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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一人公司股東會 

 

民國九十年公司法修正第二條第四款有限度承認形式意義之一人股

份有限公司，即政府、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全部資本分為股份；股份就

其所認股份，對公司負其責任之公司。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無股東會，故

原股東會之職權移由董事會行使，而董事會行使股東會決議事項時，有無

「決議無效」、「決議得撤銷」或「決議不存在」等瑕疵之發生。因此以下

就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行使相關問題加以探討。 

 

第一節 一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項 意義 

 

 一人公司（one-man company）有形式及實質兩種意義。形式意義之

一人公司，指無論形式上及實質上，具有股東名義僅一人而已。又可分為

設立時之一人公司及設立後之一人。前者乃公司成立時，只有股東一人。

後者公司成立時具備公司法所規定之股東最低人數之要求，而於公司設立

後，因出資或股份轉讓等原因，致股東只剩一人。反之，實質意義之一人

公司，係指公司股東在形式上符合公司法所規定（公司法修正前）之公司

股東最低人數之要求，但出資或股份之真正所有人只有一人，其餘之名義

股東概屬其傀儡（dummy），可謂係真正之唯一股東之出資或股份之受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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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而公司法於民國九十年十一月修正第二條第一項、第九十八條、第一

百二十八條之一及第三百一十五條等條文明文承認一人有限公司及有限

度承認形式上政府或法人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項 外國立法例 

 

觀諸先進國家不乏准許設立形式意義之一人公司之立法例。德國於一

九八０年修正有限公司法第一條，明文承認形式一人有限公司之設立。美

國於一九八四年通過「修正模範公司法」，明文承認設立時形式一人公司

287
。法國於一九八五年修正公司法，承認形式意義一人有限公司之設立，

同時明文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即使全部由單一股東出資，亦不適用民

法第一八八四條之法院命令解散規定，承認設立後形式意義一人公司之存

在
288
。日本就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及有限公司並不承認設立後形式意義一

人公司之存在，但於一九三八年修改其商法規定，就股份有限公司承認設

立後形式意義一人公司之存在，並於一九九０年繼續修改其商法與有限公

司法，對於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公司，承認設立時及設立後形式意義一人

公司之存立
289
。歐洲共同體於一九八九年針對一人公司公佈第十二號指

令，該指令允許成立時或設立後之一人公司存在，除准許設立一人有限公

司外，亦准許設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並准許會員國各自規定規定或處罰

                                           
286  劉甲一，前引註 96，頁二八。 
287 「修正模範商業公司法」第二百零一條關於公司之設立，規定「一或一人以上之人可向州政府秘書

遞交公司章程，成為公司之發起人。」 
288 王泰銓，前引註 98，頁五九；王泰銓，前引註 29，頁四；林國全，一人公司立法之研究，政大法

學評論，第六十二期，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頁三七三至三七五；柯菊，前引註 24，頁三一八至

三二七。 
289 賴源河等，前引註 33，頁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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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人同時為數一人公司之唯一股東，以及一人公司或任一其他法人是

數個唯一一人公司股東，避免產生連鎖式之一人公司
290
，至於中國大陸於

公司法雖未明文承認一人公司，但於實質上已有一人公司設立之可能
291
。 

由以上各國之立法例可了解，基於企業維持觀點、確定經營風險和否

認一人公司之存立欠缺時效性，並反而增加糾紛之源
292
，因此承認形式上

及實際上一人公司已成為世界潮流。 

 

第三項 一人公司承認之必要性 

 

第一款 修法前不承認形式一人公司 

 

九十年公司法修正前，依公司法
293
之規定及學者見解

294
，不論公司種

類如何，皆以公司股東最低法定人數為公司之成立及存續要件，故不承認

形式意義之一人公司之設立與存續。又公司法第一條亦開宗明義而謂，本

法所稱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本法所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

之一種，即代表其必為為達多數人之利益而組成的「人的結合」，故公司

之構成員至少需二人以上。 

                                           
290 王泰銓，歐洲公司企業組織法，五南書局，民國八十七年一月，頁二八三至二八八；紀振清，歐洲

公司法之第十二號指令-「一人公司」，法律評論第六十卷第九、十期合刊，民國八十三年十月，頁

二四至二九。 
291 趙德樞，論中國大陸公司制度之發展與一人公司（上），全國律師，第六卷第七期，民國九十一年

七月，頁八十；劉瑞復，中國公司法，香港三聯書局，一九九八年，頁六一。 
292 林國全，前引註 288，頁三七六至三七七。 
293 例如公司法修正前之第二條第一項、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一項、

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一項等規定皆認為公司股東最低人數為公司之成立及存續要件。 
294  王泰銓，前引註 98，頁五八至五九；王泰銓，前引註 29，頁三；柯芳枝，前引註 5，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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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公司成立後，若因股份之轉讓、繼承等因素而致公司之股東人數

未達法定最低人數時，本法亦規定此乃「公司法定之解散事由」。如公司

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以「股東經變動不足本法所定之最低人數」為

無限公司之法定解散事由；有限公司依第一百一十三條之規定，關於公司

之解散準用無限公司之相關規定；兩合公司則依第一百一十五條之規定，

準用上述無限公司法法定解散事由之規定；而股份有限公司依第三百一十

五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規定則以「有記名股票之股東不滿七人」為股份有限

公司之法定解散事由。是故，若公司之股份經變動後而使得公司之股東人

數不滿上述法定標準時，除依法增加股東外，即構成上述各條項所定解散

事由。由此可知修法前對於設立後之形式一人公司係採否定的立場
295
。 

 

第二款 修法前承認實質一人公司 

 

由於實質一人公司於形式上仍具備法定最低人數，故我國公司法並無

明文規定承認，也無禁止。惟相對於形式一人公司，學說於修法前多肯定

實質一人公司之設立及存續，其理由如下：（一）、基於「企業維持原則」，

只要實質一人公司之存續及經營不致危害社會，應可容許其存在，尤其股

份有限公司不注重股東個人條件，更應容許其存在
296
。（二）、自外國立法

例觀之，各國皆紛紛明文承認一人公司，台灣亦不宜作反乎潮流之保守解

釋
297
。（三）、公司法關於股東人數之限制規定，並未含有股東須為實際享

                                           
295 施智謀，前引註 279，頁九。 
296 柯芳枝，前引註 5，頁七。 
297 柯菊，前引註 24，頁三０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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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股份權益者之意
298
。（四）、法務部函釋認為：「公司法第二條第一項僅

就公司種類及股東人數與可負責任加以規定，至於有關公司股份或出資額

可否基於信託關係而由他人持有，公司法並無限制或禁止規定。且參照最

高法院六十二年台上字第二九九六號判例意旨，該等受託他人而為股份之

持有者，在法律上即為股東，如其已足法定股東人數，似難謂其不符合公

司法第二條規定。」
299
 

 

第三款 修法前一人公司之矛盾 

 

由於我國公司法不承認形式一人公司，但於學說和實務上承認實質之

一人公司，以致企業經營者只好以成立實質一人公司之方式來成立股份有

限公司或有限公司，藉以規避法律，進而達到與形式一人公司具有「企業

經營有限責任化」的理想效果。 

經營者遂須採實質意義一人公司之方式，邀來掛名股東湊足公司所須

最低法定人數，以成立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掛名為股東者經常是配

偶、父母、子女，有時也找第三人，但無論如何，股份或出資之實質上所

有者僅為一人，其餘之股東不過有名無實，只是裝飾品而已
300
，致滋生許

多紛爭，所以公司法主管機關不得不加以變革。 

 

                                           
298 劉甲一，前引註 96，頁二八；劉興善，前引註 61，頁二九四。 
299 法務部七十八年十月十六日法七八律決字第一七四四二號函。 
300 柯菊，前引註 24，頁三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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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修法後形式意義一人公司之承認 

 

形式一人公司之承認，如前所述，除具避免個人企業之企業主，營業

外私人財產蒙受企業經營之風險外，當一人而經營數種企業，在使其中一

企業所生之危險不致波及其他營業財產，一人公司也建奇功，使之互相獨

立經營，各企業就其營業財產而負有限責任。同一企業主所經營之數種企

業責任財產分明，互不影響
301
。而須注意的是公司債權人之保護，以盡可

能降低詐害債權情事發生之機率。例如貫徹公司透明化政策、明定公司資

本額、加強一人公司財務報表稽核、公司決策流程公開、強制一人子公司

之財務報表須與母公司合併申報、禁止或限制一人公司負責人發生自己代

理或雙方代理之情事、嚴格區分一人公司與股東財產之分別關係等
302
。 

且形式意義一人公司之承認，於關係企業盛行之今日，更常利用其有

限責任之特色以達分散企業經營之危險。具控制關係之母子公司，母公司

取得子公司全部股份或出資即成為一人公司。此際母公司成為子公司之唯

一股東，掌握子公司之支配權，而子公司在法律上又為另一權利義務之主

體，為獨立之企業，子公司之設立可為法人企業者提供分擔企業經營風險

之良好模式，在今日被採納者漸夥
303
。因此我國公司法九十年十一月修正

基於企業維持之必要、確定經營風險之需求、以及否認一人公司之存在欠

缺實效性，反而增加糾紛來源，為徹底解決實務上公司股東人頭之問題

304
，並順應世界潮流，於公司法修正承認一人有限公司及有限度承認一人

                                           
301 柯菊，前引註 24，頁三一三。 
302 趙德樞，一人公司法理上之爭議，政大法學評論，第七十一期，民國九十一年九月，頁一六五。 
303 柯菊，註，頁三一三。 
304 賴源河等，前引註 33，頁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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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項 設立方式 

 

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之成立方式可區分為發起設立、組織變更和股份

轉讓而成為一人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就其情形分別加以探討。 

 

第一款 發起設立 

 

所謂「設立時之一人公司」係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時，只有政府或法

人股東一人，按「設立時之一人公司」僅限於發起設立而不及於募集設立。

因為依據公司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之規

定，政府或法人得依同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認足第一次應發

行之股份後而成立；就設立之過程觀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應無法依同法

第一百三十二條向外募集股份而設立。 

 

第二款 組織變更 

 

依公司法第一百零六條第四項後段規定：有限公司得經全體股東同意

變更其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因此在民國九十年十一月修法後已承認一人

有限公司，該一人有限公司經組織變更後即為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再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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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之第二條第四款及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一項，皆將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之

一人限於政府或法人，故本文認為一人有限公司欲變更為一人股份有限公

司，應解為限於政府或法人之一人有限公司。至於無限公司和兩合公司因

公司法規定只能變更為兩合公司和無限公司（公司法第七十六條、第一百

二十六條第二項），自無變更為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之可能。 

 

第三款 股份轉讓 

 

公司之股份以自由轉讓為原則
305
，故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時具有兩個以

上之股東，而於公司設立後，因出資或股份轉讓等原因，致股東只剩政府

或法人一人，此即為「設立後之一人公司」。依修正後公司法第三百一十

五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股份有限公司有記名股票股東不滿二人應予解

散。但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者，不在此限。」，故公司股東因出資或股份

轉讓而成為政府或法人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時，公司法認許其存在。 

 

 

 

 

 

 

                                           
305 最高法院四十三年台上字七七一號判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轉讓，固係包括股東應有權利義務

之全體而為轉讓，與一般財產權之讓與有別，但股東之個性與公司之存續並無重大關係，故除公司

法（舊）第一百六十條第一百六十一條但書規定外，股東自可將其股份自由轉讓於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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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組織 

 

第一項 股東會 

 

股東會為公司法定必備之最高意思決定機關已於第二章所述，而一人

股份有限公司因只有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該「唯一一人」有何資格，及

其有無股東會之存在，以下就其情形加以探討。 

 

第一款 唯一股東 

 

壹、公司法股東人數下限之修正 

 

 有關公司法九十年十一月修正，有限度的承認政府或法人之一人股

份有限公司，其中必須將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人數下限之規定加以修正，其

情形臚列如下：（一）、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原條文「股份有限公司：指

七人以上股東所組織，全部資本分為股份；股東就其所認股份，對公司負

其責任之公司。」修正為「股份有限公司：指二人以上股東或政府、法人

股東一人所組織，全部資本分為股份；股東就其所認股份，對公司負其責

任之公司。」以承認政府或法人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二）、增訂第一百

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前段：原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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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七人以上為發起人，⋯⋯。」修正為「股份有限公司應有二人以上為

發起人。」並增訂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前段「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

所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不受前條第一項之限制。」以排除第一百二十八

條第一項股東人數下限之規定。（三）、第三百一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原

條文規定「股份有限公司，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予解散：⋯⋯四、有記

名股票之股東不滿七人。⋯⋯」修正為「股份有限公司，有左列情事之一

者，應予解散：⋯⋯四、有記名股票之股東不滿二人。但政府或法人股東

一人者，不在此限。⋯⋯」，使公司股份因股份轉讓或其他原因，致股東

僅餘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之股份有限公司可不須解散，而可繼續經營。 

 

貳、股東人數之變更 

 

依據公司法第三百一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股份有限公司有記名

股票之股東不滿二人，應予解散。但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者，不在此限。

因此一般之股份有限公司因股份轉讓，以致其股東只剩政府或法人股東一

人時，其組織即可變更為一人股份有限公司。 

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可否因股份轉讓或發行新股而成為「非一人公

司」？依據公司法一百六十三條第一項：「公司股份之轉讓，不得以章程

禁止或限制之。」之股份轉讓自由原則，及公司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二項

規定：「公司發行新股時，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一人公司亦得經由董事會之決議發行

新股並依據二百六十七條第一項保留部分股份由公司員工承購，此時一人

股份有限公司及脫離一人公司之型態，而成為一般之股份有限公司。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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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公司法允許「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和「非一人股份有限公司」間之組

織互相轉換。 

當股份有限公司僅有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另外發行無表決權特別

股，此時是否視為一人股份有限公司，而由政府或法人股東直接指派董

事、監察人？本文採否定說
306
，因無表決權特別股僅無表決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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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故仍須召

集股東會以便無表決權特別股之股東出席表示意見，故此時須依公司法第

一百九十八條及第二百二十七條規定召集股東會選舉董事及監察人，若公

司股東為政府或法人時，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代表人有

數人時，得分別當選（公司第二十七條第二項）
308
。 

 

參、股東之資格 

 

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依據公司法第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百

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前段及第三百一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規定該唯一

之股東限於政府或法人，所謂「政府」一詞，可分為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

                                           
306 經濟部九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商字第０九一０二二四九六００號函：「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之股份

有限公司發行無表決權特別股後，而特別股股東為非該法人股東者，即非一人股東之公司，自無第

一百二十八條之一規定之適用。又公司法於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全盤修正刪除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五

項「第一項至第三項於無表決權股東不適用之」規定後，董事會於召集股東會時，對特別股股東，

仍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寄發召集通知。至本部八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商字八五二○七四

○八號函釋，已不再援用，併為敘明。」 
307 公司法九十年十一月修正條文第一百七十二條立法理由六。 
308 經濟部九十一年八月十六日商字第０九一０二０九一六八０號函：「按公司之股東有數人者，其法

人股東得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指派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並依同條第三項規定，

得依其職務關係，隨時改派補足原任期。至於公司之股東如僅為一法人股東時，自依同法第一百二

十八條之一規定，由法人股東逕行指派之，尚不發生股東會選任情形。是以，兩者之法律適用依據

不同，自依其股東人數不同而為不同適用法律規定。另參照財政部九十一年六月四日台財融（一）

字第０九一００一八八三一號函（諒達）釋金融機構於轉換前之原任法人董事、監察人至原任期屆

滿為止案，為考量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轉讓股份而成為一法人股東且其原董事、監察人均由該法人指

派擔任者，其董事、監察人任期之安定性，所詢得參照前開財政部函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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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而該法人依據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三項應以公司為限，因此該公

司包括無限公司、有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及外國公司
310
，至

於其他非公司型態之法人
311
及非法人

312
自不得成為該一人公司之唯一股

東。 

而有問題的是一人有限公司或一人股份有限公司成為另一家一人股

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此時會發生同一自然人或一法人同時成為兩家公司完

全相同持股人之情況，即所謂「連鎖一人」的問題。此時我國公司法宜參

考歐洲公司法第十二號指令「一人公司」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即「『一

人公司』之『唯一一人』為法人時，該法人不得為其他『一人公司』之『唯

一一人』。」
313
，作為防止「連鎖一人」問題之發生。 

其次該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之唯一法人股東，並未限制其公司之種類，

故無限公司、有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及外國公司皆可成為一

人股份有限公司之唯一股東，此時若出現無限公司或兩合公司設立一人股

份有限公司，則將造成體制之混亂，甚至以規避法律之方式由自然人先成

                                           
309 經濟部八十六年五月十四日商八六二０八八四一號函：「按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三項「政府或

法人均得為發起人」，準此，政府自得為發起人，至於同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一百八十一條所稱「政

府」一詞，可分為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僅有一個，是以，本部公司登記實務上均僅由一

個中央主管機關代表中央政府為公司發起人， 貴處所詢，請參照上開說明辦理。」 
310 經濟部六十七年八月十日商二七四０四號函：「一、外國公司投資於我國公司為發起人，除公司業

務限制外國人參加經營外，可准予登記。二、外國公司投資於我國公司資金，應附買匯水單憑核，

又本案九龍總商會之簽證，應由僑務委員會證明為真實。」 
311 經濟部七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商一二二九九號函：「一、依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三項但書規定，

法人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者，以公司為限，是以公司以外之社團或財團法人均不得為股份有限

公司之發起人。私立學校為財團法人，並非公司，應受前開規定之限制，自無疑義，復依據行政院

七十三年五月二日台七十三經字第六八０七號函示，財團法人不許投資創設新的事業，是財團法人

自亦不得投資設立有限公司。二、至財團法人得否為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乙節，因財團法人依其性

質之不同分別由各主管機關管理，宜由各財團法人之主管機關依法令個別認定其是否得充任股份有

限公司之股東。本案所詢私立學校財團法人是否得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經函洽教育部七十七年十

二月二十九日台(77)高六三一八八號函復略謂「私立學校可否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一節，與現行私

校細則第三十一條不合」，茲檢附該部台(77)高六三一八八號函，敬請參考，如仍有疑義，請逕洽

該部。」 
312 經濟部八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商八四二二七三四九號函：「按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以自然人或法人

為限，依商業登記法登記之獨資或合夥組織未具法人資格，原不得登記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而應

以其出資人（自然人）名義登記為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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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無限公司或有限公司，再由該無限公司或有限公司投資成立一人股份

有限公司，則公司法就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之「唯一一人」限政府或法人即

形同具文，因此本文認為應明文規定該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之「唯一一人」

為股份有限公司或政府。 

 

第二款 股東會是否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後段規定「該公司之股東會職權由

董事會行使，不適用本法有關股東會之規定。」依此規定之文意解釋似指，

股東會之職權由董事會行使，股東會組織繼續存在，僅暫時停止其職權而

已。但立法理由卻表明：「股東會是由股東二人以上決定公司意思之機關，

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股份有限公司，自無成立股東會之可能和必要，則公

司業務之執行及職權行使，仍可透過董事會決議及監察人運作之，爰於第

一項明定其股東會職權改由董事會行使，並排除有關股東會之規定
314
。」，

故於現行公司法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已無股東會之組織。 

 

第二項 董事會 

 

因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已無股東會之存在，故該公司之股東會自無法選

舉董事，因此公司法規定董事改由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且原股東會之職

                                                                                                                                 
313 紀振清，前引註 290，頁二六。 
314 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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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移由董事會行使，致造成一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之職權和一般股份有

限公司有所不同，因此以下就其情形分別加以探討。 

 

第一款 董事之指派 

 

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其因僅有股東一人，故其股東會之職權，依第一百

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由董事會行使，固無疑問。惟公司法第一百九

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不得少於三人，由股東會就

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因此一人公司無股東會亦無法選舉董事，故

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第二項增訂：「前項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由

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 

因此當股份有限公司因出資或股份轉讓而成為政府或法人一人股份

有限公司時，該政府或法人股東則可依據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第二

項規定，另行指派董事，並於新任董事長就任後十五日內，向主管機關申

請辦理變更登記。而原來由股東會選任之董事則由政府或法人股東予以解

任，該被解任之董事，如符合第一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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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得向公司請求損害賠償
315
，若該政府或法人股東基於董事會之安定性，

不願依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二項另行指派，則可俟董事任期期滿再予

指派。 

                                           
315 經濟部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商字第０九一０二二四０九九０號令：「一、按刪除公司法第四百十

二條之理由，係為配合公司之登記、認許及其變更等事項，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命令規範，所作之修

正，尚非禁止有限公司以現金以外之財產抵繳股款。二、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因股份轉讓而成為法

人一人股東公司，得依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指派董事及監察人，並於新任董事長就任

後十五日內，向主管機關申請辦理變更登記。另被解任之董事或監察人，如符合第一百九十九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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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董事會之職權 

 

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因無股東會，故公司法增訂第一百二十八條之

一：「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不受前條第一項之限

制。該公司之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行使，不適用本法有關股東會之規

定。」，其股東會之職權移由董事會行使，故該董事會得行使之職權包括

公司法規定原屬於董事會之職權及由股東會移由董事會行使之職權。 

 

第三項 監察人 

 

監察人為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必備、常設之監督機關，而一人股份

有限公司監察人之指派及權限和一般之股份有限公司有所不同。 

 

第一款 監察人之指派 

 

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監察人依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第二項，由

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之，而本項與第二百一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一百二十八

條之一第一項後段由董事會選任監察人之規定產生衝突，在解釋上應認為

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第二項之規定排除第二百一十六條第一項及

                                                                                                                                 
規定，得向公司請求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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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後段，認為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監察人由政府

或法人股東指派之。但以監察人與董事間屬於相互制衡之設計功能而言，

若由一人法人直接指派董事及監察人，會造成該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完全由

該法人所掌控，致監察人監督之功能完全喪失，此為立法之疏漏，未來應

修法增訂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監察人選任方式，例如監察人可改由母公司

之股東選舉，以落實公司之監控。 

 

第二款 監察人之權限 

 

依德國法之設計，董事會決定經營事項的細節事務，真正權利是屬於

監察人及股東會，監察人的主要權利有（1）指定董事會之成員及將其撤

職；（2）監督董事會；（3）在法庭外及法庭內代表公司與董事交涉；（4）

查核財務報表之權；（5）年度財務報告之同意權（approve）；（6）某些經

管事項之同意權
316
。而我國公司法監察人並無將董事解任之權利；未來修

法應將一人股份有限公司應指派外部監察人，該監察人得解任公司之董

事，以避免、董事監察人一家親，致發生一人公司內部舞弊之情事。 

 

第三款 監察人之選任方式 

 

本文認為一人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由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容易造成

                                           
316 Susan-Jacqueline Butler, Models of Modern Corpor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erman 

and U.S. Corporate Structures, 17 ARIZ. J. INT'L & COMP. LAW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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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監察人一家親，使監察人和董事於此進行利益輸送，致監察人監督

公司運作之功能消失，本文認為在現行公司法之架構下，似可考慮一人股

份有限公司之監察人由法人股東之股東會直接選任一人公司之監察人，使

監察人得以監督一人股東會之運作，基於相同之法理，該監察人之解任也

應由法人股東之股東會加以解任。 

 

第三節 董事會代行股東會決議所造成

之利害衝突 

 

第一項 董事與公司之關係 

 

有關公司董事之報酬，未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東會議定（公司法第

一百九十六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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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二百零九條第一

項）。但一人股份份有限公司已無股東會，其股東會之職權依第一百二十

八條之一第一項後段由董事會行使，致董事之報酬及董事競業行為之許可

權改為董事會行使。本文認為於此極易造成董事與公司之利害衝突，因一

人股份有限公司之唯一股東為政府或法人，其所指派之董事組成一人股份

有限公司之董事會，該董事會極易為該法人之大股東所把持，進而由一人

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利益輸送。且董事會之承認已不具維護股東利益之意

義。董事會一旦由屬於經營者之職業團體構成，董事間因同僚意識形成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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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與共之狀況，勢必使立法者預期之牽制功能無由發揮，要求董事與公司

利益衝突之行為應經董事會承認，以漸失意義
317
。故本文認為公司法應於

此處增加防弊措施，或將董事之報酬及董事競業行為之許可權移由母公司

之股東會行使為宜，否則將極易造成一人公司母公司之小股東權益受到損

害。 

 

第二項 會計表冊之查核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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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二百三十一條「各

項表冊經股東會決議承認後，視為公司已解除董事及監察人之責任。」，

因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無股東會，股東會之職權移由董事會行使，故一人股

份有限公司之會計表冊編造仍應由董事會加以造具並按照第二百二十八

條先送請監察人查核，於監察人查核後再由董事會予以承認
318
。於此會形

成董事會查核董事會造具之表冊、監察人之報告，並由董事會決議承認董

事會自己所造具之會計表冊，故董事會極易於此進行利益輸送
319
，公司法

應速謀補救之道。本文認為就利益迴避而論，不宜由董事會承認公司之會

計表冊，應將該會計表冊移由公司之外部監察人或其他不具利害關係之機

                                           
317 柯菊，前引註 24，頁三五二。 
318 經濟部九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商字第０九一０二０九九０六０號函：「一、按公司法第二百二十八

條有關表冊之編造，係屬董事會專屬職權，與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規定：「政府或法人股東

一人所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之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行使...」係屬二事。二、又公司法第

二百三十條有關董事會所造具表冊之承認，係屬股東會專屬職權，自應依同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

規定由董事會行使。三、至公司法第二百二十八條有關查核期限之規定，於一人股東之公司，董事

會仍應於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 
319 日本法上亦有一人公司利益輸送之情事，參見許美麗，日本三井礦山事件之股東代未訴訟判決評

釋：母公司利用一人子公司取得自己之股份（上）、（中）、（下），司法周刊第八百三十二、八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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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承認之。例如將一人公司之會計表冊和母公司之會計表冊合併編制
320
。 

 

第四節 董事會代行股東會決議之效力 

 

有關董事會依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代行股東會決議事項時，若

發生董事會程序上或內容上之瑕疵時，該如何處理，以下就董事會之決議

方法和董事會決議之瑕疵加以探討。 

 

第一項 決議方法 

 

而股東會之職權已如第二章所述，其會發生問題的是股東會之決議

權，因公司法列舉之股東會決議事項可分為普通決議和特別決議，當將該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移由董事會決議時，應當如何為決議方為適法，而經濟

部函釋認為不管股東會之普通決議事項或特別決議事項，其決議方法除章

程另有規定外，皆應以董事會之普通決議定之
321
。其結果會造成所有原屬

股東會特別決議或普通決議事項，全部皆可普通決議行之，包括修改章

                                                                                                                                 
十三、八百三十四期，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七月二日及九日。 

320 而我國公司法僅於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二就公開發行股票之關係企業規定：「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從

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造具其與控制公司間之關係報告書，載明相互間之法律行為、資金往

來及損益情形。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控制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編製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

及合併財務報表。前二項書表之編製準則，由證券管理機關定之。」而不及於未公開發行之股份有

限公司所設立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故應另就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統一加以規定為宜。 
321 經濟部九十一年五月十七日商字第０九一０二０九一六八０號函：「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規

定：「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之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行使⋯」準此，

於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原屬股東會決議事項之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出

租全部營業等重要事項）及第二百七十七條（變更章程），均改由董事會決議。又其決議方法除章

程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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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解散、合併及分割。則將原公司法依事件之輕重而區分為普通決議和

特別決議事項，全部皆變更為董事會普通決議，依此解釋將造成公司法就

事件輕重區分為不同決議方法之用意消失，致輕度特別決議事項和普通決

議事項同，無法決定孰輕孰重。 

又董事會之表決權係以「人數」為其計算單位，而股東會之表決權則

以「股數」為其計算單位，該兩種表決數之計算方式不同，而卻將股東會

決議事項完全交由董事會決議，其合理性頗值懷疑。因此本文認為股東會

決議事項移由董事會決議行之，就股東會特別決議事項，應由董事會特別

決議定之；股東會普通決議事項，應由董事會普通決議定之，至於董事會

之表決權當然以董事會之「人數」決議行之。 

 

第二項 董事會決議瑕疵 

 

董事會決議瑕疵之判斷，首先必須判斷該董事會有無存在，若該董事

會存在，則其董事會才能作成決議，因此就董事會作成決議後才能就其瑕

疵之原因就程序上、決議方法、決議內容等加以討論，因此以下先就董事

會之存在、程序上、決議方法、決議內容上分別加以探討。 

 

第一款 董事會是否存在 

 

董事會決議之瑕疵首先須先判斷該董事會是否存在，若從外觀上根本

無董事會存在，則無須判斷決議有無瑕疵，因不存在之董事會，其所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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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即非董事會之決議，該決議當然無效，例如董事會應由有權召集之人

所召集者，始為董事會，若非有召集權人所召集之集會，自非屬董事會，

其所做之決議當然無效。 

 

第二款 程序上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公司法第二百零三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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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二百零四條）。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但公司章

程訂定得由其他董事代理者，不在此限。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

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

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前項代

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董事居住國外者，得以書面委託居住國內之

其他股東，經常代理出席董事會。前項代理，應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變

更時，亦同（公司法第二百零五條）。董事會之召集程序若違反本法或章

程規定，即召集程序上之瑕疵。 

因此董事會召集程序上之瑕疵，其態樣繁多，如召集日期及召集通知

之寄發未遵守規定等，其情形例如董事長召集董事會，未遵守法定時間之

通知，其所做之決議即有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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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決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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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之規定，於

前項之決議準用之（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條）。例外為選任董事長及副董事

長（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就第一百八十五條重大事項之決議（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五項）、募集公司債之決議（公司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

二項）、發行新股之決議（公司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二項）及聲請公司重

整之決議（公司法第二百八十二條第二項）等應有由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出席之董事會，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若於董事會決議時有違反法令

或章程即為董事會決議方法之瑕疵，例如有特別利害關係之董事仍參予表

決時，該董事會決議即有有瑕疵。 

 

第四款 決議內容 

 

董事會執行業務，應依照法令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公司法第一百九

十三條第一項）。因此董事會決議之內容若違反法令章程及股東會決議

時，即為董事會決議內容之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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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董事會決議之效力 

 

就股東會決議瑕疵之效力，依本文第五章所論可分為「得撤銷」、「無

效」及「不存在」，而就董事會決議之違法，一般多借用股東會違法之態

樣以闡述之，惟對於董事會決議違法之效力，多所爭議，本文認為當然違

法，不待以訴主張，亦得以抗辯主張之
322
，而在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由董事

會代行股東會之職權，當公司法所規定之股東會會議事項以董事會決議行

之時，該董事會之決議有瑕疵，則該董事會之決議效力應比照股東會決

議，以決議「無效」、「得撤銷」或「不成立」加以區分，或依照董事會決

議之瑕疵認為「董事會之決議當然無效，無待訴之主張」，於此公司法並

未規定，公司法應另為規定，以資明確。 

但因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

及第一百九十一條「股東會之內容⋯⋯」觀之，股東會決議之無效和得撤

銷於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時，並不直接加以引用，故其效力應依董事會

決議之瑕疵加以決定。且就學說及實務上之看法，董事會會議有瑕疵時，

不論是屬於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等程序上之瑕疵，或決議內容上之瑕疵，

利害關係人得隨時以任何方法主張其無效，且不必以訴之方法主張之，亦

得以抗辯主張之
323
。故一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依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條

之一議決股東會決議事項，而發生程序上之瑕疵或決議內容上之瑕疵時，

亦應作相同解釋。則該董事會決議有瑕疵時，應由利害關係人得隨時以任

何方法主張其無效，且不必以訴之方法主張之，亦得以抗辯主張之。 

                                           
322 柯芳枝，前引註 5，頁三四七至三五０。 
323 柯芳枝，同上註，頁三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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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判斷程序 

 

綜上所述，一人公司董事會不論行使原董事會之職權或代行股東會之

職權，其董事會決議瑕疵之判斷程序皆相同，亦即應先就該董事會是否存

在加以判斷，若該董事會存在，才須判斷其有無召集程序、決議方法和決

議內容之瑕疵；若該董事會不存在，則其決議當然無效，無待任何人主張。

茲將其判斷流程列如下圖： 

是否為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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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無效 

    ↓         

    無   

    ↓         

內容有無違反法律或章程─→有─→決議無效  

    ↓   

    無   

    ↓   

決議完全有效    

圖表八、董事會決議效力之判斷流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