異分開規定其通知、公告期間及公告方式，但因其分別規定於證券

交易法及公司法，並分由經濟部和財政部分別管理，其管理方式雖有其歷

史背景，但本文認為基於提高行政效率之考量，似可考慮就公開發行及閉

鎖性之股份有限公司分別立法，由同一機關管轄為宜。 

就召集通知或公告未遵守法定期間或方法，該股東會所作之決議，依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為股東會之召集程序，違反法令，股東得自決議之

日起三十日內，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因此該公司之股東得提起撤銷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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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決議之訴
256
，至於股東會未經召集通知或公告而開會

257
或股東會地點不

適當
258
等情形皆屬召集程序違法。 

   

第三節 召集原因以外之事項為決議 

 

股東會之召集情形已於第三章所述，其可由董事會於通常情況下召集

、監察人執行監察職務下所召集、股東所自行召集和於特殊情況下所召集

，各種不同原因下所召集之股東會，該股東會可否議決召集原因
259
以外之

事項，例如股東會不是由董事會召集，由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該股東會

可決議事項包括哪些？以下擬針對公司於特殊情形下，由重整人或清算人

召集股東會，該股東會可否議決重整、清算以外之其他事項及少數股東依

第一百七十三條報經主管機關許可後，可否議決主管機關許可以外之事項

？ 

 

第一項 重整 

 

公司重整人依公司法第三百一十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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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董事、

                                           
256 柯芳枝，前引註 5，頁二八四。 
257 經濟部民國六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經台商登發字第０二三八號函。 
258 經濟部五十七年九月九日商字第三一七六三號函。 
259 參見第三章圖表二、召集權人召集事由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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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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重整人所召開之股東會主要之目的係為選任董事、監察人，且關於變更章

程、增資、減資、發行新股及發行公司債等公司法第三百零九條另行規定

由重整人聲請法院裁定。因此公司法既定有明文，故該股東會應不得議決

選任董事、監察人以外之事項。若該股東會議決選任董事、監察人以外事

項，為股東會決議之內容，違反公司法第三百零九條及三百一十條第一項

之規定，該股東會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條應為無效。 

 

第二項 清算 

 

清算人依據公司法第三百二十六及三百三十一條得召集股東會承認

清算表冊，其次公司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解散之公司，於清算之範圍內

，視為尚未解散。」及第二十六條規定：「前條解散之公司在清算時期中

得為了結現務及便利清算之目的暫時經營業務」，因此公司辦理解散登記

後，於清算程序中股東會依然得行使職權，惟其權限之行使，僅限於清算

之範圍
260
。 

其次清算人依公司法第三百二十六及三百三十一條所造具之清算表

冊應先送監察人審查，經審查後召集股東會加以承認，若監察人於此時出

缺，應由股東會先行補選或改派監察人
261
，因清算程序中股東會依然得行

使職權，惟其權限之行使，僅限於清算之範圍。故本文認為清算人所召集

                                           
260 經濟部六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商一七八０三號函。 
261 經濟部六十八年五月十七日商一三七一三號函：「本案００股份有限公司於清算中因監察人０００

退休離職，法人股東改派０００接替，以便該公司達成公司法第三百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程序，

仍屬清算範圍之事項，可准其辦理監察人變更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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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東會，該股東會所議決之事項僅限於與清算有關之事項。若該股東會

議決與清算無關之事項，例如改選董事、監察人，該股東會之決議則構成

股東會決議之無效，因其所決議之內容超出其清算中股東會之權限，違反

公司法第二十五、二十六條規定，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條該股東會決議

應為無效。 

 

第三項 股東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而召集 

 

董事會不為或不能召集股東會時，股東可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報

經主管機關許可召集股東會，而該股東所召集之股東會可否議決召集事由

以外之事項，依據公司法主管機關經濟部之解釋，公司股東於報請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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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故少數股東依據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三條報經濟部或直轄市政府許可召集股東會，就召集事項及理

由為必備之文件，若該次召集的股東會就召集事項以外之事項作成決議，

其效力即值得討論，學說上有採得撤銷說、無效說等。 

 

第一款 得撤銷說 

 

少數股東報請主管機關之許可而召集召集股東會，應僅得就許可之事

項為決議，該股東會如就主管機關許可召集事項以外之事項為決議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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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並非當然無效，僅得訴請撤銷
263
。 

 

第二款 無效說 

 

少數股東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而召集之股東會，僅就召集許可之事項為

決議。該股東會就許可事項以外之事項為決議時，其決議是否視為無召集

權者召集之股東會所為而應屬無效，亦或是為決議之成立手續有違法，祇

得為決議撤銷之原因，頗有疑問，就此應解為其決議無效
264
。 

 

本文以為應採得撤銷說，因少數股東將召集事項及理由報經主管機關

許可，而召集股東會，該股東會應就許可之召集事項而為決議，其就許可

召集事項以外之事項而為決議，第三人並無法知悉，若認為係「無效說」

，不僅有損交易安全，尚且把少數股東視為無召集權人，如此會使該股東

會不存在，以致該股東會所作之決議全部無效；且該股東會就主管機關所

許可之事項以外而為決議，係股東會之決議方法違反法令，因此本文認為

應以得撤銷說為可採。 

 

 

 

 

                                                                                                                                 
262 經濟部六十五年三月八日商０五八九一號函。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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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四四七；轉引自

王銘勇，前引註 76，頁六一。 
264 張龍文，前引註 65，頁一０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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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小結 

 

股東會於特殊原因下所召集之股東會，則依本章圖表七股東會決議效

力之判斷流程圖加以判斷，該股東會為存在，但該股東會之權利受到法律

之限制，因此該股東會只可議決召集事由有關之議案，例如清算中之公司

召集股東會，該股東會只可議決清算有關之事項，若議決與清算無關之事

項，則該股東會雖存在，但該決議係內容違反法令，應為無效。 

若該股東會由少數股東報經主管機關許可所召集，則依圖表七股東會

決議效力之判斷流程圖加以判斷，該股東會為存在，而進入第二層次，判

斷該股東會之召集程序和決議方法有無違反法令或章程，若股東會就主管

機關許可以外之事項加以決議，則為決議方法違反法令，為股東會決議得

撤銷。其次就該次股東會之決議內容加以判斷有無違反法令，若有違反法

令或章程，則其決議當然無效。因此就召集事由以外之事項為決議，其所

作成決議之效力應就個案加以判斷。 

 

第四節 特別決議欠缺法定數額之瑕疵 

 

依公司法規定，股東會之決議種類既有普通決議、特別決議及假決議

等三種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等)

，均設有最低出席股東持股數，該出席股東持股數之規定，係強制規定，

公司章程僅得提高其標準，而不得降低或完全排除公司法之規定，而就股

東會特別決議事項已如第四章所述，當股東會特別決議欠缺法定數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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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出席，亦即應以股東會特別決議事項，而卻以普通決議作成決議，於

此情形下究為決議「無效」、「得撤銷」或「不存在」，以下就其情形分別

加以探討。 

 

第一項 得撤銷 

 

最高法院六十三年台上字第九六五號判例：「公司為公司法第一百八

十五條第一項所列之行為，而召開股東會為決定時，出席之股東，不足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及違反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之

規定，而為股東會之決議方法之違法，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規定，僅

股東得於決議之日起一個月內，訴請法院撤銷之，而不屬於同法第一百九

十一條決議內容違法為無效之範圍。」及最高法院九十一年台上字第二一

八三號判決
265
亦採相同見解。而學者見解「認為不論普通決議或特別決議

，不足法定額股份之股東出席，皆屬決議方法違法，屬於公司法第一百八

十九條得撤銷之事由。」，理由如下：（一）立法背景：查公司法各有關條

文，均係於五十五年七月十九日修正公佈，該法修正草案係行政院於五十

                                           
265 最高法院九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九一台上字第二一八三號判決：「⋯⋯按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

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規定，股東固得自決議之日起三十日內，訴

請法院撤銷其決議，惟該項決議在未撤銷前，仍非無效；又所謂決議方法之違反，包括出席股東不

足法定之額數或出席股東之股份額不足法令或章程所定代表已發行股份額數之情形（本院六十三年

台上字第九六五號、六十七年台上字第二五六一號判例參照）。查被上訴人係上訴人公司之股東，

系爭股東常會所為之系爭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三款、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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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股東

﹁林國長遺產共有戶﹂、林命嘉個人之股份不得計入系爭股東常會之出席股份，系爭股東常會僅有

百分之五十九點零一股份數之股東出席，未達應出席股東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不得

為系爭決議，為原審確定之事實。依上說明，為上訴人公司股東之被上訴人，固非不得以其決議方

法違反法令，自決議之日起一個月內，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惟該項決議於未撤銷前，仍非無效。

則被上訴人訴請確認系爭股東常會所為之系爭決議不成立，難認正當，不應准許。第一審關於此部

分所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雖非以此為理由，惟結果初無二致，仍應予維持，原審以前揭理由將

之廢棄，改判如被上訴人之聲明，自非適法。上訴論旨，執以指摘其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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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六月二十三日，以臺五十經字第三七九九號函送立法院審議，原草案第

一百八十四條明白揭示股東會決議分為普通決議與特別決議二種，且同草

案第二百條規定「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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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從其體系言，絕

無謂今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得撤銷事由，僅適用於特別決議，而無適用

普通決議之論證。（二）、外國立法例：我國現行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文，原

係參照日本商法第二百四十七條擬定。日本商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股東

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或顯為不公正）時，股東（

董事）得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違反第三百四十三條規定之決議，亦同

）。」以上除括弧內文字外，與我國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幾乎相同，所

稱第三百四十三條即指特別決議方法而言，由此之日本商法第二百四十七

條，原係以適用於違反普通決議為主，對違反特別決議規定亦有適用，若

謂我國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僅適用於特別決議方法，而不適用於普通

決議方法；或謂僅適用於普通決議方法，而不適用於特別決議方法，非僅

於法無據，且證諸我國立法經過及他國立法例，亦屬有違立法本旨。（三

）、我公司法對股東會決議瑕疵採「二分法之精神」；由我公司法第一百八

十九條與第一百九十一條規定可知，我現行法立法原意對股東會決議瑕疵

，非屬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之範圍，即屬程序違反法令或章程，捨此以外

並無第三種情形之存在
266
。 

 

                                                                                                                                 
且事實已確定，爰由本院將原判決廢棄，自為判決。⋯⋯」 

266 王紹育著「股東會決議之無效與撤銷（上）」，中央日報七十年五月二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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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不成立 

 

最高法院六十五年臺上字第一三七五號判決：「⋯⋯股東會之決議，

乃二人以上當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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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法律規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數額以上股份之股東出席時，此一定數

額以上股份之股東出席，即為該法律行為成立之要件。股東會決議欠缺此

要件，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如認為決議不成立，自始即不發生

效力。」
267
，最高法院六十九年臺上字第二一八八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八十九年度上字第八二八號判決及部分學者
268
亦採相同見解。 

 

第三項 視情形而定 

 

高等法院九十一年度上字第一二四號判決「按股東會之決議，乃二人

以上當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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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法

律規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數額以上股份之股東出席，此一數額以上股份之

股東出席，即為該法律行為成立之要件，股東會決議欠缺此項要件，尚非

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如認為決議不成立，自始即不發生效力，無須

再行訴請撤銷，尤以公司法上之特別決議為然。故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

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至少須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

然後始有決議之能力，此觀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百七十五條之規

定自明，必股東會有此決議能力，而僅因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之方

                                           
267 王泰銓，前引註 29，頁二０三。 
268 林錦村，論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會特別決議欠缺法定數額以上股份之股東出席，軍法專刊第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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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違反法令或章程，然後始有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之適用，蓋如股東

會出席之股東不足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根本不得為決議而祇得為假決議。此際，如仍為決議，除能否得

視為假決議外，要無成為決議之餘地。」該判決認為出席股東，不足代表

已發行股份總數之過半數時，則為股東會決議「不成立」，若已達發行股

份總數之過半數時，卻未超過發行股份總數之三分之二時，為股東會決議

方法違反法令，該決議為「得撤銷」，最高法院六十九年台上第一四一五

號判決
269
同此意旨。 

 

第四項 小結 

 

雖實務及學說上主張欠缺法定數額以上股東之出席，有主張「決議無

效」、「得撤銷」和「決議不成立」，但本文認為（一）、若股東會開會

時，議事錄上載明出席股東代表之股份未達法定出席之股份數而仍為決議

，皆應為決議「不成立」（亦即特別決議事項而以普通決議作成）；（二

）、然若議事錄載明出席股東代表之股份數已達法定出席之股份數，事後

公司部分主張代理某乙或若干股東出席股東會之授權委任手續欠缺，被認

定為無效，該部分股份剔除後，當日股東會致未達法定數額股份之出席，

因在外觀上，開會時已達法定數額股份之股東出席，引起與公司交易第三

                                                                                                                                 
卷第九期，頁二八。 

269 最高法院六十九年台上字第一四一五號判決：「查本院六十三年度台上字第九六五號判例僅就股東

會出席之股東，不足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之情形，而為法律上之判斷。若股東會出席

之股東，不足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之過半數時，則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根本已不

得為決議，而祇得為假決議，此際，倘竟為所謂「決議」，除能否視作假決議，係另一問題外，要

無成為決議之餘地，更無所謂究為決議之方法違法，抑為決議之內容違法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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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賴，故屬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得撤銷股東會決議之範疇
270
。因此就

欠缺法定數額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該股東會決議之效力仍須先判斷所

召集者是不是一股東會，若從外觀來看，根本無法成立股東會，則其所為

之決議為完全無效，則無另行判斷決議得撤銷或無效之問題。 

 

第五節 董事、監察人之解任 

 

有關股東會決議解任董監事之方法，於民國九十年公司法修正由股東

會普通決議改為特別決議為之，其不合理性之情形已於第四章第三節第三

項加以討論，而以下僅對董、監事與公司之關係、董監事得由公司隨時解

任以探討公司之董事監察人之解任議案，應否於召集事由中列舉，若未於

召集事由中列舉，有無構成股東會決議得撤銷之事由。 

 

第一項 董、監事與公司之關係 

 

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本

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監察人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

六條第三項亦同）故公司法對董、監事與公司間之關係係委任關係；再依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董事均受有報酬，故此之委任應為「有償」委

任，自應適用民法關於有償委任之規定。 

                                           
270 林錦村，前引註 268，頁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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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關於董監事與公司之關係，公司法已有特別規定者，應優先適用

，而不適用於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故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條（此項規定

，依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七條規定，於監察人準用之）應係民法第五百四十

九條之特別規定，二者所定損害賠償之要件及其範圍均有不同，前者規定

之內容為：公司如無正當理由將董（監）事解任時，董（監）事得請求賠

償因此所受之損害，後者則為：當事人之一方，於不利於他方之時期終止

委任契約，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於公司董監事情形，公司於不利於董監事

之時期解任，對董監事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二者內涵尚有不同，董（監

）事決議解任既依有別於民法第五百四十九條第二項前段之公司法第一百

九十九條、第二百二十七條規定，自應優先適用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條、

第二百二十七條之規定
271
，故公司董監事之解任應優先適用公司法第一百

九十九條及第二百二十七條。 

 

第二項 董、監事得隨時決議解任 

 

董事得由股東會之決議，隨時解任；如於任期中無正當理由將其解任

時，董事得向公司請求賠償因此所受之損害（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條第一

項）。本條所稱之「正當理由」時，學者認為諸如董事經常不出席股董事

會，也不委託他董事代理出席（公司法第二百零五條），或違反競業禁止

之規定而與公司從事競業之行為（公司法第二百零九條）等屬之
272
。但董

事被解任得向公司請求賠償之範圍，公司法並未明定，似應參考美國法認

                                           
271 最高法院八三台上二四七０號判決。 
272 柯芳枝，前引註 5，頁三０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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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公司董事並不對其「全部任期」存有既得權（vested right）
273
，而董

事擔任是項職務時，亦應被認為其已認識到，其任期隨時有可能被股東會

以適當之表決票解任
274
。因此本文認為我國公司法應和美國模範公司法作

相同之解釋，認為公司之董事並無既得權，只有在股東會無正當理由將董

事解任時，董事才得向公司請求賠償。 

若公司股東會無正當理由將董、監事解任，公司對於被解任之董監事

應負賠償責任，該解任之董事，任期既未屆滿，自得向公司請求賠償因此

所受之損害，例如任期未屆滿前應享受的報酬即為著例
275
。 

 

第三項 解任是否為選舉事項 

 

股東會之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四項

），但於議程進行中，股東自得依法為臨時動議之提案，此允屬股東之固

有權，尚不得於公司章程或公司自訂之股東會議事規則中加以限制（包括

附議之限制）
276
。但改選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

割或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

時動議提出（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五項）係因改選董事、監察人及變

更章程等係屬重大事項，是以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五項特予規定，應

在股東常會或臨時股東會之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旨在

                                           
273 See SOLOMON, supra note 4, at 397-398. 
274 劉連煜，股東會決議解任董監事及董監事因無正當理由遭解任所得請求賠償之範圍，月旦法學雜誌

第三十期，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頁一０二；該文引達拉威州之法院（The Court of Chancery）

判決謂：「任何董事所擁之權利，乃是基於『得隨時被公司以持有過半數普通股股東之投票或同意

加以取消』之實際或默示認知（actual or implied knowledge）而得；從而，解任董事，並無所

謂董事既得利益被侵害之情事發生。」 
275 陳顧遠，前引註 94，頁三七七。 
276 經濟部八十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商八七二０二一五八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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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股東權益
277
，並藉以引起股東之注意，俾踴躍參加股東會

278
。因此就

選舉董、監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若以臨時動

議提出，則為股東會之召集方法違反法令，為決議得撤銷
279
。但就解任董

事及監察人，實務上卻認為得以臨時動議提出，而不需依第一百七十二條

第五項於召集事由中列舉
280
，其妥適性如何？頗值探討，以下實務及學說

加以探討。 

 

第一款 否定說 

 

經濟部八十四年五月八日商字第二０七五０八號函認為：「按關於改

選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或公司解散或合併之事項，應在股東會召集事

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此乃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四項但書

所明定。至解任董事監察人之事項，因非在前揭法條規範之內，故得以臨

時動議提出，於法並無不合。」，故其認為股東會如為解任之決議，該股

東會決議完全有效，而無得撤銷之原因。 

 

 

 

                                           
277 經濟部六十一年六月三十日商一七八九七號函。 
278 柯芳枝，前引註 5，頁二五三。 
279 施智謀，公司法，自版，民國七十七年六月版，一四０頁；柯芳枝，前引註 5，頁二八四。 
280 經濟部九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商０九一０二一五一八二０號函「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五項係

規定：「改選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

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是以，解任董事尚非上開列舉事項，自得以臨

時動議提出，而無須列舉於召集事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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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肯定說 

 

學者劉連煜認為「解任董事」與「選舉董事」，基於其類似性，解任

董事之程序要求（即，將解任議案列入召集事由）應「類推適用」選舉董

事之程序
281
。學者林國全則認為似可直接將本項之「改選」一詞，解為包

括解任與選任在內之董監事人事變動事項，而無須以類推適用之方式
282
。 

 

第四項 小結 

 

由以上之討論公司與董監事之關係為有償委任，且因公司法對於董、

監事之選舉與解任有特別規定，而應適用公司第一百九十九條第一項之規

定加以解任，但就解任董監事之議案應否適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五

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本文基於以下理由認為解任

董事、監察人應包含於董監事之選舉事項，並依據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

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否則為股東會決議方法違法

，其決議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撤銷之。（一）、參考美國模範公司法

八‧０八條
283
規定，解任董事之股東會開會通知中需註明其為開會事由為

                                           
281 劉連煜，前引註 274，頁一０四。 
282 林國全，股東會決議解任董監事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第四十七期，民國八十八年四月，頁一一三。 
283 美國模範公司法第八‧０八條規定「a、多數股東得附理由或不附理由解任一或一以上之董事，但

公司章程規定解任需附者，董事只能以附理由方式解任之。b、董事如由股東投票集團選任者，僅

該投票集團之股東，始得參與解任該董事之投票。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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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董事僅得於股東所召集以解任董

事為目的之會議中予以解任。該次會議通知必須載明召集該次會議之目的或目的之一係為解任該董

事。」，參見劉連煜譯，前引註 32，頁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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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任董事；（二）、我國學者認為不論類推適用選舉董、監事或選舉事項包

含解任之看法，都認為解任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三）、公司法主管機關對於董事監察人之補選，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
284

，但卻對比補選更重大之事項，不必於召集事由中列舉，其合理性頗值懷

疑；（四）、若認為解任董監事不必於召集事由中列舉，會造成多數派董事

，於股東會中以臨時動議之方式，突然解任少數派董監事，造成公司少數

派董監事無法動員，致其權益受損。 

因此本文認為選舉權視為股東權之一部份，本質上為一種財產權
285
，

而其目的係使股東選舉董監事參與公司經營，基於相同理由，公司董監事

之解任應為包含於董監事選舉事項中，故就董事、監察人之解任而未於召

集事由中列舉而以臨時動議提出，本文認為該決議應為得撤銷，因其股東

會之召集程序以違反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五項，故得依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九條撤銷之。而長期而言，應修正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五項增列解任董

事、監察人之事項，應在召集是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以資明

確。 

 

 

 

 

 

                                           
284 經濟部六十一年六月三十日商一七八九七號函：「公司改選董事監察人係屬重大事項，是以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二條第四項但書特予規定，應在股東常會或臨時股東會之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

動議提出，旨在保障股東權益，至於董事監察人在任期中因故出缺，就其缺額予以補選，其與改選

之性質相同，仍有上述規定之適用。」 
285 See PAUL L. DAVIES, GOWER’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730-731（6th ed.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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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股東會決議效力之理論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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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故定有

明文，而股東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同法第一百九十一

條亦有明文，是以公司法就股東會決議違法之類型雖定有：得撤銷之股東

會決議、無效之股東會決議二者，惟觀之得撤銷之股東會決議為股東會決

議成立過程之瑕疵，無效之股東會決議則係股東會決議內容之瑕疵，此二

者皆為股東會成立後所發生之瑕疪。又股東會決議之無效，與法律行為無

效相同，而股東會決議之撤銷，則與法律行為撤銷相近，故股東會決議之

瑕疵受法律行為瑕疵相當程度之影響，如法律行為欠缺成立要件時，並無

討論法律行為無效、撤銷之餘地，因而必須符合成立要件之股東會決議，

始有進而探究股東會決議是否有無效或撤銷之情形之可言，並分別依上開

規定提起訴訟。 

因此就股東會決議之效力，可分為「決議不存在」、「決議無效」或「

決議得撤銷」，因此本文認為首先必須探討該「股東會」究竟是不是一個

股東會，若該「股東會」，就其決議之成立過程觀之，顯然違反法令，在

法律上不能認為有股東會或其決議不成立之情形，則其所作之決議，應為

決議「不存在」，此與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條規定股東會決議之內容違反

法令或章程者無效，迥然有異。惟就其決議為無效之點論之，則無二致；

若該「股東會」認為是一個股東會，而僅是其召集程序違反法令或章程，

則應認為該決議為「得撤銷」。若認為其所作之決議為內容違反法令或章

程者，則為「決議無效」。因此就其邏輯之推論，「決議不存在」是第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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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思考之問題，「決議得撤銷」和「決議無效」則是第二層次之問題。

以下就其思考邏輯劃一示意圖表示（圖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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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股東會─→不是───→決議不存在───→決議無效 

    ↓ 

    是 

    ↓ 

  決議存在 

    ↓ 

召集程序或決議 

方法有無瑕疵─→有─→決議得撤銷（尚未判斷有效或無效） 

    ↓                          ↓ 

    無                          ↓  

    ↓                    內容有無違反 

    ↓                     法律或章程─→有─→無效 

    ↓                          ↓ 

內容有無違反                    無 

法律或章程─→有─→無效        ↓ 

    ↓                    決議有效但得撤銷 

    無                          ↓ 

    ↓                    有無被股東 

決議完全有效              提起撤銷之訴─→有─→無效 

                                ↓ 

                                無 

                                ↓ 

                               有效 

圖表七、股東會決議效力之判斷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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