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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司法之臨時管理人制度係為因應董事會無法行使職權，將致公司有

受損害之虞，考量股東權益之保障以及交易秩序之維護，由司法機關介

入，為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以暫時代行董事會及董事長職權。然在實務

運作面上，臨時管理人除了作為董事缺位、公司內部因股權結構或董事派

別因素所致無法決定事務等困境之解決手段外，尚有藉由選任臨時管理人

以遂行法律或訴訟程序，或在公司經營權爭奪之時作為穩定局勢之用，亦

有將之視為拯救董事會嚴重瀆職之方式。另一方面，在構成要件之解釋

上，則多以該規定之立法說明為依歸。惟細究臨時管理人制度，其本質為

司法介入公司自治領域，故在適用前提上應更為審慎。 

本文以美國模式作為我國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實質要件與權限責任的參

考對象，將股東自治可能性視為現行法下是否適用臨時管理人制度之重要

前提。具體類型則包括股東僵局、董事僵局以及董事遭禁止行使職權之定

暫時狀態假處分等「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之事由；至於「董事會不為行

使職權」之事由，則需考量我國臨時管理人之制度功能有無包括債務清

理、重建功能，以及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同時是否將與現任董事間造成權限

重疊問題。此外，就「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之要件，本文嘗試提出幾項

判準茲以適用。至於臨時管理人之權限，基於其暫時性代行職權之性質，

應作目的性限縮解釋，相對地，就其義務及責任內容亦應有所調整。 

末以，我國公司法臨時管理人制度之規範不足，相關之修正聲浪未曾

停歇。本文建議加入股東自治可能之選任要件，並賦予法院裁定准許臨時

管理人採取打破公司僵局或防止公司受損等必要行為之權限，同時將臨時

管理人之地位明文化，並規範其對公司、第三人所應負之責任程度。此外，

尚將其報酬請求權之基礎及決定方式一併明定，最後，關於解任臨時管理

人之程序及效力，則依董事會是否得以行使職權分別提出立法建議。  

關鍵字：臨時管理人、公司僵局、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特別代理人、釋明

制度、公司經營權爭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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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在公司所有與經營分離之理念下，股份有限公司之內部權利配置，應

著眼於監督制衡公司所有與經營分離所帶來之利益衝突問題。我國公司法

關於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必備機關包括股東會、董事會以及監察人，而股

東為公司之出資者、所有人，基於股東民主之理念，由股東行使表決權，

以選任公司之董事、監察人。1並由董事組成董事會以擔任公司經營決策之

運作樞紐，監察人則獨立行使職權以監督董事與董事會執行業務能遵守法

律、章程及股東會決議。2由於董事會具備維持公司營運之功能，若董事會

不能或不為行使職權，所損及者為股東權益，甚或國內經濟秩序，現行公

司法第 208 條之 1 之規定，嘗試解決此一問題，惟遍觀整部公司法規範，

似可謂僅一條文即架構起了公司之臨時管理人制度，如此是否能真正達其

目的，仍待深入探討。 

  近年國內受矚目之經營權3爭奪案例中，不乏以向法院聲請選任臨時管

理人以度過經營權合法性存有爭議之時期。例如金鼎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金鼎證券）前於民國 98 年 6 月 30 日召開股東常會並選舉董事及

監察人，惟選舉過程中，金鼎證券公司派以「有害公司利益之虞」為由，

剃除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開發金控）所持有之金鼎證券

                                                 
1
 股東藉由出席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以選任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決定公司特定事務，故股
東表決權得以展現股東意志，落實股東民主。參閱王文宇，公司法論，元照，2008 年四版，頁
272。 
2
 此部分涉及我國公司法第 202 條及第 193 條有關公司內部權限配置問題，在現行公司法第 202 

條之規範下，關於公司之業務執行事項，除了已由公司法或章程保留予股東會決議者外，其餘
均劃歸為董事會之權限範圍。而公司法第 193 條所謂「股東會決議」，應係指股東會就公司法或
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事項所作成之決議而言。若股東會就公司法或章程未規定之事項作成
決議，董事會應無遵守之義務。參閱許朕翔，論股東會決議之效力－以決議瑕疵類型之探討為
核心，國立政治大學研究所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0年 5月，頁 30-34；另參閱本文第四章第一
節第一項之相關說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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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條第 1 項有明文規定。再依公司法第 208 條第 1、2 項及第 3 項前段規定，董
事會未設常務董事者，應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一人為
董事長，並得依章程規定，以同一方式互選一人為副董事長。董事會設有常務董事者，其常務
董事依前項選舉方式互選之，名額至少三人，最多不得超過董事人數三分之一。董事長或副董
事長由常務董事依前項選舉方式互選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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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能掌握董事會之過半董事，則於公司事務之決議或選任董事長等事項上
得以取得控制優勢，故以下所論及之經營權概念，主要係指掌握董事會過半董事席次之情形而
言。 



13 
 

42.9%股權，且全數暫時封存，因此產生了不同陣營之股東各自選出一組

董監事，致金鼎證券之董監事鬧雙胞，嗣經一方聲請法院選任臨時管理

人，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 99 年司字第 9 號裁定為金鼎證券選任三名臨

時管理人4；又例如攸關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百公司）經

營權歸屬之太平洋流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流公司）與遠東集團徐

旭東等人間之股權爭議，前因李恆隆否定太流公司於 100 年 8 月 1 日股東

會中改選徐旭東等人為太流公司新任董事之合法性，而以太流公司股東身

分，向法院聲請為太流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 100 年

度司字 333 號裁定選任三位臨時管理人，後經提起抗告，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再於 101 年 5 月 11 日作成 101 年度抗字第 92 號裁定，另行選任五位臨

時管理人，以代行太流公司董事會之職權5。然此裁定經再抗告，臺灣高等

法院於 101 年 12 月 28 日以 101 年度非抗字第 72、73 號裁定廢棄原裁定

及臺北地院 100 年度司字第 333 號裁定，同時駁回再抗告人李恆隆聲請選

任臨時管理人而確定。6
 

 另外，亦有以檢察官為聲請人為遭嚴重掏空之公司聲請選任臨時管

理人之例。中國力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力霸公司）在王又曾等人經營

下，因連年虧損，以致負債比例過高，往來金融機構陸續緊縮銀根、收

回貸款，導致營運資金亦陷於窘迫，財務調度甚為困難，嗣後該公司幾

乎所有董事因涉及刑事犯罪而逃匿國外遭通緝或羈押中，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因此以 96年度司字第 114號裁定准予選任三名臨時管理人。 

  觀察實務上之聲請選任臨時管理人案件可知，法院一旦受理聲請選任

臨時管理人之案件，首先即面臨聲請人是否為適格之聲請人，再來則是判

斷相對人是否具備應選任臨時管理人之情狀，惟法條規定為抽象概念，如

何始合致「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之要件？

若有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要，應選任何人擔任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其職

權範圍為「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之職權」，是否即可謂臨時管理人之地位

一如董事會，得為公司作出積極決策而無所設限？法院不僅在選任過程有

其判斷之難處，選任後之監督及任期似亦無法從法律找出可遵循之規範，

                                                 
4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司字第 9 號裁定。 

5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抗字第 92 號裁定。 

6
 參閱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非抗字第 72 號、第 73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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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釐清此一制度之運作方式並建立明確、妥適之判斷模式，實為當務

之急。 

二、研究目的 

由於臨時管理人之法規範較為簡略，現行制度運作模式是否能切中斯

制精神，實有探討餘地。因此藉由探討臨時管理人制度之功能，並分析法

院選任臨時管理人之現況，進一步剖析學說及實務之間之爭議及衍生之法

律問題，為本文之主要目的。更具體來說，研究目的係針對下列問題為論

述： 

1. 比較我國臨時管理人制度與非訟事件法之臨時董事、公司之解散制度

及重整制度等規範異同，以凸顯此制度之功能及定位。 

2. 簡介美國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之監管人（Custodian）或管理人

（Receiver）、臨時董事（Provisional Director）法制及德國股份公司法

之臨時董事、臨時監事7、日本公司法之臨時負責人、臨時代表董事等

規定，加以比較我國規定之不同。 

3. 分析我國臨時管理人制度之法律架構及歸納實務案件之操作模式，並

著眼於制度功能，同時參酌學說及外國立法例，檢討現行制度運作方

式之弊以及值得改進之處。 

4. 具體針對各個法律問題在現行法的架構以及制度功能與定位下，提出

可茲解決或釐清之建議，並匯整為一套可行之操作標準。 

第二節 研究範圍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 

  由於股份有限公司較易發展為組織規模龐大之事業體，且本文研究動

機主要來自於觀察實務上股份有限公司經營權爭奪案例所得，再者，本文

係以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規定為中心，因此以下探討將以股份有限公司之

臨時管理人制度為主軸。 

                                                 
7
 學者採「替代監事」之用語，本文則稱為「臨時監事」，兩者意義相同。參閱陳彥良，選任臨
時管理人必要性之判斷標準—評 99 年 6 月 14 日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司字第 9 號民事裁定，月
旦裁判時報第 15 期，頁 40，201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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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於臨時管理人制度係為了因應董事會不能或不為行使職權之

情形，則董事會之職權內涵、董事會之召集、出席及決議等，本文將有所

著墨。又臨時管理人制度之運用時機為何，實應與公司之解散、重整程序

有所區別，本研究將就此一併釐清。而此制度運用於公司董事遭假處分或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情形亦非罕見，因此民事訴訟之保全制度亦為本文討

論範圍。最後，臨時管理人案件適用非訟程序審理，故亦會論及非訟事件

法及其準用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 

二、研究方法 

（一）制度分析法 

介紹制度之法律架構，並就制度存在之功能加以分析，以期找尋、確

認制度之定位，且藉由深入研究其規範內容，來完整化此制度之法律體系。 

（二）比較研究法 

      我國就公司之臨時管理人法制未臻完足，是有必要參考外國之立法

例，以茲比較分析。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為各州參考立法之法案，至於德

拉瓦州公司法則因德拉瓦州之商業環境與判決先例較為發達、具代表性，

而為公司法領域研究者多所參酌之立法例，故將介紹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

以及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之監管人、管理人以及臨時董事制度，以作為我

國法制尚待填補之參考方向。此外，由於我國為大陸法系國家，故德國股

份公司法、日本公司法的相關規範亦有值得借鏡之處，就此也會作一簡

介，並為比較研究。 

（三）文獻整合法 

      本文將藉由歸納、整理相關之學者論著，來演繹臨時管理人之法令

制度應有之內涵。本文以臨時管理人之立法背景為基礎，蒐羅董事會之職

權及其組織之運作方式、法律議題等評釋文獻，包含相關之學術教科書、

學術論文、研究計畫、學位論文、政府出版品以及期刊文章等。另外，部

分研究範圍尚涉及民事訴訟、非訟程序等領域，藉由文獻整合法，亦能一

窺不同領域之專業知識，為更全面之論述。 

（四）實例分析法 

    法律議題之探討目的企能落實其立法精神，尤以本文研究動機自個案

出發，繼而廣為蒐羅法院判決並加以統整，以瞭解實務操作臨時管理人制

度之方式，並就此現狀之困境與誤用提出探討，盼能提出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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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論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為緒論，以研究背景為起點，指引出本論文之研究目的。並界

定研究範圍以及採用之研究方法，同時先說明本文主要研究議題之架構，

以便讀者對本文有初步認識。 

  第二章為說明臨時管理人制度之立法沿革、規範現狀，並觀察臨時管

理人制度於實務上應用情形，從中擇以較有爭議之案例來說明此制度之運

用現況招致何種困境，以歸納並提出問題。 

   第三章主要係從公司治理、公司僵局以及司法控制之角色出發，探詢

臨時管理人制度之法律定位；再就司法介入公司經營之相關制度與臨時管

理人互相比較，並將臨時管理人制度與公司解散、重整制度作一區隔。而

後則介紹美國法、德國法及日本法上與臨時管理人相類似法制，以思索外

國法制之立法精神有無我國值得仿效之處，並擇一外國模式作為借鏡，以

茲類型化我國選任事由。 

  第四章首先針對臨時管理人之實質要件深入探討，從實務判決、學說

見解及外國法制觀點為分析研究，以完整檢視現行實務運作之缺點及應改

進之缺失，嘗試舉出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之類型，同時與其他制度

加以辨明。亦提出臨時管理人之權責範圍之討論。 

  第五章為研析法院之選任、解任臨時管理人之程序，此部分並就非訟

程序如何操作有較多著墨，以程序鞏固本制度運作之適法性，有其值得關

注之點。 

  第六章為本研究之結論，綜合上述各章討論之重點，從臨時管理人之

制度沿革至制度現況提出本文看法，同時總結法院審理臨時管理人案件宜

採取之判斷方式，以期法院操作本制度時能確實讓制度發揮功能，最後則

提出修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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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臨時管理人制度之運作現況與問題提出 

第一節 我國公司法臨時管理人之法制沿革 

第一項 民國 90 年 11 月 12 日公司法修正公布前 

我國公司法尚未增訂臨時管理人之規定前，實務上有以94年2月5日修

正公布前之非訟事件法第65條之規定8為依據，主張得為公司選任臨時管理

人，例如臺灣高等法院之法律座談會曾提出「公司因董事長死亡，亦未依

法指定代理人，而其餘之董事復不依公司法之規定，互推代理人時，此際

倘其餘董事不依公司法互推代理人，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時，依非訟事件

法第65條第1項之規定，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請求，選任臨時

管理人，代行董事長之職權」之法律意見。9又法務部就「董監事之職權經

法院裁定假處分不得行使致業務有停頓之虞應如何救濟」之問題，認為：

「公司係屬營利之社團法人，僅其組織、登記係依公司法成立而已（民法

第45條、公司法第1條參照），故…（略）…非訟事件法有關法人之監督及

維護事件之規定（按：舊非訟事件法第62條至第65條），除公司法另有特

別規定外，對於公司似亦有其適用。是則如有必要，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

似得依非訟事件法第65條第1項規定，請求法院選任臨時管理人，代行董

事之職權。」10。至於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必要方法與另行聲請選任臨時

管理人之關係為何，最高法院27年抗字第237號判例則持：「假處分得選

任管理人，雖為民事訴訟法第531條第2項所明定，惟選任管理人係屬假處

分之方法，有無選任之必要，應由法院於為處分裁定時酌定，若法院於為

假處分裁定時，認為無此必要未予選任，嗣後即非當事人所得要求。」之

見解。事實上，此問題於公司法增訂第208條之1前，實務及學說上已存有

不同看法11。至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或有限公司董事死亡致公司代表人

缺位之情形，除選任臨時管理人外，尚有從民法之法人規定、公司法條文

                                                 
8
 94年2月5日修正公布前之非訟事件法第65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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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此為臺灣高等法院所屬法院 86 年法律座談會提案之法律問題「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死亡，
又未設有副董事長，亦未指定代理人，而其餘之董事復不依公司法第 208 條第 1、2 項之規定，
互選董事長時，此際應由何人為該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中之丙說，尚有不同討論意見，參閱臺
灣高等法院 86 年法律座談會彙編，頁 46-58，1998 年 6 月版。 
10

 參閱法務部 78 年律字第 1714 號函。 
11

 有關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與臨時管理人之說明，請參閱本文第五章第一節第一項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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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解釋方法，尋求解決。12凡此爭議，隨著公司法第208條之1規定的出現，

似未落幕。 

第二項 民國 90 年 11 月 12 日公司法修正公布後 

90年公司法修正通過第208條之1臨時管理人之規定，以冀健全公司營

運，避免公司執行機關董事會或多數董事消極不為職權或因故不能行使，

致公司受有損害。13該條立法理由指出，此規定係仿非訟事件法第65條14而

來，以防止公司因董事死亡、辭職或當然解任，致董事會無法召開行使職

權；或董事全體或大部分均遭法院假處分不能行使職權，甚或未遭假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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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本條增訂，非訟事件法亦相應修訂了選任公司臨時管理人之

非訟程序規定15，而原本非訟事件之臨時管理人規定，則將用語改為「臨

時董事」，並移列於現行非訟事件法第64條16，其修法理由在於為符合民

法第27條第1項關於法人應設董事之規定，故作此用語調整以符實際。 

在公司法明文規定臨時管理人之制度後，是否仍有依非訟事件法第64

條為公司選任臨時董事之餘地？臺灣高等法院於96年度法律座談會民事

類第31號提案針對「在非訟事件法修正後，二者規定（即非訟事件法第64

條與公司法第208條之1）在適用上是否競合或衝突？」提出三種不同看法
17，研討結果採審查意見：「按公司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

損害之虞，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向法院聲請選任臨時管理人時，其程序適

用非訟事件法第183條規定，與同法第64條有關非營利法人之規定無涉；

若未致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時，則依公司自治法理由公司自行處
                                                 
12

 參閱臺灣高等法院 86 年法律座談會彙編，同註 9，頁 46-58。 
13

 參閱立法院公報，第 90 卷第 51 期，頁 268，2001 年 10 月 25 日。 
14

 此處係指舊非訟事件法第 65 條，條文內容參閱註 8。 
15

 現行非訟事件法第 183 條規定：「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之一所定選任臨時管理人事件，由利
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向法院聲請。 

前項聲請，應以書面表明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之事由，並釋明之。 

第一項事件，法院為裁定前，得徵詢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第一項事件之裁定，應附理由。 

法院選任臨時管理人時，應囑託主管機關為之登記。」 
16

 現行非訟事件法第64條規定：「法人之董事一人、數人或全體不能或怠於行使職權，或對於法
人之事務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法人有受損害之虞時，法院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
請，得選任臨時董事代行其職權。但不得為不利於法人之行為。（第一項）法院為前項裁定前，
得徵詢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意見。（第二項）」 
17

 甲說：二者競合，應依公司法之規定為聲請。乙說：二者競合，應依非訟事件法之規定為聲
請。丙說：二者非競合關係，應視個案情形分別適用或擇一為聲請依據。詳參閱臺灣高等法院
暨所屬法院 96 年法律座談會彙編，頁 160-169，200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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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此結論與學者之看法相近，蓋學者認為，由於公司法第208條之1

係由非訟事件法而來，因此公司法既已明定臨時管理人之法律依據，則無

庸再援引非訟事件法之規定18。 

本文贊同上開意見，就臨時管理人制度而言，公司法第208條之1本身

為實體法規定，非訟事件法第183條則為程序法規定，兩者法律性質不同，

故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要件即應依公司法第208條之1規定為之，程序上

則按非訟事件法第183條行之。而非訟事件法第64條臨時董事之制度設

計，應解為適用於非營利性質之法人，且臨時董事之選任情況包括一人、

數人或全體法人之董事不能或怠於行使職權時，其適用範圍廣泛，較之於

講求自治、私法性質較濃厚之公司，有其本質之差異，故公司若有個別董

事不能或怠於行使職權時，尚未達到致董事會不能或不為行使職權之程

度，應透過公司法之相關規範，例如解任該董事後補選新任董事，以股東

民主之方式來維護公司權益，而不適用非訟事件法第64條臨時董事之規

定。 

第二節 臨時管理人制度之運作現況 

公司法因應時勢需求而增訂臨時管理人制度，此制度於公司法明文後，

法院審理臨時管理人之案件數目漸增，本文以臨時管理人為案由，搜尋臺

北、士林、新北、臺中以及高雄地方法院 92 年度至 101 年度之各法院案

件數量，發現各法院於 98 年度後之案件量有顯著成長，並於 98 至 99 年

度達到最高峰，其後於 100 年度至 101 年度之案件量雖然稍微下降，但相

較於 92 至 97 年度之案件量，應可謂近年之臨時管理人案件數量已然維持

在較高的穩定數字19。（見下表一） 

                          表一（單位:件） 

                                                 
18

 參閱梁宇賢，公司法論，三民出版，2006 年3 月修訂六版，頁474；王文宇，同註1，頁337。 
19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檢索系統與本文自行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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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檢察官、利害關係人向法院聲請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因素與背景，應

可反應本制度現今之運作脈絡。以下本文歸納數種類型，輔以案例說明，

以點出現況之困境。 

第一項 打破公司內部事務無法決定之困境 

第一款 因董事會成員之缺位 

 所謂董事之缺會因素，例如董事死亡、辭任、解任，不及補選而出

現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之情形。試舉一實務上案例，事實略以：甲公司

經法院裁定終止重整後，原董事依法應即恢復職權，惟甲公司之董事，

分別因資格不符、遭解任或自行辭任等原因喪失董事身分，導致甲公司

無任何董事得以行使董事長或董事會之職權，故有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

要。20
 上開案例即為公司原任董事皆因事實上之不能，致公司於終止重

整後，董事會無法成會，更無法以董事會決議來決定公司內部事務。 

第二款 因股權結構或董事派別之因素 

 因股權結構造成公司董事會無法決定公司內部事務，有一實務上之案

例即可說明此狀況，該案例事實為：「東來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東來公司）第二屆董事長之任期於 96 年 11 月 7 日屆滿，並於同年月 12

日召集股東會改選董監事，因董事人數為偶數，改選後無法選出董事長，

第二屆董事長雖暫代董事長職務，然經法院假處分禁止其行使董事長職

                                                 
20

 參閱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非抗字第 7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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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以致東來公司無董事長可代表公司，又因東來公司之股東由黃家及郭

家各占 50％，董事為 4 席，亦各占 2 席，遇有重大決策均無法由董事會

決議，亦無法選舉董事長以行使職權，致購油交易及稅務之代表人等均付

之闕如，且無法處理員工之聘僱事宜，已嚴重影響東來公司營業運作，損

害東來公司權益甚鉅，故由東來公司之監察人以利害關係人身分，聲請選

任東來公司之臨時管理人。 

 原審准予本件之聲請，經抗告人提起抗告，合議庭持以下見解，認東

來公司符合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要件：（1）東來公司之董事會事實上確已

喪失董事會之功能：東來公司因股東中黃家及郭家各佔有半數股權，且依

章程規定所設 4 席董事中，亦由上開家族各占 2 席，以致兩派意見不同，

而有董事會及股東會難以達成決議之情，是故東來公司之 4 席董事個人雖

非無法行使職權，然因實際上現存股權結構及董事席次設計既導致董事意

見對立，無法作成董事會決議，亦無從透過董事間互選而產生董事長代表

公司以具體執行業務。（2）董事間互信喪失，使董事會事實上無法行使

職權：各董事及東來公司間復衍生多起訴訟糾紛，毋論各董事間意見相左

是否基於維護公司權益之考量，然渠等間互信既已盡失，東來公司董事會

事實上確有無法以決議方式執行公司業務，而有致公司受損害之虞。（3）

臨時管理人不會取代董事會而成為常設組織：東來公司董事會因董事席次

所造成現實上不能行使職權之窘境，於將來東來公司股權結構調整後，應

可獲致解決，因此，臨時管理人亦不致成為東來公司之常設組織。21
 

第二項 作為法律或訴訟程序得以遂行之方式 

 實務上亦有以公司代表人不能代公司為訴訟上或收受文書之代表人

為由，為公司聲請選任臨時管理人。然法院准予選任與否，作法並不一

致。 

 准許選任臨時管理人之理由例如：公司所欠稅款通知之合法送達及

後續行政爭訟等事務之進行，亦係為該公司之利益考量，不宜以聲請人

                                                 
21

 參閱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98 年度抗字第 177號裁定。此裁定經提起再抗告，惟再抗告法院臺灣
高等法院以 99 年度非抗字第 103 號裁定：「原法院合議庭認定東來公司董事會無法行使職權致
公司受有損害之虞等事實當否之問題，要無『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情事」之理由程序上駁回，而
告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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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繳納為由而駁回其聲請。22亦有認為，有限公司因

董事死亡，全體股東又消極不選任繼任董事，致該公司因無人行使董事

職權，業務有停頓之虞者，利害關係人即可本於規定，聲請法院選任該

公司之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之職權，尚不得以利害關係人在個案之司

法程序中，可依民事訴訟法第 51 條規定聲請法院選任該公司之特別代理

人，而否定利害關係人依公司法第 108 條第 4 項準用同法第 208 條之 1 聲

請選任臨時管理人之權利。23
 

較新且持相反意見之裁定，則反對選任臨時管理人作為法律程序之代

表人，其理由在於：「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之立法理由，係為股東權益及

國內經濟秩序始為增訂。本件相對人係為維持稅收稽徵，聲請選任再抗告

人為鈺磊公司之臨時管理人，顯非基於鈺磊公司或該公司股東之利益或國

內經濟秩序，則抗告意旨謂原裁定適用前開規定，選任抗告人為鈺磊公司

之臨時管理人，顯有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24。本則裁定即清楚

說明，稅捐機關為使稅捐稽徵之處分書合法送達而聲請選任臨時管理人，

並非為該公司之股東利益或為維護經濟秩序，與臨時管理人之制度目的不

符，故「不能合法送達」事由應非臨時管理人制度所欲解決之問題。 

第三項 用以穩定公司經營權爭奪之局勢－以太百公司經營權之

爭為例 

第一款 背景事實 

 太設集團於 91 年間因財務問題，而積極尋求出脫集團金雞母太百公

司（即 SOGO 百貨）之機會，以度過此危機。當時接洽者包括三僑實業、

寒舍集團與美商仙妮蕾德等企業，最終由遠東集團以增資方式成為太流公

司之控制股東，由於太流公司為太百公司之母公司，故遠東集團即得以此

間接方式控制太百公司，而取得經營權。惟遠東集團增資太流公司之程序

涉及不法情事，經臺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金上重訴字第 6 號判決事實認定

91 年 9 月 21 日太流公司股東臨時會會議紀錄係屬偽造25，雖然同案被告包

                                                 
22

 參閱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95 年度抗字第 17 號裁定。 
23

 參閱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非抗字第 68 號裁定。 
24

 參閱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非抗字第 110 號裁定。 
25

 惟臺灣高等法院 97 年矚上易字 1 號刑事判決認為，太流公司於 91 年 9 月 21 日所召開的股東
會決議、董事會決議之會議記錄並非偽造不實，因當時太流公司僅有李恆隆、太百公司兩位股
東，而太百公司董事長賴永吉已出具指派書指派太百董事李恆隆出席股東會並行使一切股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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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李恆隆、賴永吉、郭明宗等人，惟郭明宗因擔任會議紀錄繕打工作而被

訴行使業務登載不實罪，而該罪屬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不得上訴第三審之

案件，故先行確定，經濟部嗣後即據此部分之確定判決，撤銷遠東集團增

資太流公司共計 40 億元之增資登記，致太流公司登記資本回復至 1000 萬

元之狀態26。 

 於 99 年 2 月 3 日經濟部撤銷增資登記後，太流公司經營權之爭再度

陷入一片混戰。李恆隆先以太流公司大股東身分主張其為太流公司之利害

關係人，並以太流公司原任董事未依主管機關函令限期改選而當然解任，

太流公司全體董事不能行使職權，而有影響太流公司及其子公司太百公司

利益之虞為由，向法院聲請選任臨時管理人。 

第二款 相關裁定之理由 

 臺北地院以 100 年度司字第 333 號裁定准予選任陳榮傳、王弓及簡敏

秋三人為太流公司之臨時管理人，主要理由為：（1）相對人太流公司之董

事會確已不能行使職權：雖有利害關係人以 40 億 1000 萬元之資本額為基

礎，於 100 年 8 月 1 日召開股東會改選徐旭東等人為太流公司董事，惟經

濟部目前登記之實收資本額為 1000 萬元，且該撤銷增資登記之行政處分

尚未被撤銷或廢止確定，故上開於 100 年 8 月 1 日以 40 億 1000 萬元資本

額為基礎召開之股東會所做成之決議，自非合法有效成立。（2）太流公司

因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而受有損害之虞：因全體董事當然解任之結果，致

太流公司無法行使公司章程之董事會職權，且太流公司於法院許多訟爭案

件無法定代理人，同時亦因指派法人代表之問題，造成太百公司董事變更

                                                                                                                                            
利；就下午之董事會決議部分，賴永吉則以太百公司法人代表人之身分擔任太流公司董事，並
出具委託書予李恆隆，由李恆隆代理出席太流公司同日所召開之董事會，故該等會議已經合法
召開。李恆隆更分別於太百公司臨時股東會及董事會召開時，提出太流公司董事會及臨時股東
會會議記錄之手稿各 1 份，以不會打字為由，委請到場觀看之郭明宗協助製作正式會議記錄。
參閱臺灣高等法院 97 年矚上易字 1 號刑事判決。 
26

 經濟部撤銷登記之訴願決定，經利害關係人提起行政訴訟，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 99年度
訴字第 1258 號審理認為，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公司登記事項，有偽造、變造文書，經裁判確
定後，由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廢止其登記。」的規定只包括「偽造、變造文書」，並不包
括「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經濟部擴大解釋，與法不合。 且經濟部未考量犯罪主體郭明宗並非
負責人，及共犯李恆隆、賴永吉刑事判決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尚未確定，經濟部應待相關刑事
判決都確定後，再決定是否撤銷太流增資登記，故經濟部之撤銷增資登記處分有違誤，而判決
撤銷該訴願決定，嗣經最高行政法院駁回上訴而確定。參閱蘇位榮，搶 SOGO經營權 遠東贏得
關鍵一役，經濟日報，2013 年 5 月 10 日。 



24 
 

登記之爭議。（3）為太流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並無不利於公司之行為：

選任臨時管理人不僅得解決太流公司無經營階層之窘境，更可由太流公司

指派適當之人至太百公司擔任法人董事，進一步解決太百公司經營階層之

適法性。（4） 臨時管理人之人選：參酌聲請人及利害關係推薦之人選，

選任符合客觀、公正、專業且具備法律、財經會計或百貨企管等類專長，

年齡介於 45-65 歲間之人選，且現為或曾為太流公司、太百公司及利害關

係人所屬之太設集團、遠東集團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均不適宜擔任太

流公司之臨時管理人。27
 

 臺北地院 100 年度司字第 333 號裁定復經太百公司、遠東百貨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遠百公司）、徐旭東、太流公司經理羅仕清、黃茂德提起抗

告，臺北地院合議庭以 101 年度抗字第 92 號裁定廢棄原裁定關於臨時管

理人之人選部分，另行選任簡敏秋、王弓、邱正雄、吳清友、陳志雄等 5

人為太流公司之臨時管理人，所持理由為：（1）抗告人之適法性問題：寬

認遠百公司為利害關係人，經由形式審查，徐旭東等人以釋明其太流公司

董事身分，故為利害關係人，而太百公司以 100 年 8 月 26 日選任之董事

長黃晴雯為法定代理人，並非全然無憑，惟太流公司之經理羅仕清欠缺法

定代理權，不得列為合法之法定代理人。（2）李恆隆對太流公司之股權雖

經假處分禁止行使中，惟其股東身分仍不受影響，故以具備利害關係之身

分提出本件選任之聲請為合法。（3）上開於 100 年 8 月 1 日以 40 億 1000

萬元資本額為基礎召開之股東會，作成選任徐旭東等人為太流公司董事之

決議未經撤銷，法律上仍應認為有效，然因太流公司之股權爭議，致該決

議非無變動之虞，實難與一般選任合法無虞之董事會等觀，不足認為該董

事會於法律上能有效行使其職權。況且李恆隆因股權爭議而不願交接太流

公司之銀行帳戶印鑑，此事實上之原因，顯見徐旭東等人組成之董事會有

行使職務之困難。（4）臨時管理人之人選：太流公司之主要營業項目係太

百公司，核其業務性質及事務複雜程度，應選任 5 名臨時管理人為宜，原

裁定所考量之因素及原選任之臨時管理人專業上難認有何不適格，惟其中

陳榮傳為國立大學專任教授，依法不得兼任此職，此部分選任自屬不當；

簡敏秋兼任紅木集團之獨立董事與擔任太流公司臨時管理人並無利害衝

                                                 
27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0 年度司字第 333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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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可言，另斟酌王弓、邱正雄、吳清友、陳志雄之專業領域及經歷，符合

法院之選任標準，故依法選任為太流公司之臨時管理人。28
 

 太百公司、遠百公司、徐旭東、李恆隆、章民強、太設公司等人繼而

就合議庭之裁定提起再抗告，臺灣高等法院於 101 年 12 月 28 日以 101 年

度非抗字第 72、73 號裁定廢棄原裁定及臺北地院 100 年度司字第 333 號

裁定，同時駁回再抗告人李恆隆聲請選任臨時管理人。其理由為：（1）本

件應認黃晴雯為太百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太百公司 100 年 8 月 26 日股東

臨時會選任黃晴雯等五人為董事之決議，未經法院判決撤銷確定前，自屬

有效，黃晴雯仍為太百公司之合法董事，並經其餘董事推選為第 11 屆董

事長，雖尚未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其對外仍有權代表太百公司。（2）太

流公司、遠百公司、太流公司、徐旭東、黃茂德、羅仕清、章民強、太設

公司、豐洋公司皆為利害關係人而得提起再抗告：因太流公司持有再抗告

人太百公司 78.6%之股份，依法太百公司雖無表決權，然仍為太流公司之

合法股東；而遠百公司因有其提出之太流公司 95 年 7 月 21 日股東名簿及

太流公司印製之股票為證，形式上即可認為係太流公司之股東；又 100 年

8 月 1 日太流公司以 40 億 1000 萬元之資本額為基礎，召開 100 年度股東

常會，並於該次會議中選任徐旭東、遠百亞太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及遠百新

世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三人為太流公司新任董事，該決議迄今未經法院

判決撤銷或確認無效確定在案，則再抗告人徐旭東、黃茂德、羅仕清之董

事身分即非確定不存在，無從遽以否認其利害關係人之地位；至於再抗告

人章民強主張其將所有太流公司之股份信託登記於再抗告人李恒隆，且已

起訴請求返還信託股份，因此本件選任太流公司臨時管理人之裁定自與再

抗告人章民強權利有利害關係；末以太設公司、豐洋公司確為再抗告人太

百公司之股東，太流公司為再抗告人太百公司之最大股東，並為控制公

司，故太流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裁定當然影響再抗告人太百公司之經營

利益，太百公司股東之權利亦可能因而受到侵害，難謂無利害關係。（3）

太流公司董事會並無不能或不為行使職權之情形：原裁定以太流公司 100

年 8 月 1 日股東常會「日後非無可能」遭撤銷為論據並不妥適，因法院不

得就尚未發生之事實逕自推測而適用法律，且股東訴請撤銷股東會決議之

訴權有 30 日除斥期間，未於期限內訴請撤銷，則股東之訴權即告消滅，
                                                 
28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抗字第 92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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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原裁定就此適用公司法第 189 條之規定顯然錯誤；況上開選任董事之決

議未經法院判決撤銷或確認無效確定在案，該股東會決議所選任之董事即

非無效，而新任董事長徐旭東，自其就任後即生效力，得代表太流公司，

無須經主管機關准予變更登記後，始生效力，縱未為變更登記，亦不影響

其董事職權之行使，縱然前董事即再抗告人李恒隆拒不移交公司銀行帳戶

印鑑，此前後任董事經營之爭執，要與太流公司董事會不能或不執行職權

有別，故太流公司顯無因自然或法律之因素致無法召開董事會，或公司董

事全體或大部分遭假處分不能行使職權而剩餘董事消極不行使職權，並因

此導致公司業務停頓，影響股東權益及國內經濟秩序之情，與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第 1 項之要件不符，即無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要。（4）既無選任臨

時管理人之必要，自無審究臨時管理人人選之問題。29
 

  第四項拯救董事會嚴重瀆職之困境－以力霸公司一案為例 

第一款 背景事實  

 力霸公司資本虧損未立即召開股東會報告，並因財務發生困難，向

法院聲請重整，該公司聲請重整後，法院即依公司法第 287條裁定緊急處

分，其處分內容包括：於裁定起 90 日內，除維持營運必要費用及勞工

退休金、資遣費外，力霸公司不得處分其公司之不動產，亦不得償

還其債務，且力霸公司之債權人不得對之行使債權，以及力霸公司

之記名股票不得轉讓等。 30而力霸公司原有董事共計六人，其中二人因

涉嫌掏空公司，分別於 95年 12月 30日 96年 1月 1日出境離臺而遭檢察

官通緝中，另外三名董事則因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遭羈押於看守

所，僅餘一名董事兼總經理。因此檢察官以力霸公司董事消極不行使職

權，而員工工作及薪資、廠商之債權急待處理為由，聲請法院裁定准予

選任臨時管理人。 

第二款  相關裁定之理由 

 力霸公司負責人中，確有二人分別因案逃匿海外遭通緝，三人則因涉

嫌違反證券交易法遭羈押中，雖該等被羈押或通緝之董事，均係公司法人

                                                 
29

 參閱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非抗字第 72 號、第 73 號裁定。 
30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6 年度聲字第 137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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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代表（例如其一係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其二係亞太固網

寬頻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等），然而該等法人於其代表經通緝或羈押後，

迄今亦無指定代表補行力霸公司董事職權，故力霸公司僅餘董事兼總經理

一人，其董事會顯於實際上不能行使職權。 

 參諸其公司旗下員工多達 2千餘人，其公司性質又屬上市公司，股東

人數眾多，復因經營百貨業（衣蝶百貨），往來大小廠商之數量極多，如

放令不顧，造成員工工作及薪資、廠商之債權無從處理，致上開公司受有

損害，並造成社會經濟重大失序，是其情形顯有立即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

要。至於又衡酌力霸公司之經營面極廣，舉凡水泥業、金屬製品業、紡織

業、工程及百貨業等均有涉足，且現處於公司聲請重整之緊急期間，其歷

年之財務和會計亦急需重行彙整理清，認為除需就經營管理有經驗之專業

經理人外，尚需有擅長於公司商務法令之律師以及嫻熟於公司重整實務之

會計師彼此配合，共同行使原董事會之職權，以期迅速保障公司之員工、

股東及債權人等之權益。 

 經法院徵詢主管機關經濟部和各利害關係人之意見，選任現職位分別

為銀行經理、律師、會計師之三人，其各自於專業上之表現和對於公司重

整事務均屬嫻熟，應足堪任本件臨時管理人之任務。至於利害關係人衣蝶

百貨廠商自救會代表及員工自救會代表固均認由目前最熟悉現行業務之

原董事兼總經理擔任力霸公司之臨時管理人最適宜，惟法院認該名原董事

對目前力霸公司之業務雖最熟悉，然而其尚因涉有違犯掏空力霸集團等之

犯嫌，經檢察官偵查交保中，且力霸公司係在其任總經理及董事期間，不

堪虧損而聲請重整，為確保各股東之權益和信賴，實不宜委其擔任決策階

層之臨時管理人。至於各臨時管理人經選任出來後，經過詳細評估結果，

如認該名原董事兼總經理確實可以於執行層面續任總經理一職，自可衡酌

力霸公司之員工、廠商以及各股東之整體利益和信賴，為妥適之決定。31 

第三節 問題歸納與提出 

一、 臨時管理人制度之定位與功能為何？ 

臨時管理人為典型司法介入公司經營之制度，因此本研究議題面臨之

                                                 
31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6 年度司字第 114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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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上位議題，即應先釐清司法控制在公司治理中之定位。其方法，可先從

公司治理之概念與內、外部機制分析。除了從我國公司法之司法介入公司

經營手段加以比較外，另參考外國之立法模式以評析我國條文現狀，應有

助於找出我國臨時管理人之制度定位及功能。 

二、 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實質要件應如何判斷？ 

從本文前所介紹之臨時管理人制度實務現況，可發現選任臨時管理人

之實質要件判斷，標準尚未明確，例如以臨時管理人作為法律或訴訟程序

遂行之方式，法院即存有不同作法；或太百公司一案，法院從一審到三審

亦有不同說法。因此，本文將基於臨時管理人之定位及功能，就「董事會

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提出其具體類型，或進一步與其他制度加以區隔。

譬如前開所舉之董事會成員缺位在股東會尚有補選可能前，是否得選任臨

時管理人？而董事間意見對立在未尋求股東會化解前是否即可介入為其

選派臨時管理人？若係因股東間之股權比例造成公司營運事務窒礙難

行，如東來公司之例，是否更有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要？由此亦可延

伸，若公司董事遭法院為禁止行使職權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法院此時依

民事訴訟法第 535 條以選任管理人為附隨方法，或另受理聲請依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選任臨時管理人之異同為何？至於董事會「不為」行使職權應

屬主觀事由，若董事或董事會以其經營判斷範疇以抗辯其並無怠於行使職

權之情事，法院應如何審酌？或董事會有嚴重瀆職之情事，是否可作為聲

請選任臨時管理人之事由？ 

由於董事會行使職權有困難時，未必適合由法院介入，或本應係其他

制度應解決之問題，故釐清臨時管理人與公司自治下之少數股東、監察人

股東會召集權，有其重要性。另從選任臨時管理人以遂行法律或訴訟程序

之案例來看，亦值進一步比較特別代理人制度與臨時管理人之不同。甚

者，若董事長無法行使職權而不能依公司法第 203 條第 1 項召集董事會，

是否即謂應選任臨時管理人？此則攸關董事長代理制度、董事長之補選議

題。另外，當董事會不為債務清理或重建時，有無臨時管理人制度之適用？ 

「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之要件配合「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

後者是否有判斷基準建立之可能？以吻合實質要件之制度目的。臨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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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實質要件明確後，則面臨其「代行董事會及董事長職權」之權限應如

何解釋？若肯定臨時管理人可在法無明文限制下，完全取代民主制度產物

之董事會，似有侵害股東財產權之疑慮。而受選任之臨時管理人，雖未列

為公司法第 8 條公司負責人，是否亦如一般公司負責人對公司及第三人負

同等責任？ 

三、 臨時管理人之選任及解任程序疑義 

關於臨時管理人之選任程序，包括程式、程序參與者之設計，以及法

院應選任之人數、考量之條件或資格為何？尚有臨時管理人之報酬酌給，

在法無明文下，應由何人為之？末以，法院應如何將不適任之臨時管理人

予以解任？當臨時管理人任務達成時，是否應以法院裁定為之？ 

前述議題，多所爭議，尤其臨時管理人係一非常態機制，應注意避免

其取代常態機制，法院應更應審慎使用此制度32。以下本文將一一抽絲剝

繭，期能解答上開疑惑。 

                                                 
32

 參閱廖大穎，臨時管理人應屬「看守」性質，經濟日報，2011 年 9 月 22 日；陳彥良，慎用臨
時管理人 別把變態當常態，經濟日報，2011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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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臨時管理人之制度功能與定位 

第一節 作為司法控制之一環 

第一項 公司治理與內、外部機制 

第一款 公司本質、交易成本與代理成本問題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寇斯（Ronald H. Coase）於 1937 年發表「廠商的

本質」（The Nature of the Firm）一文，其指出古典經濟學忽略了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s）之存在，交易成本可從事前及事後之角度觀之，事前

如搜尋締約對象之成本、協商成本、訂立契約之成本等，事後則有契約執

行、監督之成本產生。寇斯認為廠商是一系列不完全契約（incomplete 

contract）所構成之有機組織，由於廠商組織具備層級化之特徵，能藉由指

揮監督之經濟功能以協調各種複雜之經濟活動，省去市場機制下因個別磋

商（negotiating）、締約（concluding）之成本。33故廠商組織之目的即在於

降低交易成本，惟廠商取代市場交易機制後，如何降低廠商組織之內部成

本則成為另一問題。 

公司是廠商型態的一種，其中股份有限公司藉由發行股份的方式籌

資，投資者須承擔公司虧損的風險(riskbearers)及擁有邊際獲利之權利。當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權分散造成經營與所有權的分離，可能產生潛在性的代

理成本（agency costs）。而公司經營者面臨公司利益與自身利益相衝突之

情況，基於自利之考量，可能作出不利於公司整體利益最大化之決策，損

害股東權益。34因此，為了確保代理人不會剝削股東利益而付出之代理成

本，包括了監督成本（monitoring costs）35、擔保成本(bonding costs)
36以及

剩餘損失（residual costs）37，將對公司利益造成一定之影響，因此應盡可

能降低此代理成本的支出，以達到交易利益的最大化。38
 

                                                 
33

 See Ronald H. Coase , The Nature of the Firm, 4(16)Economica, N.S. 386, at 386-405(1937). 
34

 See Michael C. Jensen & William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3 J. FIN. ECON 305,309-311 ( 1976) . 
35

 採用消極的監控或積極的獎勵方式，使代理人與其目標一致所發生之成本。 
36

 即代理人從事損害公司利益之行為，所擔保或付出的成本，如此可促使代理人對公司盡其忠
實義務。 
37

 因無法確保代理人與本人之決策一致而導致決策差異，所造成公司價值減損的成本。 
38

 See Frank H. Easterbrook & Daniel R. Fischel, The Corporate Contract, 89 COLUM. L. REV. 1416, 

1423-1425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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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公司治理之概念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39之概念自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以下簡稱

OECD）於 1999 年公布「OECD 公司治理守則」(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起於國內漸受重視。惟追溯公司治理理論之出現，係源自於美

國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與經營分離之現象所形成之主要課題，學者就此

一現象探討如何防免公司經營者之利益衝突，並促使經營者為公司所有人

之利益經營公司。40時至今日，由於公司各有其不同型態，股權結構亦不

一，若欲講求公司治理，應依據公司特性對症下藥，始能有效控制成本、

創造利益。例如公司股權分散致使所有與經營分離時，經營者與所有人間

可能因利益衝突而有道德風險問題，或因本人與代理人間資訊不對稱而出

現逆選擇41，為了確保代理人能採取最有利於本人之經營行為而產生之代

理成本，幾乎是無可避免的42，因此如何以合理之代理成本來控制風險，

為公司治理所需強調之重點。而在公司由單一或極少數大股東控制、股權

集中之狀態下，公司所有與經營合一，此時應轉而注意其他交易成本之產

生，因大股東或經營者可能利用其在公司中之控制地位，壓迫其他非控制

股東（oppression of shareholders），或濫用其地位從事關係人交易而造成公

司之營運成本。因此，在制度設計上，應依據公司類型而強化不同之治理

功能，才能有效達到公司治理之目標。 

OECD之公司治理守則共有六大部分，首要係確立以有效率的公司治

理架構為基礎，其具體原則包括，公司治理架構應著眼於整體經濟表現、

市場健全性以及為市場參與者製造誘因，並提升市場之透明度及效率。任

何影響公司治理實務之法域，在法規及監理規範的要求上應符合法制精

神、透明性以及可執行性。各公權力機關之權責範圍應明確並能確保公共

利益。監督、管理以及執行機關應具備權限、公正性以及財力物力，以專

                                                 
39

 有譯作「公司監控」，參閱劉連煜，公司監控與公司社會責任，五南出版，頁 21，1995 年 9

月初版；亦有譯作「公司管控」，參閱王文宇，公司與企業法制，元照出版，頁 3，2000 年 5

月初版。 
40

 See ADOLF A. BERLE & GARDINER C.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1932). 
41

 參閱黃銘傑，公開發行公司法制與公司監控：法律與經濟之交錯，元照出版，頁 14，2001年
初版。 
42

 See Jensen & Meckling, supra note 34 , at 30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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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客觀之態度履行其職責，並且其監督管理應有時效性、透明性及具備

充分理由。43此外，公司治理守則尚有股東權利及重要的所有權權能、股

東平等對待、利害關係人於公司治理之角色、資訊揭露以及透明、董事會

之責任等44部分。從而，自OECD公司治理守則可知，公司治理應注重股東

權益之保障與落實，此為其一；其二則是董事會之責任與監督，應以公平、

透明、權責相符以及自律為原則，以達成公司治理之目標。45
 

第三款 公司治理之內、外部機制 

公司治理之手段可分為內部及外部機制。公司之機構如董事會、股東

會、監察人、少數股東、機構投資人等，均為公司之構成份子，若純以公

司內、外作一劃分，則可將其等間衍生之內部關係以及對公司經營者之監

督，定性為內部機制；惟另以「insider」與「outsider」之概念來看，當少

數股東無法參與公司經營，難以知悉公司之內部狀況，地位更與債權人日

趨接近，故將非經營者之股東詮釋為「outsider」，其對公司經營者之監督

為外部機制，亦非無由。46而政府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法院之監督，

屬於公司治理之外部機制，應無疑義，由法院選任之臨時管理人，即為典

型之外部機制。47學者指出，政府機關之所以介入公司事務，多與股東尋

求傳統之公司內部機制，例如多數決或一致決無法獲得滿足時，而轉向政

府機關求助。此時股東之監督與外部主管機關之介入已形成連結，因此某

程度上將股東之監督界定為外部機制有其適當性。48至於內、外部機制乃

相輔相成，立法與實際運作著重於內部機制，除機關法定設置外，權限分

立相互制衡以防怠忽、無能與道德風險更是重心所在，外部機制除其政策

的貫徹外，主要是以輔助內部機制之機能發揮。49
 

第二項 小結 

臨時管理人制度係公司治理中外部機制之司法控制之一環，而學者強

                                                 
43

 參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網站，網址 http://www.oecd.org/（最後瀏覽日期：2013 年 3 月 31

日）。 
44

 See Id. 
45

 參閱王文宇，公司與企業法制（二），元照出版，頁 105，2007 年 1 月初版。 
46

 參閱曾宛如，公司外部監督之分析，臺大法學論叢第 31 卷第 1 期，頁 152，2002 年 1 月。 
47

 企業併購法第 14條之臨時管理人係由股東會決議選任，則為委諸企業自治之內部機制。參閱
陳介山，我國公司法臨時管理人之研究，嶺東財經法學第 4 期，頁 101，2011 年 12 月。 
48

 參閱曾宛如，同註 46，頁 153。 
49

 參閱陳介山，同註 47，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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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法律制度中現存之外在機制是否可以發揮功能，有無配合我國獨特之

實務狀況而強化必要，有其檢討空間，或許可以成為最經濟簡便的管制工

具，更可藉此使其更有效率，以落實公司法所呈現之規範理念。50司法介

入既為外部機制之發動，應基於公共利益與利害關係人利益保障之急迫

性、危害性以及必要性，始與上開 OECD 公司治理守則之理念相符。當立

法機關授權司法機關於適格當事人聲請時選任機關執行、監督公司，則有

關機關之選任、職權行為、職權內容、職權行為之效力與法律責任，法理

上宜由司法機關本其機關性質監控之，並配合內部機制相輔相成達成公司

治理之目標。51
 

本文贊同上開對於司法角色之認知，蓋無論是何種類型公司，皆可能

因為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因素致使公司陷入營運中斷或營運困難之情況，在

私法自治之理念下，原則上應交由市場機制、當事人協議之方式幫助公司

脫困，若依公司屬性致使該類型公司之內部機制原本就不彰，或縱使存有

內部機制但是無法發揮其功能，此時司法不失為協助公司度過困境之管

道，然而考量司法本身之功能、不告不理之原則，欲以法院裁判作為最終

之解決途徑，應秉持謹慎之態度為之。 

第二節 當司法介入公司經營：公司法相關制度之比較 

我國公司法中屬於司法控制手段之規定，除了包括法院受理私人間之

訴訟，例如股東代位公司對董事提起損害賠償訴訟之類型外，尚有法院受

理聲請對公司為一定行為之類型，例如公司法第 11 條裁定解散、第 81 條

及第 322 條第 2 項選派清算人、第 124 條准許有限責任股東退股、第 282

條之 1 為重整之相關准駁、第 335 條命公司為特別清算等；於公司法外，

另有破產法建構之破產制度，亦不乏司法介入公司經營規範依據，而本文

所關注之面向為公司內部控制機能失靈時，法院如何介入及決定公司經營

狀態之繼續或終結，故以下將以公司法第 11 條裁定解散以及第 282 條以

下之重整規定為研析。 

                                                 
50

 學者更強調，監督不代表限制，監督更不可能正當化層層管制，因為監督之目的在於
enforcement，亦即在於落實公司法所呈現之規範理念。參閱曾宛如，同註 46，頁 153。 
51

 參閱陳介山，同註 47，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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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法院裁定解散 

第一款 我國公司法第 11 條規定 

公司法第 11 條之裁定解散，應係解決公司經營不善之方式中，效果

最嚴重者。從體例上來看，本規定置於公司法之總則部分，應可解為適

用於所有公司類型。52該規定內容為：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

害時，法院得據股東之聲請，於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

意見，並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前項聲請，在股份有限公司

應有繼續六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東提出

之。另依非訟事件法第 172 條規定，公司裁定解散事件之聲請應以書面為

之。法院為裁定前，應訊問利害關係人，惟實務認為，不以訊問所有利

害關係人為必要，且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與通

知公司提出答辯二事，並無先後順序，亦可同時為之53；又法院依公司法

第 11 條第 1 項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時，受法院徵

詢之機關自必須就該公司之經營是否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表示意見，

始合於條文規定，在受徵詢之機關未就此點或無法就此表示意見時，法

院不能裁定公司解散。54上開看法說明了法院不僅需踐行向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徵詢意見之程序，且前揭機關應實質上表示意見，

法院始得參酌後做出准許與否之裁定。 

觀諸抽象之「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要件，實務上

認為，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係指公司於設立登記後，開始

營業，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

補之虧損之情形而言。因此，若公司於設立登記後，滿六個月尚未開始

營業，或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六個月以上者，則為中央主管機關依

公司法第 10 條第 1 款規定命令解散之問題，非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法院裁

定解散之原因。55有實務裁判指出，不宜僅以公司股東間齟齬或意見不合

                                                 
52

 參閱枋啟民，少數股東民事訴訟救濟制度之檢討，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53，
2007 年。 
53

 參閱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非抗字第 6 號裁定。 
54

 參閱臺灣高等法院 98 年度非抗字第 106 號裁定、臺灣高等法院座談會民事類第 25 號研討結
果。 
55

 參閱最高法院 76 年度台抗字第 274 號、89 年度台抗字第 264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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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因素，即遽認該公司之經營顯有困難或有重大損害56，另有認為，公司

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非僅止於目的事業客觀上無法繼續經營之

情形，而應包括因股東之因素致公司經營未能繼續者在內。主要股東及

經營者對公司業務不加聞問或意見不合，均包括於此。57經濟部則表示，

公司因股東意見不合無法繼續營業且其餘股東不同意解散時，公司股東

得循此方式向法院聲請裁判解散。58
 

綜上，實務上係將股東不合所致之目的事業無法進行或業務不能開

展列為經營有顯著困難之原因，而重大損害似與不能彌補之虧損情形劃

上等號。然而相關案例有限，未必能藉由上述實務見解完整勾勒出此條

文之全面意義，學者認為仍應保留相當彈性以供法院進行裁量，為貫徹

保護少數股東之意旨，應可以包括公司剝奪少數股東應得之資本回報，

而對其造成損害之情形。59就此，上述學者提出法院裁定解散寓含保護少

數股東之用意，在比較法制上有其意義，詳如後述。 

第二款 外國法制上之法院裁定解散 

第一目 美國法 

 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60
§14.30 規定

61，檢察長、股東、債權人及公司本身得聲請法院解散公司。其中§ 14.30

                                                 
56

 參閱臺灣高等法院 90 年抗字第 29 號裁定。 
57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8 年度司字第 93 號裁定。 
58

 參閱經濟部 57 年商字第 14942 號函。 
59

 參閱曾宛如，同註 46，頁 192。 
60

 模範商業公司法係美國律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簡稱ABA） 在1950年所頒布，
並定期修訂，其中包括1984年全面性修訂而成為修正模範商業公司法（Revised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以及最近一次之修訂則在2005年。據統計，美國境內有30個州的公司法主要採
納該法案，可謂模範商業公司法對美國各州的公司立法影響極大，網址： 

http://www.americanbar.org/aba.html (最後瀏覽日期：2013年4月6日) 
61

 原文，MODEL BUS. CORP. ACT ANN§ 14.30：”(a) The [name or describe court or courts] may 

dissolve a corporation: 

(1) in a proceeding by the attorney general if it is established that: 

(i) the corporation obtained its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through fraud; or 

(ii) the corporation has continued to exceed or abuse the authority conferred upon it by law; 

(2) in a proceeding by a shareholder if it is established that: 

(i) the directors are deadlocked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rporate affairs, the shareholders are unable 

to break the deadlock, and irreparable injury to the corporation is threatened or being suffered, or the 

business and affairs of the corporation can no longer be conducted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shareholders 

generally, because of the deadlock; 

(ii) the directors or those in control of the corporation have acted, are acting, or will act in a manner 

that is illegal, oppressive, or fraudulent; 

(iii) the shareholders are deadlocked in voting power and have failed, for a period that includes at l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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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東得聲請解散公司之情形包括62： 

一、 董事們對於公司事務之處理，因意見紛歧而陷入僵局，股東亦無法

解開僵局，致公司可能或已遭受無法彌補之損害，或者公司事務之

進行無法再為股東帶來任何的利益。 

二、 董事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已經、正在或將要進行不合法的、壓迫性

的、詐欺的行為。 

三、 股東表決權之行使陷於僵局，且在連續兩個股東會會期中無法為任

期屆滿之董事選出繼任人選。 

四、 公司之資產遭受濫用或浪費。 

惟§ 14.30（2）股東聲請解散不適用於以下兩種情形：第一，該公司股票

於公開市場掛牌交易；第二，縱未於公開市場掛牌交易但股東人數達 300

人以上，且扣除持有公司股份超過 10%之公司內部人之持股價值，該公司

之股票市值仍達 2 億美元以上。而公司股東雖然因上列因素無法依§ 14.30

（2）聲請法院解散公司，仍得於符合§ 14.30（5）即公司事業被放棄經營

且未於合理期間清算公司資產、解散公司時，聲請法院裁定解散。63從上

開規範可知，股權較為分散之大眾公司股東不適於聲請法院裁定解散公

                                                                                                                                            
two consecutive annual meeting dates, to elect successors to directors whose terms have expired; or 

(iv) the corporate assets are being misapplied or wasted;  

(3) in a proceeding by a creditor if it is established that: 

(i) the creditor’s claim has been reduced to judgment, the execution on the judgment returned 

unsatisfied, and the corporation is insolvent; or 

(ii) the corporation has admitted in writing that the creditor’s claim is due and owing and the 

corporation is insolvent; or 

(4) in a proceeding by the corporation to have its voluntary dissolution continued under court 

supervision. 

(5) in a proceeding by a shareholder if the corporation has abandoned its business and has failed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to liquidate and distribute its assets and dissolve.” 
62

 原文，MODEL BUS. CORP. ACT ANN§ 14.30：” (b) Section 14.30(a)(2) shall not apply in the case 

of a corporation that, on the date of the filing of the proceeding, has shares that are: (i) listed on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the American Stock Exchange or on any exchange owned or operated by 

the NASDAQ Stock Market LLC, or listed or quoted on a system owned or operated by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Inc.; or 

(ii) not so listed or quoted, but are held by at least 300 shareholders and the shares outstanding have a 

market value of at least $20 million (exclusive of the value of such shares held by the corporation’s 

subsidiaries, senior executives, directors and beneficial shareholders owning more than 10 percent of 

such shares).” 
63

 Se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 WITH SELECTED 

OFFICIAL COMMENTS,280（revised through 2003）. 



37 
 

司，法院可考量該公司股東人數以及之交易市場狀況，以裁量是否准許股

東聲請解散。 

由於被排除作為§ 14.30（2）聲請主體之股東，可尋求其他救濟途徑，

例如依違反受任人義務對於公司負責人請求損害賠償或依同法§ 7.48（a）

聲請法院任命監管人（custodian）或管理人（receiver）。因§ 14.30（2）

屬於較為概括之規定，而§ 7.48（a）適用範圍較小，當公司同樣面臨不可

回復之損害，後者應優先於前者適用。且訴諸解散公司之訴訟，將導致股

東間之人際和諧遭致難以彌補之破壞，更不可能繼續謀求共同利益或透過

清算、收回投資64之方式妥適處理公司問題，因此，§ 7.48（a）及§ 14.30

（2）各有其主要強調之規範目的。例如§ 14.30（2）所舉之公司僵局可能

影響及於整體之公司財富，但其所著重之處為該聲請股東之個人投資，以

壓迫（oppression）為例，通常係聲請股東為對抗特定股東之行為。相反的，

聲請選派監管人或管理人則係重於公司整體，主要為了保護全體股東、債

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此外，§ 14.30（2）之不合法（illegal）以

及詐欺（fraudulent）行為，股東雖能藉由其他訴因使公司獲得補償，然而

本條所強調者在於該行為將嚴重侵害聲請股東之個人利益，反之，§ 7.48

（a）下之詐欺行為或董事會僵局，必須具備或將有無法回復損害之虞之要

件，以確保選派監管人或管理人之合法性，故§ 7.48（a）允許各種公司之

股東作為聲請主體。 

第二目 英國法 

 英國法將司法解散制度規定於一九八六年破產法（the Insolvency Act 

1986），於該法§122（1）65列舉得向法院聲請解散之事由包括：（a）公

                                                 
64

 例如依模範商業公司法§ 14.34 的” the buy-out provisions”由公司或其他股東以公平價格收購原
告股東之股份。 

65
 原文，The Companies Act §122：” Circumstances in which company may be wound up by 

the court. 

(1)A company may be wound up by the court if— 

(a)the company has by special resolution resolved that the company be wound up by the court, 

(b)being a public company which was registered as such on its original incorporation, the company has 

not been issued with a trading certificate under section 761 of the Companies Act 2006 (requirement as 

to minimum share capital) and more than a year has expired since it was so registered, 

(c)it is an old public company,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Schedule 3 to the Companies Act 2006 

(Consequential Amendments, Transitional Provisions and Savings) Order 2009, 

(d)the company does not commence its business within a year from its incorporation or suspends its 

business for a whol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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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經特別決議而聲請解散；（b）大眾公司註冊滿一年後尚未依二〇〇六

年公司法（the Companies Act 2006）§ 761 取得交易憑證；（c）依二〇〇六

年公司法 Order 2009 所定義之舊型大眾公司；（d）公司設立後滿一年尚未

開始營業或停業滿一年者；（e）除了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及私人保證有限公

司外，股東人數不滿 2 人者；（f）公司無法清償其債務；（g）法院認為解

散公司係公平且衡平的。另於§124 規定66聲請適格者為，公司本身、董事、

債權人、出資者、清算人、出資者及地方法院指派之人員。上開具聲請適

格者得共同或分別聲請之。其中出資者（contributory）更限於股東人數少

                                                                                                                                            
(e)except in the case of a private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or by guarantee, the number of members is 

reduced below 2, 

(f)the company is unable to pay its debts, 

(fa) at the time at which a moratorium for the company under section 1A comes to an end, no voluntary 

arrangement approved under Part I has effect in relation to the company 

(g)the court is of the opinion that it is just and equitable that the company should be wound up.” 
66

 原文，The Companies Act §124：”Application for winding up：” 

(1)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an application to the court for the winding up of a company 

shall be by petition presented either by the company, or the directors, or by any creditor or creditors 

(including any contingent or prospective creditor or creditors), contributory or contributories, or by a 

liquidator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2(b) of the ECRegulation) appointed in proceedings by virtue 

of Article 3(1) of the EC Regulation or a temporary administrator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38 of 

the EC Regulation) or by the designated officer for a magistrates' court in the exercise of the power 

conferred by section 87A of the Magistrates’ Courts Act 1980 (enforcement of fines imposed on 

companies), or by all or any of those parties, together or separately. 

(2)Except as mentioned below, a contributory is not entitled to present a winding-up petition unless 

either— 

(a)the number of members is reduced below 2, or 

(b)the shares in respect of which he is a contributory, or some of them, either were originally allotted to 

him, or have been held by him, and registered in his name, for at least 6 months during the 18 months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inding up, or have devolved on him through the death of a former 

holder. 

(3)A person who is liable under section 76 to contribute to a company’s assets in the event of its being 

wound up may petition on either of the grounds set out in section 122(1)(f) and (g), and subsection (2) 

above does not then apply; but unless the person is a contributory otherwise than under section 76, he 

may not in his character as contributory petition on any other ground. 

(3A)A winding-up petition on the ground set out in section 122(1)(fa) may only be presented by one or 

more creditors 

(4)A winding-up petition may be presente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if the ground of the petition is that in section 122(1)(b) or (c), or 

(b)in a case falling within section 124A or 124B below. 

(4AA)A winding up petition may be presented by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in a case falling 

within section 124C(1) or (2). 

(4A)A winding-up petition may be presented by the Regulator of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ies in a 

case falling within section 50 of the Companies (Audit, Investigations and Community Enterprise) Act 

2004. 

(5)Where a company is being wound up voluntarily in England and Wales, a winding-up petition may 

be presented by the official receiver attached to the court as well as by any other person authorised in 

that behalf under the other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but the court shall not make a winding-up order 

on the petition unless it is satisfied that the voluntary winding up cannot be continued with due regard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creditors or contributo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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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人之公司；或者於聲請解散前 18 個月內已持有股份達 6 個月以上，

且股份係原始取得或持有並登記在該聲請者之名義下；以上並需符合同法

§76 要件始得為之。此外，尚有主管機關、英國金融監理局、官方之接管

人或經授權者為適格之聲請人。 

 而§ 122（1）（g）「公平且衡平的」要件（just and equitable）在英國

判例法之累積過程中，學者指出：「若要法院同意依據本款規定解散公司，

一般而言這種公司具備以下一種以上之特色：1.股東彼此間具有相互信賴

之關係（mutual confidence）；如果公司之前身為合夥，則此種關係較易被

認定為存在；2.股東間就全部或部分股東應參與公司業務之經營有過協議

或共識；3.股東之出資移轉設有限制以至於其無法取回投資」。67
 

 對照本文前述之閉鎖公司特質，不無相呼應之處，可見公司具備閉鎖

特質時，股東對於公司經營利益之合理期待在失卻信賴關係下，容易因多

數決之結果遭受壓迫，因此法院提供此類具備人合關係之公司一個救濟管

道，以致於英國法§ 122（1）（g）在適用實務上實質限縮範圍，而與美國

模範商業公司法司法解散制度之方向一致。 

第三款 我國司法解散公司應加以限縮適用 

 回到我國法第 11 條之規定，因法條體系置於總則而得適用於無限公

司、兩合公司、有限公司以及股份有限公司，然而公開發行股票之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公開發行公司）68影響投資大眾、社會經濟秩序之層

面較廣，同時於我國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章第 282 條以下設有公司重整制

度，予有重建更生可能之公開發行公司調整腳步之機會，且參考英美法之

法院裁定解散制度多用於閉鎖公司，則我國公開發行公司是否宜以裁定解

散使公司法人格走向消滅一途，誠值再思量。 

我國為成文法國家，明文化之法規賦予法院解散公司之權力，然而司

法介入公司經營之手段不限於裁定解散，故受理聲請時必須以目的性、手

                                                 
67

 參閱曾宛如，同註 46，頁 188。 
68

 我國股份有限公司之股票募集，得依董事會之決議，向證券主管機關申請辦理公開發行程

序，一旦成為公開發行公司，即應受證券交易法之規範。此處與前所提及之「公開公司」應有所

區辨，公開公司於本文之相對名詞為「閉鎖公司」，其判斷依據依股東人數多寡、出資或股權分

散程度、出資或股權轉讓方式等，而公開發行公司之相對名詞為「非公開發行公司」，係強調其

股票因公開發行之特性，而受我國證券管理法規及機關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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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相當性、必要性及最小侵害性之方式審酌請求是否正當且適當的。尤其

我國具閉鎖特質之公司，例如有限公司依法設有股東出資額之轉讓限制，

無異大幅減弱反對股東取回其投資之可能，真正應該關心的是反對股東如

何在受到不公平對待時，退而求其次的收回其投資之可能69，再觀諸英美

法上法院裁定解散制度之規範目的在於解決公司僵局、少數股東遭排除經

營或股權遭受侵害等壓迫行為，因此應限縮我國公開發行公司在公司經營

遇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若可循重整機制使公司兼顧債權人、員工、

社會等公共利益時，不應予以強制解散。 

第二項 公司重整制度 

第一款 公司重整制度之概念 

 我國公司重整制度係指，公開發行股票或公司債之公司，因財務困

難，暫停營業或有停業之虞，而有重建更生之可能者，在法院監督下，

調整其債權人、股東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害，其目的在於清理債務、

維持企業。70可見，此制度藉由調整利害關係人間之利益衝突，得以確保

債權人、投資人之利益，俾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之安定。71
 

 而公司重整為企業債務清理法制之一種，企業債務清理法制之建構

可分為兩種方式，一是單一程序型，即僅設單一程序，於程序開啟後由

法院或利害關係人決定重建或清算、賦予債務人管理處理權限或另選管

理人行使管理處理權限，在單一程序下，聲請人僅有開啟程序與否之選

擇權；二是複數程序型之立法方式，我國採之，即於公司法上分別規定

重建型之公司重整程序及清算型之特別清算程序；於破產法上規定重建

型之和解程序以及清算型之破產程序。上開區分係以程序目的是重建或

清算、債務人性質是股份有限公司或其他法人團體，以及債務人於程序

中之管理處分權存續與否為標準，而分予規定。72
 

第二款 聲請公司重整之要件 

                                                 
69

 參閱賴源河等合著，新修正公司法解析，元照出版，頁 120，2002 年 1 月二版。 
70

 參閱劉連煜，現代公司法，新學林總經銷，頁 561，2011 年 9 月，增訂五版。 
71

 參閱王志誠，公司重整法制—重整之聲請程序、重整債權及重整債務，月旦法學教室第 38

期，頁 68，2005 年 12 月。 
72

 參閱許士宦，倒產企業之重建，債務清理法之基本構造，自版，頁 98-104，2008 年 1 月初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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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公司法第282條規定，聲請重整之公司應為公開發行股票或公司債

之股份有限公司，聲請主體為公司或特定利害關係人。若由公司聲請，

須經公司董事會特別決議；若由利害關係人即股東或債權人聲請，則需

符合公司法第 282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關於股東之持股期間與比例、

債權人之債權金額比例規定。同時，公司需具備因財務困難，暫停營業

或有停業之虞，有重建更生之可能等要件。 

 當公司不能清償債務或停止支付，且已暫停營業者；或公司雖尚未

停止營業，但已有停業之危險，例如公司財務週轉不靈，無法負擔利息

或需變賣重要資產維持公司開銷，而將有停業之危險者，得認為有重整

之原因。73至於「重建更生之可能」之要件，實務上法院多需參酌重整檢

查人之檢查報告或公司法第 284 條第 1 項所列之各機關之意見，始能做出

判斷。74
 

第三款 公司重整之機關 

 正常營運狀態下之股份有限公司，內部組織由股東會作為最高意思

機關、董事會為業務執行機關以及監察人則為監督機關。而進入重整狀

態之公司，其內部組織主要係由關係人會議、重整人、重整監督人所構

成。 

 關係人會議係債權人及股東所組成之會議，其作為重整公司之最高

意思機關，其主要功能在於可決重整計畫，以決定重整公司未來的營運

走向；重整人為業務執行機關，負責重整公司之業務經營與公司營運；

重整監督人作為重整公司之內部監督機關，法院則為外部監督機關，其

乃透過重整監督人間接監督重整公司，故法院並非重整公司內部組織的

一環；重整監督人除監督重整人執行職務外，法律並賦予其並一定權

限，因此重整監督人具備監督、執行機關之雙重身份。75
 

                                                 
73

 參閱林貴卿，公司治理與公司重整之研究，世新大學法學院碩士論文，頁 78，2012 年。 
74

 參閱王志誠，2002 年判解回顧─公司法，頁 174，2003 年 8 月初版；劉連煜，企業與證券法
規系列座談會發言，月旦法學雜誌，第 85 期，頁 209，2002 年 6 月。 
75

 參閱陳夏毅，公司重整程序中法院扮演的角色─由比較法角度評示我國公司重整法制實務見
解之妥適性，國立臺北大學法律系碩士論文，頁 72，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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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法院於重整程序之權限 

第一目 進入重整前之審查及保全 

一、 徵詢行政機關之意見 

法院對於是否准許公司進入重整程序以及公司提出之重整計畫是否予

以認可，因涉及公司之組織、財務、業務等專業知識，因此公司法於第 284

條第 1、2 項規定，對於重整之聲請，除依同法第 283 條之 1 裁定駁回者

外，「應」即將聲請書狀副本檢送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中

央金融主管機關及證券管理機關，並徵詢其關於應否重整之具體意見，另

外並得徵詢本公司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之意見。

又法院為重整計畫之認可及重整計畫之變更與終止，應依同法第 307 條第

1 項徵詢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及證券管理機關之意見。 

 公司法明文規定法院於特定程序有向行政機關徵詢意見之義務，但

應不限於此，觀諸非訟事件法第 185 條第 1 項準用同法第 172 條第 2 項規

定，法院為重整裁定前，應訊問利害關係人之，因此法院徵詢意見之對

象不限於上開行政機關，而當擴及於與重整程序相關之利害關係人，例

如主要債權人（特別是具有優先權或擔保權之債權人）、員工或工會、大

股東等人之意見，因其權益受重整程序影響，若事先向其徵詢意見，應

有助於提高重整程序之效力。76上開見解對於法院獲得客觀充分之資訊確

有助益，惟因為利害關係人並無明確定義，法院宜於個案具體判斷利害

關係最著之人而予陳述意見之機會，故應認訊問利害關係人之規定，並

非指法院應訊問全體利害關係人，如法院於得知相關之利害關係人意見

後，認已足供形成裁酌之心證而無再訊問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必要，即與

上開規定之立法目的相符。77
 

 末以，縱使司法實務上認為，行政機關之意見對法院無拘束力78，本

文以為，法院既然踐行取得行政機關具體意見之程序，該意見將成為裁

定之判斷依據，若不採取該專業意見，應附具理由說明，否則即屬理由

                                                 
76

 參閱王志誠，從重整法制之目的評釋司法實務之見解，經社法制論叢，頁 53-55，2006 年 1

月。 
77

 參閱臺灣高等法院 92 年度抗字第 3240 號裁定。 
78

 參閱司法院民國 78 年 7 月 13 日秘台廳一字第 0050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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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備，依非訟事件法第 41 條、第 45 條第 3 項可作為提起抗告、再抗告之

事由。 

二、 檢查人制度 

法院在是否准予公司重整之裁定前，亦得選任檢查人提供意見，以協

助其判斷。依公司法第285條第1項之規定，被選任人必須具有對公司業務

有專門學識、經營經驗，且非公司之利害關係人。法律賦予檢查人之任務，

包括下列事項：公司業務、財務狀況及資產估價；依公司業務、財務、資

產及生產設備之分析，是否尚有重建更生之可能；公司以往業務經營之得

失及公司負責人執行業務有無怠忽或不當情形；聲請書狀所記載事項有無

虛偽不實情形；聲請人為公司者，其所提重整方案之可行性；其他有關重

整之方案。為使檢查人順利行使其職務，同條第2項、第3項分別規定，檢

查人對於公司業務或財務有關之一切簿冊、文件及財產，得加以檢查；公

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其他職員，對於檢查人關於業務財務之詢問，

有答覆之義務。此外，依同法第313條第1項，檢查人之報酬，由法院依其

職務繁簡定之。 

而90年公司法增訂第285條之1第1項之規定後79，實務上對於應否選任

檢查人出現不同看法： 

（一） 肯定說 

臺灣高等法院91年度抗字第4078號裁定認為，著眼於法院之專業領域

不同，必須仰賴檢查人所提供之專業意見，且因公司法第285條之1規定

法院「依」檢查人所提之報告為重整聲請准駁之裁定，可知在此次修正

後，已將檢查報告列為法定應斟酌意見，因此除非有程序上依同法第283

條之1裁定駁回之情形外，法院進行實質審查時，均應選任檢查人，並以

檢查人報告為裁定之重要依據。 

（二） 否定說 

                                                 
79

 參閱公司法第 285 條之 1 第 1 項：「法院依檢查人之報告，並參考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
證券管理機關、中央金融主管機關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之意見，應於收受重整聲請後一百二
十日內，為准許或駁回重整之裁定，並通知各有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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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等法院 98 年度非抗字第 38 號裁定中，抗告人以「原法院未選

任檢查人以參照檢查人之報告而為裁定，顯有違反公司法第 285 條之 1 規

定之適用法規錯誤，然原法院誤認該項錯誤並不存在，從而不許抗告人

對此提出再抗告，原法院之裁定，顯然有誤」為理由，對原法院之裁定提

出抗告，經法院認定「此屬原法院依職權事實認定之問題，況原法院亦於

上開裁定就有無重整必要之事實逐一論斷，顯與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無涉」

而駁回抗告。由上論述脈絡可推知，法律審對於未選任檢查人而為重整

裁定，屬於法院為事實認定之職權行使範圍，是以，選任檢查人由法院

依其必要性決定之。 

（三）本文見解 

 從 90 年 11 月 12 日公司法增修理由來看，該次修正公司法第 285 條

之理由為「法院裁定准駁重整，檢查人之調查報告，至關重要，故檢查人

對公司各種事項應詳加調查並提出具體建議，爰增訂第一項第五款、第

六款，並修正第一款至第四款。」；增訂第 285 條之 1 第 1 項之立法理由

則為「檢查人之報告對於法院准駁重整，具有重大影響，又公司重整係緊

急事件，為爭取時效，法院依檢查人報告並參考有關機關、團體等之意

見，為准駁重整之裁定，爰增訂第一項。」，應可肯認立法者對於檢查人

制度之重視，將檢查人定位於法院為重整准駁之重要輔助機關，然尚難

逕推斷修法者課與法院選任檢查人之責任，而係透過此次第 285 條之 1 強

調檢查人制度之影響力，並於第 285 條第 1 項增訂相關事項以周延化檢查

人之權責。故法院是否選任檢查人為其輔助機關，自有其自行決定之空

間。 

三、公司資產之保全措施 

公司資產之保全措施，目的在於確保公司資產價值不因重整程序中各

方利害關係人採取的行動而減少，進而藉由重整程序來公正、有序的處分

公司資產。80保全措施固有助於該債務人公司整頓業務、與利害關係人協

商並制訂計畫，以獲得更生之契機，使債務人公司早日回復經營常軌；惟

保全措施之採行，亦限制了債權人之債權實現，因此應注重如何衡平公司

                                                 
80

 參閱陳夏毅，同註 75，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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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保全及債權人利益保護之問題。 

依公司法第287條第1項規定，法院為公司重整之裁定前，得因公司或

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為各種該項所示之處分措施81，從字

義涵蓋之範圍來看，此項保全措施之行使期間應係自聲請人向法院聲請重

整時起至法院為公司重整裁定時。至於法院裁定開始重整後，依同法第294

條及295條，則有各項程序之中止及裁定重整後法院仍得依利害關係人或

重整監督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為第287條第1項各款之保全處分。而同法第

239條第1項規定，公司之股東會、董事及監察人之職權均予停止，則係就

公司內部機關所為之具體保全措施。82
 

由於公司資產價值之減損，可能來自於公司各方之利害關係人，則值

得思索之問題在於，就公司負責人於重整裁定開始前所為之公司資產處分

行為，於現行公司法下之規定是否足以防範？公司法第 287 條第 1 項第 1

至 3 款對於公司負責人或公司本身所為減損公司資產之行為，應有某程度

之保全作用，法院可對特定之財產為保全處分、限制公司之業務經營活動

以及限制公司行使債權履行債務，然而仍有論者建議，為避免公司原有負

責人在聲請重整後至法院為准駁重整之裁定前，在此時期藉機掏空公司資

產，應於此時期增設臨時管理人，以妥善管理公司。83此立法建議，係在

我國公司法增訂第 208 條之 1 規定以前所提出，則此見解於現今法制下是

否仍適用，不無疑問。且欲以臨時管理人取代原公司負責人，必須在公司

董事會無法行使職權之前提下，始得為之，則現行法既無定有董事停權之

相關處分措施，且法院亦有公司法第 287 條之保全措施可防免公司資產價

值減損，故本文認為，並無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要。84
 

第二目 進入重整程序與否之准駁 

                                                 
81

 包括(1)公司財產之保全處分、(2)公司業務之限制、(3)公司履行債務及對公司行使債權之限
制、(4)公司破產、和解或強制執行等程序之停止、(5)公司記名式股票轉讓之禁止、(6)公司負責
人對於公司損害賠償責任之查定及其財產之保全處分，參閱公司法第 287 條第 1 項規定。 
82

 參閱陳夏毅，同註 75，頁 110。 
83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建議在重整程序啟動前，增設臨時管理人，擔任重整公司負責人，以
妥善管理公司，參閱王文宇，同註 39，頁 228。   
84

 例如中國力霸公司向法院聲請重整後，因力霸公司之董事分別因羈押、受刑事訴追而離台遭
通緝，僅餘董事一人，致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而另聲請法院選任臨時管理人，參閱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 96 年度司字第 114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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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審查應遵循先程序、後實體之原則，首應就公司法第 283 條之 1

各款之要件為形式審查，若該當其一事項，法院應駁回重整之聲請，無

庸進一步耗費人力、物力為實體審查。而實體要件之審酌，已如前述85。

至於重整准駁之審查期間，依同法第 285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項規定，法

院應於收受聲請後 120 日內，為准許或駁回重整之裁定，此期間得延長 2

次，每次最多延長 30 日。惟實務上認為，因公司重整係緊急事件，為爭

取時效，故有上開公司法第 285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項法院為重整裁定之

時間規定，然上開規定僅為訓示規定，法院若因調查而逾上開期限，並

非不得為重整准駁之裁定，亦不當然生須為准予重整裁定之效果。86此看

法就文意解釋而言，應屬正確，然而不免有法院遲誤此期間致重整制度

緩不濟急之憂，依本文所見，由於公司之經營規模、業務性質、市場狀

況各有不同，各輔助機關在調查過程所遭遇之狀況亦難掌握，法院自當

運用其訴訟指揮權，於個案中應扮演主導角色，督促檢查人、行政機關

之調查進度，除有不可抗力之因素外，應在上開期間內為重整與否之准

駁，以符立法意旨。 

第三目 裁定准許公司重整後之措施 

一、 重整人及重整監督人之選任 

 公司重整人、重整監督人為公司重整時之法定必備機關，由法院分

別依公司法第 290 條、第 289 條選派，並於第 313 條明文規定重整人及重

整監督人之注意義務、報酬與責任。 

 公司重整人具有同法第 30 條消極資格之準用，而法院選任係就「債

權人、股東、董事、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或證券管理機關推薦之專家」

選派之，由上開法條文字不無兩種解釋之可能，一為：「債權人、股東、

董事」、「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或證券管理機關推薦之專家」；另一種

解釋方式為「由債權人等利害關係人或行政機關推薦之專家」。此時需回

歸至修法理由始能使本條文意臻於明確。蓋本條於 90 年修法前，原規定

係以公司董事擔任重整人為原則，因公司董事實際經營公司，並熟悉公

司內外事務，若由董事擔任重整人以負責重整計畫之執行較能收事半功

                                                 
85

 參閱本章節第一項第二款之說明。 
86

 參閱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非抗字第 70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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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之效，惟在此法制背景下，招致批評之原因為，公司具有重整之原

因，多因董事之經營能力不佳、甚至為人謀不臧所致，因此以董事為重

整人，有其不妥之處。87於是90年修法後，本條將債權人、股東、行政機

關推薦之專家列入選派人選之範圍，修法理由則謂「為顧及董事對公司原

有之業務或債權情形較為熟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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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亦保留董事亦得擔任公司重整人之規

定。」，因此，應採上開第一種解釋方式，始與修法目的一致。 

另外，關於重整監督人部分，則係在法院為重整裁定時，就對公司業

務具有專門學識及經營經驗者或金融機構，選任為重整監督人。重整監督

人自此即成為公司內部之監督機關，依第289條第2項規定，法院對重整監

督人有監督並隨時改選之權，法院因此成為公司重整之間接監督者。而重

整監督人既為監督機關，自應選任公正、立場超然之第三人擔任之。 

二、 審查重整債權及股東權 

 依公司法第 299 條第 1 項規定，法院審查重整債權及股東權之期日，

重整監督人、重整人及公司負責人，應到場備詢，重整債權人、股東及

其他利害關係人，得到場陳述意見。有異議之債權或股東權，由法院裁

定之。所謂重整債權依同法第 296 條第 1 項，係指在重整裁定前成立者對

公司成立之債權，然而須於權利申報期間提出足資證明權利存在之文件

向重整監督人申報，始得依重整程序行使其相關權利。重整監督人會依

初步審查之結果，分別製作優先重整債權人、有擔保重整債權人、無擔

保重整債權人及股東清冊，載明權利之性質、金額及表決權數額，聲報

法院後，由法院進行審查重整債權及股東權之程序。惟此審查應為形式

審查，審查結果並無實體確定力。88若對於債權或股東權有實體爭議，依

公司法第 299 條第 2 項規定，應循確認訴訟救濟之。 

三、裁定認可重整計畫 

（一）一般認可 

                                                 
87

 參閱王文宇，同註 39，頁 216。 
88

 參閱最高法院 85 年度台抗字第 507 號裁定（節錄）：「按就重整債權人申報之債權有異議者，
由法院裁定之，而法院所為之該項裁定，無實體上之確定力，應由就債權有實體上爭執之利害
關係人，於該裁定送達後 20 日內提起確認之訴，此一公司法第 299 條第 2、3 項規定，尤無疑
義，惟法院仍應就該項有異議之債權為形式上之審查，以為裁定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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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進入重整後，由公司之債權人及股東組成關係人會議作為公司

之最高意思機關，並透過關係人會議審議及表決重整計畫，當重整計畫

可決時，依公司法第 305 條第 1 項規定，重整人應聲請法院裁定認可後執

行之，法院則依同法第 307 條規定，應徵詢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中央主管

機關及證券管理機關之意見。法律上賦予法院就業經可決之重整計畫進

行認可時，應認為法院能依其判斷對於重整計畫認可或不予認可，司法

院之函釋指出，各法院裁定認可重整計畫，應注意其重整計劃是否兼顧

公司、債權人及股東之利益，並求其公平合理。89惟法院裁定是否認可

時，因事涉重整計畫之專業性、複雜性以及尊重多數決之公司意志，司

法實務上在參酌行政機關之專業意見後，若未提供計畫「不可行」之意

見，且在表決程序上符合法定門檻，即予以認可。90
 

（二）強制認可 

 當重整計畫無法取得關係人會議之可決時，公司法第 306條第 1項規

定，重整監督人應即報告法院，法院得依公正合理之原則，指示變更方

針，命關係人會議在一個月內再予審查。為經指示變更再予審查，仍未

獲關係人會議可決時，法院應裁定終止重整。但公司確有重整之價值

者，法院就其不同意之，得以下列方法之一，修正重整計畫裁定認可

之： 

1、有擔保重整債權人之擔保財產，隨同債權移轉於重整後之公司，其權

利仍存續不變。 

2、有擔保重整債權人，對於擔保之財產；無擔保重整債權人，對於可充

清償其債權之財產；股東對於可充分派之賸餘財產；均得分別依公正交

易價額，各按應得之份，處分清償或分派承受或提存之。 

3、其他有利於公司業務維持及債權人權利保障之公正合理方法。 

此即為強制認可，在程序上法院仍須徵求行政機關之專業意見，以利作出

                                                 
89

 參閱司法院 75 年 1 月 22 日院台廳一字第 01404 號函。 
90

 大眾電信公司重整計畫重審版之認可，雖然主管機關提供之意見包括「無法判斷是否可行」
之情形，然而法院認為「前揭機關就重整計畫並未認定為不可行，亦未持反對意見」且關係人會
議之出席數及表決權數皆超過法定門檻，因此「聲請人聲請本院認可如附表所示之重整計畫重審
版，與法即非無據」而裁定認可之，詳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7年度整字第 5號、第 6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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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之判斷。 

第四目 重整計畫之執行期限及重整程序之終結 

一、 重整計畫之執行期限 

 公司法第 304 條第 2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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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開規定並未就法院准予延展期限之次數為限制，且公司於期限屆滿

仍未完成者，法院係得依職權裁定終止重整，而非應裁定重整程序終止。

實務上由於公司重整計畫之執行耗時，通常會聲請期限之延展，然在無次

數限制以及法院並無於逾期時依職權裁定終止重整之義務，則此規定之實

效如何，不無疑義。 

二、 重整程序之終結 

（一） 重整程序的終止 

 重整程序的終止事由，包括公司法第 304 條第 2項之於期限屆滿仍未

完成重整計畫之執行、第 306 條第 2 項之經指示變更再予審查之重整計畫

未獲關係人會議可決時、同條第 4 項之關係人會議未能於重整裁定送達公

司後一年內可決重整計畫或經法院命重行審查而未能於裁定送達後一年

內可決重整計畫者。而法院裁定終止重整之法律效果，除依職權宣告公

司破產者，依破產法之規定外，原法院依第 287 條、第 294 條、第 295 條

或第 296 條所為之處分或所生之效力，均失效力，而原本因怠於申報權

利，而不能行使權利者，恢復其權利，另外，因裁定重整而停止之股東

會、董事及監察人之職權，應即恢復。91由於重整程序之終止，公司即無

法藉由重整程序使公司得以重建更生，法院為此終止之裁定，除依法應

徵詢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及證券管理機關之意見外，並宜

予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保障重整關係人之程序權。92
 

                                                 
91

 參閱公司法第 308 條之規定。 
92

 參閱公司法第 307 條第 1 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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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整程序之完成 

 公司重整人於重整計畫所定期限內完成重整工作時，應聲請法院為

重整完成之裁定，並於裁定確定後，由公司重整人召集重整後之股東會

選任董事、監察人。至於重整完成的效力，依公司法第 311 條規定，其效

力有：已申報之債權未受清償部分，除依重整計畫處理移轉重整後之公

司承受者外，其請求權消滅，未申報之債權亦同；股東股權經重整而變

更或消除之部分，其權利消滅，未申報之無記名股東之權利亦同；重整

裁定前公司之破產、和解、強制執行及因財產關係所生之訴訟等程序，

即行失其效力。而重整完成後，重整人、監督人及關係人會議之任務即

告終了，公司回復常軌治理之狀態，自不待言。 

第三項 法院裁定解散、重整制度與臨時管理人之比較 

第一款 制度本質差異 

第一目 適用目的與時機 

法院裁定解散制度係在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適用之，

而公司於法院裁定解散後，依法進行清算，公司在清算範圍內依公司法第

25 條規定，視為尚未解散，即公司之法人格，於了結現務、清償債務、分

派盈餘或虧損、分派賸餘財產後，清算完結，法人格則歸於消滅。因此，

可謂法院裁定解散制度係為解決公司無法開展業務，並防止公司繼續經營

將致重大損害之發生，而以法院裁定解散將公司帶向終結一途。 

而重整制度於公司因財務困難，暫停營業或有停業之虞，而有重建更

生之可能時適用之。法院准予公司進入重整程序後，公司原本之破產、和

解、強制執行及因財產關係所生之訴訟等程序當然停止，而公司原本之權

力機關包括董事會、監察人、股東等權限，於重整制度下不得依通常狀況

行使職權，而應由法院選任之重整人、重整監督人以及由債權人、股東組

成之關係人會議行使相關權利，當公司重整完成，原則上重整債權歸於消

滅，且已進行之破產、和解、強制執行及因財產關係所生之訴訟等程序，

亦失其效力。因此可將重整制度視為，為拯救財務狀況不良卻仍有前景之

公司，透過重整制度清理其債務、調整腳步，以期將公司領向重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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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管理人則係於公司董事會不能或不為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

之虞時由法院裁定選任，以代行董事會職權。而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於監

察人亦有適用。因此可知，公司之執行機關或監督機關無法行使職權時，

公司有遭受損害之危機，為預防公司受損害，由法院選任臨時管理人以暫

時性的替代該機關行使職權。故臨時管理人制度係為穩定公司在執行業務

機關或監督機關失靈所致公司經營有受損之虞之狀態，有其過渡、暫時性

之性質，至於使公司進行解散或重整，應非臨時管理人制度欲解決之問題。 

第二目 適用對象 

 法院裁定解散依我國法之規範方式，應可用於無限公司、兩合公

司、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惟本文經比較外國法、考量裁定解散之

必要性與最後手段性，認為裁定解散制度應對非閉鎖公司予以適度限縮

使用。 

 重整制度則僅適用於公開發行股票或公司債之公司，即僅有具備公

開特質之公司有重整制度之適用，依 59 年公司法修正時之立法理由謂，

往昔對於股份有限公司之聲請重整，法無明文限制，聲請者甚多，主管

機關或司法機關均感困擾，乃規定限於公開發行股票或公司債之公司始

得聲請，由此可知，此限制應係我國法制發展背景所致。 

 又臨時管理人規定於股份有限公司章，並於有限公司章設有準用之

規定，因此適用對象為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公司。而無限公司及兩合公

司，原則上由無限責任股東執行公司業務93，當公司資產不足清償債務

時，負有無限責任之股東需負連帶清償之責，且無限責任股東對於未加

入前公司所發生債務亦應負責，因此本文以為，無限公司及兩合公司之

無限責任股東應無消極不執行公司業務之動機，然而不能即謂無限公司

或兩合公司不可能遭遇執行機關不能或不為執行職務，致公司受有損害

之虞的問題。在現行制度下，學者認為，縱或有執行代表權限之股東，

不能或不為執行時，可隨時經全體股東解任另行選任，或其他股東可依

照公司法第 64 條、第 124 條退股，亦可依公司法第 11 條聲請法院裁定解

                                                 
93

 依公司法第 45條第 1 項本文，無限公司各股東均有執行業務之權利，而負其義務；另依同法
第 122 條規定，有限責任股東，不得執行公司業務及對外代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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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公司或民事訴訟法第 532 條、第 538 條與第 535 條選任臨時管理人，因

此仍可適時解決上開問題。94
 

第三目 程序發動者 

 聲請法院裁定解散公司，限於由股東向法院為之，在股份有限公司

則有繼續六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限制。因

此可謂裁定解散制度係為了公司之原始出資者對於公司已無法繼續開展

業務、獲得利益之情況，由其考量避免公司發生重大損害，決定採取使

公司走向消滅之手段。然而不應忽略公司法第 10 條尚有主管機關命令解

散制度，該規定之聲請主體包括了主管機關依職權以及利害關係人，或

可認為命令解散制度分擔了法院裁定解散制度之功能。 

 重整制度則由公司、大股東或債權人向法院聲請之，主要係由公司

之執行機關、投資人及公司對外之利害關係人作為聲請主體，當渠等對

於公司財務狀況不佳之狀況，仍力圖振作，為公司找尋生機時，可選擇

發動此程序。在立法論上，有認為賦予大股東聲請權，將違背公司所有

與公司經營分離原則以及股東平等原則，且與債務清理法制的基本原則

不符95，而美國聯邦破產法之立法例，亦未有股東得為聲請權人之規定，

因此論者建議應刪除大股東作為重整制度之聲請人。96
 

 至於臨時管理人制度可由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作為聲請主體，其範

圍廣泛，本文以為，參照美國模範公司法就公司解散制度之說明，解散

制度係重在是否有嚴重侵害聲請股東之個人利益之情形97，而臨時管理人

制度應著眼於公司整體之利益保護，因此准許更廣泛之聲請主體有其道

理，而利害關係人可包括公司股東、債權人、監察人等，由於公司法並

未明文列舉具體對象，因此當聲請人能釋明其利害關係時，則具備聲請

人適格；此外，檢察官亦可基於其公益代表人之角色，為公司聲請選任

臨時管理人。 

                                                 
94

 參閱陳介山，同註 47，頁 102-103。 
95

 參閱劉紹樑，再造企業破產與重整法則－兼論聯合國立法原則，經社法制論叢，頁 8-9，
2006 年 1 月。 
96

 參閱陳夏毅，同註 75，頁 98。 
97

 參閱本項第二款第一目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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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規範周全性 

顯而易見的，法院裁定解散以及臨時管理人制度，公司法皆各以一條

文規範之，較之於自第 282 條至第 314 條皆為重整制度之規定，裁定解散

與臨時管理人之規定過於簡略，也因此法院作成裁定之形成空間大，易造

成不同法院間制度操作之落差。 

尤其係臨時管理人制度就選任對象之範圍、選任期間之限制、臨時管

理人職權之行使方法與範圍、臨時管理人之監督、報酬、權限範圍、解任

事由等規定皆付之闕如。學者建議，在法無明文情形下，可透過解釋方法

之釋義下，類推同為公司治理外部監督之清算人、重整人與重整監督人等

司法控制手段，且清算人與臨時管理人類似之處在於皆為臨時性、由獨立

第三人充任，此時根據平等原則，故可以類推清算人而適用。98就此，本

文則另嘗試分析外國法模式，以比較法方式建構我國臨時管理人制度，此

將於後詳為討論。 

第三款 法院裁量程序 

 不論是裁定解散、重整或臨時管理人制度，法院基於不告不理原

則，皆經由聲請人聲請始開啟相關程序，又依非訟事件法第 172 條第 1

項、第 183 條第 2 項及公司法第 283 條第 1 項，前開聲請皆應以書狀為

之，且法院裁定皆應附理由99，即應詳為說明裁定所審酌之依據及事由。 

 而法院作出裁定前，於裁定解散事件以及裁定重整事件，公司法各

於第 11 條第 1 項、第 284 條第 1 項，規定法院必須徵詢行政機關之專業

意見，且分別於非訟事件法第 172 條第 2 項、第 185 條第 1 項明定應訊問

利害關係人之意見，較之於臨時管理人事件僅於非訟事件法第 183 條第 3

項規定法院得徵詢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在程序

權之保障上，裁定解散與重整制度是較為嚴謹的。雖然法院非必受行政

機關之意見拘束，惟藉由課予法院踐行訊問利害關係人之義務，無異使

法院更有機會接納不同聲音，作為判斷基礎之資料較為豐富。100
 

                                                 
98

 參閱陳介山，同註 47，頁 101-102。 
99

 參閱非訟事件法第 172 條第 3 項、第 183 條第 4 項、第 185 條第 2 項規定。 
100

 更多說明，請參閱本文第五章第一節第二項關於徵詢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意

見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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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僅有重整程序於公司法第 285條第 1項有規定法院作出裁定之

期限，裁定解散或臨時管理人制度則無。其中臨時管理人制度係在董事

會不為或不能執行職務之狀態下，由法院選出代行董事會職權者，本文

以為，未免公司經營事務懸而未決，在程序上不宜延宕過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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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他國類似制度之介紹 

第一節 美國法 

司法介入之手段多係用於解決公司陷於僵局之情況，在美國文獻上，

「公司僵局」有其定義，並且設有與我國臨時管理人相似之制度作為化解

僵局的手段之一，故以下先就司法介入公司僵局之正當性作一探討。 

第一項 司法介入公司僵局之正當性 

第一款 何謂公司僵局 

第一目 公司僵局之意義 

關於公司僵局（corporate deadlock）之界定，係指在閉鎖公司中，公

司之控制結構存在單一或數派股東因否決公司某些政策而阻礙公司運作

所形成之僵持狀態101。中國大陸學者則指出，公司僵局為公司在存續運行

中，由於股東或董事之間發生分歧或糾紛，且彼此不願妥協而處於僵持狀

況，導致公司機構不能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決策，從而使公司陷入無法正常

運轉，甚至癱瘓的事實狀態。102另有論者謂，公司僵局係指擁有同等權力

的股東之間或股東派別之間意見相左、毫不妥協之情況，由於公司機關內

部發生對抗，導致公司不能正常運轉，而公司董事不能行使職權之停滯狀

態。103事實上，公司僵局可能源自於股東會內部不同派別之股東意見對

立、亦可能來自於董事間之分歧，而導致股東會或董事會無法形成有效決

策，公司則因股東會或董事會無法形成決策、經營陷入停頓而使公司面臨
                                                 
101

 原文為「Deadlock in a closely held corporation arises when a control structure permits one or more 

factions of shareholders to block corporate action if they disagree with some aspects of corporate 

policy.」, see BLACK’S LAW DICTIONARY 398(6
th

 ed.1990). 
102

 參閱周友蘇，公司法通論，四川人民出版社，頁 701，2002 年初版。 
103

 參閱林雯琦，論閉鎖性公司股東書面協議之設計與應用，國立臺灣大學科技整合法律研究所
碩士論文，頁 16，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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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損之狀況。 

第二目 公司僵局是否僅存在閉鎖公司 

美國學者認為，公司僵局係存在閉鎖公司之一種現象，在公開公司則

不會長期存在。104在理解此觀點之前，必須先釐清何謂「閉鎖公司」與「公

開公司」。 

一、閉鎖與公開公司之區辨 

我國與德國同屬大陸法系，在公司型態之設計上，與德國一樣皆有股

份有限公司以及有限公司之類型，美國法則無有限公司之類型，故美國法

所稱之閉鎖公司，實質上係指「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而美國法之公開

與閉鎖公司之分類，是依據股東人數多寡、股權分散程度以及股權轉讓方

式的加以區隔，閉鎖公司之基本特徵是股東人數少，股份集中於特定集

團，因此股份因被閉鎖性持有而難以在市場交易，且閉鎖公司之所有與經

營權經常一致。105至於我國因繼受德國法之結果，在立法政策上採二分

法，以「有限公司」規範小型、閉鎖性質之公司、以「股份有限公司」規

範大型、公開性質之公司。106但在實然面上，經論者實證研究，我國中小

企業數量多，其中股份有限公司類型之中小企業多具有規模小且未公開發

行特色107，因此不宜僅著眼於立法政策面去肯認我國股份有限公司即為公

開公司、有限公司皆為閉鎖公司之觀點，本文以為，應以股東人數多寡、

出資或股權分散程度、出資或股權轉讓方式108作為判準，依個案具體辨別

閉鎖與公開公司109。 

二、公司僵局易發生在閉鎖公司 

 閉鎖公司具有股東人數少之人合性、出資或股份自由轉讓受到限制、

                                                 
104

 See JAMES D. COX & THOMAS LEE HAZEN, CORPORATIONS 403（2
nd

 ed. 2003）. 
105

 參閱賴源河，公司法問題研究（一），三民書局，頁 139-143，1982 年初版。 
106

 參閱王文宇，閉鎖性公司之立法政策與建議，法令月刊第54卷第6期，頁62，2003年6月。 
107

 參閱唐福睿，閉鎖性公司章程自治之法律經濟分析與公司法制之改革--以我國與日本新公司
法為中心，輔仁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論文，頁 7，2009 年。 
108

 我國有限公司之資本並未分成股份，依我國公司法第 111 條第 1 項規定：「股東非得其他股
東過半數之同意，不得以其出資之全部或一部，轉讓於他人。」，故股份有限公司所稱之「股權
轉讓」之概念，於有限公司應稱為「出資轉讓」。 
109

 另有學者採用大型公司與小型公司之名稱，並提出小型公司之特徵包括股東人數少、持股轉
讓可依契約決定、股東權益之分配不必依持股比例為之、公司所有與公司經營某程度結合、公
司運作之自由化等。參閱王文宇，論我國大小公司法制之設計及改革，全國律師雜誌第 7卷第 6

期，頁 13-14，200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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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股東參與公司經營等特性110，又公司僵局易發生在閉鎖公司之原因

在於，公司僵局寓有公司內部機關意見對立之情勢，則當閉鎖公司轉讓出

資或股份缺乏交易市場時，立場不一之當事人所造成之表決僵局亦難以獲

致解決，且最終可能導致閉鎖公司之股東間無休止之爭議與訴訟。111
 

本文第一章第一節所舉之我國案例中，經營權爭奪即為典型之公司內

部兩派股東對立所造成公司經營困難的情形。其中開發金控併購金鼎證券

一案，金鼎證券為公開發行公司、資本規模大且股東人數眾多，應可歸類

為公開公司。原可期待金鼎證券之僵局源頭，即董事會合法性之爭議問

題，能藉由確定判決讓該公司之董事會取得最終之合法性，使公司經營恢

復常軌，然而，市場派終至透過轉讓手中之持股退出這場戰爭，同時也讓

金鼎證券未維持過久之公司僵局狀態。相較之下，太百公司經營權爭奪一

案中，主要發生爭議係源自太流公司股東間之紛擾與訟爭，該僵局時值今

日仍未化解之因素，或可從該公司之閉鎖特質見其端倪。太流公司設立及

第一次增資至 1000 萬元時，股東人數僅李恆隆與太百公司二人，且為非

公開發行公司，而公司董事主要係由股東擔任，因此可歸類為閉鎖公司，

嗣後當太流公司在引入其他投資者之過程中，由於增資合法性存疑且股東

間失卻信賴，致曾參與太流公司經營之每一股東在眾多訴訟中來回交鋒，

至今未休。112
 

由是，閉鎖公司因其特質致容易陷入公司僵局之說法有其合理性，然

而公開公司亦可能因為經營權爭奪之因素發生董事會無法運作之情形，僅

係公開公司具備股權分散、股權轉讓較不受限制及經營與所有分離之特

性，藉由市場、股東會等機制幫助公司脫離僵局之能力較強，因此，公開

公司長時間停留在公司僵局之狀態較為罕見。 

第二款 以司法手段介入公司僵局之正反看法 

第一目 肯定說 

                                                 
110

 參閱林雯琦，同註 103，頁 9-10。 
111

 See Mary Siegel, Fiduciary Duty Myths in Close Corporate Law, 29 Del. J Corp. L. 377, at 

380-382(2005). 
112

 太百公司經營權爭奪纏訟中之相關訴訟超過 40 件，參閱柯玥寧，觀察站/落幕前…還有一關
要過，經濟日報，2012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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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有介入公司僵局必要性之觀點，可從美國法發展過程得到啟發，

1957 年的 Levant v. Kowal 一案中，密西根州最高法院以解散公司之方式處

理公司僵局，法院係出於公平良善之道德要求而給予救濟，本於衡平法權

力作為司法介入之基礎。113自此，美國各州紛紛以立法方式明訂司法得以

介入公司僵局之規範。此外，亦有認為司法為當事人間最終救濟之途徑，

賦予司法介入公司僵局，可確保當事人之救濟管道。114
 

第二目 否定說  

 對於司法介入公司僵局之疑慮，主要可從以下方面切入115： 

一、司法角色：法院並非公司僵局之當事人，難以應對該公司之財務狀況、

市場狀況、公司內部人際糾紛而為妥適處理，一旦介入，會面臨相關債權

人之債務清償、公司員工之安置等相關衍生問題。 

二、市場調節機制：公司係私人實體或組織，公司法通常為任意性規定，

因此應委諸市場機制來解決公司僵局。 

三、公司僵局之功能性：公司僵局不失為公司提供了有利於健全決策過程

之喘息空間，若司法介入將不正常的終止公司原有之決策過程。 

本文認為，公司雖為私經濟組織體，然而若期待公司皆能依循內部、

市場機制徹底解決紛爭，實為過於理想。公司身為社會組成之一份子，從

事交易活動、形成經濟秩序，而有公共利益之影響力，無法再純以「內部

事務」、「私法自治」之理念否定司法控制之正當性，而法院既然被期待作

為紛爭終局裁判者之角色，則當公司衍生糾紛且無法期待以其他機制化解

時，司法應可作為一道維護公平、善良價值之最後防線。 

                                                 
113

 See Levant v. Kowal, 86 N.W.2d 340(Mich.1957). 
114

 參閱李小軍，論公司僵局之司法干預—兼評中國大陸新修訂公司法第 183 條，月旦民商法雜
誌第 14 期，頁 65，2006 年 12 月。 
115

 See Thomas J. Bamonte, Should the Illinois Courts Care about Corporate Deadlock?, 29 LOY. U. 

CHI. L.J. 625,632(1998). 另參閱李曙光，新＜公司法＞破解「公司僵局」制度安排的探討，武漢
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頁 312-313，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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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監管人或管理人 

第一款 模範商業公司法 

前已提及，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14.30 法院裁定解散與§ 7.48 股東聲請任命監管人或管理人（Shareholder 

Action to Appoint Custodian or Receiver）規定之關係，原則上後者應優先

於前者適用。依§ 7.48（a）規定116，任何類型之公司在下列情形之一時，

得由股東向法院聲請選派一名或數名監管人，若公司無償債能力時則任命

管理人： 

一、 公司董事於公司事務之經營管理上陷入僵局，而股東亦無法打破僵

局，且已經或將造成公司不可回復之損害； 

二、 董事或控制股東有詐欺行為且已經或將造成公司不可回復之損害。 

法院部分，依§ 7.48（b）規定： 

一、 得提出命令（injunction），任命臨時監管人（temporary custodian）

或臨時管理人（temporary receiver），由法院指定其權力及責任，並

對公司各處資產採取必要保存措施、繼續公司業務直到完成聽證程

序。 

二、 法院在任命監管人或管理人前，應通知程序之各方利害關係人後踐

行聽證程序。 

三、 法院對於公司及其財產所在地有管轄權。 

人選部分，法院得任命自然人、國內公司或有權於國內從事商業交易

                                                 
116

 原文，MODEL BUS. CORP. ACT ANN§ 7.48:” (a) The [name or describe court or courts] may 

appoint one or more persons to be custodians, or, if the corporation is insolvent, to be receivers, of and 

for a corporation in a proceeding by a shareholder where it is established that: 

(1) The directors are deadlocked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rporate affairs, the shareholders are 

unable to break the deadlock, and irreparable injury to the corporation is threatened or being suffered; 

or 

(2) the directors or those in control of the corporation are acting fraudulently and irreparable injury to 

the corporation is threatened or being suff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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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國公司擔任監管人或管理人，且得命監管人或管理人在法院指定之範

圍內，發行有擔保或無擔保債券。法院在任命之命令中應表明監管人或管

理人之權力與責任，法院得隨時修改該權力與責任之內容。其他權力包

括，監管人得介入或取代董事會行使全部權力，必要時可擴張至管理公司

經營事務；管理人在法院授權下，得以公開或私下出售之方式處分全部或

任何部分之公司資產；得以管理人之名義在各法院為公司主張權利或辯

護。117
 

法院得為公司之最佳利益，在公司受監管人監管期間重行任命管理人

以取代監管人；或在公司受管理人管理期間重行任命監管人以取代管理

人。法院在公司受監管或管理期間得命以公司之資產或處分資產之所得，

支付賠償金作為監管人、管理人之費用支出或補償。118
 

第二款 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119
 

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226
120係公

                                                 
117

 原文，MODEL BUS. CORP. ACT ANN§ 7.48:” (c) The court may appoint an individual or 

domestic or foreign corporation (authorized to transact business in this state) as a custodian or receiver 

and may require the custodian or receiver to post bond, with or without sureties, in an amount the court 

directs. 

(d) The court shall describe the powers and duties of the custodian or receiver in its appointing order, 

which may be amended from time to time. Among other powers, 

(1) a custodian may exercise all of the powers of the corporation, through or in place of its board of 

directors, to the extent necessary to manage the business and affairs of the corporation; and 

(2) a receiver (i) may dispose of all or any part of the assets of the corporation wherever located, at a 

public or private sale, if authorized by the court; and (ii) may sue and defend in the receiver’s own 

name as receiver in all courts of this state.” 
118

 原文，MODEL BUS. CORP. ACT ANN§ 7.48:” (e) The court during a custodianship may 

redesignate the custodian a receiver, and during a receivership may redesignate the receiver a custodian, 

if doing so is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 

(f) The court from time to time during the custodianship or receivership may order compensation paid 

and expense disbursements or reimbursements made to the custodian or receiver from the assets of the 

corporation or proceeds from the sale of its assets.” 
119

 美國德拉瓦州之公司法制環境因具彈性、快速反應商業社會之需求而吸引眾多公司設立，不
少重要、經典之公司法案例亦出自德拉瓦州法院，故研究德拉瓦州之公司法制有其指標性。 
120

DEL.CODE. ANN.tit.8.§226:”(a) The Court of Chancery, upon application of any stockholder, 

may appoint 1 or more persons to be custodians, and, if the corporation is insolvent, to be 

receivers, of and for any corporation when: 

(1) At any meeting held for the election of directors the stockholders are so divided that they have 

failed to elect successors to directors whose terms have expired or would have expired upon 

qualification of their successors; or 

(2) The business of the corporation is suffering or is threatened with irreparable injury because the 

directors are so divided respecting the management of the affairs of the corporation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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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面臨僵局或其他原因時選派監管人或管理人之規定（Appointment of 

custodian or receiver of corporation on deadlock or for other cause），衡平法院

在下列情形之一，得依股東之聲請，任命一名或數名監管人，若公司無償

債能力時則任命管理人： 

一、 股東意見分歧以致於無法選任出屆期董事之繼任者； 

二、 因董事間對於公司事務管理之意見分歧而無法通過董事會議案，

且股東亦無法終止這個分歧，以致於已經或將造成公司不可回復之損

害； 

三、 公司已放棄經營其業務或未在合理期間開始進行解散、清算或分

派資產之程序。 

依本條任命之監管人享有全部權力以及依§ 291
121任命之管理人權

力，但監管人之權能限於維持公司業務，且除非取得法院命令或依§ 226

（3）（a）或§ 352（2）(a)之規定外，不得從事清算、分派資產之行為。此

外，公益性非股份公司之聲請人，應於向衡平法院提出聲請之一週內，檢

具依本條（a）項聲請之影本與德拉瓦州檢察總長。122
 

 此外，在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第 1 章第 14 節之閉鎖公司章節中，就閉

                                                                                                                                            
required vote for action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cannot be obtained and the stockholders are 

unable to terminate this division; or 

(3) The corporation has abandoned its business and has failed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to take 

steps to dissolve, liquidate or distribute its asset.” 
121

 原文，DEL.CODE. ANN.tit.8.§291:”Whenever a corporation shall be insolvent, the Court of 

Chancery, on the application of any creditor or stockholder thereof, may, at any time, appoint 1 or more 

persons to be receivers of and for the corporation, to take charge of its assets, estate, effects, business 

and affairs, and to collect the outstanding debts, claims, and property due and belonging to the 

corporation, with power to prosecute and defend, in the name of the corporation or otherwise, all 

claims or suits, to appoint an agent or agents under them, and to do all other acts which might be done 

by the corporation and which may be necessary or proper. The powers of the receivers shall be such 

and shall continue so long as the Court shall deem necessary.” 
122

 原文，DEL.CODE. ANN.tit.8.§226:” (b) A custodian appointed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have all the 

powers and title of a receiver appointed under § 291 of this title, but the authority of the custodian is to 

continue the business of the corporation and not to liquidate its affairs and distribute its assets, except 

when the Court shall otherwise order and except in cases arising under paragraph (a)(3) of this section 

or § 352(a)(2) of this title. 

(c) In the case of a charitable nonstock corporation, the applicant shall provide a copy of any 

application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a) of this section to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State of Delaware 

within 1 week of its filing with the Court of Chanc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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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公司任命監管人、管理人以及臨時董事有特別規定。依§ 352 規定123，

除了§ 226 任何公司得聲請任命監管人外，衡平法院在下列情形之一，得

依閉鎖公司之股東聲請，任命一名或數名監管人，若公司無償債能力時則

任命管理人： 

（一） 依§ 351 規定公司經營事務由股東管理時，股東就公司業務之意見

分歧，導致公司已經或將受有無可回復之損害，且依公司章程與細

則或股東協議之救濟條款皆無法化解該僵局。 

（二） 提出聲請之股東依章程規定有權按§ 355 聲請解散公司。 

第三項 臨時董事 

美國之臨時董事（Provisional Director）制度，有僅限於適用在閉鎖公

司者，例如模範商業公司法閉鎖公司附錄條款（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Supplement to the.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

亦有准許法院得為公開公司及閉鎖公司選任臨時董事者，加州公司法

（California Corporations Code）即屬之124。以下分就兩種規範方式說明之。 

第一款 限於閉鎖公司 

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閉鎖公司章節中之§ 353 規定125，縱使公司章程、

                                                 
123

 原文，DEL.CODE. ANN.tit.8.§352:” (a) In addition to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226 of this title 

respecting the appointment of a custodian for any corporation, the Court of Chancery, upon application 

of any stockholder, may appoint one or more persons to be custodians, and, if the corporation is 

insolvent, to be receivers, of any close corporation when; 

(1) Pursuant to section 351 of this title the business and affairs of the corporation are managed by the 

stockholders and they are so divided that the business of the corporation is suffering or is threatened 

with irreparable injury and any remedy with respect to such deadlock provided in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r by-laws or in any written agreement of the stockholders has failed; or 

(2) The petitioning stockholder has the right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orporation under a provision of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permitted by section 355 of this title.” 
124

 See Susanna M. Kim, The Provisional Director Remedy for Corporate Deadlock: A Proposed 

Model Statute, 60 WASH & LEE Rev. 111, 115(2003). 
125

 原文，DEL.CODE. ANN.tit.8. §353:” Appointment of a provisional director in certain cases 

(a) Notwithstanding any contrary provision of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r the by-laws or 

agreement of the stockholders, the Court of Chancery may appoint a provisional director for a close 

corporation if the directors are so divided respecting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rporation's business and 

affairs that the votes required for action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cannot be obtained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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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或股東協議有相反約定，衡平法院仍得在公司董事對於經營業務之管

理意見分歧而無法通過董事會議案，以致於無法再為全體股東利益處理公

司之經營業務事宜時，為閉鎖公司任命一名臨時董事。而臨時董事之人

選，應為中立之人，既非股東、公司債權人或任何子公司或關係企業之人，

其他資格則由衡平法院定之。臨時董事並非公司管理人，亦無監管人享有

之權力。臨時董事擁有之權利與權力（rights and powers），與依程序選任

出之公司董事相同，包括受通知並參與董事會投票之權限，直至依衡平法

院之命令或多數股東決定選舉董事或由提出聲請之多數股東解除之。臨時

董事之報酬應依臨時董事與公司間協議定之，若未協議或無法達成協議則

由衡平法院定之。最後，縱使聲請人之資格不符本條（b）項126之門檻，

衡平法院依§ 352（b）仍得為公司任命臨時董事。127同法§ 352（b）則規

定128，衡平法院得任命臨時董事以取代依§ 352 或§ 226 任命之監管人，臨

時董事之權力及地位則由衡平法院考量公司最佳利益決定之，而任命臨時

董事並不妨礙法院為該等公司任命監管人。 

                                                                                                                                            
consequence that the business and affairs of the corporation can no longer be conducted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stockholders generally.” 
126

 臨時董事之聲請人適格包括半數之在位董事、超過三分之一有表決權股份之股東等。See 
DEL.CODE. ANN.tit.8.§353:”(b) An application for relief under this section must be filed (1) by at 

least one-half of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then in office, (2) by the holders of at least one-third of all 

stock then entitled to elect directors, or, (3) if there be more than one class of stock then entitled to 

elect one or more directors, by the holders of two-thirds of the stock of any such class; but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f a close corporation may provide that a lesser proportion of the directors 

or of the stockholders or of a class of stockholders may apply for relief under this section.” 
127

 原文，DEL.CODE. ANN.tit.8.§353: (c) A provisional director shall be an impartial person who is 

neither a stockholder nor a creditor of the corporation or of any subsidiary or affiliate of the corporation, 

and whose further qualifications, if any, may be determined by the Court of Chancery. A provisional 

director is not a receiver of the corporation and does not have the title and powers of a custodian or 

receiver appointed under sections 226 and 291 of this title. A provisional director shall have all the 

rights and powers of a duly elected director of the corporation, including the right to notice of and to 

vote at meetings of directors, until such time as ha shall be removed by order of the Court of Chancery 

or by the holders of a majority of all shares then entitled to vote to elect directors or by the holders of 

two-thirds of the shares of that class of voting shares which filed the application for appointment of a 

provisional director. His compensation shall be determined by agreement between him and the 

corporation subject to approval of the Court of Chancery, which may fix his compensation in the 

absence of agreement or in the event of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 provisional director and the 

corporation. 

(d) Even though the requirements of subsection (b) of this section relating to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or 

stockholders who may petition for appointment of a provisional director are not satisfied, the Court of 

Chancery may nevertheless appoint a provisional director if permitted by subsection (b) of section 352 

of this title.” 
128

 原文，DEL.CODE. ANN.tit.8.§352:” (b) In lieu of appointing a custodian for a close corporation 

under this section or section 226 of this title the Court of Chancery may appoint a provisional director, 

whose powers and status shall be as provided in section 353 of this title if the Court determines that it 

would be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orporation. Such appointment shall not preclude any subsequent 

order of the Court appointing a custodian for such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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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不限於閉鎖公司 

 加州公司法§ 308 規定129，於以下情形之一，縱使公司章程或細則另有

規定以及無論是否正進行非自願性解散公司之程序，法院得依聲請為公司

任命臨時董事： 

一、 當公司董事就事務之管理意見對立不分軒輊，致無法再為有利之公

司業務管理、或致公司之財產或業務減損或受有損害時，得由公司

董事或持有超過三分之一有表決權之股份之股東向法院聲請任命

一名臨時董事。 

二、 當公司股東陷入僵局以致於無法於股東常會選出董事，得由持股超

過半數有表決權數之股東依本規定向法院聲請任命一名或數名臨

時董事，或其他由法院認定為衡平之救濟方式。 

臨時董事應為中立者，且非屬該公司股東或債權人，並與該公司其他

董事或任命臨時董事之法官不具備三親等內血親或姻親關係。臨時董事享

有董事之全部權限及權力，直到董事或股東間之僵局化解、或法院命令撤

銷、或依§ 152 規定130由在多數之在外流通股贊成通過，始解除其職務。

臨時董事得請求與公司協議之報酬，無法協議時由法院決定之。131
 

                                                 
129

 原文，CAL. CORP. CODE § 308:" (a) If a corporation has an even number of directors who are 

equally divided and cannot agree as to the management of its affairs, so that its business can no longer 

be conducted to advantage or so that there is danger that its property and business will be impaired or 

lost, the superior court of the proper county may, notwithstanding any provisions of the articles or 

bylaws and whether or not an action is pending for an involuntary winding up or dissolution of the 

corporation, appoint a provisional director pursuant to this section. Action for such appointment may 

be brought by any director or by the holders of not less than 33 1/3 percent of the voting power. 

(b) If the shareholders of a corporation are deadlocked so that they cannot elect the directors to be 

elected at an annu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the superior court of the proper county may, 

notwithstanding any provisions of the articles or bylaws, upon petition of a shareholder or shareholders 

holding 50 percent of the voting power, appoint a provisional director or directors pursuant to this 

section or order such other equitable relief as the court deems appropriate.” 
130

 原文，CAL. CORP. CODE § 152: “Approved by (or approval of) the outstanding shares" means 

approved by the affirmative vote of a majority of the outstanding shares entitled to vote. Such approval 

shall include the affirmative vote of a majority of the outstanding shares of each class or series entitled, 

by any provision of the articles or of this division, to vote as a class or series on the subject matter 

being voted upon and shall also include the affirmative vote of such greater proportion (including all) 

of the outstanding shares of any class or series if such greater proportion is required by the articles or 

this division. ” 
131

 See CAL. CORP. CODE § 308:” (c) A provisional director shall be an impartial person, who is 

neither a shareholder nor a creditor of the corporation, nor related by consanguinity or affinity wi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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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德國法 

第一項 臨時董事 

德國股份公司法（Aktiengesetz）於第 85 條、第 104 條分別為臨時董

事、臨時監事之規定。132第 85條關於法院任命（Bestellung durch das Gericht）

之規定明文133，當董事會成員不足法定人數時，在急迫狀況下，法院依利

害關係人之請求應任命董事會之必要成員。對於法院之裁定得提出即時抗

告。當董事會成員之缺額一經補足，法院任命之臨時董事職務應即解除。

法院任命之臨時董事應給予適當之現金補助及勞務報酬，若臨時董事與公

司無法達成上開酬勞之協議，則由法院裁定之。對此法院裁定得提出即時

抗告，然不得以違背法令為由提出抗告。此裁定為終局裁判，不得再上訴，

且得成為民事訴訟法之強制執行名義。 

第二項 臨時監事 

至於第 104 條臨時監事之規定，除了就監事會設有勞工代表時另規定

選任要件外，主要之任命要件與臨時董事之規定相去不遠，即本條第 1 項

規定134，法院在監事會成員未達到得作成決議之法定人數時，應依董事
                                                                                                                                            
the third degree according to the common law to any of the other directors of the corporation or to any 

judge of the court by which such provisional director is appointed. A provisional director shall have all 

the rights and powers of a director until the deadlock in the board or among shareholders is broken or 

until such provisional director is removed by order of the court or by approval of the outstanding shares 

(Section 152). Such person shall be entitled to such compensation as shall be fixed by the court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with the corporation.” 
132

 See Martin H. Heidenhain, THE GERMAN STOCK CORPORATION ACT, 8,10(2000). 
133

 原文，Aktiengesetz § 85:” (1) Fehlt ein erforderliches Vorstandsmitglied, so hat in dringenden 

Fällen das Gericht auf Antrag eines Beteiligten das Mitglied zu bestellen. Gegen die Entscheidung ist 

die Beschwerde zulässig. 

(2) Das Amt des gerichtlich bestellten Vorstandsmitglieds erlischt in jedem Fall, sobald der Mangel 

behoben ist. 

(3) Das gerichtlich bestellte Vorstandsmitglied hat Anspruch auf Ersatz angemessener barer Auslagen 

und auf Vergütung für seine Tätigkeit. Einigen sich das gerichtlich bestellte Vorstandsmitglied und die 

Gesellschaft nicht, so setzt das Gericht die Auslagen und die Vergütung fest. Gegen die Entscheidung 

ist die Beschwerde zulässig; die Rechtsbeschwerde ist ausgeschlossen. Aus der rechtskräftigen 

Entscheidung findet die Zwangsvollstreckung nach der Zivilprozeßordnung statt.” 
134

 原文，Aktiengesetz § 104:” (1) Gehört dem Aufsichtsrat die zur Beschlußfähigkeit nötige Zahl 

von Mitgliedern nicht an, so hat ihn das Gericht auf Antrag des Vorstands, eines Aufsichtsratsmitgli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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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一名監事會成員或股東之聲請，任命臨時監事以補足監事會之成員人

數。董事會有立即聲請法院任命臨時監事之義務，但可期待該缺額在下次

召開監事會之前能補足，不在此限。同條第 2 項規定135，監事會成員少於

法律或章程規定之人數時超過三個月時，法院應依據聲請任命臨時監事以

補足缺額。在急迫狀況下，法院應依聲請在期限屆滿前補足應選派之人

數，至於聲請權人資格依本條第 1 項規定。對法院此裁定得提出即時抗告。

同條第 4 項則規定136，若監事會成員包括勞工代表，法院應依照所需比例

維持或補足監事會成員。法院於前述任命臨時監事之情形，應補遺至得作

成決議之比例數量。若依法律或章程規定監事需符合特別資格，法院任命

之臨時監事亦應符合上開資格。若工會之中央機關、工會或職工委員會對

監事有提名權，在不違反公司利益或公益下，法院應接受其提名意見。同

條第 5、6 項則係關於解任及報酬之規定137，即一旦監事會之監事名額不

足之狀況解決，法院任命之臨時監事職務應即解除。若該公司之監事領有

酬勞，則法院任命之監事應有權要求合理之現金補助和勞務報酬。法院應

依該監事會成員之聲請裁定補助以及報酬額。對此法院裁定得提出即時抗

                                                                                                                                            
oder eines Aktionärs auf diese Zahl zu ergänzen. Der Vorstand ist verpflichtet, den Antrag 

unverzüglich zu stellen, es sei denn, daß die rechtzeitige Ergänzung vor der nächsten 

Aufsichtsratssitzung zu erwarten ist.” 
135

 原文，Aktiengesetz § 104:”(2) Gehören dem Aufsichtsrat länger als drei Monate weniger 

Mitglieder als die durch Gesetz oder Satzung festgesetzte Zahl an, so hat ihn das Gericht auf Antrag 

auf diese Zahl zu ergänzen. In dringenden Fällen hat das Gericht auf Antrag den Aufsichtsrat auch vor 

Ablauf der Frist zu ergänzen. Das Antragsrecht bestimmt sich nach Absatz 1. Gegen die Entscheidung 

ist die Beschwerde zulässig.” 
136

 原文，Aktiengesetz § 104:” (4) Hat der Aufsichtsrat auch aus Aufsichtsratsmitgliedern der 

Arbeitnehmer zu bestehen, so hat das Gericht ihn so zu ergänzen, daß das für seine Zusammensetzung 

maßgebende zahlenmäßige Verhältnis hergestellt wird. Wenn der Aufsichtsrat zur Herstellung seiner 

Beschlußfähigkeit ergänzt wird, gilt dies nur, soweit die zur Beschlußfähigkeit nötige Zahl der 

Aufsichtsratsmitglieder die Wahrung dieses Verhältnisses möglich macht. Ist ein Aufsichtsratsmitglied 

zu ersetzen, das nach Gesetz oder Satzung in persönlicher Hinsicht besonderen Voraussetzungen 

entsprechen muß, so muß auch das vom Gericht bestellte Aufsichtsratsmitglied diesen 

Voraussetzungen entsprechen. Ist ein Aufsichtsratsmitglied zu ersetzen, bei dessen Wahl eine 

Spitzenorganisation der Gewerkschaften, eine Gewerkschaft oder die Betriebsräte ein Vorschlagsrecht 

hätten, so soll das Gericht Vorschläge dieser Stellen berücksichtigen, soweit nicht überwiegende 

Belange der Gesellschaft oder der Allgemeinheit der Bestellung des Vorgeschlagenen entgegenstehen; 

das gleiche gilt, wenn das Aufsichtsratsmitglied durch Delegierte zu wählen wäre, für gemeinsame 

Vorschläge der Betriebsräte der Unternehmen, in denen Delegierte zu wählen sind.” 
137

 原文，Aktiengesetz § 104:”(5) Das Amt des gerichtlich bestellten Aufsichtsratsmitglieds erlischt in 

jedem Fall, sobald der Mangel behoben ist. 

(6) Das gerichtlich bestellte Aufsichtsratsmitglied hat Anspruch auf Ersatz angemessener barer 

Auslagen und, wenn den Aufsichtsratsmitgliedern der Gesellschaft eine Vergütung gewährt wird, auf 

Vergütung für seine Tätigkeit. Auf Antrag des Aufsichtsratsmitglieds setzt das Gericht die Auslagen 

und die Vergütung fest. Gegen die Entscheidung ist die Beschwerde zulässig; die Rechtsbeschwerde ist 

ausgeschlossen. Aus der rechtskräftigen Entscheidung findet die Zwangsvollstreckung nach der 

Zivilprozeßordnung st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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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然不得以違背法令為由提出抗告。此裁定為終局裁判，不得再上訴，

且得成為民事訴訟法之強制執行名義。 

而德國之有限責任公司法（GmbHG）則無法院任命臨時業務執行人或

監事會成員之規定。以有限責任公司法第 52 條為例138，此條明定當有限

責任公司依章程規定需設置監事會時，除非另有約定，否則準用本條列舉

之股份公司法相關規定，而股份公司法第 104 條並未被納入準用之範圍，

顯見有限責任公司法並未賦予法院任命有限責任公司臨時業務執行者或

監事之權限。 

第三節 日本法 

第一項 臨時公司負責人 

現行日本公司法第 346 條第 1 項規定139，在公司負責人缺額之情形或

本法或章程規定之公司負責人人數不足之情形下，因任期屆滿或辭任、退

任之公司負責人，至新選任之公司負責人或臨時公司負責人就任為止，仍

負有公司負責人之權利義務。同條第 2 項則規定，在前項情形下，法院認

為有必要時，得依據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選任應執行臨時公司負責人之職

務者。法院選任臨時公司負責人時，得定股份公司向其支付之報酬額。而

日本公司法之公司負責人依第 329 條第 1 項規定140，則包括了董事、會計

                                                 
138

 原文，GmbHG § 52 Aufsichtsrat:”(1) Ist nach dem Gesellschaftsvertrag ein Aufsichtsrat zu 

bestellen, so sind § 90 Ab§ 3, 4, 5 Satz 1 und 2, § 95 Satz 1, § 100 Ab§ 1 und 2 Nr. 2 und Ab§ 5, § 101 

Ab§ 1 Satz 1, § 103 Ab§ 1 Satz 1 und 2, §§ 105, 107 Ab§ 4, §§ 110 bis 114, 116 des Aktiengesetzes in 

Verbindung mit § 93 Ab§ 1 und 2 Satz 1 und 2 des Aktiengesetzes, § 124 Ab§ 3 Satz 2, §§ 170, 171 

des Aktiengesetzes entsprechend anzuwenden, soweit nicht im Gesellschaftsvertrag ein anderes 

bestimmt ist.” 
139

 原文，会社法（役員等に欠員を生じた場合の措置）第三百四十六条：役員が欠けた場合又
はこの法律若しくは定款で定めた役員の員数が欠けた場合には、任期の満了又は辞任により退
任した役員は、新たに選任された役員（次項の一時役員の職務を行うべき者を含む。）が就任
するまで、なお役員としての権利義務を有する。 

２ 前項に規定する場合において、裁判所は、必要があると認めるときは、利害関係人の申立
てにより、一時役員の職務を行うべき者を選任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３ 裁判所は、前項の一時役員の職務を行うべき者を選任した場合には、株式会社がその者に
対して支払う報酬の額を定めることができる。 
140

 原文，会社法（選任）第三百二十九条：役員（取締役、会計参与及び監査役をいう。以下
この節、第三百七十一条第四項及び第三百九十四条第三項において同じ。）及び会計監査人は、
株主総会の決議によって選任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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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監事與依同法第 371 條第 4 項及第 394 條第 3 款經法院許可行使相

關權利之債權人。 

第二項 臨時代表董事 

日本公司法第 351 條第 1 項規定，代表董事發生缺額之情形或章程所

定之代表董事人數不足時，因任期屆滿或辭任、退任的代表董事，至新選

任之代表董事或臨時代表董事就任止，仍負有代表董事之權利義務。同條

第 2 項則爲，在前項規定之情形下，法院認為有必要時，得依利害關係人

之聲請，選任應執行臨時代表董事之職務者；又法院選任臨時代表董事

時，得定公司向其支付之報酬額。141至於代表董事，係依同法 349 條第 3

項至第 5 項規定142，除設置董事會之公司外，股份公司可基於章程、章程

所定之董事互選或股東會之決議，自董事中選任代表董事。代表董事對於

股份公司業務上之一切裁判上或裁判外之行為，有辦理之權限，對於上開

權限所加之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第三項 因假處分命令選任之代行職務者 

日本公司法第 352 條規定143，依民事保全法（平成元年法律第 91 號）
                                                 
141

 原文，会社法（代表取締役に欠員を生じた場合の措置）第三百五十一条 ：代表取締役が欠
けた場合又は定款で定めた代表取締役の員数が欠けた場合には、任期の満了又は辞任により退
任した代表取締役は、新たに選定された代表取締役（次項の一時代表取締役の職務を行うべき
者を含む。）が就任するまで、なお代表取締役としての権利義務を有する。 

 ２  前項に規定する場合において、裁判所は、必要があると認めるときは、利害関係人の申
立てにより、一時代表取締役の職務を行うべき者を選任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３  裁判所は、前項の一時代表取締役の職務を行うべき者を選任した場合には、株式会社が
その者に対して支払う報酬の額を定めることができる。 
142

 原文，会社法（株式会社の代表）第三百四十九条 ： 

３  株式会社（取締役会設置会社を除く。）は、定款、定款の定めに基づく取締役の互選又
は株主総会の決議によって、取締役の中から代表取締役を定めることができる。 
４  代表取締役は、株式会社の業務に関する一切の裁判上又は裁判外の行為をする権限を有
する。 

５  前項の権限に加えた制限は、善意の第三者に対抗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143

 原文，会社法（取締役の職務を代行する者の権限） 

 第三百五十二条：民事保全法 （平成元年法律第九十一号）第五十六条 に規定する仮処分命令
により選任された取締役又は代表取締役の職務を代行する者は、仮処分命令に別段の定めがあ
る場合を除き、株式会社の常務に属しない行為をするには、裁判所の許可を得なければならな
い。 

２  前項の規定に違反して行った取締役又は代表取締役の職務を代行する者の行為は、無効
とする。ただし、株式会社は、これをもって善意の第三者に対抗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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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6 條規定假處分命令選任代行董事或代表董事之職務者，除假處分命

令另有規定外，從事非屬股份公司通常事務之行為，須取得法院之許可；

違反上開規定而代行董事或代表董事職務者，其行為無效，但股份公司不

得以此對抗善意第三人。同法第 603 條規定則係針對持份公司144之執行業

務股東或代表持份公司股東之規定，其餘內容與第 352 條相同145。 

由此可知日本公司法就公司有執行業務權限或對外代表權限之機關遭

法院假處分時另為考量，並分別在第二編之股份公司及第三編之持份公司

中就代行職務者之職權內容劃定在通常事務之執行範圍內，否則需取得法

院許可，並進一步明定違反之法律效果。 

第四節 各國制度模式之歸結與比較 

第一項 美國模式 

在任命監管人或管理人之事由上，可歸納為：（一）無法選出董事繼任

者之股東僵局、（二）股東亦無法解決之董事僵局、（三）董事之詐欺行為、

（四）董事放棄經營或未在合理期間進行債務清理程序等四項，其中事由

（二）（三）另要求該事由需造成或將造成公司不可回復損害之程度。而

在選任人數上，可任命一名或數名之監管人或管理人，其資格不限於自然

人，亦包括國內公司或有權於國內從事商業交易之外國公司，故可任命專

業團隊來監管公司之彈性空間。在權限方面，原則上賦予監管人或管理人

介入或取代董事會並行使其全部權力，而職權內容以維持公司業務為原

則，除因上開事由（四）任命之人外，從事公司資產處分等清算、分派事

宜，應取得法院之命令或授權始得為之。 

關於臨時董事之任命事由計有：（一）無法選出董事繼任者之股東僵

                                                 
144

 按日本公司法第 575 條第 1 項之規定，持份公司爲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合同公司之總稱。 
145

 原文，会社法第六百三条 ：民事保全法第五十六条 に規定する仮処分命令により選任された
業務を執行する社員又は持分会社を代表する社員の職務を代行する者は、仮処分命令に別段の
定めがある場合を除き、持分会社の常務に属しない行為をするには、裁判所の許可を得なけれ
ばならない。 

 ２  前項の規定に違反して行った業務を執行する社員又は持分会社を代表する社員の職務を
代行する者の行為は、無効とする。ただし、持分会社は、これをもって善意の第三者に対抗す
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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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二）因董事僵局致董事無法再為股東利益處理公司事務等二項，其

中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任命臨時董事之規定僅限於閉鎖公司，此係因閉鎖

公司出資轉讓不易，不同意見之股東容易因無法自由收回投資而受壓迫，

藉由任命臨時董事以解決董事會決策形成之僵局以避免公司朝向無益經

營之方向而去，此立法方式實係基於提供閉鎖公司股東多一種救濟方式而

設。146另外，臨時董事之選任人數原則上為一人147，在資格上則強調臨時

董事之中立性，並排除公司股東或債權人之被選任資格。而臨時董事之權

限與依一般程序選任之董事同，享有董事之全部權力，主要係以受通知參

與董事會投票，直到董事或股東之僵局化解或依法院命令、多數股東解除

其職務。 

第二項 德國模式 

從德國股份公司法之規定來看，選任臨時董事或臨時監事之實質要件

為：（一）公司董事會或監事會欠缺必要成員，以及（二）情況急迫148，

學者主張，因為我亦為大陸法系國家，似得以援引適用德國法規定，以樹

立法院之兩個審查原則：第一、該情事必須符合選任成員之必要性

（Erfordlichkeit）；第二、狀況必須有急切性（Dringlichkeit）。149就選任人

數部分，因係為補遺董事會或監事會之必要成員，故應為一人以上，就被

選任人並未明文要求其中立性或專業性，僅就臨時監事要求被任命者需具

備所補足之缺位原依規定應符合之條件。在德國模式中，因臨時董事、臨

時監事之任命係為補遺缺額，其所行使之職權應與其所替代之董事、監事

相當，並與公司仍在任之董事共同參與議事之運作，由於其為臨時之性

質，故於缺額現象已解決時即應解任，而無須法院裁定為之。150
 

                                                 
146

 See Kim, supra note 124, at 116. 
147

 加州公司法§ 308(b)所規定因股東僵局無法選任董事之事由，得選任一名以上之臨時董事，

惟本文認為，此部分之規範方式與監管人制度較為相近。 
148

 依德國股份法第 104 條規定，監事會除欠缺必要成員外，另一要件除情況急迫，尚得於缺位
超過三個月時聲請選任臨時監事，詳參閱本節第二項德國法之說明。 
149

 參閱陳彥良，同註 7，頁 40。 
150

 參閱陳彥良，同註 7，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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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日本模式 

日本公司法之臨時公司負責人及臨時代表董事選任實質要件係：（一）

公司負責人或代表董事缺額或不足法定、章定人數，以及（二）必要時。

由於法院選任功能係以補遺缺額為要，解釋上得選任超過一名之臨時公司

負責人以將必要之法定或章定人數補足。此外，日本法之臨時公司負責人

及臨時代表董事，同於德國法上為缺額補遺之功能，故所得行使之權限範

圍應屬其所暫代行之公司負責人、代表董事之職權。 

至於因假處分命令選任之代行職務者，則係由法院在民事保全程序

中，依民事保全法規定，以假處分命令所選任。日本公司法僅係就該等代

行職務者明文劃定其職權行使範圍，依規定，原則上僅能處理公司通常事

務，若為公司通常事務以外之行為，須得到法院之許可，否則為無效；為

了保障交易安全，公司不得以此對抗善意第三人。 

第四項 我國模式之檢討與建議 

第一款 立法理由影響法定要件之運用 

我國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所定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要件為：（一）董事會

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再加上（二）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此即為選任臨

時管理人之實質要件。 

然而我國公司法之臨時管理人制度在實務運作上，多半依循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立法理由151作為法律概念之說明以及適用方針，而未就立法理

由所示之項目進一步探討究為例示或列舉事由。有傾向將選任臨時管理人

事由限於立法理由者，例如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非抗字第 19 號裁定謂：

「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第 1 項所稱之『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係

                                                 
151

 參閱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立法理由第 2 點：「按公司因董事死亡、辭職或當然解任，致董事
會無法召開行使職權；或董事全體或大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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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本
條，俾符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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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因董事死亡、辭職或當然解任，致董事會無法召開行使職權；或董事全

體或大部分均遭法院假處行使職權，致公司業務停頓，影響股東權益及國

內經濟秩序者方屬之（該條項立法理由參照）。」152；亦有僅將立法理由

作為參考基礎，自為論述法院係以「公司有急切須董事處理之具體事項」

作為判斷標準者153；更有如臺北地院 99 年度司字第 9 號裁定明確表示「上

開法條（指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第 1 項）之立法理由雖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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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董事全體或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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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本條，

俾符實際。』惟其所舉董事死亡、辭職、當然解任、遭法院假處分、消極

不行使職權等情，僅為例示，並非限制性列舉規定，否則如遇董事會成員

行蹤成謎或行動自由受控制而無法行使職權，股東會又不為改選等情形，

豈非坐令公司持續遭受損害而束手無策？足見將上開立法理由解為限制

性列舉規定，並不合理。」而強調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立法理由僅為例示，

並非限制性列舉規定。 

學說上就本制度之適用亦多以立法理由闡釋本規定之選任事由154，顯

見立法理由影響本規定乃至於整個臨時管理人制度甚深。另有學者指出，

上開臺北地院 99 年度司字第 9 號裁定之見解有其問題存在，若對於選任

臨時管理人之原因為過於寬鬆之解釋，則可能有悖於公司治理之法理，故

仍不宜作過度放寬。155
 

 本文以為，首先就立法理由之性質來看，僅能作為法律解釋方法之

一，其本身並非法條本文，故不應視為限制性列舉事由而阻礙本規定之

適用。再者，列舉之問題在於挂一漏萬，例如本文第二章所舉因公司股

權結構以及董事席次設計之故，所造成董事會無法作成決議之情形156，

                                                 
152

 另參閱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非抗字第 130 號裁定（節錄）：「惟前開法文（指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所稱之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係指因董事死亡、辭職或當然解任，致董事會無法
召開行使職權；或董事全體或大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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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方屬之（該條項立法
理由參照）。若公司董事會並無前開立法理由所指稱之情形，而僅係公司業務經營之爭執，自應
循其他既有之代表訴訟制度解決，尚不在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適用之列。」 
153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抗字第 33 號裁定。 
154

 參閱劉連煜，同註 70，頁 494；王文宇，同註 1，頁 354；陳介山，同註 47，頁 119。 
155

 參閱陳彥良，同註 7，頁 38。 
156

 參閱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二款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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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無法涵蓋在立法理由所舉之事項中。因此本文主張，立法理由之事由

可視為典型之事例，但不限於此，而應從董事會之組成、決議方式以及

職權內容，來判斷該個案公司之董事會是否有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因素，

造成董事會顯然存有未能作成決議或行使職務之障礙現狀，始當屬之。 

第二款 美國模式之採擇 

第一目「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之選任事由範圍 

以我國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

之文意觀之，應不限於立法理由之（一）董事因死亡、辭職或當然解任，

致董事會無法召開行使職權、（二）董事全體或大部分均遭法院假處分行

使職權，或（三）未遭假處分執行之剩餘董事消極地不行使職權等三種情

形。在美國模式選任監管人或管理人之事由中，「股東僵局」、「董事僵局」，

以及「董事放棄經營」等項目，可為我國臨時管理人制度設計之董事會「不

為」或「不能」行使職權等主客觀事由所涵蓋。而德日模式之缺額或假處

分因素，則僅屬董事「不能」行使職權之客觀事由範疇，至於董事「不為」

行使職權之主觀事由情形，並非德日模式所處理之問題。 

第二目 代行董事會職權功能與缺額補遺功能之不同  

於美國模式下，監理人、管理人制度主要係用以處理公司董事會、股

東會等機制間出現僵局、董事會對公司有積極或消極不當行為之問題，故

在職權功能之設計上，賦予監管人或管理人介入或取代董事會之權限，惟

在處理事務之範圍，考量法院之司法角色以及其選任目的之暫時性、過渡

性，而明文規定受選任人除處分公司資產需因特定事由或法院同意外，能

代為處理公司通常經營業務。此外，日本模式之假處分命令選任代行職務

者，亦係寓有代行董事會職權之功能，並於日本公司法中明定其處理事務

之範圍為何。 

德國模式之臨時董事與臨時監事、日本模式之臨時公司負責人與臨時

代表董事，皆具備缺額補遺之功能，為發揮缺額之補足效果，而予受選任

人與在任者共事、或參與董事會、監事會決議之權限，當缺額一經補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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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時，即應解任。美國模式之臨時董事，其職權行使方式亦是設計為參與

董事會議事與決策。 

我國臨時管理人之功能為「代行董事會及董事長職權」，在概念上，

董事會職權包括公司法第 202 條之概括權限以及公司法列舉之具體權限，

如：公司法第 171 條召集股東會之權，此等權限之行使需經董事會決議始

得為之，而非由個別董事單獨決定之。至於董事長職權則依公司法第 208

條第 3 項規定，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以及常務董事會主席，同時亦有召

集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之召集權，對外則有代表公司之權限。在文意上，

我國現行法應與美國模式之監管人、管理人的職權功能較為接近，即由臨

時管理人全面取代董事會及董事長職權，此與缺額補遺而需與原在任董事

共同議事之立法設計有別。 

第三目 小結 

我國實務過於仰賴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之立法理由，然而就法條文意

所規定之臨時管理人選任事由以及權限範圍來看，並經比較美國、德國、

日本等法律規範，本文認為，我國臨時管理人之法制設計應係偏向美國監

管人、管理人之制度模式，惟仍有些許差異。例如董事未在合理期間進行

債務清理程序之事由，係因美國模式之管理人本身即有債務清理功能有

關，此與代行董事會職權有別，亦未能涵蓋於我國臨時管理人之制度功能

中；另外，日本模式中依假處分命令選任代行職務者，不僅可歸入我國董

事會無法行使職權之事由裡，且同屬於代行董事會職權之性質，故此類型

雖難自美國模式之選任事由中解釋得出，然仍有適用我國臨時管理人制度

之可能。綜上，本文以為，我國臨時管理人制度之探討，應以美國模式之

監管人制度為參考對象，並調整我國法與美國法間差異之處，明確化我國

臨時管理人之選任實質要件、職權範圍及相應責任，以明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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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實質要件與權限責任－以美國法為參

考模式 

從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第 1 項之規定，應可將選任臨時管理人區分為

二大實質要件：「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以及「致公司有受損害之

虞時」二要件。因構成要件抽象，因此法院在審酌時多以該條之立法理由

進行大前提之論述，即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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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董事全體或大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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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規範說明，再進行事實之涵攝，然而在法

學方法上，立法解釋並非法律解釋之首要或唯一方式，若僅以立法理由為

依歸，在法律適用上有其侷限性及可能造成不合理之結果。故本文嘗納入

體系解釋及目的解釋來探討臨時管理人之實體要件。 

第一節 「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之要件 

第一項 董事會「不能」或「不為」行使職權之事由 

第一款 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股東僵局（stakeholder deadlock） 

第一目 美國德拉瓦州監管人制度之案例與發展 

在 Giuricich v. Emtrol Corp.一案中，其背景為原告原持有被告 Emtrol

公司 20%之股份，並參與公司之行政以及業務經營，Emtrol 公司另外 80%

股份為其母公司所持有，其母公司並掌控 Emtrol 公司三分之二之董事席

次。而後，因股份之認購結果，原告及 Emtrol 公司之母公司之持股比例變

動成為各持有 50%股份，原告因此要求 Emtrol 公司應進行董事改選，以反

應其持有 50%股份之現狀，惟遭拒絕改選。故原告起訴請求法院為公司任

命監管人，其主張之理由為，此無限期的股東僵局狀態將導致該公司無法

產生屆期董事之繼任者，使公司之董事會持續遭現任董事控制。原審法官

以 Emtrol 公司不能改選董事之股東僵局並未對原告造成直接之利益損

害，亦未對 Emtrol 公司有顯著之損害為由，駁回原告之請求157。嗣德拉瓦

                                                 
157

 See Giuricich v. Emtrol Corp., 449 A.2d 232, 235(Del.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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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最高法院認為原審法官之裁量及法律適用有誤，並指出法院若就§ 

226(1)(a)股東僵局之情形額外加上對股東或公司造成無可回復之損害必要

性，係不受允許的司法侵越立法，因此准予 Emtrol 公司任命監管人。158
 

其後，法院亦放寬以往限制對於有償債能力公司任命監管人之保守作

法，在 Giancarlo v. OG Corp.一案中，法院即考量遭排除而無法於公司董事

選舉中平等發聲之持股 50%股東權利，而予以審酌任命監管人159。另外，

在 Rosenmiller v. Bordes 一案裡，衡平法院對於在董事選舉中各握有 50%

投票權之股東僵局，駁回任命監管人之請求，其理由在於，該公司之股東

常會已排定在次月，法院不贊同任何延宕股東會或藉此影響股東會公平性

之行為，但若該公司於次月之股東會未能選出繼任董事，則法院會毫不猶

豫的准予任命監管人160。 

在 Bentas v. Haseotes 之案例中，衡平法院認為§ 226(1)(a)應解為係法律

提供監管人制度用以補救股東無法選出最低法定人數之董事會繼任者所

致之僵局161。法院於該案中任命監管人，並說明監管人所扮演之角色係有

彈性地尋求解決公司僵局之各種方式，法院認為，最重要的是監管人能自

由探索其認為最適當之處理方式，若限制監管人之彈性，將會影響當事人

間尋求解決之道，甚至使協議更形分歧。因此，應予監管人依職權調查潛

在之解決方案以化解股東間之僵局，或考量股東所建議之方案，若並無所

有股東皆可接受之方案，監管人則得建議法院清算該公司。162
 

第二目 我國股東僵局如何適用臨時管理人制度 

從 Giuricich v. Emtrol Corp.案之發展來看，法院慮及公司董事席次未能

反映股權比例，且股權結構亦導致股東會無法進行改選，未免公司長期遭

同一批董事控制，而准予選任監管人。我國董事之任期依公司法第 195 條

規定，有其限制，並設有當然解任之機制，自難發生任期屆滿仍由原任董

事繼續在位之狀況，然若公司方選任一批董事，即出現董事會遭大股東控

制而有違法濫權之情形，如何運用裁判解任制度？將於後論述。本文以

                                                 
158

 See id.at 238. 
159

 See Giancarlo v. OG Corp., C.A. No.10669, LEXIS 75, at 3 (Del. Ch. June 23, 1989). 
160

 See Rosenmiller v. Bordes, 607 A.2d 465(Del. Ch. 1991). 
161

 See Bentas v. Haseotes,769 A.2d 70, 76(Del. Ch. 2000). 
162

 See id.at 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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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公司因董事死亡、辭任、退任或當然解任時，首應符合董事會因此

達到無法成會之程度，始屬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之情形。再參諸美國模式

下關於股東無法選出合法繼任董事之事由，應係基於股東自治優先之精

神，由股東會依民主機制進行董事之選任，然恐股東會因股權結構或意見

分歧等障礙，以致於未能召開股東會並選出最低法定人數之董事繼任者，

此時法院才有介入為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之正當性。但我國現行法，於臨

時管理人之構成要件設計上，並無明文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需以「股東會

無法選任董事繼任人選」作為前提要件，故本文主張，應將此前提要件，

作為「將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的判斷標準，並與董事缺位之事由綜合考

量，以認定是否符合臨時管理人之實質要件。 

此外，由於我國董事會行使權限係以董事會之召開、決議等合議方式

為之，其出席或表決人數依法設有定足數及多數決之門檻，而董事缺位之

程度，將攸關董事會是否無法召開，更無進一步討論議事、行使職權之可

能，故本文以為，董事會之定足數要件認定與董事會是否得行使職權之判

斷，息息相關。 

定足數即謂需有一定比例董事出席，如為普通決議時，應為過半數董

事出席；為特別決議時，則係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然而董事可能因死

亡、辭職、遭解任導致實際在任人數與章定人數不符，此時定足數之計算

究以章定人數或實際在任者為準？迭有爭論： 

一、 經濟部見解 

董事名額總數之計算，應以依法選任並實際在任而能應召出席者認

定，如有法定當然解任而生缺額情形，應予扣除。163經濟部更進一步認為，

基於公司法第 201 條董事補選以及第 171 條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之規定，

公司如因其他因素，僅剩二人以上之董事可參與董事會時（二人以上方達

會議之基本形式要件），可依實際在任而能應召出席董事，以為認定董事

會應出席之人數，由該出席董事以董事會名義召開臨時股東會改選或補選

董監事，以維持公司運作。164
 

                                                 
163

 參閱經濟部 61 年 7 月 22 日商字第 20114 號函。 
164

 參閱經濟部 93 年 12 月 2 日經商字第 0930220247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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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說看法 

學者有針對上開函釋抱持肯定態度，為避免董事人數因解任或辭任而

生缺額之情形，致出席董事表決權數不足而無法召開董事會並進行決議，

應解為其餘二位董事仍可合法決議。165亦有全然否定經濟部之見解，而認

為當公司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時，該公司需經董事會特別決議之事項將因

無法達到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之門檻而無法為之，有鑑於此，有強制召

開臨時股東會以補選董事之規定，故從公司法第 201 條立法意義可知，定

足數應以章程所定董事人數為準，否則若以實際在任而能應召出席者為基

礎，公司法第 201 條所欲防止無法做成特別決議之情形，便無從發生。166
 

又有持以較折衷之看法，觀諸公司法第 201 條所述「董事缺額達三分

之一」之計算標準絕非現存董事，若以現存董事為該條之「全體董事」，

則永無可能有董事缺額之問題。故於一般情形，應出席董事計算之分母基

礎「全體董事」與現存董事二者，或許相同；但部分情狀下，全體董事與

現存董事人數則有所出入。167而公司法第 192 條第 1 項既規定公司應設置

至少三名之董事168，且缺額達三分之一即應依第 201 條進行補選作業，為

契合此條最低人數之限制，公司法第 206 條出席門檻之分母應以章定董事

人數為基準，然而不少公司係以非定額之方式登記公司董事人數，例如本

公司設置董事七至十一名，如此將產生不同之計算方式。在採取彈性員額

之記載方式下，當公司現存董事員額高於該公司章程所定最低員額時，應

以現存董事為計算出席人數之分母基準，反之，則以該公司章程所定最低

員額人數，為計算出席人數之分母基礎，可以下表表示169： 

 定額 

（ 如 九

名） 

彈性員額（如七至十一名） 

現存董事高於最低員額

（如九名） 

現存董事低於最低員額

（如五名） 

                                                 
165

 參閱王志誠，董事會之召集、出席及決議，臺灣法學雜誌第 204 期，頁 175，2012 年 7 月 15

日。 
166

 參閱林國全，董事會決議成立要件，臺灣法學雜誌第 68 期，頁 133，2005 年 3 月。 
167

 參閱黃銘傑，一人董事召集股東會之效力及監察人需具備股東資格之章程規定效力－評最高
法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一O九一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196期，頁 188-190，2011年 9月。 
168

 公開發行公司則依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設置董事不得少於五名。 
169

 參閱黃銘傑，同註 167，頁 190 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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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體 董

事 

九名 現存實際董事人數（九

名） 

章定最低董事人數（七

名） 

三、 本文見解 

上開折衷說可茲贊同，基於體系解釋，董事會決議之出席門檻，應以

章定人數為基準，始符公司法內部體例之一致，以避免公司法第 201 條遭

架空，此外，為兼顧實務登記現象而區分定額與彈性員額之情況，亦有其

必要性，同時能確保公司法第 201 條之法制目的有所發揮，故當公司採取

彈性員額之記載方式，若其現存董事員額高於該公司章程所定最低員額

時，應以現存董事為計算出席人數之分母基準，否則，便以該公司章程所

定最低員額人數，為計算出席人數之分母基礎。 

第二款 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董事遭禁止行使職權之定暫時

狀態假處分 

第一目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概論 

 現行之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第 1 項規定，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

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似之情形而有必要時，

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此制度目的，相較於假扣押及假處分具有保

全債權機能，主要係暫時性保全聲請人之權利，並具有維持訴訟中法律秩

序之和平。一般之假處分欲避免之危險係「請求權將來不被實現之危險」，

而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則為防免「因請求權實現上之延滯所生之具體危

險」。170
 

 實務上，於公司經營權爭奪之場合中，對於董事資格之合法性有所爭

執時，通常以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作為防止發生損害之手段，其態樣如主張

選任董事之股東會決議有得撤銷或無效之瑕疵、公司與董事間之委任關係

是否存在有爭執、聲請法院裁判解任董事之訴等情況，此即為「有爭執之

法律關係」，乃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要件之一；另一要件則為「有定暫時狀

態之必要性」，即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是避免急迫之危險之發生，或

                                                 
170

 參閱沈冠伶，我國假處分制度之過去與未來—以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如何衡平保障兩造當事
人之利益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第 109 期，頁 53-54，200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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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類似之情形者。171而在實務上，若法院認為假處分聲請人就必要性

未充分釋明，通常會定相當之擔保金以代釋明之不足而為假處分，此舉難

獲學者認同，蓋以供擔保代釋明之不足，將造成經營能力為財力所取代之

不當現象，不但嚴重影響法院裁定之公正性，更扭曲常態之治理機制。172

故學者認為，法院不應允許聲請人在未充分闡述必要性時，即以供擔保方

式裁定假處分，且如聲請人確已釋明必要性，亦不宜在裁定假處分同時允

許債務人供擔保撤銷假處分。173
 

 至於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方法，以上述經營權爭奪時，董事之合法性

有爭執之情況為例，學者認為，假處分之方法應限於必要性範疇內，因此

不僅止於禁止董事行使職權一項，法院得考量被聲請董事違法情形的輕

重、其對公司繼續造成損害之可能性以及公司內部治理缺失的嚴重程度

等，依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之 4 準用第 535 條規定，審酌以何種方式限制

或禁止董事行使一定之職權。例如，限制董事在一定金額以下始得行使其

職權，否則率然認有禁止董事行使全部職權之必要，恐未適當。174
 

第二目 董事遭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與臨時管理人制度之

適用關係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於民事訴訟法 92 年修正以前，僅為簡略之一條規定
175，現行法與修正前之差異為，明定了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要件、法院應

使兩造陳述意見之機會、命先為一定給付等規定。176惟舊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之規定雖然簡略，然早於 19 年即已明文化，並因準用假處分規定，法

院自得選任管理人作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方法，嗣後非訟事件法於 61

年增訂第 65 條177（下稱舊非訟事件法）而創設了臨時管理人之規定，則

                                                 
171

 更多說明請參閱劉連煜，公司經營權爭奪與假處分之制度，臺灣法學雜誌第 90期，頁 238，
2007 年 1 月；王志誠、曾傑，股東權行使之限制與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最高法院九十五年度台
上字第九八二號判決評釋，月旦法學雜誌第 155 期，頁 248，2008 年 4 月。 
172

 參閱方嘉麟，從臺灣大案例論裁判解任及假處分在公司治理中之地位，政大法學評論第 83

期，頁 142-143，2005 年 2 月；劉連煜，同註 171，頁 244-245。 
173

 參閱方嘉麟，同註 172，頁 143；另有相反見解，參閱王文宇，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與公司經
營權之爭奪，同註 39，頁 88。 
174

 參閱方嘉麟，同註 172，頁 144；劉連煜，同註 171，頁 242。 
175

 舊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規定：「關於假處分之規定，於爭執之法律關係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
者準用之。」 
176

 參閱沈冠伶，同註 170，頁 52-53。 
177

 舊非訟事件法第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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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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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若以選任管理人作為假處分之方法時，是否應考慮非訟事件法第 65

條之要件？實務上與學說上存有不同看法。 

 依實務見解，選任管理人係屬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方法，有無選任之

必要，應由法院於為處分裁定時酌定，若法院於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裁定

時，認為無此必要未予選任，嗣後即非當事人所得要求。178可知法院於假

處分程序中，得依職權斟酌情形，以定是否以管理人作為假處分之執行方

法，然實務上不允許當事人就法院未以選任管理人為假處分之方法而為不

服。而過去實務多援引舊非訟事件法第 65 條之規定，作為選任臨時管理

人之依據，學者則認為，民事訴訟法第 535 條本即有所據，於假處分選任

臨時管理人時，即無庸再依舊非訟事件法第 65 條聲請。179
 

 至於假處分程序中，欲以選任管理人為假處分之附隨方法，實務曾有

裁定認為，考量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及第 535 條規定選任管理人時，須以

符合上開非訟事件法第 65 條之情形方可為之，亦即該假處分之結果致公

司業務之執行發生障礙，宜以全體董事遭禁止行使職權方得依職權選定管

理人，蓋基於企業自治原則避免法院過度介入及管理實效性使然。180學者

則認為，假處分之選任管理人與非訟事件之臨時管理人兩者在立法沿革、

立法目的及程序之差異上，應可肯定為不同權利，予以分別適用。181即非

訟事件法之要件、程序、救濟、當事人適格、管轄法院等，皆不同於假處

分之裁定，故亦為單獨當事人訴訟權，因此法院為假處分選任管理人以代

董事長或董事會職權之行使，不必再依舊非訟事件法第 65 條規定判斷，

依保全目的性與必要性以決定該附隨方法之獨立適用。182
 

 上開討論雖係關於舊非訟事件法，然在現行法下仍有其探討實益。當

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 535條為管理人方法之酌定時，需否考量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第 1 項之要件？本文認為，固應肯定民事訴訟法聲請定暫時狀態假

處分之訴訟權基礎與公司法、非訟事件法聲請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聲請權係

法律分別賦予當事人之訴訟上權利，惟法院在禁止公司董事行使職權之保

                                                 
178

 參閱最高法院27年抗字第437號判例。 
179

 參閱鄭傑夫發言，禁止董監事行使職權假處分相關問題之研討，月旦法學雜誌第 44 期，頁
82，1998 年 1 月。 
180

 參閱新北地方法院（原板橋地方法院）87 年度裁全字第 720 號裁定。 
181

 參閱陳介山，同註 47，頁 108。 
182

 參閱陳介山，同註 47，頁 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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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序中，應一併將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要件予以審

酌，以免法院未為選任管理人為附隨方法時，立即又由同樣之聲請人另依

公司法為據，重複訴請法院選任臨時管理人，如此將造成程序之濫用以及

司法資源之浪費。但上開作法不必然造成法院一旦未依民事訴訟法第 535

條選任管理人即永無適用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之結果。 

前已述及，當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及非訟事件法第 183 條規定增訂後，

公司已無依非訟事件法第 64 條選任臨時董事之適用餘地。183由於我國實

務向來認為，當法院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同時，未以選任管理人作為附

隨方法之情況，利害關係人不得單獨針對該附隨方法尋求救濟，但是，縱

法院在保全程序中認為無選任管理人之必要，然而由於董事受禁止行使職

權之處分為一繼續性之狀態，若公司因商業情勢變更或經營狀況改變，亟

需董事會即時行使職權以防止公司受損時，且該公司之董事因受禁止行使

董事職權處分已達到董事會無法行使職權之程度時，自應允公司之利害關

係人或檢察官，基於保障股東權益與維護公司利益，聲請法院選任臨時管

理人。 

末以，法院為禁止董事行使職權之處分時，未必針對所有在任之董事

為之，此時應如何計算董事會之定足數與多數決184門檻？由於受禁止行使

職權處分之情形與上開董事缺位之事由不同，故應不影響定足數之計算，

然而在多數決之要件上，因受處分之董事表決權係屬不得行使表決權之情

形，依照公司法第 180 條之精神，不計入已出席董事之表決權數。在此適

用之結果下，除非全體在任董事皆受禁止行使職權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

否則在符合定足數要件下，縱僅一人董事得行使表決權，亦得形成董事會

決議。 

 第三款 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董事僵局（director deadlock） 

第一目 美國德拉瓦州監管人制度之案例與發展 

 於 Hoban v. Dardanella Elec. Corp.案中，兩造各持有公司股份 50%，而

該公司一直以來係仰賴貸款和應收賬款的信用平衡，於理想之情況下，原

                                                 
183

 參閱本文第二章第一節之相關說明。 
184 多數決要件係指需有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該決議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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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與被告應共同引導公司之走向。185然而就在原告與銀行達成一項有利於

公司之新協議後，卻遭被告否准。法院認定，因兩造對於上開事務之意見

分歧，且股東亦無法終止此董事分歧，導致公司無法獲得此項攸關生存之

必要議案通過，對公司將造成無可回復之損害，故依§ 226(a)(2)之規定，

為該公司任命監管人186。惟§ 226(a)(2)之要件，並不要求董事間應為勢均

力敵之分歧，而係強調股東亦無法中止此僵局，防止股東過於匆促的尋求

司法救濟187。此外，尚強調股東會亦無法終止此僵局，且需符合難以回復

之損害（irreparable injury），而為股東僵局之規定所無之要件。 

而衡平法院在 Francotyp-Postalia AG & Co. v. On Target Tech., Inc.一案

中認為，公司是否無償債能力，雖非§226(a)(2)所要求之要件，但任命監管

人必須係基於原告就公司陷於無償債能力之合法性有所爭執。若該公司陷

於資不抵債，法院自應分析該公司是否因股東無法終止之董事僵局而遭受

無可回復損害之威脅。如果該公司並非無償債能力，則原告主張關於資本

拆借所致之董事僵局，顯係基於一個似是而非之前提，法院並無法律依據

得以過早介入並分析該公司損害。188
 

近來，衡平法院在 Tanyous v. Banoub 一案中，法官先假定原告即為

Happy Child 公司之股東（因原告就其所持有之 Happy Child 公司股權有爭

議，並提起另案訴訟確認中），進而就原告請求法院為公司任命監管人之

主張，認為 Happy Child 公司並未陷入僵局，因原告依§ 220 於另案中請求

檢查 Happy Child 公司之簿冊以確認原告是否為該公司持股過半之股東，

此等經營權歸屬之不確定現象可藉由即將終結之另案訴訟獲得解決。縱使

被告經營 Happy Child 公司之誠信與效率是有爭議的，然而原告並未說明

公司現狀與法定之受損程度相當，依現存之紀錄資料，原告最終是否能排

除被告之經營未有定數，若為該公司任命監管人，亦非達成原告目標之妥

適方法。既然另案關於§ 220 之訴訟即將終結189，其判決結果可確認何人

                                                 
185

 See Hoban v. Dardanella Elec. Corp., C.A. No. 7615, LEXIS 599, at 1-2 (Del. Ch. June 12, 1984). 
186

 See id.at 1. 
187

 See EDWARD P. WELCH, ANDREW J. TUREZYN & ROBERT S. SAUNDERS,FOLK ON 

THE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598(2011). 
188

 See Francotyp-Postalia AG & Co.v. On Target Tech.,Inc., C.A. No. 16330, LEXIS 234, at 6-7 (Del. 

Ch.Dec. 24, 1998). 
189

 另案為Tanyous v. Happy Child World, Inc.，其判決期日為 2008年 7月 17日，距離 Tanyous v. 

Banoub 一案之判決日期為同年 5 月 22 日不到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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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控制與經營 Happy Child 公司。若現以任命監管人之方式置換新的經營

層，將會使得該公司之經營狀況更複雜。末以，法院若以其中一造提出之

人選任命監管人，無異是有爭議的，且於另案訴訟終結前之短期間內選任

適任之監管人有其困難性。因此，法院駁回原告之請求。190
 

第二目 我國董事僵局如何適用臨時管理人制度 

由上開美國德拉瓦州之案例可看出，當董事間意見分歧、派系對立，

而股東會亦無法解決此董事僵局，且將使公司受有不可回復之損害時，法

院當介入為公司任命監管人，惟經營權歸屬不明之狀況，美國法院認為因

可資尋求另案救濟獲得解套，而不予以任命監管人。觀之我國董事僵局，

亦可做此思考，如第二章所述案例之東來公司，其股權結構各半以及董事

席次設計共 4 席而無法產生決議之問題，亦應肯認法院介入之空間，此外，

應強調者為，當董事意見分歧或派別對立無法形成董事會決議之僵局，應

以股東會亦無法終止此僵局為前提，且需考量該擬應通過之議案未獲通過

將造成公司受損害之程序而為選任與否之判斷。 

在股東權益歸屬不明之經營權爭奪案例中，細繹美國法院考量之因素

概為：經營權爭奪應由另訴予以終局解決糾紛、另案訴訟之終結日期在

即、人選不易決定及選任期間過短而難以考量等。我國訴訟時程雖因冗

長，而與上開美國法案例中所指另案訴訟終結日期在即之情形不同，但以

公司之董事鬧雙胞為例，此時董事會是否符合「不能」或「不為」行使職

權之要件，即屬有疑。因兩派人馬處於爭先主張其擁有董事會合法外觀，

與董事會不能或不為之消極狀況有別，況且，當公司經營權歸屬不明時，

若公司仍有經營運作之事實，縱使實際掌控公司之一派，其經營權合法性

有爭議，然並不代表公司此刻之業務經營事項陷入不能運作之狀態，亦非

謂公司即受有損害之虞。 

另外，企業併購法第 14 條規定，公司於併購時，董事會有不能行使職

權之虞，得經股東會特別決議，為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並訂定行使職權

之範圍及期限191。該規定係於 91年 2月 6日始制定，晚於公司法臨時管理

人之增訂時間。比較企業併購法與公司法臨時管理人之異同，可知兩者最

                                                 
190

 See Tanyous v. Banoub, C.A. No.3402-VCN, LEXIS 58 at 3 (Del. Ch. May 22,2008). 
191

 參閱企業併購法第 14 條第 1 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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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差異在於選任臨時管理人之機關為股東會或法院。由是看來，股份有

限公司在進行企業併購之過程中，公司若依企業併購法第 14 條規定選任

臨時管理人，毋庸在股東會失卻自治功能之前提下為之，且在選任要件

上，僅需公司董事會有不能行使職權之虞即可，反觀公司法，則要求董事

會需有不能行使職權之現狀且有致公司受損害之虞之程度。本文以為，企

業併購法第 14條之規定，有其制度設計上之缺點，亦有其適用上之疑義，

例如「併購時」之時點認定，即過於廣泛而不確定，蓋一般企業併購須經

過層層決策、協商、申報等手續，依法文之意，可否謂一旦涉及企業併購

之相關程序，公司即可依企業併購法選任臨時管理人以取代董事會？
192
再

者，當公司因為併購而面臨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之虞，此時公司股權結構

正面臨變動，公司控制權歸屬未定，若期待股東會能依循特別決議方式選

任臨時管理人，似乎略了上開現實狀況，甚且，選任公司董事股東會之定

足數，僅需過半數股東所代表之表决權出席即可，若股東會有能力選任一

批得行使職權之董事，則依企業併購法第 14 條另行選任臨時管理人，顯

有疊床架屋之感。故論者認為從效率、實務與務實觀點，企業併購法第 14

條之立法實為畫蛇添足，應加以刪除193。本文贊之，因該規定既無實用性，

且因選任之構成要件設計未強調公司運作已陷入緊急危害，而無必要性，

故宜予刪除。 

回到太百公司經營權爭奪案件中，雖然太流公司因 91 年 9 月間增資發

行新股之董事會、股東會決議有合法性疑義，致其後以增資狀態所組成之

股東會以及股東會所選任之董監事等合法性受到影響，惟太流公司自 91

年間增資後，在董事會之職權行使方面、主要投資之百貨事業運作上，尚

難謂有無法遂行之情況。然而抗告法院卻以「因太流公司之股權爭議，致

該決議非無變動之虞，實難與一般選任合法無虞之董事會等觀，不足認為

該董事會於法律上能有效行使其職權。」為由194，而准予太流公司選任臨

時管理人，此理由無異忽視臨時管理人之制度目的在於解決公司董事會確

實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之現況，況且太流公司有兩派人馬各依不同之資本

額基礎，各自聲稱其組成之股東會始為合法之太流公司股東會，其中一派

                                                 
192

 參閱陳介山，同註 39，頁 114。 
193 參閱陳介山，同前註，頁 115。 
194

 參閱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抗字第 92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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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增資後之資本額為基礎，選出以徐旭東為首之董事名單，而以合法之

董事會外觀執行職務，雖爲另一派股東李恆隆否認其合法性195，然而實際

上太流公司之日常業務仍處於運作之事實狀態，若再加入以臨時管理人代

行董事會及董事長職權，情勢將更形混亂，例如臨時管理人就任後，欲召

開股東會以選任董事並組成董事會，然而其召開股東會之對象，是否包括

太流公司 91 年增資後之股東？太流公司之股權爭議在尚未獲得確定判決

以前，臨時管理人無論選擇召集增資前或增資後之股東開會，都將面臨日

後與判決結果相反之風險，由此可見，選任臨時管理人不能解決太流公司

董事會合法性之問題。故本文以為，該案再抗告法院所持「原裁定以太流

公司 100 年 8 月 1 日股東常會『日後非無可能』遭撤銷為論據並不妥適，

因法院不得就尚未發生之事實逕自推測而適用法律」部分理由，即考量太

流公司究有無處於董事會無法行使職務時之現況，而非超出法律要件將董

事會之合法基礎等其他訴訟所欲解決之問題納入判斷，應係較符合目的之

判斷方式。 

本文主張，法院就選任臨時管理人事件而欲介入經營權歸屬不明之情

況，應限於主張有權經營公司之董事皆遭假處分時。若爭奪經營權之兩派

人馬皆無法取得法院之禁止行使職權假處分，此為另案法院就該為解決經

營權不明問題之繫屬中訴訟案件，所應考量是否應儘速終結程序、確定爭

執之法律關係，或思索該訴訟是否曠費時日而有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原因

以及必要性問題，不宜略過應由另案訴訟繫屬法院所應決定之保全事項，

改以聲請選任臨時管理人之方式取代之。 

第四款 董事會不為行使職權 

第一目 董事會放棄經營或未在合理期間進行解散、債務

清理或重建程序？ 

一、美國德拉瓦州監管人制度之案例與發展 

德拉瓦州公司法§ 226（3）（a）規定之選任監管人、管理人事由為公

司已放棄其經營或未在合理期間開始進行解散、清算或分派資產之程序。

                                                 
195

 楊伶雯，太流改選徐旭東任董事長 李恆隆：股東會違法、依法追訴，今日新聞，2011 年 8

月 2 日（網址 http://www.nownews.com/2011/08/02/11490-2732430.htm，最後瀏覽日期 2013 年 5

月 22 日）；另參閱楊淑閔，太流董座雙胞各說各話，中央通訊社，2011 年 8 月 2 日。 

http://www.nownews.com/2011/08/02/11490-27324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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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由為 1967 年所增訂，在美國實務案例上，法院行使裁量權以決定是

否為放棄經營之公司指派監管人或管理人。例如於 Klamka v. OneSourse 

Tech., Inc.一案中，法院駁回任命監管人之理由在於，該公司之股東仍試圖

拯救公司，且未能證明該公司需要以任命監管人之方式完成此一目的。196

另於 Giancarlo v. OG Corp.一案裡，衡平法院拒絕為該僅擁有一項未開發專

利資產之公司選任監管人，被告抗辯專利未開發之狀態與放棄經營之概念

並不相當，且該公司亦就其專利有為其他訴訟上之主張，並擬引入額外資

本以開發該項專利。法院於該案中指出，公司之經營業務包括公司章程所

載之主要經營事業，該公司經營者選擇以等待機會收回投資之決策，依當

時環境而言並非不理性的，故此案無法論以公司經營者違反受任人義務，

更無須進行清算公司。197
 

二、我國臨時管理人制度不適用「董事會放棄經營或未在合理期間進行解

散、債務清理或重建程序」之事由 

當公司經營困難，需透過破產程序清理債務，或該當解散之要件198，

而面臨清算程序時，此時利害關係人是否得以公司之董事會或董事長放棄

經營或消極怠惰而不為破產之聲請或進行清算等解散事宜為由，聲請選任

臨時管理人？ 

本文以為，美國模式之監管人或管理人制度，尤其是後者，在選任要

                                                 
196

 See Klamka v. OneSourse Tech., Inc., C.A. No.3639-VCN, , LEXIS 187, at 1 (Del. Ch. Dec. 15, 

2008). 
197

 See Giancarlo, C.A. No.10669, LEXIS 75, at 4 (Del. Ch. June 23, 1989). 
198

 有限公司之解散事由，依公司法第 113 條準用第 71 條第一項規定：「公司有左列各款情事之
一者解散： 

一、章程所定解散事由。 

二、公司所營事業已成就或不能成就。 

三、股東全體之同意。 

四、股東經變動而不足本法所定之最低人數。 

五、與他公司合併。 

六、破產。 

七、解散之命令或裁判。」 

股份有限公司之解散事由，依公司法第 315 條第 1 項規定：「股份有限公司，有左列情事之一
者，應予解散： 

一、章程所定解散事由。 

二、公司所營事業已成就或不能成就。 

三、股東會為解散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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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與他公司合併。 

六、分割。 

七、破產。 

八、解散之命令或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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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加上公司無償債能力之要求，且在符合選任事由下，可不經法院同意逕

為公司資產之清算、分派行為，因此，美國模式之制度帶有債務清理或重

建之功能。我國法並無此特別設計，且我國在破產、重整及清算程序上，

另有實施相關程序之破產管理人、重整人、清算人等職務設置，故本文認

為，我國臨時管理人本無從事重整、破產及清算之權限，當公司董事會或

董事長不能或不為破產、重整或解散清算事宜，選任管理人並非可直接解

決問題之方法。以下討論清算、債務清理或重建程序與臨時管理人之適用

關係： 

（一）清算程序 

 當公司之解散事由成就後，依公司法第 24 條規定，解散之公司除因

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而進入清算程序之公司有無選

任臨時管理人之必要，實務上有不同作法，有針對公司因尚未清算完

結，唯一之股東即清算人已死亡，而解散之公司依公司法第 25 條規定，

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因此認為有為該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

要。199而臺北地院 102 年度抗字第 114 號裁定則明確指出，倘公司已遭撤

銷、廢止登記或解散時，即應進入清算程序，由清算人了結現務，而無

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要。200本文以為，後者作法為是，因公司法第 208 條

之 1 係對於公司在一般狀態下之業務執行機關不能或不為行使職權時所設

之規範，當公司進入清算程序，有限公司之董事或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

會不再是公司業務執行機關，而應以清算人進行了結現務、收取債權、

清償債務、分派盈餘或虧損以及分配賸餘財產等事宜，故當公司之清算

人不能或不為行使職權時，有限公司應依公司法第 113條準用公司法第 81

條之規定，股份有限公司則依第 322 條第 2 項規定，由法院因利害關係人

之聲請，選派清算人，始為正辦。 

實務上另有一有趣案例，其事實略為：某公司經股東會決議解散並選

任原董事長為清算人，然上開股東會決議經提起撤銷訴訟審理中，同時清

算人之職權亦遭假處分不得行使清算事務，而後利害關係人因董事會及清

算人皆不能行使職權，無法依法為公司商標權侵害之訴訟主張，故聲請法

                                                 
199

 參閱臺灣高等法院 98 年度抗字第 126 號裁定。 
200

 經濟部則同此見解，其認清算公司無選任臨時管理人之情事，參閱經濟部 93年 11月 19日經
商字第 0930240310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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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為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最高法院認為，前揭股東會決議在撤銷前既非

無效，即應由清算人取代再抗告人之董事長及董事會之職權進行清算程

序，且清算人因受假處分而不得為「了結現務、收取債權、清償債務、分

派盈餘或虧損、分派賸餘財產」等原屬董事長及董事會之職務，或代表再

抗告人為訴訟上或訴訟外一切行為，若法院再依聲請為公司選任臨時管理

人，該臨時管理人是否可不受假處分強制執行效力之拘束而仍得代行清算

人之職務？有待澄清。201本文認為，上開股東會決議既然尚未撤銷前，公

司仍應屬於經解散應進行清算之狀態，因此公司之業務執行權限當由清算

人為之，而前述最高法院所持理由中不妥之處在於，其謂清算事務原屬董

事長及董事會之職權，顯有誤會，蓋清算事務之進行原即非董事長及董事

會之職務範圍，而係當公司進入清算程序後，業務執行機關從董事會變成

清算人而已，因此縱使法院准予選任臨時管理人用以「代行董事會及董事

長之職權」亦無用武之地，就案例事實來看，若該公司因商標問題涉訟苦

無公司代表人時，依本文前述見解，此時係選任訴訟上之特別代理人問

題，而非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問題。 

（二）破產及重整程序 

甲、破產或重整之聲請 

關於破產或重整程序之開啟，依公司法第 211 條第 2 項、破產法第 58

條規定，破產得由董事會或因債權人或債務人之聲請宣告之；另依公司法

第 282 條規定，重整則以公司、債權人或股東為聲請人。因此當公司董事

會無法行使職權時，尚有其他適格之聲請人可發動而使公司進入破產或重

整程序。實務上有認為，當公司資產顯有不足抵償其所負債務時，公司法

第 211 條第 1 項規定202之立法目的係為保護公司股東權益，並非得作為聲

請選任臨時管理人之依據，若公司有同法第 2 項之情形，即公司資產不能

抵償債務時，但董事會未依法向專屬管轄法院為破產宣告之聲請，則利害

關係人之債權人自可依破產法第 58 條規定向法院為破產宣告之聲請，尚

難以公司之董事會未向法院為破產宣告之聲請，即據以為聲請選任管理人

之理由203。本文認為，上開看法應屬可採，若選任臨時管理人僅為代行董

                                                 
201

 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抗字第 1018 號裁定。 
202

 公司法第211條第1項規定：「公司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時，董事會應召集股東會報告。」 
203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2 年度司字第 458 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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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聲請破產或重整之權，程序上無異過於迂迴，此時應由其他聲請權人

為之即可，毋庸再經由法院任命臨時管理人之程序，再由被選任人提出破

產或重整程序之聲請，如此實與臨時管理人之制度目的不符。 

乙、破產或重整聲請後至法院裁定准許前 

公司聲請破產或重整，乃係因不能清償債務204，或因財務困難，暫停

營業或有停業之虞205等情況，而在聲請人提出聲請後，法院是否為破產宣

告或重整之裁定，尚須經由一定之審理期間，是以，在法院作出裁定前，

公司之業務機關仍為董事會，其面臨公司經營狀況不佳之局面，若怠於作

為或有其他不利公司之行為，是否有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要？在法院為重

整裁定前，現行法既無定有董事停權之相關處分措施，則董事在未遭停止

行使職權之前提下，仍有經營公司業務之權限，此外，依公司法第 287 條

所定之保全措施，亦可防免公司資產價值減損，故並無選任臨時管理人之

必要。同理，破產法第 72 條亦有法院得為保全處分之規定，故應與前述

作法相同，由法院為保全措施應可避免公司之資產因董事會之行為或不行

為而有所減損。 

思考前揭力霸公司一案，法院在受理檢察官聲請選任力霸公司之臨時

管理人前，已有利害關係人聲請法院為重整裁定，而法院亦依公司法第 287

條裁定緊急處分，其處分內容包括：於裁定起 90 日內，除維持營運必

要費用及勞工退休金、資遣費外，力霸公司不得處分其公司之不動

產，亦不得償還其債務，且力霸公司之債權人不得對之行使債權，

以及力霸公司之記名股票不得轉讓等。本文以為，該緊急處分之內

容在可維持公司日常營運以及員工權益之前提下，得以暫時性的防

止力霸公司資產或權利繼續遭受損害。 

第二目 董事會之嚴重瀆職行為 

觀察上開美國案例，若以放棄經營為由，聲請選任監管人，似難證明

此事由之成立。就此要素之斟酌，因係屬董事會「不為」行使職權之主觀

事由，若董事會認為其消極作為係在基於經營策略之思維並以此作為抗

                                                 
204

 參閱破產法第 1 條規定。 
205

 參閱公司法第 282 條第 1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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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由於法院對於本身事後評斷之角色與專業能力之認知，事實上即難評

估董事會究竟有無怠惰而不為行使職權。206尤其是在公司有眾多股東之場

合，各股東有其偏好之投資風險組合，若各該投資股東對於經營者或控制

股東之政策不認同，而尋求法院以選任臨時管理人之方式介入公司經營，

將使公司之營運決策權從董事會移到法院手中。因此，未免過度干預導致

公司經營而導致經濟行為之扭曲，學者認為，法院介入點宜設在經營者涉

及嚴重怠惰之時，當其違法瀆職之情事明顯，才有法院以外部控制手段拯

救公司危機之必要207。 

從董事會「不為」行使職權之字面意義來看，選任事由似僅指主觀消

極不行使職權之情況。然而參酌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 7.48（a）（2）將「董

事或控制股東有詐欺行為且已經或將造成公司不可回復之損害」列為選任

監管人之事由，且假設董事會消極不為行使職權之事由得構成選任臨時管

理人之原因，基於舉輕以明重之法理，董事會積極之違法瀆職行為，更無

被排除之理，是本文認為，討論「董事會不為行使職權」之要件，應包括

董事會之積極與消極違法瀆職之行為，惟此時臨時管理人制度應如何適

用？ 

先回到問題形成之本質，觀諸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 7.48（a）（2）事

由，係董事或控制股東所造成之公司受損結果，而本文前所舉之力霸公司

一案，亦係公司董事因涉嫌違法掏空所造成公司財務陷入危機之後果，在

欲使公司繼續經營而不考慮逕尋求公司法第 11 條解散公司或其他破產、

重整之途徑下，解任現任董事以防止公司繼續因其違法亂紀而遭受損害，

為首要考量，而非選任臨時管理人。因為此時公司董事會在未受禁止行使

職權處分之狀態下，若同時存在臨時管理人，則公司將存在兩組得行使董

事會職權之經營者，而造成權限重疊之情形。 

依現行公司法第 200 條，股東就董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

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訴請裁判解任。惟此規定有其立法設

計上之問題。由該條文可見，裁判解任制度本身即有「股東會未為決議將

                                                 
206

 參閱方嘉麟，同前註 172，頁 146-147。 
207

 See Frank H. Easterbrook & Daniel R. Fischel, The Fiduciary Principles,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and the Derivative Suit,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ORPORATE LAW, at 

94-106(1998). 



92 
 

其解任時」之要件，此係基於尊重公司自治，未免浪費司法資源之設計理

念，然而，此程序要件反而在公司遭大股東控制時，大股東以逕予杯葛之

方式阻撓股東會召開，或使其控制之董事會拒絕召開股東會，此結果，造

成本為防範大股東操縱而設，卻反成大股東得操縱之工具。208上開看法，

實有見地，本文以為，在公司法第 200 條之法律要件上，應適度放寬如此

嚴格之程序要求，法院在公司顯不能召開解任董事之股東會時，不必然要

求此一程序，否則將導致裁判解任制度永無法為真正之小股東所利用。 

再者，公司法第 200 條裁判解任在股權高度集中之公司，並無法徹底

阻止控制股東利用其影響力造成公司受損之情形再度發生。蓋即便法院最

終裁判解任原本違法亂紀之董事，但公司之股權結構並未變動，仍由同一

批之大股東所控制時，尤其我國並未若美國法禁止被解任之董事復行出任

之規定209，則不難排除由控制股東所支持之人選再度當選為董事之結果發

生，如此一來，裁判解任淪為小股東短暫喘息之工具，未能終局解決問題。

故本文主張，在裁判解任之訴訟程序中，法院依聲請為禁止全體董事行使

職權之處分並選任管理人作為處分之附隨方法時，我國法應賦予管理人更

大權限，譬如強制收購股權以改變公司之股權結構，始有可能為公司謀求

繼續經營之路。 

檢討力霸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一案，該公司原任董事之行為顯涉及嚴

重違背公司利益之瀆職行為，而五名董事分別因案通緝不在國內或遭羈押

於看守所內，僅餘一名董事兼總經理，然而原任董事皆未遭到解任，縱使

其實際上有行使職權之困難，但因仍有董事在任之法律關係存在，選任臨

時管理人則必有權限重疊之疑慮。依理論來看，試擬一較極端之假設，例

如通緝在外之董事依公司法第 205 條第 2 項以視訊會議之方式與國內該名

董事兼總經理召開董事會議，且另一在押董事依公司法第 205 條第 3 項委

任其他董事出席會議，此時力霸公司之董事會並無不能行使職權之情事，

故不符合選任臨時管理人之事由。 

  第二項 臨時管理人與其他制度之適用關係 

                                                 
208

 參閱方嘉麟，同前註 172，頁 154。 
209

 參閱方嘉麟，同前註，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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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與少數股東、監察人之股東會召集權之適用關係 

原則上，依公司法第 171 條規定，股東會係由董事會召集之，但董事

會若面臨不能或不為行使其權限時，致股東會無從依正常管道召集、開

會，公司法設有由少數股東或監察人召開股東會之例外規定，分別於公司

法第 173 條第 4 項、第 220 條明文規範，觀察其要件可知，少數股東自行

召集股東會在「董事因股份轉讓210或其他理由，致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

召集股東會時」、監察人於「董事會不為或不能召集股東會」211皆屬董事

會不為或不能召集股東會之情形，且召集股東會係屬董事會職權之一，則

選任臨時管理人制度與少數股東、監察人股東會召集權之適用關係為何？

殊值討論。 

    第一目 少數股東之股東會召集權 

由股東發動召集股東會之情形有二，皆規定於公司法第 173 條，一為

第 1 項、第 2 項之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臨時會；另一則係第 5 項之自行召

集股東會，公司法就此設有持股期間與比例之限制。當股東請求董事會召

集股東臨時會時，應由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

股份之股東為之，一般雖稱股東會召集權之性質為少數股東權，但事實上

並不限於一人持股，如數個股東持有股份總數之和達百分之三以上，亦包

括在內。212請求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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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請求提出後 15 日內，董事會不為召集通知，報經主管機關許可。
213而自行召集股東會部分，則不以股東臨時會為限，且股東亦無持股期間

之限制，以下表比較之： 

 公司法§173I、II 公司法§173IV 

召集之股東會

種類 

股東臨時會 股東常會、股東臨時會 

                                                 
210

 參閱公司法第 197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 
211

 公司法第 220 條之條文用語為「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外」，文意有其不妥之
處，參閱林國全，監察人自行召集股東會，月旦法學教室第 32 期，頁 36-37，2005 年 6 月。 
212

 參閱經濟部 80 年 4 月 19 日經商字第 207772 號函。 
213

 經濟部認為，股東對於董事會不為召集之通知，負舉證責任。參閱經濟部 91年 12月 31日經
商字第 0910228078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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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股東之限

制 

持股期間：一年以

上持股總數：3%以

上。 

持股總數：3%以上。 

報請召開事由 經股東書面請求，

而董事會不於 15 日

內召集。 

董事因股份轉讓或其他

理由，致不為召集或不能

召集。 

 少數股東自行召集股東會中，關於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之原

因，依文意來看並無「董事因股份轉讓致董事會不為召集股東會」之事

由，學者認為，既稱董事會不為召集股東會，性質上係主觀事由，若再

以股份轉讓或其他理由等客觀事由為先決原因，顯有矛盾。214而董事因

其他理由不為或不能召集股東會之情形，前者為主觀事由，即董事會只

要未依法召集股東會，則該可能解為構成「其他理由不為召集股東會」之

結論；後者則係指董事有股份轉讓以外之事由，致事實上不能依法召集

股東會。215此外，少數股東自行召集權尚須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若經許

可後遲至年餘仍未召開股東會，解釋上似應認定已逾合理之期限，該少

數股東不再享有股東召集權。216法務部認為，當召集程序不合法而少數

股東擬重新召集股東會時，應另由主管機關審酌是否有重新召集股東會

事由217；判決實務上則有謂218，若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規定

報請許可並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然僅依同法第 175 條作成假決議後，於

一個月內擬再召集股東臨時會時，由於第二次股東臨時會應係第一次股

東臨時會之延續，乃依法再行召集者，固無報請地方主管機關許可之必

要，惟僅得就主管機關前此曾許可召集之提議事項為決議，用以貫徹事

先需報請主管機關許可的立法意旨219。 

    第二目 監察人之股東會召集權 

                                                 
214

 參閱王志誠，股東之股東會自行召集權，月旦法學教室第 72 期，頁 24，2008 年 10 月。 
215

 例如全體董事皆已辭職、裁判解任、決議解任、死亡、通緝或經法院裁定全部收押，參閱王
志誠，同前註，頁 25。 
216

 參閱劉連煜，少數股東股東會召集權與臨時管理人，臺灣法學雜誌第 57 期，頁 132，2004

年 4 月。 
217

 參閱法務部 77 年 4 月 19 日法律字第 655 號函。 
218

 參閱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1174 號判決。 
219

 參閱王志誠，同註 214，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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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法第 220 條規定，監察人除董事會不為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外，

得為公司利益，於必要時，召集股東會。而監察人召集股東會為其獨立權

限，若濫權召集時，即非為公司利益或無必要者，公司得依公司法第 23

條規定向監察人請求損害賠償。220
 

 而本條以「原則例外」之規範方式應如何理解？學者批評，現行條

文文字之不當在於，可能遭解讀為只要有「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

東會」之情形，即可排除「為公司利益，於必要時」之原則，實非妥適。
221有認為應解為：監察人得行使股東會召集權之情形有二：其一，董事會

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時；其二，監察人為公司利益認為必要時，寓

有二事由性質不同之意。222另有持例示概括之見解，所謂「董事會不為召

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之情形，係指董事會依法律223或章程規定應召開股

東會，卻不為或不能召開之情形。224在性質上，依法定或章程事由召開股

東會，實即「為公司之利益，有必要時」之情形，故應以「董事會不為召

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為「為公司之利益，有必要時」的例示規定為當。 

第三目 與臨時管理人制度之適用關係 

 當公司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且因此未能召開股東會時，除了

少數股東、監察人之股東會召集權外，似尚有臨時管理人制度可茲運用，

惟此三項股東會之召集方式，是併行不悖？或有其先後順序？ 

 就此，經濟部函釋謂，公司董事任期屆滿應進行改選，惟如有董事會

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之情形時，可依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或第 174 條第 4

項等規定辦理225，似認為可任擇其一。學者有主張，就法理上而言，少數

股東、監察人及臨時管理人關於股東會之召集權均係單獨之行使，三者併

行不悖。226另有學者為文探討少數股東及監察人之召集權時，認為在上述

                                                 
220

 參閱王文宇，同註 1，頁 280。 
221

 參閱林國全，同註 211，頁 36-37。 
222

 參閱王文宇，同註 1，頁 279-280；經濟部 93 年 4 月 13 日商字第 09302055200 號函。 
223

 依現行公司法規定，董事會應召開股東會之情形，包括依公司法第 170 條每年會計年度終了
後六個月召開股東常會、第 195 條董事任期屆滿召開股東會改選董事等。亦可能於章程將特別
事項（如公司虧損達到實收資本額三分之一即應召開股東會報告）納入董事會應召開股東會之事
由。參閱林國全，同註 211，頁 37。 
224

 參閱林國全，同註 211，頁 36-37。 
225

 參閱經濟部 93 年 11 月 9 日經商字第 09302185680 號函。 
226

 參閱劉連煜，同註 216，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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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下，若監察人怠於行使職權，或有心之股東無法有效集結，不能滿足

法律規定之持股比例要求而無法召開股東臨時會，在這些情形下，即有選

任臨時管理人之必要。227實務上有法院於駁回選任臨時管理人之理由中謂

「衡諸抗告人持有相對人公司之股份既已超過 1 年，持有之股份數為 1,107

股，持股比例達 8%，依前開規定說明，其亦非不得報請主管機關許可召

集股東臨時會以解決董事職權行使，此方式亦可循成立常態性之董事會方

式繼續相對人公司之營運，對全體股東權益之維護當較為有利。」228，而

主張聲請人應先循少數股東召集權之模式選任董事，以組成常態董事會之

方式解決問題。 

 本文以為，公司董事會不為或不能召開股東會時，即應以少數股東或

監察人之股東會召集權優先行使，理由在於，既然可尋求公司民主或其他

監督機制，以達到召開股東會之目的，則動用司法控制機制來設置臨時管

理人，將不合理的增加公司治理成本，亦使法院過度涉入公司自治。尚且，

本文認為臨時管理人係用以解決僵局，若僅係因程序上無法召集股東會，

而股東會並無因意見對立或股權因素陷入僵局時，自應以其他制度作為促

使股東會召開之方法即可，否則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功能將僅限於召開股東

會，而與臨時管理人之制度立意不符。況在法律要件上，選任臨時管理人

尚要求須致公司受有損害之虞，而少數股東雖需報經主管機關許可，然而

並無受損之虞之要件，主管機關可給予較大彈性許可召集，若不予許可，

受處分人應循行政訴訟程序救濟為之。再就監察人之股東會召集權之行使

方式而言，監察人之職權本質為單獨行使，頗具靈活性，其在具備法定要

件下，即可召集股東會，比起聲請法院選任臨時管理人，再由臨時管理人

召開股東會之方式，程序便利性顯而易見矣。 

第二款 與特別代理人之關係 

   第一目 公司有無選任特別代理人規定之適用 

 實務上曾就公司於訴訟上有無民事訴訟法第 51 條特別代理人之適

用，有不同見解。肯定看法認為，民事訴訟法第 51 條第 1 項係對於無訴

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

                                                 
227

 參閱邵慶平，董事請辭的因應，月旦法學教室第 54 期，頁 29，2007 年 4 月。 
228

 參閱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抗字第 117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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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而允其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

人。特別代理人就特定訴訟經法院選任，代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或受

訴訟行為之臨時法定代理人。特別代理人受選任後，即應代無訴訟能力人

為訴訟行為或受訴訟行為，直至本人有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出面續行訴

訟行為時為止。229此外，最高法院有判決認為，法人無訴訟能力230，在此

見解下，法人仍有依上開規定選任特別代理人之可能，故公司如有應訴或

起訴之必要，對公司起訴之原告或公司之利害關係人，得依民事訴訟法第

51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231否定看

法認為，基於法人實在說，法人與自然人同為權利義務主體，而有行為能

力，只不過法人之行為須由自然人為之，該自然人即為法人之機關。是以

法人既有行為能力，在訴訟法上自有訴訟能力，且參考民事訴訟法 52 條

修正理由232可知顯然已採取法人實在說之見解，故當公司有訴訟能力者，

即無由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51 條第 1 項規定據以選任特別代理人，惟似可

參照公司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08 條第 4 項、第 208 條之 1 第 1 項及非訟

事件法第 64 條第 1 項規定選任臨時董事代行董事之職權，而列該臨時董

事為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對之進行訴訟行為。233
 

 學者指出，雖然現今通說均以我國採取「法人實在說」為理由，認為

有行為能力之法人亦應有訴訟能力，只不過現實上需由法人之代表人出面

從事實際訴訟行為，並將法人代表人所為之訴訟行為，視為法人之本身之

行為。實務現象雖把法人代表人列為當事人欄中的法定代理人，惟其本質

上實屬「代表」關係。而自民事訴訟法第 52 條規定「本法關於法定代理

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之」以觀，於實際效果上，究將有權代表法

人者列為法定代理人或代表人，並無明顯之區別234。 

本文以為，公司應有選任特別代理人規定之適用，理由在於，雖然民

                                                 
229

 參閱法務部 72 年律字第 0712 號函。 
230

 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948 號判決、91 年台抗字第 323 號判決。 
231

 參閱法務部 78 年律字第 1714 號函。 
232

 民事訴訟法第 52 條修正理由：「在實體法上，法人由其代表人代為法律行為，依照同一法
理，有權代表法人者，在訴訟法上亦應以代表人之身分代表法人為訴訟行為。雖司法院院解字
第 2936  號解釋認為法人之代表人，在訴訟法上視為法定代理人，惟本法對此尚無明文規定，
爰於本條增列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之，以利適用。」 
233

 參閱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7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26 號，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
院 97 年法律座談會彙編，頁 139-146，2008 年 12 月。 
234

 參閱黃國昌，訴訟能力與法定代理，月旦法學教室第 72 期，頁 65，200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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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訴訟法第 52 條之修法理由已明示採取法人實在說，惟本規定同時亦為

解決法人代表人於實務上普遍以法定代理姿態行事之現象。因此在本條準

用法定代理之規定後，公司法人似不必再拘泥於法人實在說之包袱下，而

謂公司並非無訴訟能力之人，因實質上公司根本無法自為訴訟行為或受訴

訟行為，在公司代表人有不能代表公司涉訟時，審判長自得依聲請為公司

選任特別代理人，例如在選任臨時管理人之非訟程序上，若相對人公司並

無代表人時，利害關係人自得為相對人公司依非訟事件法第 11 條準用民

事訴訟法第 51 條第 2 項規定，向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

俾利相對人公司依非訟事件法第 183 條第 3 項陳述其意見。 

第二目 臨時管理人與特別代理人之功能區別 

本文前於第二章業已提及，實務上不乏以選任臨時管理人以作為遂行

訴訟之方式，曾有法院允許選任臨時管理人以代表公司合法收受欠稅通知

及後續行政爭訟事務進行之例235，但亦有反對為維持稅收稽徵而聲請選任

臨時管理人者，蓋此事由並非為該公司之股東利益或為維護經濟秩序。236

另外，臺灣高等法院之裁定則明確指出「有限公司因董事死亡，全體股東

又消極不選任繼任董事，致該公司因無人行使董事職權，業務有停頓之虞

者，利害關係人即可本於規定，聲請法院選任該公司之臨時管理人，代行

董事之職權，尚不得以利害關係人在個案之司法程序中，可依民事訴訟法

第 51 條規定聲請法院選任該公司之特別代理人，而否定利害關係人依公

司法第 108 條第 4 項準用同法第 208 條之 1 聲請選任臨時管理人之權

利。」。237
 

本文認為，若僅為解決公司無代表人，或其代表人不能行使代表權，

在無代表人之公司有為訴訟、非訟程序之必要，或需對於無代表人之公司

為訴訟、非訟行為時，應優先適用特別代理人制度。238然而誠如上開臺灣

                                                 
235

 參閱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95 年度抗字第 17 號裁定。 
236

 參閱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非抗字第 110 號裁定。 
237

 參閱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非抗字第 68 號裁定。 
238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8 年度審抗字第 324 號裁定：「卜樂公司既仍在停業期間，顯暫無繼
續維持公司正常營運之需，而有選任臨時管理人必要。況相對人聲請本院選任臨時管理人，係
基於有無法定代理人為卜樂視公司進行答辯等訴訟便利之考量，惟依其所指事由，得循民事訴
訟法第 51 條第 1 項規定，聲請法院選任特別代理人以資解決，相對人逕行聲請選任臨時管理
人，與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所定有關選任臨時管理人以維持公司正常營運、避免公司受損之目
的，並不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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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 100 年度非抗字第 68 號裁定所言，當公司不僅因參與訴訟程序

而無得代表公司涉訟之代表人，且亦有董事無法行使職權，致有害於公司

利益之虞時，此時在該公司尚未經法院選任臨時管理人以作為該公司之代

表人前，本文以為，當利害關係人為公司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審判長考

量該公司因無代表人涉訟，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自有為該公司選任特別

代理人之必要，待該公司臨時管理人就任後，再依民事訴訟法第 51 條第 4

項，由臨時管理人聲明承當訴訟。 

第三款 董事長代理制度與董事長缺位之補選 

 董事長為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權人，當董事長不能或不為召開董事會，

則公司可能陷於董事會無法運作之狀態，此時得利用公司法第 208 條第 3

項董事長代理人制度以確保有得為行使董事長召開董事會職權之人，但在

該項所明定之事由外，尚有其他董事長不能或不為行使職權情形，是否構

成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之事由？以下將介紹董事長及其代理人制度，再進

一步探討董事長不能或不能行使職權，是否為選任臨時管理人之事由之

一。 

第一目 董事長之選任、解任及職權範圍 

董事長為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必備、常設之執行業務及代表機關。

蓋由於股份有限公司以董事會為執行業務之必要集體機關，採會議體制，

因此需有董事具體之執行業務與代表公司之職務。239
 

一、董事長之選任 

董事長係由董事推選產生，因此董事長必定具備董事之身分。而董事

長之選任程序，依該公司是否設有常務董事有所不同。當公司未設有常務

董事，依公司法第 208 條第 1 項規定，應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互選一人為董事長。同時亦得依公司章程規定，以

同一方法選任副董事長一名。當公司設有常務董事時，則按同條第 2 項規

定，先依前項之選舉方式選出常務董事後，再由常務董事依前項選舉辦

法，即特別決議方式互選一名董事長。 

                                                 
239

 參閱柯芳枝，公司法論（下），三民書局，頁 75，2013 年 3 月修訂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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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董事長之解任 

董事長之解任程序及方式，公司法並無特別明文規定，原則上應可解釋

為原選任機關有權予以解任之，因此，董事長若係由董事會選出者，則由

董事會解任；如係由常務董事會選出者，則由常務董事會解任。其解任之

程序則應準用公司法第 208 條關於選任之程序規定。240除了比照選任程序

進行解任外，股東會亦有可能對於董事長之解任有置喙餘地，因股東會得

依公司法第 199 條規定，決議解任董事長之董事職務，致產生迂迴解任董

事長之結果。241
 

至於法人之代表人當選為公司董事，並經董事選任為董事長後，當其所

代表之法人股東依照公司法第 27 條第 3 項改派代表人時，經濟部函釋認

為，此時該改派之代表尚非當然繼任董事長職務，仍應由副董事長或常務

董事互推一人代行董事職權召集董事會，並依公司法第 208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選舉董事長。242從上開見解可知，法人股東改派代表人亦為董事

長解任原因之一。 

三、董事長之職權 

董事長對內之業務執行權部分，依公司法第 208 條第 3 項規定，董事

長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以及常務董事會主席，同時亦有召集董事會及常

務董事會之召集權，而董事長召集並擔任會議主席時，自亦參與公司之執

行業務。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之權限，原則上以單獨代表制為董事長代表

公司行使職權之方式，惟例外依公司法第 162 條第 1 項於股票之簽章，或

公司法第 257 條第 1 項公司債之簽章時，以董事三人以上為代表。 

第二目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適用董事長代

理制度 

一、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之具體情形 

當公司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公司法第 208 條第 3 條定

                                                 
240

 參閱經濟部 74 年 4 月 21 日商字第 51787 號函；柯芳枝，同前註，頁 76。 
241

 參閱邵慶平，董事長、常務董事與董事之選任與解任，月旦法學教室第 43 期，頁 29，2006

年 5 月。 
242

 參閱經濟部 94 年 5 月 20 日經商字第 0940206143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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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董事長代理人之產生方式，即由副董事長代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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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情形應係指董事長尚在位，僅一時因個

人因素或客觀事實因素無法行使職權，而非董事長缺位之情形。243其具體

情形可區別如下244： 

（一）董事長請假：董事長預知自己暫時無法執行職務，而告知公司其旨。 

（二）董事長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於事出突然，董事長未能即時請假，經

濟部解釋指出，因病無法主持會議、因案被押、因涉嫌經濟犯罪為

逃避而為實質主持業務、因私人債務關係去向不明而未到公司執行

職務等情形，皆屬之245。 

二、代理董事長之人選 

依公司法第 208 條第 3 項規定，代理人產生之順序，圖示如下： 

 

 

 

 

 

（一）副董事長 

從上開規定可知，當公司設置有副董事長之職務時，若董事長有請假

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副董事長乃董事長之當然職務代理人。依公司

法第 208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副董事長需以章程為設置依據，人數為一

人，其性質應屬章定、任意、常設機關，其選任與解任程序應與董事長

                                                 
243

 參閱洪秀芬，董事會會議之召集權人，月旦法學教室第 60 期，頁 26-27，2007 年 10 月。 
244

 參閱林國全，董事長代理人之產生，月旦法學教室第 27 期，頁 30，2005 年 1 月。 
245

 參閱經濟部 70 年 5 月 19 日商字第 19482 號函、64 年 3 月 26 日商字第 06566 號函、69 年 1

月 15 日商字第 01365 號函、60 年 2 月 4 日商字第 003746 號函。 

董事長請

假或因故

不能行使

職權 

有副董事長：為法定、當然代理人 

 

              有常務董事：指定之常務董事代理 

 

無副董事長 

              無常務董事：指定之董事代理 

 

               

未指定時， 

由常務董

事、董事 

互推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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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副董事長之職權對內為輔佐董事長執行公司業務246；對外除以董事

長職務代理人之身分代表公司外，其本身並無對外代表公司之權限。 

（二）常務董事 

常務董事亦可能成為董事長之職務代理人。惟常務董事之設置需在公

司董事人數超過八人始得為之，其旨在董事眾多，集會不易，故由其推行

股東會及董事會決議事項。又公司法第 208 第 2 項有常務董事人數最低限

與最高限額，常務董事與副董事長之性質相同，並非法定必備機關，故設

置與否，視章程有無訂定，屬章定任意機關。247常務董事之選任需以董事

會特別決議為之，解任由於公司法亦無明文，宜肯認董事會有解任常務董

事之權，如此方足以達到董事會內部監督之目的，其解任方式應與選任方

式同。248常務董事對內之權限為業務執行權，同時依公司法第 208 條第 4

項規定可知，常務董事無法單獨行使職權，必須召集常務董事會才能執行

公司業務；常務董事對外應無代表公司之權限，於此不贅。 

三、董事長指定代理權限之發生 

綜上所述，董事長指定代理之權限發生，應以下列情形為前提249： 

（一）公司未設置副董事長或雖設副董事長，但副董事長亦請假或不能行

使職權時； 

（二） 董事長未受法院禁止執行職務之假處分； 

董事長受停止執行職務之假處分後，於假處分撤銷前，自不得行使其

董事長職務，亦不得行使指定代理人之指定權，若該名董事長於假處分前

已指定職務代理人，則其指定代理人代行職務應僅於受假處分前有效，於

假處分後，該代理人應不得行使其代理董事長之權限250，如此才能遏止實

務上常見之董事長預見可能受法院假處分前，即先指定代理人以規避假處

分之現象。251
 

                                                 
246

 參閱柯芳枝，同註 239，頁 79。 
247

 參閱柯芳枝，同前註，頁 80。 
248

 參閱柯芳枝，同前註，頁 80。 
249

 參閱林國全，同註 244，頁 30。 
250

 參閱經濟部 93 年 11 月 19 日經商字第 09302403140 號函。 
251

 參閱林國全，同註 244，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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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文認為，當董事長之指定權限無由發生或怠於行使指定權限

時，此時公司雖無法依指定產生董事長之代理人，但既然董事長仍在位，

應當適用董事長之代理人制度，故董事長以外之常務董事或董事，可依公

司法第 208 條第 3 項後段，自行互推一人代理董事長行使職權。 

第三目 董事長缺位之補選 

依前揭說明，當董事長尚在位時，因個人或客觀因素致無法行使職權

時，應依公司法第 208 條第 3 項適用董事長職權代理之制度即可。惟董事

長如有死亡、辭職或解任等情形，因無「本人」之存在，自無從依代理制

度行之。學者認為，此時應依公司法第 208 條第 1、2 項，另行補選董事

長。252然而補選董事長之董事會仍須有召集權人召開，此種情況下應由何

人召開？有主張此為法律漏洞，得類推適用同條第 3 項後段規定253，由副

董事長，如無副董事長則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暫時執行董事長職

務，以召開董事會並改選董事長。254然而此等決議將面臨傳統實務及通說

之挑戰，即未在確有召集權之人召開董事會之情形下，所為之決議屬於無

效255。 

本文以為，公司法第 203 條第 1 項規定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或可

解釋為僅於公司有董事長，始受該規定之限制，同項針對無董事長且為每

屆第一次董事會之情形，設有以得票數最多之董事為召集權人的配套措

施，卻未就董事長缺位之情形有所因應，應屬立法缺漏，且若公司處於董

事長缺位狀態，自無可能期待董事長召集及出席董事會，此時予以類推適

用公司法第 208 條第 3 項以暫行此召集權，應屬合理。蓋我國並未有日本

模式設計之「臨時代表董事」制度，若因董事長缺位即准予選任臨時管理

人代行董事會及董事長職權，亦有手段過當之慮。但是未免類推適用公司

法第 208 條第 3 項之範圍擴及董事長缺位時之任一董事會會議之召開，導

致公司長期懸於董事長缺位之狀態，故類推適用公司法第 208 條第 3 項，

應限於公司董事之缺額尚未達到無法成會之程度，且召開以「選任董事長」

                                                 
252

 參閱洪秀芬，同註 243，頁 27 
253

 參閱王志誠，董事會之召集、出席及決議，臺灣法學雜誌第 204 期，頁 170，2012 年 7 月 15

日；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871 號判決。 
254

 參閱柯芳枝，同註 239，頁 79。 
255

 參閱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2371 號判決、97 年台上字第 925 號判決。另參閱柯芳枝，同

註 239；頁 74；劉連煜，同註 70，頁 484；王文宇，同註 1，頁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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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事由之董事會會議，再者，若董事已受通知出席董事會，並依法定門檻

選出董事長，亦可本於董事會瑕疵治癒之精神256，肯認該董事會選任董事

長之決議為有效。 

第二節 「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之要件 

第一項 實務運作現況 

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第 1 項「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時」為極抽象之要件，

本條之立法理由則謂「致公司業務停頓，影響股東權益及國內經濟秩序

者」。實務上在審酌有無具備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實體要件時，多著重在董

事會不能或不為行使職權之要件，就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部分，則不乏先

引用上述之立法理由，而於論述完董事會無法行使職務之事實後，未再具

體論述公司將受有何等損害之可能，而逕以「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作結。 

本文以為，實務將重點放在「董事會不能或不為行使職權」之現象尚可

理解，因通常審酌董事會是否有事實上或法律上之無法行使職務原因，實

則係將必要性、急切性及最後手段性等原則納入考量，一如實務上裁判明

示：「既定為臨時管理人，自係指該法人有急迫需董事親自處理之具體事

項，因董事全部不能行使職權，致法人有受損害之虞時，始有選任臨時管

理人代行董事職權之必要。」257，通常公司於具體事項有急迫需要有權執

行職務者處理時，便意謂著公司面臨著不得不為之緊急狀況，若不作出處

                                                 
256

 董事會決議瑕疵一概無效之見解，已受到挑戰，例如：董事會之召集通知違反公司法第 204

條第 1項規定，通知期間不足七日，實務認為，在公司法第 204條第 1項但書之緊急情事致未遵
守召集期間時，或全體董事皆已應召及出席董事會，並對召集期間不足無異議而參與決議時，
尚難解為召集違反法令。參閱最高法院 99年度台上字第 1401號判決；法務部 75年 5月 24日法
參字第 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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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10.壹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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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參閱曾宛如，董事會決議瑕疵之效
力及其與股東會決議效果之連動—兼評97台上字925號判決，臺灣法學雜誌第120期，頁191，
2009年 1月；劉連煜，公司董事會召集程序違反規定之決議效力/最高法院 97年台上 925，臺灣
法學雜誌第 152 期，頁 182，2010 年 5 月。 
257

 參閱臺灣高等法院 87 年度抗字第 943 號裁定、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抗字第 376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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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將為公司帶來不利之後果。而學者則主張，除了就判斷「董事會不為

或不能行使職權」要件可參考德國法之必要性、急切性之審查原則，且需

符合最後手段原則外，在檢驗「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要件時，則必須同

時檢驗企業福祉、公共福祉和急迫性要件。258顯見，於考量是否「致公司

有受損害之虞」時，許多因素已於判斷上一個要件時一併納入審酌了。  

而值得探究的是，是否應囿於立法理由，必同時兼及影響股東權益以及

國內經濟秩序，才該當本要件？例如，曾准予太流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之

裁定就此要件之論述為「顯將可能導致太流公司需面臨法律關係效力為定

所衍生難以回復之大規模法律責任，太流公司已明顯受有重大損害之虞。」
259；選任金鼎證券臨時管理人之裁定則以「顯將導致金鼎證券須面臨法律

關係效力未定所衍生難以回復之大規模法律責任，而資本市場交易安全等

公共利益，亦將因此遭受莫大影響。」260，此二例可謂係較為具體說明為

何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將導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且進一步交代影

響層面不僅有害於公司利益，且及於社會之經濟交易秩序。 

第二項 建立判斷標準 

以下嘗試建立「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之具體判斷標準，以期更精確

操作臨時管理人制度，尤其我國之「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要件，

在參考美國模式後，應配合「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要件加以限縮，始能

得出合理之適用結果。 

第一款 股東自治可能性 

講求股東之自治可能，係著眼於公司為全體股東所有，公司應由何人

經營、股東選擇將其投資託付何人，在經濟學之觀點下，應由股東自行決

定並自負盈虧。而法院不當介入私法自治領域之結果，資源未必能處於最

有效率之配置，是以，在採行私有財產制度之國家，基於對私人財產財產

                                                 
258

 參閱陳彥良，同註 7，頁 40-41。 
259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抗字第 92 號裁定。 
260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司字第 9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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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以及市場經濟之尊重，除非無可期待自治之常態機制發揮作用，法院再

行介入。261
 

臨時管理人之選任事由，不論是無法選出董事繼任者之股東僵局、股

東亦無法解決之董事僵局，皆說明了股東自治之優先性。當董事缺位時，

可依循公司法之少數股東或監察人之股東會召集權，達成召開股東會並選

任董事之目的。在董事會不為行使職權之場合，為避免法院誤判致干預公

司自主經營之機率，縱或股東主張經營者之怠惰不符合其投資期待，股東

可依公司法第 199 條決議解任或第 200 條裁判解任等方式，將不適任之經

營者汰換，不僅為根本解決之道，亦可依循股東民主機制選任具備民主正

當性之新任經營者。 

第二款 公司是否尚能運作或並未遭受攸關生存之損害 

藉由檢視美國法之案例，可知公司董事會無法行使職權之情況，並不

必然導致公司全然停擺而無法運作。例如前述之 Hoban v. Dardanella Elec. 

Corp.一案中所牽涉無法獲得董事會通過之議案，法院強調其必要性且係攸

關公司生存的262，若是在公司產品在市場上表現不佳致公司營收減少，則

不符合無可回復之損害要件263。同樣地，縱使公司董事會陷入僵局，公司

仍係有獲利的，其運作未遭受威脅，則原告主張之損害僅為單純之臆測而

已。264另在股東權益歸屬不明之經營權爭奪案件中，亦多因公司有經營之

事實，縱使實際經營之人，其經營權合法性有爭議，然並不代表公司此刻

之業務經營事項陷入不能運作之狀態。 

此外，應值思考的是，關於公司日常業務之執行，在無董事會之情形

下，公司事務之管理或簽名依公司法第 31 條第 2 項規定，經理人在公司

章程或契約授權範圍內即有權為之，除非係如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 項事

項，涉及公司資產之處分或營業之變動之事項，或如公司法第 266 條為發

行新股等攸關公司籌資等重大決策而需有董事會決議之情形外，在一般經

                                                 
261

 參閱方嘉麟，同註 172，頁 146。 
262

 See Hoban, C.A. No. 7615, LEXIS 599, at 1-2 (Del. Ch. June 12, 1984). 
263

 See Barry v. Full Mold Process, Inc., C.A. No. 4740 (Del. Ch. June 16, 1975). 
264

 See Miller v. Miller, C.A. No. 2140-VCN, LEXIS 27 at 4 (Del. Ch. Feb. 17,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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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事項上，若無董事會存在，似暫也無何公司不能運作或將遭受攸關生存

之重大損害發生。 

第三款 所欲防免之損害程度 

公開公司因規模較大、具備市場流通性，故要求於選任公開公司之臨

時管理人時需檢驗公司利益及公共福祉、經濟秩序之影響層面，有其合理

性。然而我國無論是具備閉鎖性質之股份有限公司，或本質上即為閉鎖性

資合公司265之有限公司，亦不在少數，因其規模較小，有限公司又有出資

轉讓限制，不得公開招募股東，此等閉鎖公司之特質係為便於相互間具有

一定信賴之少數人集資共同經營事業，而有維持內部和諧與團結之需求。

當僵局因公司閉鎖性質更難以化解時，且其公司規模又不足以撼動經濟秩

序之程度，此時應注重閉鎖公司股東、債權人之全體利益之維護，若仍要

求此等公司須危及國內經濟秩序，將致閉鎖公司無適用臨時管理人制度之

可能，實非立法原意，故就是否合於「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要件，本文

以為，應區別公開公司與閉鎖公司後再加以判斷，就閉鎖公司部分，應重

在審酌該公司是否有陷入業務停頓、損及全體股東、債權人利益之虞的情

況；對於公開公司部分，則除了就公司本身之利益考量外，尚須慮及社會

交易秩序穩定及安全性之維護。 

第三節 臨時管理人之權限與責任 

第一項 代行董事長與董事會職權 

第一款 是否代行全部職權 

第一目 我國學說 

一、肯定說 

學者認為，有權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之人為臨時管理人，因此，臨時

管理人必須有完全之董事會及董事長之權限。進一步比較臨時管理人與重

整人的權限不同之處，在於重整人行使權限時，尚需經重整監督人之許可

                                                 
265

 參閱林國全，有限公司法制應修正方向之檢討，月旦法學雜誌第 90 期，頁 198，200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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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或法院之認可267，相較之下，臨時管理人之權限則係未受法律限制者。

故若法院於裁定時即限制該臨時管理人之職權範圍，無異係法院以臨時管

理人為工具，而間接行使董事會職權，此舉嚴重破壞公司自治及司法不應

直接介入公司經營之基本原則，且對公司法所設計之控制程序造成之傷害

更為嚴重，需更仔細思量。268
 

二、否定說 

有主張臨時管理人應受其產生之原因限制，僅得為通常事務，重要事

務應經主管機關許可。269另有認為基於此制度為外部監督之司法控制，應

由法院全程監控始符合立法意旨，故參考日本商法第 271 條準用非訟事件

法第 72 條之 2 規定270，臨時管理人之職權宜目的性限縮，首要完成者即

為召開股東會以選任新任之董事，若股東會一時無法召開或有各自召開之

分歧，則臨時管理人在急迫且為公司存續之必要下，得自行決定公司法第

290 條第 6 項以外之事務，至於上開條文項下之事務271，必須經過法院許

可始得為之。272同此限縮解釋之看法則以，臨時管理人畢竟非股東，因此

在代行董事會職權時，就公司之組織重大改變或消滅之企業併購事項，不

應自詡為股東權利之保護者而予以任意執行，臨時管理人並非常態，只是

                                                 
266

 參閱公司法第 290 條第 5 項、第 6 項：「重整人執行職務應受重整監督人之監督，其有違法
或不當情事者，重整監督人得聲請法院解除其職務，另行選派之。 

重整人為下列行為時，應於事前徵得重整監督人之許可： 

一、營業行為以外之公司財產之處分。 

二、公司業務或經營方法之變更。 

三、借款。 

四、重要或長期性契約之訂立或解除，其範圍由重整監督人定之。 

五、訴訟或仲裁之進行。 

六、公司權利之拋棄或讓與。 

七、他人行使取回權、解除權或抵銷權事件之處理。 

八、公司重要人事之任免。 

九、其他經法院限制之行為。」 
267

 參閱公司法第 305 條第 1 項：「重整計畫經關係人會議可決者，重整人應聲請法院裁定認可
後執行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268

 參閱林國彬，被假處分禁止行使股東權之股東得出席股東會對公司法造成之潛在威脅－評最
高法院九十五年台上字第九八四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186 期，頁 243-244，2010 年 11 月。 
269

 參閱賴源河等合著，同註 69，頁 281。 
270

 日本國會已於 2005 年 6 月 29 日修正通過日本公司法典，本規定已改列於現行日本公司法第
352 條，其規定：「依民事保全法（平成元年法律第 91 號）第 56 條規定假處分命令選任代行董
事或代表董事之職務者，除假處分命令另有規定外，從事非屬股份公司通常事務之行為，須取得
法院之許可。 

違反前項規定而代行董事或代表董事職務者，其行為無效。但股份公司不得以此對抗善意第三
人。」  
271

 參閱前揭註 266 之條文。 
272

 參閱陳介山，同註 39，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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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性之「攝政」，在此過度時期應盡量依照現狀，在不變動公司經營政

策與高階經理人安排之情形下，維持公司日常業務，否則將有違本制度之

立法目的。273
 

第二目 各國模式 

 從外國法之比較觀點出發，美國模式之監管人之選任係為協助公司在

陷入僵局或董事會有不當之行為時，取代整個董事會行使職權以穩定公司

經營，並採取必要手段使公司事務得以回復常軌，是原則上其職權行使係

以維持公司業務為基礎，法院在必要時始依聲請准許監管人為公司從事積

極之財產處分行為。在 Giuricich v. Emtrol Corp.一案中，德拉瓦州最高法

院亦說明了監管人的權限是維持公司業務，除非依法院命令，否則不得從

事清算事務或分派資產274；另外，在 Bentas v. Haseotes 一案裡，衡平法院

確認了法院若認為必要，得發命令准予資產分割，此作法並不生違反德拉

瓦州公司法§ 226(1)(b)之疑慮275。日本模式中，因原任業務執行機關者受

假處分而依法院選任之代行職務者，也明文規定原則上僅得代行公司通常

事務之項目。 

至於德國模式之臨時董事、臨時監事及日本模式之臨時公司負責人、

臨時代表董事，則強調其暫時代行職權之缺額補遺功能，因此縱未明文劃

定其權限範圍，該代行者亦應知悉所謂「臨時」之本質而節制其權限，而

以暫代、過渡之角色與在任者共事，一旦缺額補足，應即解任。 

第三目 本文看法 

由於我國臨時管理人選任目的包括為化解公司僵局、因應遭定暫時狀

態假處分之董事無法行使職權之問題，本文以為，應採美國模式來明文劃

定權限之方式，較能周全立法。然而現行法下，因僅規定「代行董事會及

董事長職權」，故有必要以目的性限縮解釋之方式，明確化臨時管理人代

行職權之範圍。 

                                                 
273

 參閱楊敏華，股份有限公司臨時管理人制度之研究，全國律師月刊 12 月號，頁 64，2012 年
12 月。 
274

 See Giuricich, 449 A.2d at 237. 
275

 See Bentas,769 A.2d at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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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臨時管理人作為暫時過渡之角色，用以防免公司因董事會無法行

使職權而遭受損害，並盡可能尋求公司脫離過渡時期之方法，使公司回復

常軌之治理機制。至於作成或從事公司營運發展之事務，以及逕行清算或

分派公司資產之功能，皆非臨時管理人制度目的。故解釋上，臨時管理人

代行之職權原則應限於維持公司營運之通常事務，此外，基於其代行職權

之「暫時性」，臨時管理人另一方面需找尋打破僵局之方式或防止公司繼

續受損害之結果發生，以股權結構所致之公司僵局為例，因攸關股東選擇

投資之意願，當各股東不願改變持股比例之現狀，阻礙公司營運，臨時管

理人除極力協調外，欲改變公司股權結構，可能採取之方案包括分割、強

制收購股東之股份（compulsory buyout）等，然而此類行為涉及股東會之

特別決議或我國本無此規範基礎，而我國又未如美國模式之監管人或管理

人有清算、分派資產之功能，在規範上，亦未賦予法院受理臨時管理人聲

請處分公司資產之法律基礎，實不宜逕比照美國法之方式，由法院准許臨

時管理人對公司資產進行分割或由一方強制收購以改變股權結構，如此將

產生過度侵害人民財產權之憲法爭議。 

因之，本文認為，在立法上若肯定仍有經營價值之公司應以臨時管理

人作為過度並回復公司經營常軌之手段，則應明文承認法院有根本上之權

力得透過裁量，許可臨時管理人採取打破僵局或防免公司遭受損害之必要

措施，例如先前探討之董事會嚴重瀆職之情形，若該公司之股權結構即為

單一大股東所控制，當董事會成員皆遭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而不能行使職權

時，此時所選任之管理人可能考慮按公平價格買回小股東之股份，以避免

小股東再度陷入公司大股東濫用其地位掏空公司之困境；或係在面對股權

分布各半之公司，提請法院准予分割，以打破無法解決事務之僵局。故在

立法建議上，首應明文代行職權之範圍係公司通常事務，至於其他必要行

為則應取得法院許可。 

第二項 臨時管理人之義務及責任 

第一款 是否為公司負責人 

 實務上否定臨時管理人為公司負責人之理由在於，公司法第 8條未規

定臨時管理人係負責人，且其經法院囑託登記者亦僅係臨時管理人之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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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非為負責人之變更登記，是臨時管理人僅係基於股東權益及國內經

濟秩序之公益而選任者，並非公司法所稱之負責人，亦非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3  項所稱之營利事業負責人。276而經濟部就臨時管理人之法律

地位有二函釋：其一表示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規定旨在因應公司董事會不

為或不能行使職權時，藉臨時管理人之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職務，以維

持公司運作，由於該臨時管理人係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職權，是以，在

執行職務範圍內，臨時管理人亦為公司負責人277；其二則謂公司法第 170

條第 3 項雖規定，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股東常會召開期限處罰鍰，然由法

院選任之臨時管理人，縱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職權，惟與法條所稱「代表

公司之董事」，尚屬有間。278上開經濟部見解看似有其矛盾之處，然最高

行政法院認為，兩函釋未有何牴觸，因就公司法第 170 條第 3 項之相關解

釋，係就違章受罰對象所為，並未觸及臨時管理人是否為公司負責人，

故尚難遽以上開函釋茲為認定臨時管理人非公司負責人之依據，且從公

司法第 8 條第 2 項之實質主義來看，該法對公司負責人並非僅限於第 8 條

所定之人，同法第 208 條之 1 第 1 項所定之臨時管理人，在代行董事長及

董事會時，自屬公司負責人，如其非公司負責人，如何能行使董事長及

董事會之職權，是已被選定之臨時管理人，依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第 1 項

規定，應足以認定其為公司負責人，不宜以臨時管理人未在同第 8 條第 2

項規定之列，而論斷其非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負責人。279
 

 我國學說普遍肯認臨時管理人為公司之負責人，有認為臨時管理人之

地位等同於董事280，亦有更清楚的將臨時管理人劃歸為職務上之負責人，

而非當然負責人，此時臨時管理人依公司法第23條應對公司負有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以及忠實義務，又慮及臨時管理人之權限本即受拘束，故在

訴訟上宜適用商業判斷法則（Business Judgement Rule,BJR）予以減輕其舉

證責任，在對第三人之責任部分，學者則主張應類推適用公司法第95條關

於清算人之規定，以臨時管理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致第三人受有損害

                                                 
276

 參閱 95 年度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提案四研討結果。 
277

 參閱經濟部 93 年 11 月 9 日經商字第 09300195140 號函。 
278

 參閱經濟部 95 年 1 月 19 日經商字第 09502005850 號函。 
279

 參閱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度判字第 350 號判決。 
280

 參閱劉連煜，同註 216，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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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始與公司負連帶責任。281
 

 本文認為，臨時管理人既係代行董事會及董事長之職權，在實質意

義上應等同於公司之負責人，公司法第 8 條雖未將臨時管理人作為列舉之

文字項目，然臨時管理人既須代行董事會及董事長之職權，則臨時管理

人在職務範圍內應視作公司董事，屬於公司之負責人，然而在責任及義

務之承擔上，應依臨時管理人之職務性質有所調整。 

   第二款 臨時管理人之義務及責任 

 在肯定臨時管理人於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之之前提下，本文以

為，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會與董事長職權時，仍應盡與一般公司負責人

相同之義務。即臨時管理人需負起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受任人義務

（fiduciary duty）：包括處理公司事務在利益衝突時，必須出自為公司之

最佳利益之目的而為，不得圖謀自己或第三人利益之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及依社會一般誠實、勤勉而有相當經驗之人，所應具備之注意

義務（duty of care）來處理公司事務。282此外，臨時管理人亦應有公司法

第 178 條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公司利益之虞的迴避規定，實務判決謂

「臨時管理人對於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之事項，類推

適用同法第 178 條規定，亦不得代理公司行使其職權。再抗告人於原法院

以其為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聲請撤回相對人公司不服選任其為臨

時管理人之裁定所提抗告，依上說明，應非法之所許，原法院認其不生

撤回之效力，並無不合。」283，學者持相同見解，因基於臨時管理人之法

律地位與董事之類似性，二者比附援引之結果，應認為臨時管理人類推

適用此一規定。284本文以為，未必需類推適用始能得出此一適用結論，

因公司法透過第 206 條準用第 178 條之方式，已將利益迴避之義務規範為

董事之義務內涵，故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會及董事長職權時，也應受此

拘束，即如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行使該職

權。 

                                                 
281

 參閱陳介山，同註 39，頁 117；楊敏華，同註 273，頁 64。 
282

 參閱柯芳枝，同註 239，頁 41-42；王文宇，同註 1，頁 120；劉連煜，同註 70，頁 106。 
283

 參閱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抗字第 538 號裁定；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非抗字第 86 號裁定。 
284

 參閱劉連煜，同註 216，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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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責任部分，在美國法之討論上，有認為監管人係受法院任命，

當監管人係遵循法院之命令行事，此時應受合理之免責保護。惟此免責

範圍過於不明確，更可能導致監管人就任何商業決定皆以為了打破公司

僵局為由，而得以免責。285本文以為，上開免責之說法，有值得我國臨

時管理人制度參考之處，而免責之前提，應建立被選任人係依照法定或

法院許可之職權範圍內行事，於此範圍內，推定其業已遵循法律要求之

義務程度，而不予究責。為了避免免責範圍不明確，若從法律規範或法

院命令予以具體限定或劃定其職權範圍，應可解決此疑慮。其實，前述

免責之說法，牽涉臨時管理人之責任審查，本文主張，我國法院宜引用

美國法院創設之經營判斷法則（BJR）。286根據該法則，管理者原則上被

推定其行為係基於善意，在考量公司利益後始審慎作出判斷。當臨時管

理人依其職權範圍行事時，若其本身並無存在利益衝突，且其為資訊之

判斷時係經法律授權或法院許可者，此時應認為臨時管理人係基於善

意，且其賴以決策之依據亦非不充分，故推定其已盡其應有之注意義

務。 

 我國公司法就公司負責人對於第三人之責任，規定於公司法第 23 條

第 2 項287，實務上多數依最高法院 73 年度台上字第 4345 號判決之見解認

為，本項規定係屬法定之特別責任，即公司負責人就其侵害第三人之權

利，不以有故意或過失為成立之條件。學者則多從特別侵權責任說，即

公司負責人於行為時仍須具有故意或過失之主觀要件。288本文則從學

說，蓋就法理而言，仍應以有故意過失始得成立侵權責任，否則侵權行

為責任法之社會規範功能將無法達成，亦不利於公司負責人因懼於過重

之無過失責任而不願擔任斯職，就經濟層面來看，並非正向發展。而臨

時管理人依制度本質及選任原因，所得掌控之事務或在任期間皆有別於

公司董事，若使其對第三人負有無過失責任，更有輕重失衡之虞，故在

審判實務上，法院對臨時管理人之第三人侵權責任認定，至少應以有故

意過失為前提，於立法上亦宜朝向減輕臨時管理人之責任至如同清算人

                                                 
285

 See EDWARD P. WELCH ET AL., FOLK ON THE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601(2011). 
286

 參閱劉連煜，同註 216，頁 105 以下；王文宇，同註 1，頁 119。 
287

 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
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 」 
288

 參閱劉連煜，同註 216，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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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僅就故意或重大過失負責，以權責相符，並可鼓勵臨時管理人任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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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臨時管理人之選任、解任程序 

第一節 選任臨時管理人之程序 

第一項 聲請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形式要件 

第一款 聲請權人 

依照非訟事件法第 183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所定選任

臨時管理人事件，由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向法院聲請。故有權聲請人為檢

察官及利害關係人，前者乃基於國家公益代表人之身分向法院聲請，例如

金鼎證券一案中，即由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選任臨時管理人。另所謂「利

害關係人」係何所指，實務上常見之類型有：公法上之債權人289、私法上

之債權人290、股東291等。本文認為，利害關係人應依具體個案視是否有利

害關係而定292，包括身分上或財產上之利害關係。且只要能釋明此身分，

法院無不准予受理之理，至於是否符合實質要件，則係另一關卡之審核了。 

第二款 聲請程式 

第一目 書面 

依照非訟事件法第 183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聲請，應以書面表明董

                                                 
289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抗字第 78 號裁定（節錄）：「經查，相對人所述之事實，業

據其提出○○公司變更登記事項表、○○○死亡登記申請書資料查詢清單為證，堪信為真實。又相

對人為○○公司之公法債權人，有相對人提出之欠稅總歸戶查詢表附卷足稽（見原審卷第 6 頁），

為首揭公司法規定所稱利害關係人堪可認定。」 
290

 實務上多以已取得強制執行名義或尚未取得強制執行名義之私法債權人為聲請人，前者例如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司字第 369 號裁定（節錄）：「觀諸聲請人提出之本院民事執行處通
知函，應可認相對人○○公司積欠聲請人債務已經聲請人取得確定執行名義，並經相對人向本院
民事執行處聲請對相對人○○公司之財產為強制執行，故若未能有得行使董事長職權之人及時為
相對人○○公司處理前開事務，將使相對人年豐公司有受損害之虞。揆諸首揭規定，聲請人本於
利害關係人之身分，聲請為相對人年豐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290；後者
例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抗字第 293 號裁定（節錄）：「相對人主張○○公司邀同林聰明、
紀順珍為連帶保證人向相對人借款未償，林聰明死亡後，已無人代表○○公司進行訴訟，為免丰
太公司因無董事行使職權致業務停頓而受有損害，並影響股東權益，自有選任臨時管理人代行
董事職權之必要，業據提出本票、連帶保證書、授信約定書為證，堪認屬實。足認相對人係丰
太公司之利害關係人，其聲請本院選任○○公司之臨時管理人，洵屬有據。」本文認為，實務上
以債權人為利害關係人所為之聲請，多係因訴訟、非訟或其衍生之強制執行程序所為之聲請，
倘尚未致公司受有損害之虞之程度，應無准予選任臨時管理人之餘地。 
291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2 年度司字第 74 號裁定「本件聲請人為○○公司前董事長，且為○○

公司股東，持有股數為 540,000 股，占已發行股份總數 1,200,000 股之 45％，此有股份有限公

司變更登記表影本在卷可參，足認聲請人為○○公司之利害關係人，其以利害關係人身分提出本

件聲請，核與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相符，合先陳明。」 
292

 參閱經濟部 92 年 4 月 4 日經商字第 0920207073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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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之事由，並釋明之。」是

關於聲請選任臨時管理人自須以書面向法院聲請，並釋明相關事項，包括

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第 1 項之要件以及該聲請人具備聲請人適格。 

第二目 相當之釋明 

一、釋明制度概論 

法律上特設釋明制度，其功能學者認為包括：其一，對於部分類型程

序要求迅速做成裁決，若利用一般證據調查程序，曠日費時。其二，對於

部分程序事項之決定，若懸久未決，易造成本案程序延滯。其三，可對於

應負舉證一造當事人之舉證責任減輕。其四，對於不涉及實體權利義務之

關係事項，因事後仍有得受本案攻防之機會，因而在前程序採取釋明制

度，符合訴訟經濟之要求。其五，對於非本案程序之當事人，關於程序事

項，為避免程序爭點擴大，造成程序浪費，因而利用釋明制度。293
 

關於釋明制度，就我國民事訴訟立法史觀之，民事訴訟律第 344 條立

法理由稱，「證明在使審判官確信事實上主張為真實，聲敘在使審判官信

事實上主張大概事實，故證明與聲敘，非性質上之區別，乃分量上之區別。

本案關於單純程序事件，須簡易而迅速者，則用聲敘，以節省費用、勞力

及時間。」；而在民事訴訟條例第 335 條立法理由則謂，「釋明原案，謂之

聲敘，此語係對證明而言。證明者，提出證據方法，使法院得生強固心證

之行為，即使信其卻係如此也。釋明者，提出證據方法，使法院得生薄弱

心證之行為，即使其可信為大概如此也。我國苦無相當文字足以表達此意

義，姑用釋明二字（日本謂之疏明），若聲敘則與原義相去太遠矣。」。 

目前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284 條明文規定，釋明事實上之主張者，得用

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但依證據之性質不能即時調查者，

不在此限。此乃對於釋明「證據方法」提出之明文，因此關於釋明可使用

的證據方法，實務上向來認為所謂釋明，「係指當事人提出即時可調查之

證據，俾法院信其為真實之謂。」294或「係指當事人提出法院得以即時調

查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295。至若何謂「可即時調查」？

                                                 
293 參閱姜世明，舉證責任與證明度，新學林出版，頁 240-243，2008 年一版。 

294
 參閱最高法院 72 年度台上字第 108 號判決。 

295
 參閱最高法院 72 年度台抗字第 556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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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以文書為釋明方法者，他造當事人之書狀或其他呈文若已經提出於

受訴法院，皆係滿足可即時調查之要件。296較為可慮者則是，最高法院 30

年抗字第 86 號判例、26 年渝抗字第 301 號判例曾認為「尚待調取之卷宗，

非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不得用為釋明方法」、「以人證為釋明方法，必偕同

到場而後可，若尚待傳喚之證人，既不能即時訊問，自不足供釋明之用」，

此見解皆經 93 年 3 月 20 日最高法院 90 年度第 3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宣告

不再援用，是否有將釋明可利用證據放寬之意？值得關注。 

在學說方面，學者向認為297當事人釋明之主張，必須提出能即時調查

之證據，以釋明之，例如以文書為釋明方法者，應提出文書於法院；以證

人為釋明方法者，須偕同證人到場而得即時訊問始可。但另有學者曾指

出，法院於認定證據調查的即時性時，應斟酌證據之性質，而為妥適判斷。

例如依事件之性質認為適當，且不致延滯訴訟時，法院得延展期日而為調

查，或先許證人或當事人提出書面陳述以代到庭作證，緩和釋明之即時

性。298亦有放寬證據調查即時性此一要件之趨勢。 

釋明者乃舉證形式之一，在釋明之證明度方面，釋明之事實應達到如

何蓋然性高度，始可令法院據以認定事實之存否？比較民事訴訟法第 284

條對於釋明事實上之主張，須使法院達到「信其主張為真實」，另外同法

第 222 條第 1 項判決須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比較二者用語雖

有相似之處，然實務上對於證明與釋明之區別大多認為，其二者在構成法

院之心證上程度未盡相同，所謂證明者，係指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方法，足

使法院產生堅強之心證，可以完全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而言，與釋明云者，

為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未能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僅在使法院得薄弱之心

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有間，二者非性質上之區別，乃分量

上之不同。299是依當事人之陳述及提出之相關證據，倘依一般社會通念，

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自不得謂為未

釋明。 

                                                 
296

 參閱最高法院 29 年抗字第 83 號判例、31 年抗字第 395 號判例 
297

 參閱陳榮宗、林慶苗，民事訴訟法（中），三民書局，頁 486，2005 年修訂四版。 
298

 參閱陳計男，民事訴訟法論（上），三民書局，頁 447，2004年 10月三版。 
299 相關見解參閱最高法院 98年度台抗字第 872號裁定、最高法院 98年度台抗字第 792號裁定、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抗字第 606 號裁定、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抗字第 750 號裁定、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抗字第 794號裁定、最高法院 97年度台抗字第 657號裁定、最高法院 96年度台抗字第

567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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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通說則認為，釋明制度與證明制度，尤指完全證明者，乃有所區

別，前者係當事人提出之證據，僅須使法院對待證事實形成相對薄弱之心

證，亦即信其大概如此者，即為已足；但後者則要求當事人所提證據，須

使法院對待證事實形成確信，亦即使其得生強固之心證，信其確實如此

者。300另有學者對於證明與釋明之證明度做出更為精緻化之論述，其認為

一般事實之證明程序，應達到非常高之蓋然性，亦即已臨界於真實之確信

始可，相當於百分之九十以上之蓋然性，但在釋明程序，則僅須達到百分

之五十一以上蓋然性即可使法院相信該事實之存否，此在德國法與我國法

理解下應有相似之處。301
 

非訟事件法第 31 條規定，民事訴訟法有關送達、期日、期間及證據之

規定，於非訟事件準用之。而民事訴訟法第 284 條關於事實釋明之證據方

法條文既置於證據章節，故於非訟事件中當在準用之列，至若關於證明度

之解釋方法，亦可參照上述實務及學者之見解，乃屬當然。 

二、聲請選定臨時管理人應釋明之事項 

（一）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之事由 

從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第 1 項前段規定及非訟事件法第 183 條第 1 項、

2 項之規定來看，聲請選定臨時管理人應釋明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

權，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之事由，否則法院將會以未釋明裁定駁回。

 實務上曾認為不該當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之

虞之之釋明事由，概有：公司積欠薪資302、公司遷址或轉讓出資額303、核

                                                 
300 參閱陳榮宗、林慶苗，同註 297，頁 474；陳計男，同註 298，頁 469；吳明軒，民事訴訟法

（中），三民書局，頁 829，2009 年八版；駱永家，民事訴訟法 I，頁 160，1999 年 3 月，修

訂九版。 
301

 參閱姜世明，非訟事件法新論，新學林出版，頁 123，2011 年 4 月一版。 
302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2 年度司字第 49 號裁定（節錄）：「聲請人主張相對人之董事長○○○

未出面解決積欠員工薪資...惟並未說明相對人有何董事不能執行職務之情事，且聲請人亦未提

出任何證據釋明相對人因董事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將受有如何損害之虞，況相對人積欠員工

薪津等情，亦與公司有急切需要董事親自處理之事項，因董事不能行使職權，致該公司有受損

害之虞情事有間，揆諸前述說明，聲請人之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303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司字第 331 號裁定（節錄）：「本件相對人並無董事不能執

行職務之情形，聲請人亦未提出任何證據釋明相對人因董事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將受有如何

損害之虞，且聲情人所○○○將相對人公司地址遷移，並將公司出資額轉讓予其子○○○及其妻○○○

等情，亦與公司有急切需要董事親自處理之事項，因董事不能行使職權，致該公司有受損害之

虞情事有間，揆諸前述說明，聲請人之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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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稅額繳款書之送達304、罰鍰之繼續執行305、繼續執行稅捐債務306等。 

 參諸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立法理由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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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董事全體或大部分均遭法院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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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本條，俾符實

際。」故實務上法院亦曾要求聲請人釋明何以有影響股東權益及國內經濟

秩序之事由。相關實務見解，例如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司字第 300 號裁

定認為：「聲請人僅陳稱若無臨時管理人，將致其核定稅額繳款書無法送

達，並未釋明ＯＯ公司有何急待董事出面處理之具體事項，及因董事不

能行使職權致該公司有何業務停頓、影響股東權益暨國內經濟秩序之情

事。從而，聲請人聲請本院選任相對人ＯＯ公司之臨時管理人，核與首

揭公司法規定不符，礙難准許」307。 

（二）被選定之臨時管理人具備經營公司之能力與經驗 

 此項要件雖非經法律或立法理由所得，惟臨時管理人係代行董事長

與董事會之職權，部份實務見解認為聲請人須釋明臨時管理人須具備公

司經營之能力與經驗，就此而言應無不當。例如有認為308，「又聲請人並

未釋明許ＯＯ有何經營ＯＯ公司營運相關事項之經驗與能力，縱經選任

為ＯＯ公司之臨時管理人，亦無法有效經營ＯＯ公司業務，而依其所學

之背景，雖能召集股東會選任董事使公司經營邁入正常，而此一功能憑

                                                 
304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司字第 299 號裁定（節錄）：「聲請人僅陳稱若無臨時管理

人，將致其核定稅額繳款書無法送達，並未釋明 OO 公司有何急待董事出面處理之具體事項，

及因董事不能行使職權致該公司有何業務停頓、影響股東權益暨國內經濟秩序之情事。從而，

聲請人聲請本院選任相對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核與首揭公司法規定不符，自難憑取，不應

准許」。 
305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司字第 200 號裁定（節錄）：「倘聲請人僅為求罰鍰之繼續

執行，而聲請選任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是否基於相對人公司、股東之利益或國內經濟秩序之

立法目的，亦非無疑，則揆諸前揭說明，聲請人之聲請，核與選任臨時管理人之法定要件尚有

不符，尚難照准，應予駁回」。 
306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司字第 71 號裁定（節錄）：「按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之立法

理由，係為股東權益及國內經濟秩序始為增訂，倘相對人僅為求維持稅收稽徵（相對人欠繳稅款

無法繼續執行），而聲請選任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是否基於相對人公司、股東之利益或國內經

濟秩序之立法目的，亦有可疑。揆諸前揭說明，聲請人之聲請，核與選任臨時管理人之法定要

件尚有不符，尚難照准，應予駁回」。 
307

 相同見解請參酌臺北地方法院 99年度抗字第 29號裁定、臺北地方法院 99年度司字第 3號裁

定 
308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2 年度司字第 74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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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人具有之少數股東權即可達成，已如上述，是聲請人聲請選任 許Ｏ

Ｏ擔任臨時管理人，非但難認妥適，且無必要。」，即要求就被選定之候

選人釋明具備管理公司之能力。 

（四）聲請人為公司之利害關係人 

觀諸非訟事件法第 183 條第 1 項，一般臨時管理人之聲請權人以「利

害關係人」為限，是關於此事實亦為釋明之標的，乃屬當然。若為公法上

債權人聲請，則釋明方法可提出相對人欠稅情形表、欠稅總歸戶查詢表；

若為私法債權人，可提出契約、票據、甚至執行名義以為釋明；若為股東，

則可提出公司股東名簿、公司變更登記表等，以供法院即時調查。 

第二項 徵詢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意見 

第一款 合法聽審權之內涵與在非訟程序之作用 

在我國，雖然憲法中未如德國基本法就合法聽審權之保障加以明文規

定，但大法官釋字第 482 號解釋理由書已明白將聽審請求權納入憲法第 16

條所保障之訴訟權內涵當中，使得合法聽審權成為我國憲法上之權利。於

審判實務上，最高法院 98 年台上字第 1831 號判決認為判決基礎之資料，

應提示兩造為適當辯論後，始得本於辯論之結果加以斟酌，以保障當事人

之辯論權、證明權（證據提出權）及聽審請求權。309而最高法院 97 年台

上字第 1993 號判決則以「未見原審有向兩造具體提示…上述證詞為適當

完全辯論之記載，不啻剝奪上訴人之辯論權、質問權及聽審請求權，造成

事實認定之突襲。」。另外，臺灣高等法院 94 年上易字第 125 號判決則指

出，失權制度之運用須立基於憲法基本價值發展，僅於已對當事人為充分

程序保障，法官善盡闡明權（義務），適度公開心證，及就失權要件該當

性予以當事人辯論機會時，始能剝奪其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權利，否則將

有違憲法保障當事人之合法聽審權。由此可知，合法聽審權此一憲法上所

保障之權利已經落實於我國之審判程序，應無疑義。 

至於合法聽審權之內涵，臺灣高等法院曾有裁判指出，人民有訴訟權，

為憲法第 16 條所明定，合法聽審權為訴訟權內含之一，包括受程序通知

                                                 
309

 另參閱最高法院 97 年台上字第 83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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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提出事實主張與證據之權、獲得對造事實陳述及證據方法之權，法院

並有聽取思考當事人所提出之主張、陳述，及於判決理由中予以審酌處理

之義務等。310此外，臺灣高等法院 92 年重上更(一)字第 63 號亦明示，正

當法律程序即為程序基本權，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程序原則，目的在保障

訴訟主體之表現，此為各國所保障之訴訟權內容。合法聽審權即為重要內

容，包括受程序通知權、提出事實主張與證據之權、獲得對造事實陳述及

證據方法之權、法院有聽取及考量當事人提出主張、陳述及於判決理由審

酌處理之義務等，我國憲法人民有訴訟權，亦包括合法聽審權之保護，並

應具體落實於程序法中。綜合上開實務以及學者311之見解，合法聽審權之

內容大體包含： 

一、知悉權 

所謂知悉權包含對於訴訟繫屬之合法通知、相對人陳述之知悉權以及

閱卷權。 

二、陳述權 

所謂陳述權係指當事人於法院前得以主張、聲請、說明、表示意見之

權利，就陳述權之行使而言，當事人不僅可主動依其理解提出陳述，亦可

被動就對造之陳述予以抗辯反擊。 

法院之審酌義務 

法院之審酌義務包含兩步驟：其一，對於當事人之陳述內容知悉，其

二，對於陳述內容加以評價衡量；惟需注意者係所謂對當事人陳述內容之

知悉，非指單純聽聞聲音足矣，而係應專心注意、心無旁騖之聆聽，且須

心領神會理解始可，否則法院即無法對於當事人陳述之內容為正確之評

價。此外，為了交代法院確實知悉與審酌評價當事人之陳述內容，學者認

為法官亦有「判決附具理由」之義務。312
 

   非訟事件法中不乏關於合法聽審權體現之條文。就知悉權而言，非訟

                                                 
310

 參閱臺灣高等法院 94 年上易字第 243 號判決。 
311

 參閱姜世明，民事程序法之發展與憲法原則，元照出版公司，頁 77 以下，2009 年 11 月二

版。 
312

 參閱陳榮宗、林慶苗，民事訴訟法（上），三民書局，頁 65，2009 年 11 月修訂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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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法第 31 條規定，民事訴訟法中有關送達之規定於非訟事件中準用之、

非訟事件法第 38 條第 1 項則係裁定送達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之規定，非

訟事件法第 48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242 條則保障程序中當事人之閱卷

權。就陳述權而言，非訟事件法第 73 條第 2 項、第 74 條、第 121 條第 2

項、第 128 條等，皆為當事人或相關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權之規定。法院

之審酌義務方面，非訟事件法第 44 條第 2 項、第 47 條第 2 項、第 56 條

第 3 項、第 97 條第 3 項及第 185 條第 2 項皆為法院裁定應附理由之規定。 

較為特殊者係非訟事件法第 32條 2項及本文所論及之臨時管理人選任

之非訟事件法第 183 條第 3 項中所謂「得徵詢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意見」，即賦予法院裁量是否審訊之權，就此類規定有學者認為

在非訟程序，關於辯論權之保護較為薄弱，因此在非訟程序，是否行非訟

事件法之訊問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係委由法院自由裁量，而非必要之辯

論，此係基於法院職權上之裁量，而非法律上義務之要求。313另關於主管

機關或檢察官通常係以公益代表人地位參加非訟程序，其性質與證人或鑑

定人陳述意見似有不同，因此不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訊問證人、鑑定人之

規定，法院徵詢意見之方式不以言詞為必要，得以書面為之。314
 

第二款 實務見解 

   實務上見解多認為，非訟事件法第 183 條第 3 項所謂「徵詢主管機關、

檢察官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意見」既規定「得」，顯然此係法院之裁量權限，

而非應審訊義務。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非抗字第 91 號裁定認為，公司

法第 208 條之 1 所定選任臨時管理人事件，由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向法院

聲請，法院為裁定前，依非訟事件法第 183 條第 1、3 項規定，「得」徵詢

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意見。而該法條立法時，於立法院

審查會特別將該第 3 項「『應』徵詢主管機關、檢察官『及』其他利害關

係人之意見」，修正為「『得』徵詢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意見」。由此堪認，上開第 3 項規定非屬強制規定。因此再抗告意旨

                                                 
313

 參閱邱聯恭，訴訟法理與非訟法理之交錯適用，載於民事訴訟法研究會，民事訴訟法之研討

（二），元照出版公司，頁 449，2002 年 12 月初版。 
314

 參閱姜世明，同註 301，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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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裁定程序並未給再抗告人陳述意見之機會，顯有違法之重大瑕疵云

云，亦屬無據。315
 

   另亦有實務見解意識到關於重整程序與與選任臨時管理人程序對於是

否令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做出區別，前者依照非訟事件法第 185 條第 2 項

準用同法第 172 條第 2 項為「應」訊問利害關係人，後者則依照第 183 條

第 3 項為「得」徵詢利害關係人。又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所定選任臨時管

理人事件，非屬公司重整程序事件，是法院就該事件為裁定時，依非訟事

件法第 183 條第 2 項規定，得徵詢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

意見即可，要無同法第 185 條第 1 項準用第 172 條第 2 項規定之適用可言。 

第三款 本文看法 

立法者何以做出此種立法區別，本文認為或許乃係鑒於該等事件訟爭

性強弱而不同，在選任臨時管理人方面，此類事件似應歸類為學者所區分

之古典非訟事件中商事事件之類型316，且此類事件本質上亦有簡速裁判強

烈追求之性質，亦即法院須即時選任適當之臨時管理人以代行董事會職

權，以免公司將受有損害之虞，因此在程序法理上應朝向非訟法理加以靠

攏，故在合法聽審權的保障密度方面有可能較為弱化，讓法院有是否徵詢

利害關係人意見之裁量權限。 

第三項 應選任人數及對象 

第一款 選任人數 

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法院於符合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要件

時，得選任一人以上之臨時管理人，因此就法理上來看，臨時管理人之選

任人數可能為單獨一名，亦可能為二位以上之團隊。學者表示，法院決定

以選任臨時管理人之方式繼續維持公司董事會之運作功能，即可設想五至

十人以代行職權，來貫徹董事會之合議制精神。317
 

若法院係選任超過一名之臨時管理人，則有關董事長或董事會職權之

行使，究應由何人代表公司？是否以過半數臨時管理人同意行之？法無明

                                                 
315

 相同見解請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抗字第 382 號裁定。 
316

 參閱邱聯恭，程序制度機能論，頁 76 以下，1998 年初版。 
317

 參閱王文宇，同註 39，頁 93。 



124 
 

文，論者認為為避免爭議，應由全體臨時管理人代表公司行使職權為宜。
318亦有實務做法係以任一臨時管理人皆得作為公司之對外代表人。319另有

主張，應由其互選代表行董事長之權或由法院裁定中指定之。320就此，本

文認為不宜以共同代表之方式為之，因共同代表將無形造成公司對外行使

權利之困難性，且既然臨時管理人係代行董事會之職權，法院又選任一名

以上之臨時管理人，在公司法與非訟事件法就臨時管理人職權行使之相關

規範未盡完善之現況下，宜參照董事會之運作方式，以作為臨時管理人行

使職權之遵循準則；此外，也不宜逕賦予每一臨時管理人皆有對外代表之

權限，以免造成多頭馬車之問題。故本文主張，法院得於臨時管理人之選

任主文中指定由某一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及董事長職權321，法院未指定

時，則由臨時管理人以互相推選之方式決定代行董事長職權之人。 

第二款 選任對象 

第一目 積極資格與消極資格 

 法律未特別就臨時管理人之資格作限制，實務及學者認為，既然法律

上並無限制，故並不以具股東身分為必要，法院亦得選任律師、會計師為

之。322既然臨時管理人係代行董事會及董事長或監察人之職權，本文以

為，法院於選任時自得將公司法內對於董事或監察人之積極資格與消極資

格列入遴選條件，惟就董監事於符合消極資格而當然解任部分之法律效

果，並無適用於臨時管理人之必要。323
 

此外，就董監事之積極資格與消極資格之考量，亦應選取對於臨時管

                                                 
318

 參閱湯文章，公司的臨時管理人（下），東方報法官專欄，2012 年 5 月 31 日，網址：
http://eastnews.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3501:2012-05-30-17-37-24&cat

id=39:judge&Itemid=68（最後瀏覽日期：2013 年 5 月 27 日）。 
319

 參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7 年上字第 362 號判決（節錄）：「本件上訴人 OO 瓦斯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 OO 公司）之所有董事、監察人均經經濟部依法予以解任，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於 94 年 12 月 27 日依聲請以 94 年度聲字第 250 號裁定選任上訴人許 OO 及訴外人洪 OO 為上訴
人OO公司之臨時管理人，並函請經濟部登記在案，是上訴人許 OO及訴外人洪OO均為上訴人
OO 公司之臨時管理人，依上開說明，上訴人 OO 公司自得僅以上訴人許 OO、訴外人洪 OO 中
之一人為法定代理人而依民事訴訟法規定提起上訴」。 
320

 參閱陳介山，同註 47，頁 117。 
321

 參閱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抗更（一）字第 13 號裁定主文： 

「選任葉 OO 律師為 OOO 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之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兼董事長職權。 

 選任張 OO 律師、張 OO 律師為 OOO 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之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職權。 

 選任李 O 律師為 OOO 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臨時管理人，代行監察人職權。」 
322

 參閱劉連煜，同註 216，頁 131，2004 年 4 月；經濟部 92 年 4 月 4 日第 9202070730 號函。 
323

 關於臨時管理人之解任問題，請參閱本文第六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二款第二目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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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實際行使職權之能力及公正性有影響之條件為限，例如公司法第 192

條第 1 項、第 3 項對於行為能力之要求、公司法第 30 條之事由、證券交

易法第 26 條之 3 第 3 項至第 5 項對於被選任人間超過一定席次不得具有

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等，其他如公開發行公司要求之持股比例
324、法人當選董事必須具備股東資格325之要求，對於臨時管理人而言並無

太大意義，尤以持股比例之立法意旨雖在於增強董監事之經營理念，使董

監與公司利益與共、健全公司資本結構，並防止其對該公司股票作投機性

買賣，致影響證券交易及投資人利益326，惟在學理上多遭挑戰，諸如持股

比例之規範與公司治理之所有與經營分離之趨勢背離，甚有刪除此等規定

之建議。327而關於臨時管理人之選任，法院係基於股東權益及公共利益而

以司法中立第三人之角色介入私法自治中，所講求的應係臨時管理人所具

備之公正、專業以及穩定公司經營之能力，且不單僅顧及該公司之利益，

更應考量社會交易秩序之維護，因此本文認為，毋須將股東身分作為選任

條件。 

第二目 是否限於自然人 

實務上有裁定許可法人股東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之例。328學者對此表

示反對看法，其認為臨時管理人不宜由法人股東充任，雖然公司法未明文

禁止，惟臨時管理人之設置本旨在於由法院選任適任之公正人士，暫代董

事長及董事會職務，以免影響股東權益，就此而言，若法院選任法人股東

擔任臨時管理人，而後再由該法人股東選派代表人以充任，則法院將無法

即時控管該代表人是否適任此職，故選任臨時管理人應以自然人為限。329
 

本文認為選任對象不宜一概否定選任法人為臨時管理人之適切性，該

法人是否能發揮專業能力及保持中立客觀，始為重點。且從比較法觀點來

看，美國法院得任命自然人、國內公司或有權於國內從事商業交易之外國

                                                 
324

 參閱公司法第 192條第 2項、第 216條第 2項以及證券交易法第 26條關於董監事持股成數之
規定；另參閱公司法第197條以及第227條關於董監事轉讓一定比例之持股而當然解任之規定。 
325

 參閱林國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資格、選任與解任，臺灣法學雜誌第 36 期，頁 94，2002

年 7 月；經濟部 91 年 2 月 5 日經商字第 09102022290 號函。 
326

 參閱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判字第 1175 號判決。 
327

 參閱劉連煜，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持股規定之檢討與建議，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委託研究，頁 36，2007 年 11 月 25 日。 
328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4 年度司字第 343 號裁定、桃園地方法院 93 年度聲字第 1633 號裁
定。 
329

 參閱劉連煜，同註 70，頁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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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擔任監管人或管理人330，自是未囿於僅有選任自然人始能確保臨時管

理人專業性及中立性之觀念。而檢討上開實務之例，有其缺憾之處，如：

臺北地院 94 年度司字第 343 號裁定選任法人股東為臨時管理人之理由係

該法人之出資額最高，應是基於利害關係最劇而較有經營管理動機之思

維，然似未進一步斟酌該法人股東是否具相關之專業經驗而足以擔任臨時

管理人；另一實務之例則非全無論據，即桃園地院 93 年度聲字第 1633 號

裁定選任法人為臨時管理人之理由，係審酌了該法人之主要經營項目之專

業領域以及前曾擔任過臨時管理人之經驗，若法院認為被選任人以法人組

織運作方式而具備有經營專長，並因曾任職臨時管理人之背景，形象公正

且有助於職務推行之順利，似可期待該法人能妥適代行董事會及董事長之

職權。 

第三目 宜否選任無利害關係之人 

 就法院所選任之人選，有以與兩造無利害關係之人為對象331、亦有以

原任董事為對象332。經濟部函釋則認為，聲請人倘聲請選任原已解任之董

事為臨時管理人，是否適當，允屬具體個案審酌範疇。333另有論者研究，

法院於具體個案中決定臨時管理人人選之標準約有以下幾點：（一）公司

股東結構及出資比例，及其與公司之損益關係；（二）該人選是否嫻熟公

司業務，而有擔任臨時管理人之能力；（三） 公司股東支持推薦人選之

比例；（四）倘推薦人選曾擔任臨時管理人者，其實際表現。334學者指出，

原解任之董事已將公司經營至僵局狀況，事值於此，豈能選任其為臨時管

理人，將徒增紛擾。335
 

在美國模式下，除上述對於專業性之要求外，有對於臨時董事之中立

或無利害關係為明文336，而此立法模式係針對為化解僵局之任命事由所為

之相應規定，故本文認為，法院對於以意見對立之僵局、董事會怠惰不為

行使職權之選任事由時，應加以審酌原任董事是否已然無心經營公司或公

                                                 
330

 See MODEL BUS. CORP. ACT ANN§ 7.48. 
331

 參閱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抗字第 376 號裁定。 
332

 參閱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司字第 44 號、101 年度司字第 126 號裁定。 
333

 參閱經濟部 92 年 4 月 4 日經商字第 09202070730 號函。 
334

 參閱李文娟，論公司法之臨時管理人，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第 47 期學員法學研究報告，頁
1181，2008 年。 
335

 參閱楊敏華，同註 273，頁 60。 
336

 see DEL.CODE. ANN.tit.8. §353(C)；CAL.CORP.CODE §30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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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是否確為該候選人所致，若是，則無許其再擔任公

司之臨時管理人之理；若否，則因原任董事對公司業務嫻熟，則無必要全

然禁止被選任為臨時管理人。此外，法院面對利害關係人派別不同案件背

景中，法院是否宜自不同派別利害關係人所提之名單選任臨時管理人，亦

為一大學問，因同時涉及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席次，法院應顧及其等間之對

立關係，避免再從不同派別之提名名單選任各半之人選成為臨時管理人，

否則無異使公司再陷入另一僵局。337至於與公司有無利害關係之因素應係

屬於擔任臨時管理人意願之評估，惟同時應併予考量此與該名候選人對於

代行董事會與董事長職權能否不偏頗而公正之條件，權衡之下始能選出最

適任之人選。 

第三款 是否應於主文載明職權事項 

 實務上鮮少於主文就臨時管理人代行之權限範圍作明確指示，多數係

以「選任 OOO 為相對人 OOO 公司之臨時管理人。」為准許選任之主文，

僅有少數事例，如前已提及之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抗更(一)字第 13 號裁

定，在主文臚列代行董事會及董事長職權者、僅代行董事會職權者以及代

行監察人職權者338，如此之表達方式，本文甚感贊同，這樣始能劃清法院

所選任之臨時管理人係在董事會或監察人不能或不為行使職權之情形，以

及確定應由何人對外代表公司之問題。另外，代行董事會及董事長職權之

內容，現行法下依前述之目的解釋方式認定即可，而不必就特定事項一一

列舉而出，同時，法院依非訟事件法第 183 條第 4 項所附之裁定理由，對

於該被選任人而言，亦可作為權利行使界線之準則，即應注意其被選任之

原因，並以解決公司所處董事會無法行使職權之困境為主要目的。另有一

實務裁定將被選任人應為之特定行為直接列入主文範圍，即該被選任人僅

                                                 
337

 See Hoban, C.A. No. 7615, LEXIS 599, at 4 (Del. Ch. June 12, 1984)；另參閱臺灣高等法院 95

抗更（一）字第 13 號裁定（節錄）：「雙方各執一詞，未有共識，則本院審酌上情，認為均不
宜選任兩造所建議之人選，以示公允，而應以具有法律專才之律師為OOO公司之臨時管理人為
適當，經參考台北市律師公會會務管理系統關於臨時管理人部分，其中葉 OO 律師、張 OO 律
師、張OO律師及李O律師均同意擔任 OOO公司之臨時管理人，且均具此專業能力，應可符合
OOO 公司之最佳利益，故選任葉 OO 律師、張 OO 律師、張 OO 律師及李 O 律師為 OOO 公司
之臨時管理人，並分別代行董事兼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之職權，應屬適當。」 
338

 參閱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抗更（一）字第 13 號裁定主文（節錄）：「 

選任葉 OO 律師為 OOO 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之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兼董事長職權。 

選任張 OO 律師、張 OO 律師為 OOO 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之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職權。 

選任李 O 律師為 OOO 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臨時管理人，代行監察人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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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為單一之事務339
 ，此種之作法固有明確及事前監督之功能，但缺點可

能造成臨時管理人對於通常且利於維護公司日常經營之行為綁手綁腳，反

而不利於發揮穩定公司經營之力量。惟若依本文修法建議，以法律明定臨

時管理人代行權限範圍限於公司通常事務，則此部分無庸由法院就具體事

務而指明，而通常事務以外之行為，則有必要以法院裁定具體許可之。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現行法下，法院應在裁定主文指明臨時管理人

係代行董事會、董事會及董事長、或監察人之職權，然而更細部之特定具

體之行為，則無須在主文中載明。 

第二項 臨時管理人之報酬 

第一款 報酬請求權 

法院選任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會及董事長職權，解釋上，公司與臨時

管理人間應屬於委任關係。340公司在正常營運之狀態下，董事對於公司是

否依公司法第 196 條有報酬請求權？實務判決認為，公司對於董事之報酬

給付義務應先以公司章程有無載明為斷，若無，則依股東會決議，再無，

則係依習慣或委任事務性質判斷。341依上開最高法院之看法，若無章程載

明或股東會決議，董事之報酬請求權基礎為民法第 547 條之委任關係。學

理上則存有正反意見。有肯定董事報酬請求權者，其依據為公司法第 196

條，因從公司法第 49 條、第 108 條第 4 項、第 115 條比對，可知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並無經濟上利害關係342，難想像在無特殊情形下，董事會願意

無償承擔經營責任343；反對之見解則爲，公司法第 196 條為特別規定，並

無民法第 547 條之適用餘地，且公司法第 196 條僅規定公司支付報酬之法

定程序，非謂公司因而負有給付報酬之法定義務344。 

本文認為，民法第 547 條與公司法第 196 條並無普通規定與特別規定

                                                 
339

 參閱臺北地方法院 94 年度司字第 422 號裁定主文：「選任張 OO 律師於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
對設在台北市中正區 OOO 路一段 OO 號 OO 樓之 O 之 OO 工程有限公司為欠繳營利事業所得稅
之繳款書強制執行時，為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 
340

 參閱劉連煜，同註 70，頁 135。 
341

 參閱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2350 號判決。 
342

 依公司法第 192 條第 1 項規定之反面解釋，公司法未要求董事須具備股東身分，而謂本法之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與公司無經濟上利害關係。 
343

 參閱林國全，董事報酬請求權—評最高法院九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二三五Ｏ號判決，月旦法學
雜誌第 135 期，頁 245-247，2006 年 8 月。 
344

 參閱劉連煜，同註 70，頁 396-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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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係，前者係一請求權基礎，後者則係關於報酬決定之程序規範，且依

公司法第 192 條第 4 項規定，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

定，因此在公司與董事間之委任契約未約定報酬時，不妨將公司法第 196

條視為「依委任事務之性質，應給予報酬者」之依據，即在公司法之立法

理念下，原則上無許無限公司、有限公司及兩合公司之執行業務股東請求

報酬，反而明確訂定董事報酬決定之程序，應係寓有董事處理公司事務而

得公司請求報酬之意，董事因此在未有約定下，得依民法第 547 條作為請

求報酬之依據。上開討論對於臨時管理人之意義在於，臨時管理人與公司

間之委任關係亦可回歸到民法第 547 條，並參酌臨時管理人與公司間多數

情況更無經濟上利害關係可言，係自法院臨危受命以代行董事會及董事長

職權，若使其爲無償之職，豈符事理之平？至於有限公司之臨時管理人部

分，本文主張，若該公司之章程原即定有報酬，則其報酬請求權應無爭議，

若無，則應視該被選任人與公司間之有無利害關係，若為無利害關係之人

擔任有限公司之臨時管理人，應許其請求報酬。 

又有關臨時管理人之報酬事項，因公司法與非訟事件法皆無明文，經

濟部認為，應由法院決定之。345學說上則主張，可參酌非訟事件法第 64

條關於臨時董事之報酬規定346，本文從之，即由法院按代行事務性質、繁

簡、公司財務狀況及其他情形，命公司酌給相當報酬，該數額則於徵詢主

管機關、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意見後定之。 

此外，無論是美國、日本、德國模式，皆有明定支給被選任人報酬之

法律依據，其方式有：（一）原則上由被選任人與公司協議，協議不成時，

由法院定之347，或（二）法院直接以裁定命公司給付報酬348。本文以為，

為求明確與合法性基礎，在修法方向上，應將臨時管理人之報酬請求權明

文化，且宜優先由臨時管理人與公司先行協議，協議不成，再聲請法院定

之。 

                                                 
345

 參閱經濟部 95 年 12 月 4 日經商字第 09502171250 號函。 
346

 參閱楊敏華，同註 273，頁 62；沈孟璇，公司法臨時管理人法制之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55，2012 年 1 月。 
347

 參閱美國加州公司法§ 308(c)；德國股份公司法第 85 條。 
348

 參閱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7.48 (f)、日本會社法第346條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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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報酬之範圍 

所謂報酬，在公司法之實務上有此區分：報酬係為公司服務應得的酬

金，即具有勞力給付對價性的酬金，公司法第 196 條、第 227 條之範圍屬

之；酬勞則是成功報酬之性質，屬於盈餘分派項目。349而報酬是否包括車

馬費？經濟部認為，車馬費係指為前往公司或為公司與他人商洽業務所應

支領之交通費用，自與董事之報酬有別。350學者則以實質認定之方式，認

為應視其是否屬「勞務對價」來決定是否為報酬，而不能以名害實。351另

有以為，車馬費屬於業務執行費用，既非報酬、亦不是酬勞，因業務執行

費用與報酬不同之處在於，董事不得任意處分，其支付需檢具單據，並使

用於有益於公司業務執行，且相較於報酬與酬勞係由章程或股東會定之，

業務執行費用則屬於董事會之業務執行範圍。由上可知，臨時管理人得請

求之報酬，當屬於勞務對價關係之酬金為限，不包括成功報酬性質之盈餘

分派，因臨時管理人之任務在於暫時性的穩定公司日常業務並使董事會恢

復職權，應非長期積極的幫助公司進行決策、獲利，原應由公司董事所為

策略擬定、業務發展等風險行為，本應在股東授意且承擔損益之基礎下，

而臨時管理人並非透過民主原則產生之第三人，故不得領取此類盈餘分派

項目，惟就業務執行費用部分，則屬臨時管理人之執行職務之必要範圍

內，應有其支領之合法依據。 

第二節 臨時管理人之解任 

公司法及非訟事件法幾乎未對解任臨時管理人事宜為規範，僅公司法

第 208 條之 1 第 3 項提及，當臨時管理人解任時，法院應囑託主管機關為

註銷登記。然而解任之事由千頭萬緒，法院是否有隨時注意臨時管理人之

動態並主動監督臨時管理人行為之義務？若是，對法院而言無疑是難以估

計之監督成本。又若公司之董事會已恢復常軌而能正常運作，則法院是否

需再為一解任臨時管理人之裁定?凡此，尚難從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及非訟

事件法第 183 條之規定即能得出答案。是本文以下將從選任臨時管理人為

自始不當或嗣後不當加以討論，以釐清臨時管理人解任之程序問題。 

                                                 
349

 參閱經濟部 94 年 12 月 26 日商字第 09402199670 號函。 
350

 參閱經濟部 93 年 1 月 20 日商字第 09302005550 號函。 
351

 例如公司以車馬費之名義，按月致送一定金額，實質上屬給付董事勞務之對價；若僅為處理
事務之誤餐費、交通費，應非固定薪津，而不屬於報酬。參閱劉連煜，同註 70，頁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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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選任自始不當 

第一款 選任裁定於抗告中之形成力與羈束力 

 非訟裁定以形成裁定居多，所謂形成裁定係藉由法院以裁定形成一新

法律關係或身分關係。352而法院選任臨時管理人後，公司與臨時管理人間

成立委任關係，故法院係以裁定形成此一法律關係，該裁定應屬一形成裁

定。形成裁定有時亦命為一定之給付關係，例如依102年5月8日修正公布

前之非訟事件法第127條，法院於酌定親權人時，同時創設未任親權人保

護教養費用分擔義務而形成一新的給付關係，有主張此為所謂形成給付裁

定353，該命給付部分，依非訟事件法第36條第2項規定，得為執行名義，

若就原裁定提起抗告，依同法第4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1條第1項規定，

原則上無停止執行之效力。 

選任臨時管理人雖創設原非任董事權義之人有行使董事權利及相關義

務，基於此一委任關係而有參與公司經營業務之權限，然而此裁定與上例

在裁定內容中併具體命為一定給付之形成給付裁定，未盡相同。則選任管

理人之裁定於抗告中是否得援引抗告不停止執行原則？有主張選任臨時

管理人之裁定有民事訴訟法第491條第1項不停止執行原則之適用，縱使原

選任之裁定於抗告中，該被選任之臨時管理人仍得居於公司之合法負責人

及法定代理人地位行使職權，並要求取得公司相關設立、營運之資料。354

亦有法院判決持相同見解，其明確表示「按抗告，除別有規定外，無停止

執行之效力，前開規定，於非訟事件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91條第1項及

非訟事件法第4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相對人聲請法院選任再抗告人公

司之臨時管理人，經本院以94年度司字第580號駁回其聲請後，相對人提

起抗告，經本院以94年度抗字第134號廢棄原裁定，並選任乙OO、戊OO、

甲OO為臨時管理人，並由乙OO代行董事長職權，則在94年度抗字第134

                                                 
352

 參閱姜世明，同註 301，頁 157。 
353

 參閱姜世明，同前註，頁 158。 
354

 太流公司原經臺北地方法院 100 年度司字第 333 號裁定選任三名臨時管理人，該裁定雖經關
係人提起抗告中，該被選任之臨時管理人即以民事訴訟法第491條第1項為據，主張行使臨時管
理人之職權，該裁定嗣後經臺北地方法院合議庭以 101 年度抗字第 92 號裁定將原裁定選任臨時
管理人部分廢棄。參閱楊伶雯，太流臨管人：秉持合法、公正、獨立原則 不偏袒任何人，今日
新聞網，2012 年 5 月 9 日，網址：http://www.nownews.com/2012/05/09/pda-320-2812357.htm（最
後瀏覽日期：2013 年 5 月 25 日） 

http://www.nownews.com/2012/05/09/pda-320-28123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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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裁定被廢棄前，縱提起再抗告亦無停止上開裁定執行之效力」。355本文

以為，實務之觀點有其理論上之謬誤，即從羈束力之觀點來看，原審法院

於形成裁定對外宣示或送達至關係人時受到羈束356，不得任意撤銷變更
357，以維護其法安定性及公正性，故基於裁定之自縛性，在抗告法院廢棄

原裁定以前，原裁定對外即為有效而無停止其效力可言，更無停止執行之

問題。因此即使係單純之形成裁定而未另命為一定之給付，但隨著此一法

院所創設之法律關係，通常會以此法律基礎衍生相關請求，當事人自得居

於有效之法律地位加以主張其權利。惟未免抗告法院廢棄或變更原裁定，

以致於公司臨時管理人屢有更迭、新舊臨時管理人交替或就任更行困難，

而於公司無所助益，造成公司處於不安定之狀況，應得依非訟事件法第46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1條第2項，由原法院或抗告法院在抗告事件裁定

前，停止原裁定之效力。358
 

若原裁定於抗告中未停止其效力，嗣後經抗告法院廢棄或變更，原則

上並不生溯及效力，原裁定所選任之臨時管理人行使職權仍具備合法性，

若對於交易安全無影響，或有承認其發生溯及效力之空間。綜上所述，本

文認為，經原審准予選任臨時管理人，其後遭抗告法院廢棄或變更之情

形，亦屬於廣義之臨時管理人解任事由。 

第二款 經抗告而重新選任 

第一目 抗告權人及抗告期間 

一、抗告權人 

                                                 
355

 參閱臺北地方法院 94 年度抗字第 134 號裁定；另參閱臺灣高等法院 98 年度上更(一)字第 19

號判決（節錄）：「被上訴人自 96 年 10 月 10 日起已無董事得行使董事會之職權，而經原審以
96 年 11 月 7 日 96 年度司字第 218 號裁定選任許 OO 擔任被上訴人之臨時管理人，為兩造所不
爭執，並有該裁定在卷可稽，雖該裁定嗣經被上訴人提起抗告而尚未確定，然該裁定既已對外
生效復未遭廢棄，自屬有效。則被上訴人自 96 年 11 月 7 日起即應由法院選定之臨時管理人許
OO 對外代表被上訴人，準此，系爭股東常會應由許 OO 擔任主席，許 OO 並有出席系爭股東常
會之義務。」、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重上字第 560 號判決：「從而，OO 公司原有董事及監察
人，均於 96 年 12 月 31 日即當然解任，並由臨時管理人鄭 OO 依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第 1 項規
定，代行 OO 公司董事會及董事長之職權。至於上訴人雖對於該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裁定，提起
抗告，惟依民事訴訟法第 491 條第 1 項之規定，並不影響原裁定之執行。」 
356

 非訟事件法第 36 條第 3 項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238 條之規定。 
357

 參閱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下冊），新學林出版，頁 307，2013 年 5 月一版。 
358

 參閱臺北地方法院 93 年度司字第 56 號裁定，此裁定之主文為「本院九十三年度司字第五十
六號裁定於臺灣高等法院抗告裁定前停止執行。」，本文認為，應係停止原裁定之效力始屬正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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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抗告係指非訟事件之關係人，對於原法院所為之裁定不服，而向

抗告法院求為救濟，以變更或廢棄原裁定。從非訟事件法第 41 條第 1 項

來看，得為抗告之人係因裁定而權利受侵害者，此為實質當事人之概念。

同條第 2 項則規定，對於駁回聲請之裁定，僅聲請人得為抗告。此外，基

於公益之考量，同條第 3 項允許身為公益代表人之檢察官於因裁定而公益

受侵害時，得為抗告。 

二、抗告期間 

 民事訴訟法抗告期間之計算，係以裁定送達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

之。惟有抗告權之人未必皆受裁定送達，故抗告期間之計算，依非訟事件

法第 42 條規定，按其是否為受裁定送達之人而有區別：若為受裁定送達

之人提起抗告，應於送達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若非為受裁定送達而

有抗告權之人，法律為求公允及兼顧期待可能性，並為免法律秩序久懸未

定359，而訂定自其知悉裁定時起算360，但裁定送達於受裁定之人後已逾六

個月，或因裁定而生之程序已終結者，不得抗告。 

第二目 不服之利益 

 提起抗告應有不服之利益，究竟應如何判斷「不服」，我國民事訴訟

法上向存有形式不服說與實質不服說之見解。通說所採之形式不服說，係

以原告在第一審起訴之聲明與第一審之判決主文對照，視起訴之聲明是否

為判決主文全部容許，若否，則就未經容許部分存有不服之利益。至於非

訟事件法之不服利益，原則上尚非能以裁定主文與聲請人之聲明兩相對

照，來判斷抗告利益存否，而應係從裁定內容加以實質判斷，例如聲請人

聲請選任臨時管理人，法院亦准之並選任某人為公司之臨時管理人，就形

式上來看，該非訟裁定之主文與聲請人之請求相應和，惟就人選之決定不

服，聲請人或被選定人皆屬於有不服之利益。尤其以被選定人得主張其權

利因該選定裁定受侵害，而依非訟事件法第 41 條第 1 項提起抗告。由是，

因非訟程序中多予法院裁量權限，對法院裁定之不服，需藉助實質不服理

                                                 
359

 參閱非訟事件法 94 年 2 月 5 日修正公布之立法理由。 
360

 參閱最高法院 63 年台抗字第 328 號判例：「因裁定而權利受侵害者得為抗告，非訟事件法第
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甚明。因解散公司之裁定而權利受侵害者，既未受該裁定之送達，其與聲
請解散公司之聲請人及公司之利害復常相違反，是其抗告期間，應自因解散公司裁定而主張權
利受侵害者知悉裁定時起算，用符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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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予以檢驗，同時，形式不服說仍有其參考價值，例如聲請事件遭駁回或

部分准予時，此時依形式不服說加以檢視，亦可判斷是否存有抗告之利

益。361
 

第三目 撤銷、變更或廢棄原裁定 

抗告程序可以分為原法院審理以及抗告法院之審理。依非訟事件法第

46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495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抗告，除有特別規定外，

準用民事訴訟法抗告程序，而民事訴訟法之抗告程序除別有規定外，準用

上訴之程序規定。原法院於收受抗告狀後，若其抗告為合法，且原法院認

為抗告有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 46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490 條第 1 項規

定，原法院認為抗告有理由，應撤銷或變更原裁定，所謂有理由，係指原

裁定之認事用法有所不當而言，此時原法院就原本作成之決定，有自我審

查之機會，若認其有不當之處，即時更正錯誤。362
 

當原法院未以抗告不合法駁回抗告，亦未自為撤銷變更原裁定時，依

非訟事件法第 46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490 條第 2 項規定，應速將抗告事

件送交抗告法院，有必要時則添具意見書予抗告法院參考。而抗告法院認

為抗告有理由時，例如針對原審已准予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裁定，其人選自

始有不適任之情形，此時依非訟事件法第 46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492 條

規定，抗告法院應廢棄或變更原裁定，惟非有必要，不得命原法院更為裁

定。何種情形屬於「必要」？學者認為，尤其在有審級利益時，應發回裁

定，較為妥適，例如一審為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甲，抗告審認為人選乙較

為適合，此時基於合法聽審之保障，應發回原審更為裁定，本文贊同之，

由於再抗告限於法律審，而人選是否適任通常僅屬於事實問題，無形對於

該名至抗告審始受選任之人造成救濟管道之限制。亦如學者所見，假如抗

告審自為裁定後，該被選定人僅能提起再抗告，而再抗告程序要件甚嚴，

無疑剝奪該人之審級程序利益363。 

                                                 
361

 參閱姜世明，同註 352，頁 174。 
362

 論者以為，此與依非訟事件法第 40條第1項，原法院對於不得抗告之裁定認為不當而自為撤
銷變更之情形有別，參閱魏大喨，新非訟事件法總則問題解析，月旦法學雜誌第 123 期，頁
276，2005 年 8 月。 
363

 參閱姜世明，同註 301，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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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選任嗣後情事變更 

第一款 選任裁定尚未確定 

 選任某人任公司之臨時管理人，係以裁定形成一繼續性之委任關係於

該被選任人與公司之間，此等繼續性法律關係之非訟裁定，具有暫定性，

亦即法院於審理時乃依據裁定時之環境所為，則當裁定後，環境條件有所

更動，則有變更此一繼續性法律關係之必要。應區分者為，此與前揭自始

不當而撤銷、變更或廢棄原裁定之情形有別。學者認為，得抗告並經提起

抗告之原裁定，在抗告中因情事變更而使原裁定不當者，抗告法院不得以

情事變更為由，撤銷或變更原裁定，應以抗告有理由，廢棄變更原裁定。
364

 

第二款 選任裁定業已確定 

 當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裁定之抗告期間已過，或得為抗告之人皆捨棄其

抗告權，則該裁定已無法再依循抗告程序加以救濟時，已具不可撤銷性，

此時該裁定取得形式確定力。此時公司與臨時管理人間之委任關係，具備

解任事由，則法院是否得另啟一新程序中變更原處分之內容？以下分成提

前解任與董事會已能行使職權兩種狀況討論之。 

第一目 臨時管理人之提前解任 

 臨時管理人並無固定之任期，解釋上，應以公司之董事會能正常運作

為其任期屆至之時。然而若公司董事會尚未恢復其職權，臨時管理人因其

他事由欲提前解任，實務上作法多為法院受理解任或改任之聲請，而為一

新的裁定內容，使原任之臨時管理人生解任之效力。例如公司業經廢止登

記，已無繼續維持公司正常營運之可能，與臨時管理人設置維護公司正常

營運之功能與目的不合，而准予解任臨時管理人之職務。365經濟部函釋認

為，臨時管理人之辭任應向法院為之，因選任及解任允屬司法機關之權

限。366亦有表示倘臨時管理人有逾越權限或不適任情事，法院自得基於立

法目的及維護公司之權益，而解任臨時管理人之職務367，另外，有認為法

                                                 
364

 參閱魏大喨，同註 362，頁 277。 
365

 參閱臺北地方法院 100 年度司字第 100 號裁定。 
366

 參閱經濟部 95 年 12 月 11 日經商字第 09502168730 號函。 
367

 參閱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抗字第 376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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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得受理改任臨時管理人之聲請，並審酌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謀求保障公

司股東權益之目的以及存有維護公共利益之意旨，而為聲請改任之理由是

否正當及應否許其改任之判斷。368
 

 學者指出，依一般法思想可推知，在法院所為之繼續性關係處分中，

當事實情況已有所改變時，應允許法院於一新程序中變更原處分之內容，

由於此為另一新變更程序，與形式確定力及實質確定力369並無衝突370。本

文認為，法院固得在已具形式確定力之選任臨時管理人裁定中，因考量情

事變更而另為解任、改任之裁定，然而站在法院監督成本之衡平下，提前

解任臨時管理人之發動，不應係法院依職權為之，而應以聲請為前提。此

外，有論者主張，在選任臨時管理人的消極資格上，應類推適用公司法第

192條第5項準用同法第30條之董事消極資格限制。371惟若臨時管理人於就

任後始具有消極事由之情事，是否亦宜類推適用當然解任之規定，亦即不

待法院裁定即生解任效果？本文持否定態度，蓋此時屬於臨時管理人之任

務尚未完成，董事會仍無法行使職權之際，若加諸當然解任之效果，將再

度使公司無預警陷入無法運作之狀態，故上開消極資格應係作為法院行使

選任或解任臨時管理人權限之參考標準、裁量準則，而是否因此予以解

任，仍由法院以裁定解消臨時管理人與公司間之委任關係始為妥適。 

 第二目 董事會已得行使職權而無設置臨時管理人之必

要 

 當董事會已能正常運作，使公司回復常軌，此時自無再由司法控制手

段介入手段，以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會及董事長職權之必要，然而法院需

否就臨時管理人另為一解任裁定？不無疑問，有以下兩種論點： 

一、 肯定法院應另為一解任裁定 

 在金鼎證券一案中，法院認為「公司法雖未就解任臨時管理人之原因

及程序作明文規定，然選任臨時管理人之目的既係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之

職權，依其立法意旨，於公司董事會已能正常行使職權、或公司已因廢止、

                                                 
368

 參閱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抗字第 252 號裁定。 
369

 所謂實質確定力將使該事件不能再次成為程序審理之標的，且該裁判認定對他法院有拘束
力。但非訟裁定是否有實質確定力，學說上有不同看法，參閱姜世明，同註 301，頁 159-162。 
370

 參閱姜世明，同前註，頁 169。 
371

 參閱沈孟璇，同註 346，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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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而由清算人行清算程序、或臨時管理人有何不利於公司之行為，而無

須臨時管理人時，自有聲請法院解任之必要，以貫徹其立法意旨。」，因

此若以無權利保護必要而逕予駁回聲請解任臨時管理人，即與法院就該被

選任人有無發揮臨時管理人之設置功能以及存續必要加以審酌，以維護股

東權益以及國內經濟秩序之之規範目的不合。學者肯之，其認為法院應就

董事會是否已得行使職權加以審查，以符合臨時管理人之立法意旨，且法

院係立於客觀判斷公司營業資訊地位而為之裁定，並非司法不當介入公司

治理之私法範疇，一旦法院未能另就是否予以解任客觀判斷，將混淆臨時

管理人與董事會之間的職權行使分際，反而可能滋生股東會未依公司法第

171 條由有召集權召集之程序瑕疵等疑慮。372
 

二、 否定法院應另為一解任裁定 

 持否定看法之法院認為，臨時管理人在董事會恢復行使職權時，臨時

管理人自無從繼續代行董事會職權，其職務應自董事會依法得行使職權時

起，當然終止，與經股東會選任之董事任期屆至者相同，無待法院另為解

任之裁定。否則將使得法院在裁定解任臨時管理人之前，同一公司有股東

會所選任之董事與臨時管理人兩組業務執行機關，若此時均得對外代表公

司，不僅是易滋紛異，且無異係以此解任與否之非訟性質裁定，實質影響

公司依股東會選任之董事就任行使董事會職權，殊與公司自治原則有違。

至於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第 3 項雖規定，臨時管理人解任時，法院應囑託

主管機關註銷登記，但此處所稱之「解任」，若參照公司法第 199 條、第

199 條之 1、第 200 條關於解任董事之適用場合，可知應係屬於原任董事

或臨時管理人預定之執行職務期間，法院依利害關係人聲請，另以裁定期

前解任臨時管理人之情形，尚不及於臨時管理人職務因董事會恢復行使職

權而當然終止之情況。373因此若有聲請人於董事會已無不能或不為行使職

權時，聲請法院依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第 3 項囑託主管機關註銷登記時，

若聲請人主張公司確已合法選任董事、董事長，則於其等就任後即當然發

生效力，公司登記機關依法即應為與事實相符之新任董事、代表人變更登

記，且並不以先註銷任期屆滿之臨時管理人登記為必要，此與股份有限公
                                                 
372

 參閱謝易宏，「解任」公司「臨時管理人」與合法召集股東會—簡評臺北地方法院九十九年
司字第九號民事裁定，月旦裁判時報第 9 期，頁 49，2011 年 6 月。 
373

 參閱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司字第 317 號裁定，另臺北地方法院 92 年度司字第 4 號裁定同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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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任期屆滿時正常更迭之變更登記並無不同。因此公司登記機關於聲

請人聲請變更登記時，如依其審查程序，認聲請人未經合法選任新任董

事、董事長，或依其他事由而駁回登記聲請時，則應由聲請人另循行政爭

訟程序處理，而非民事非訟法院所應置喙。374
 

三、 本文看法 

 上開當然解任無須另為一解任裁定之看法，固能解決依民主程序選任

之董事會與法院派任之臨時管理人所造成業務執行機關同時存在乃至權

限重疊之問題，且循公司法體系內解釋，公司法第 310 條規定，當公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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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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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完成重整後，並無須法院另為解任重

整人之裁定，理論上，在董事、監察人就任後，該公司之業務執行權限即

由新就任之董事、監察人行使之，此會同登記，並不影響重整人任務達成，

已行解任之法律效果。然本文以為，上開所謂董事期前解任之規定，係以

董事任期依公司法第 195 條第 1 項有明確之任期不得逾三年之基準，董事

於就任時已與公司言明固定之任職期間，此與臨時管理人依其性質未能事

前特定期日作為其任職期間有所差異，因此，臨時管理人之任期，似可以

民法附條件之法律關係作為比擬，即於公司董事會已能正常運作時，為臨

時管理人與公司間委任關係之終止條件成就，惟臨時管理人既爲法院選

任，何時該當委任關係之終止，自應由法院加以確認之。再觀諸重整人與

公司董事之任期交替，則係先有法院以「重整完成之裁定」介入，而明確

劃分出重整人之任期期限為何，因此本文認為，臨時管理人制度與重整制

度同屬於司法控制之一環，則臨時管理人之任期雖非有固定期間，但法院

於臨時管理人在位之特殊時期，亦有權限以裁定解任之方式，作為區隔臨

時管理人與董事會於職權交替之際的控制手段，同時宣示公司回歸民主機

制，不僅未失公允，並可杜絕爭議。惟已回復行使職權之董事會職權與臨

時管理人間權限重疊之困境，需尋求立法方式予以解套，故本文建議，當

法院因董事會得行使職權時，所為之解任裁定，其解任效果應溯及董事會

得行使職權時，但公司不得以此對抗善意第三人。

                                                 
374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2 年度司字第 4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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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第一節 制度運作現況之問題回應 

第一項 作為打破公司內部僵局之手段 

第一款 無法選出董事繼任者之股東僵局 

當公司因董事死亡、辭任、退任或當然解任時，首先，董事缺位之情

形應達到董事會開會未符定足數之程度，始屬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之情

形。再參諸美國模式之規範設有「股東無法選出合法繼任董事」之事由，

應係基於股東自治優先之精神，由股東會依民主機制進行董事之選任，然

恐股東會因股權結構或意見分歧等障礙，以致於未能召開股東會並選出最

低法定人數之董事繼任者，此時法院才有介入為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之正

當性。雖然我國現行法，並未明文規定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需以「股東會

無法選任董事繼任人選」作為前提要件，然本文主張，應將此前提要件，

作為「將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的判斷標準，並與董事缺位之事由綜合考

量，以認定是否符合臨時管理人之實質要件。 

第二款 股東會亦無法解決之董事僵局 

經參考美國模式，當董事意見分歧或派別對立無法形成董事會決議之

僵局，係以股東會亦無法終止此僵局為前提，而我國董事之僵局應亦如此

思考。本文第二章所述案例之東來公司，其股權結構各半以及董事席次設

計共 4 席而無法產生決議之問題，應肯認法院介入之空間，同時需考量該

擬應通過之議案未獲通過將造成公司受損害之程度而為選任與否之判斷。 

第二項 因應公司董事遭禁止行使職權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 

第一款 作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附隨方法 

法院在禁止公司董事行使職權之保全程序中，應一併將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要件予以審酌，以免法院未為選任管理人為附隨

方法時，立即又由同樣之聲請人另依公司法為據，重複訴請法院選任臨時

管理人，如此將造成程序之濫用以及司法資源之浪費。但上開作法不必然

造成法院一旦未依民事訴訟法第 535條選任管理人即永無適用公司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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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條之 1之結果。 

第二款 未作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附隨方法 

縱法院在保全程序中認為無選任管理人之必要，然而由於董事受禁止

行使職權之處分為一繼續性之狀態，若公司因商業情勢變更或經營狀況改

變，亟需董事會即時行使職權以防止公司受損時，且該公司之董事因受禁

止行使董事職權處分已達到董事會無法行使職權之程度時，自應允公司之

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基於保障股東權益與維護公司利益，聲請法院選任

臨時管理人。 

第三款 董事會嚴重瀆職遭禁止行使職權之定暫時狀態假處

分時 

力霸公司一案係公司所有董事因涉嫌違法掏空所造成公司財務陷入危

機之後果，在欲使公司繼續經營而不考慮逕尋求公司法第 11 條解散公司

或其他破產、重整之途徑下，解任現任董事以防止公司繼續因其違法亂紀

而遭受損害，為首要考量，而非選任臨時管理人。因為此時公司董事會在

未受禁止行使職權處分之狀態下，若同時存在臨時管理人，則公司將存在

兩組行使董事會職權之經營者，而造成權限重疊之情形。 

 且在法院為力霸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之時，僅餘董事兼總經理一人，

但若在章程或契約中有約定，該名身兼總經理之董事即得管理公司事務並

有簽名之權，況當時力霸公司因聲請重整而受有法院之緊急處分，在維持

營運之必要費用以及員工資遣費、退休金範圍內仍得由經理人為之。就結

果論來說，力霸公司聲請重整遭法院駁回確定，嗣後經改選董事後，臨時

管理人解任，而新任董事多數仍由王家即原控制股東之相關人士取得，造

成小股東不滿，且亦難以收回投資375。面對控制股東違反濫權之問題，若

符合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要件時，本文建議，在臨時管理人之職權上，應賦

予法院更大裁量空間，以期臨時管理人能以更具效果之方式來解決。 

第三項 不能作為經營權歸屬不明之解決方法 

在經營權爭奪案例裡，因股東權益歸屬不明，造成董事鬧雙胞之情況，

                                                 
375

 張嘉伶，王家續掌控力霸 小股東氣炸，蘋果日報財經版，2007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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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董事會是否符合「不能」或「不為」行使職權之要件，即屬有疑。因

兩派人馬處於爭先主張其擁有董事會合法外觀，與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之

狀況有別，況且，當公司經營權歸屬不明時，若公司仍有經營運作之事實，

縱使實際掌控公司之一派，其經營權合法性有爭議，然並不代表公司此刻

之業務經營事項陷入不能運作之狀態，亦非謂公司即受有損害之虞。 

故本文主張，法院欲以選任臨時管理人之方式介入經營權歸屬不明之

公司，應限於該主張有權經營公司之董事皆遭假處分之時，否則無異允許

經營權爭奪之利害關係人，略過應由另案訴訟繫屬法院所應決定之保全事

項，改以聲請選任臨時管理人之方式取代之，非旦未能解決問題，反而製

造更混亂之局面，此即為太百公司經營權爭奪一案所顯示之結果：其母公

司太流公司有兩派人馬各依不同之資本額基礎，各自聲稱其組成股東會之

合法性並選出董事。雖因此產生董事雙胞之狀態，然而實際上太流公司之

日常業務仍由其中一派經營運作，法院於第一審准予選任臨時管理人、再

經第二審之改選任，至第三審則裁定駁回，其中投入之時間、精神與金錢，

反而讓經營權爭奪之局勢更顯混亂，是否與穩定公司經營之期待背道而

馳？著實令人玩味。 

第四項 「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之要件 

我國之「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要件，在參考美國模式後，應

配合「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要件加以限縮，始能得出合理之適用結果。

本文建立以下判斷標準： 

一、股東自治可能性：講求股東之自治可能，係著眼在法院不當介入私法

自治領域之結果，資源未必能處於最有效率之配置，故法院選任臨時管理

人應在股東自治之常態機制未能發揮作用時，再行介入。 

二、公司是否尚能運作或並未遭受攸關生存之損害：公司董事會無法行使

職權之情況，並不必然導致公司全然停擺而無法運作。若僅係造成公司產

品在市場上表現不佳致公司營收減少或空泛臆測公司有如何受損之虞，或

公司日常業務即有經理人從事管理或簽名之權等情況，皆難謂公司業已陷

入至關生存之損害程度。 

三、所欲防免之損害程度：應區別公開公司與閉鎖公司加以判斷，就閉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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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部分，應重在審酌該公司是否有陷入業務停頓、損及全體股東、債權

人利益之虞的情況；對於公開公司部分，則除了就公司本身之利益考量

外，尚須慮及社會交易秩序穩定及安全性之維護。 

第二節 修法方向評析 

我國臨時管理人制度之修法聲浪不斷，若未能明確將臨時管理人定位

在作為打破公司內部僵局之手段、因應公司董事遭禁止行使職權之處分等

功能，縱使增訂臨時管理人報酬請求權之規範基礎、明定選任數名臨時管

理人之職權行使方式以及準用公司法第 30 條之消極資格，如此之修法方

式尚難通盤考量，於日後仍有適用之疑慮。 

本文認為，應加入股東自治可能之要件，並賦予法院裁定准許臨時管

理人採取打破僵局或防止公司受損等必要行為之權限，同時將臨時管理人

之負責人地位明文化，亦應規範其對公司、第三人所應負之責任程度。此

外，尚須將其報酬請求權之基礎及決定方式一併規範。至於解任臨時管理

人之程序以及效力，則宜區分董事會是否已得行使職權分別規定之。 

第三節 修法建議 

依上開說明，茲將具體修法建議臚列如下： 

第二百零八條之一   

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且股東會顯無可能使董事

會回復行使職權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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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前項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之職權範圍，限於公司通常業務之

行為，以及其他經法院許可為防免公司損害或使董事會回復行使職權之

必要行為。（第二項） 

第一項之臨時管理人有數人時，關於公司業務之執行，以其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於法院未指定代行董事長權限者，應互推一人代行董事長職

權。（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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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管理人在代行職務之範圍內，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其有故意或重

大過失時，並應對第三人負連帶賠償之責。（第四項） 

臨時管理人之報酬，由公司與臨時管理人議定之。協議不成時，法院得按

代行事務性質、繁簡、公司財務狀況及其他情形，命公司酌給第一項臨時

管理人相當報酬。（第五項） 

第一項之臨時管理人，法院因公司、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得解任

之，必要時，法院得另為選任。（第六項） 

前項情形，於公司董事會得行使職權時，法院應解任之，其解任效力，溯

及於董事會得行使職權時。但公司不得以此對抗善意第三人。（第七項） 

臨時管理人選任或解任時，法院應囑託主管機關為之登記或註銷登記。（第

八項） 

本條第一項至第八項，於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五條第二項選任管

理人時準用之。（第九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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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志誠，公司重整法制—重整之聲請程序、重整債權及重整債務，月

旦法學教室第 38 期，頁 68-79，200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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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台上字 925 號判決，臺灣法學雜誌第 120 期，頁 189-192，200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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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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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報告，頁 1181，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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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貴卿，公司治理與公司重整之研究，世新大學法學院碩士論文，2012

年。 

4. 沈孟璇，公司法臨時管理人法制之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

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1 月。 

5. 枋啟民，少數股東民事訴訟救濟制度之檢討，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2007 年。 

6. 許朕翔，論股東會決議之效力－以決議瑕疵類型之探討為核心，國立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0 年 5 月。 

7. 唐福睿，閉鎖性公司章程自治之法律經濟分析與公司法制之改革--以

我國與日本新公司法為中心，輔仁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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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陳宣至，股東會決議瑕疵連鎖效應之研究－以選任董事決議瑕疵為中

心，國立政治大學研究所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2 年 2 月。 

9. 陳寶貴，檢視我國公司登記制度－以公司負責人登記為中心，國立政

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 1 月。 

10. 陳夏毅，公司重整程序中法院扮演的角色─由比較法角度評示我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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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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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dlock: A Proposed Model Statute, 60 WASH & LEE Rev. 111, 

111-18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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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 L. 377, 377-490(2004). 

（三）美國法院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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