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末報告 

 

公司治理與利益輸送之防免－集團企業之五鬼搬運(第 2
年) 

 

 
 
 
計 畫 類 別 ：個別型計畫 

計 畫 編 號 ： NSC 101-2410-H-004-041-MY2 

執 行 期 間 ： 102年 08 月 01 日至 103年 07 月 31 日 

執 行 單 位 ：國立政治大學法律學系 

  

計 畫主持人：方嘉麟 

  

計畫參與人員：碩士級-專任助理人員：柯婉婷 

碩士級-專任助理人員：張雅涵 

 

  

  

  

處 理 方 式 ：  

1.公開資訊：本計畫涉及專利或其他智慧財產權，1年後可公開查詢 

2.「本研究」是否已有嚴重損及公共利益之發現：否 

3.「本報告」是否建議提供政府單位施政參考：否 

 
 
 

中 華 民 國   103年 10 月 31 日 
 



 

中 文 摘 要 ： SOGO 案自民國 91年綿亙至今已超過十年，數十件案件繫

屬，法院不但事實認定不一，法律見解亦各自歧異，最重要

的是，時日延宕的結果是，倘認定 91年 9 月 21 日增資股東

會決議不存在或無效，從而遠東集團喪失對 SOGO 控制權，經

濟後果之嚴重積無法想像，SOGO 案因此無論在實體或程序上

均突顯我國法制面需要變革。 

 

    以程序法而言，最重要的是誰才是 SOGO 合法選任的董

事，享有對 SOGO 控制權，恰在此點上，顯示當事人及法院切

香腸式的分段處理，SOGO 與太流經營權分開處理(雖然 SOGO

董事均太流指派)，又衍生確認股東會決議不存在或撤銷決

議，確認董事與公司委任關係不存在，以及申請法院選任臨

時管理人等案，中間又穿插章民強與李恆隆股權誰屬，有否

存在信託之爭，以及經濟部撤銷登記之行政處分是否違法爭

議，SOGO 案一舉涵蓋了民、刑及行政訴訟。 

 

    當然，有些處理或認定比次不相干涉，例如刑事案件事

實的認定未必拘束民事法院，行政處分更有行政機關公益裁

量的考慮，但就 SOGO 經營權最終歸屬之相關案件，應合併審

理，可加快速度並避免判決歧異殆無疑義。法院在程序上可

以且應該防範當事人，把一個爭議切成數段事實及小爭點，

分成形式上數個獨力案件處理。SOGO 案就凸顯法院各自為政

下，時日延宕，造成社會經濟秩序動盪不安的最壞後果。 

 

    可以說，合併審理的不作為，甚或訴訟標的理論極度僵

化是最嚴重問題。其次，確認訴訟對確認利益的嚴苛解釋，

也無助於實體法規範的實踐。最後，臨時管理人選任的過度

使用，特別在董事會鬧雙包案時，也以法院的介入掩蓋了真

正癥結－司法無法迅速有效的確認經營權歸屬。 

 

    以實體法而言，SOGO 案更突顯了制度面的三大問題：

一、內部決議與外部行為的關聯性，二、法人代表人就公司

經營權歸屬的連動性，以及三、公司登記外觀與實質落差之

設計。就第一點而言，太流增資是經營權爭議的源頭，究竟

股東會應具備何種形式，以及太流股權歸屬當然都是問題，

但鮮少為人討論的是，既使內部決議效力有問題，是否外部

的增資行為必然無效，蓋外部仍有交易安全，與投資人和債

權人信賴增資外觀的考量。 

 

    第二，法人代表人制度對公司治理的負面衝擊已被廣泛

討論，惟，SOGO 案彰顯這個制度還有一個弊端，就是使的經



營權之爭如波浪般向外擴大，太流因增資案之不確定性，影

響董事會之組成人選。本來，這指是太流一家公司的經營權

不穩定，但由於 SOGO 董事人選均由太流指派且可隨時改派，

太流本身的不確定，就會蔓延到 SOGO，造成 SOGO 經營權的

動當不安。以此類推，SOGO 經營權的不確定也勢將影響 SOGO

子公司經營結構的穩定。結果，一個股東會瑕疵，會造成蝴

蝶效應。 

 

    第三，登記制度是這次引起軒然大波的主因。首先，登

記制度的書面審查標準，無可避免造成外觀與實質落差，本

文建議，因主管機關資源有限，一定規模的公司，或上市櫃

公司及其關係企要，應推動公司秘書制度，拉近外觀與實質

落差。其次，公司法第 9條設計，有基本架構之錯誤，法院

判決不必然導向登記的撤銷，例如內外效力有別，以及行政

處分自有其特別考量。第三，行政法院區別有形與無形偽

造，係屬錯誤詮釋，將使形式與實質落差近一步擴大。最

後，撤銷登記的法律效果，主管機關仍回復到最近一次未被

撤銷的登記狀況，也加深了形式與實質落差的鴻溝。 

 

中文關鍵詞： 公司治理、臨時管理人、主要財產讓與、資本登記不實、股

東會決議成立要件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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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前言 

章民強為太平洋建設集團(下稱太設集團)之總裁，為解決其集團財務危機，

欲藉由李恆隆、林華德等人之協助，將原控股之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 SOGO 公司)與太平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設公司)切割。未料各人各有盤

算，反使李恆隆、林華德引進遠東集團，讓徐旭東掌控 SOGO 公司經營權。SOGO

案之經營權爭奪，遂由此展開。 

 

SOGO 案之一切爭議，均起源於太設集團民國 90 年開始之財務危機，該年

度虧損即有約 31 億元。隔年 91 年度太設虧損達約 97 億1元，與前期虧損合計並

經以減資之方式彌補虧損後，合計仍約有 54 億元之虧損。又依太設公司 91 年財

報，其實收資本額約 128 億元，故彌補虧損後，該年度虧損尚未達實收資本之半

數，無公司法第 211 條第一項之適用2。又依同年之資產負債表觀之，其資產帳

面價值 329 億元，總負債帳面金額 304 億元，就形式觀之尚未有資產顯不足償還

負債之嫌
3
。歷經此財務危機之太設公司，其 100 年度有稅後淨利約 9 億元，且

至民國 102 年 4 月為止仍為上市公司。 

 

而至今經營權爭奪尚未落幕的 SOGO 公司，其民國 101 年累計營收淨額為新

台幣 41,156,933 仟元(約 411 億元)，相較於民國 93 年營收 288 億元，成長超過 100

億元。 

 

二、SOGO 案事實整理 

(一)基礎事實 

1.切割計畫 

    90 年 9 月間，太設集團因本身營運不善，且國內經濟大環境低迷，不動

產相關產業景氣甚差，是財務陷入困難，急需資金挹注，且太設集團旗下營

運甚佳之 SOGO 公司，又因遭逢納莉颱風襲臺遭受水災而停業數日，SOGO

                                                      
1
 太設於 91 年 6 月出售 SOGO 公司 110,592,000 股(佔全部股權 48%)予太流公司，合約總價為

1,632,000 仟元，原帳面價值為 2,487,642 仟元，證交稅 4,896 仟元及相關股東權益調整(2,357)仟

元，產生處分損失 858,181 仟元。惟其後因相關爭議訴訟中，因此太設 91 年年報仍帳列 SOGO

公司之長期股權投資(資產)及預收出售長期投資款(負債)。 
2
 依經濟部 91 年經商字第 2280620 號函釋，「虧損」，為完成決算程序經股東會承認後之累積虧

損，與公司年度進行中所發生之本期淨損之合計。 
3
 經濟部 93 年經商字第 09202269060 號函釋，若公司資產總額低於其所負之債務時，該公司即

涉有違反公司法第二百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之情事，惟條文所稱﹁公司資產﹂係指淨變現價值而言，

即公司於合理期間內從容處分該資產所得之淨變現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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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營運亦受到影響，致太設集團之債權銀行欲採取停止對太設集團繼續貸

放資金或催促清償已到期之貸款等措施，使得太設集團之財務更加吃緊。章

民強透過李恆隆協助順利將債務與銀行達成展期一年之協議。為根本解決太

設集團之財務問題，章民強透過李恆隆委請林華德協助對太設集團進行企業

診斷。林華德表示太設集團轄下企業應進行切割俾利企業存續經營之建議，

於是章李林等人，遂開始針對太設集團逐步進行企業體切割之動作。 

    91 年 3 月初，章民強對林華德提出要約，請求其協助處理太設集團及

SOGO 公司之財務問題，林提出其必須先派員至 SOGO 公司進行評估，以瞭

解財務狀況，且之後，章民強必須設法將 SOGO 公司股權集中，再信託予其

本人，俾利其日後代表 SOGO 公司與銀行團協商還款事宜等要求。林華德並

推薦賴永吉會計師及其擔任所長之正風事務所，至 SOGO 公司進行財務專案

評估。 

    依林華德之切割計畫，係將太設公司原持有之「太平洋中國控股有限公

司（簡稱中控公司）股權」、「SOGO 公司忠孝本館大樓建物及地上權(下稱

SOGO 大樓)」及「SOGO 公司全部股權」等資產，一共作價新臺幣（下同）

120 億元，以買賣為名義，分別售予 SOGO 公司及太設公司轉投資設立並實

質持股 100％4，資本額僅 100 萬元，且原無營業活動之太平洋流通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簡稱太流公司），欲藉上開方法將 SOGO 公司之股權全部集中在

太流公司，另安排太設公司將所持有之太流公司股權售予 SOGO 公司，即欲

以上開方法改變 SOGO 公司與太設集團相互持股之關係，更將使太流公司成

為 SOGO 公司之控股公司。 

    91 年 3 月，太設公司以太流股份帳面價值 101 萬 9,332 元為對價出售太

流股份予 SOGO 公司，但未立即過戶。同年 4 月間，因計畫作為 SOGO 公司

控股公司之太流公司資本額過低，恐上開切割計畫難獲債權銀行支持，遂再

由 SOGO 公司全部出資(公司內部登記為章民強借款 580 萬元)，將太流公司

之資本額增資至 1,000 萬元。為使上開增資行為，符合公司法第 167 條第 3

項之規定，賴永吉乃建議因 SOGO 公司之股權將要集中在太流公司，則 SOGO

公司所持有之太流公司股權，並不宜超過股權半數。故而最終將 60%太流股

份登記於李恆隆名下，40%登記為 SOGO 所有。同時，太設公司亦將中控公

司股份與 SOGO 大樓出售予 SOGO 公司。 

    91 年 5 月 17 日太流公司，亦再分別與臺灣崇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崇

廣公司）、豐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豐洋公司）、香港商時遠有限公司（下

稱時遠公司），各簽立 1 份股權買賣契約書，用以購買 SOGO 公司股權。 

91 年 7 月 18 日下午林華德、李恆隆通知章民強、章啟正、鄭洋一、賴永吉，

在國票公司林華德之辦公室內召開 SOGO 公司臨時董事會，會中告知 91 年 5

月份所提出之太設集團及 SOGO 公司之償債計畫並未獲債權銀行支持，且中

國信託商業銀行 17 億元之聯貸案亦即將到期，SOGO 公司亟需另行舉債因應，

                                                      
4
 其中 6%於設立時，係為符合舊公司法董事 7 人之限制而分別信託予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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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章民強債信不佳，若由其繼續擔任 SOGO 公司董事長，恐無法獲債權銀行

支持，是除原有之保證人外，SOGO 公司需要有一位新任董事長，再由此人

擔任債務之連帶保證人等事由。章民強因此自願辭去SOGO公司董事長職務，

且會中決議改由李恆隆接任，並由其擔任 SOGO 公司債務之連帶保證人。 

2.信託 

    章民強為解決集團之財務問題，利用集團中之太流公司(係於民國 88 年

6 月 26 日由太設集團轉投資設立，設立之時共有資本額 100 萬元，共發行 10

萬股股份) 依林華德、李恆隆等人之建議進行集團股權架構之重整，即上開

之切割計畫。太流公司於 91 年 4 月 4 日召開第一次股東會議決議，將太設

公司所持有太流公司 20%股權讓售予李恆隆，另 80%股份讓售予 SOGO。後

於同年 4 月 14 日股東臨時會通過資本總額由 100 萬元，增資至 1000 萬元，

SOGO於同年 4月 18日由其財務經理鄭顯榮書立奉諭簽呈購買太流公司股權

40%，李恆隆持股 60%。而系爭股票的股款，關於 10 萬股共 101 萬 9 千 3 百

3 十 2 元部分是由 SOGO 存入太設公司於合作金庫的帳戶內，而太流公司增

資為 1000 萬元時，SOGO 分次提付 580 萬元及 320 萬元，共計 900 萬元至太

流公司合作金庫銀行帳戶內。 

    章民強主張李恆隆名下所持有的太流公司 60 萬股，是由章民強於 91 年

3 月 28 日以及 4 月 22 日向 SOGO 公司分次借款購買後，再信託予李恆隆，

該信託關係已於 91 年 9 月 14 日口頭告知李恆隆終止，在同年 10 月 10 月 2

日以存證信函再次通知李恆隆終止雙方間之信託關係，章民強隨即提訴請求

李恆隆返還信託股份，並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禁止李恆隆就太流公司 60

萬股進行處分。 

3.增資 

    91 年 4 月 14 日，太流公司召開臨時股東會，會中決議改選董監事及修

改章程。章民強、李恆隆、鄭洋一，以自然人身分當選董事，賴永吉以自然

人身分當選監察人，任期自 91 年 4 月 14 日起至 94 年 4 月 13 日止。另決議

增資 900 萬元，增資後資本額共計為 1,000 萬元，股份總數合計為 100 萬股，

其中 40 萬股為 SOGO 公司所有，股權比例 40%，其餘 60 萬股登記名義人為

李恆隆（股權比例 60%）。 

    91 年 4 月 24 日太流公司聲稱收到以董事章民強、鄭洋一、監察人賴永

吉為名義出具之辭職書各一份，分別表示辭去董監事職務。(其上章民強之印

文真正) 

    依太流公司股東會議事錄記載，91 年 5 月 9 日上午太流公司有召開股東

會補選董監事，由 SOGO 公司指定之法人代表賴永吉、章民強當選為董事，

鄭洋一當選為監察人。紀錄為劉玉蘅，議事錄並記載出席股東二人，李恆隆

及 SOGO 公司（代表人章民強）。同日章民強以 SOGO 公司代表人身分立具

董事願任同意書，其上簽名及印文為真正。 

    91 年 7 月底、8 月初間，章啟明與寒舍公司及仙妮蕾德集團簽定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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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出售包括 SOGO 等公司之股權，以解決太設之債務。林華德以：「已獲『總

統府高層』指示，無權轉賣」為由，不願配合將 SOGO 公司股權出售與寒舍

公司。林華德旋即藉安排債權銀行團人員進入SOGO公司經營團隊監控為由，

於 91年 8月 26日召開 SOGO公司臨時股東會，使賴永吉當選 SOGO董事長。

藉此對外稱 SOGO 公司之董事會實由債權銀行團所主導，但林華德仍擔任

SOGO 公司董事會最高顧問，與李恆隆繼續掌控 SOGO 公司經營權。 

    林華德於同年 9 月 3 日，透過舊識遠東集團法務長及董事長特別助理黃

茂德之引薦，與徐旭東見面，向徐旭東說明 SOGO 公司與太設集團切割所採

用之方法，並邀約遠東集團投資 SOGO 公司。91 年 9 月 17 日由李恆隆於與

黃茂德、遠東集團財務副總李冠軍簽訂備忘錄暨保密協議，林華德並指示賴

永吉，全力配合辦理遠東集團增資太流公司事宜。 

    林華德、李恆隆、賴永吉為使遠東集團順利增資太流公司，首先由賴永

吉與李恆隆討論後，由賴永吉於 91 年 9 月 19 日以 SOGO 公司董事長身分，

在未經 SOGO 公司董事會討論及通知章民強之情況下，逕自解除章民強代表

SOGO 公司出任太流公司法人董事之職務，使得太流公司之董事僅餘賴永吉

及李恆隆 2 人，並於翌（20）日李恆隆要求賴永吉自 SOGO 公司財務部代為

領取「太流公司」大、小章後至遠企飯店，持以交付李恆隆。 

    林華德、李恆隆、賴永吉等人於 91 年 9 月 20 日共同謀議，將於翌日於

(21 日)在李恆隆家中召開太流臨時股東會及董事會，以通過太流公司增資議

案之方式遂其目的，並通知遠東集團關於太流公司將召開臨時股東會及董事

會一事。黃茂德便囑咐時任遠東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辦公室副理之郭明

宗，於該日親自至李恆隆家中。 

    91 年 9 月 21 日前，SOGO 公司及太流公司間交叉持股，SOGO 公司持有

太流公司股權 40%，太流公司持有 SOGO 公司股權超過 70%，SOGO 公司所

有董事均為太流公司之法人代表董事，太流公司董事登記狀態為章民強、賴

永吉二人均為 SOGO 公司法人代表董事，李恆隆為自然人董事。 

    91年 9月 21日上午的太流公司股東會及下午的董事會，賴永吉未到場。

郭明宗到李恆隆家裡，依李恆隆交付之手稿製作股東會及董事會議事錄。依

該股東會議事錄記載，臨時股東會決議增加資本總額及修改章程，增資 40

億元，增資後資本總額 40 億 1000 萬元，並授權董事長先辦理現金增資 10

億元，增資之股份係由遠東集團取得。嗣李恆隆更於 91 年 9 月 23 日將太流

公司大小章及公司登記執照，在呂思家律師之見證下，轉交遠東集團保管。 

    賴永吉嗣再 91 年 9 月 24 日未經 SOGO 公司董事會之討論，便自行以

SOGO 公司董事長身分，放棄 SOGO 公司參與太流公司增資，並出具 SOGO

公司放棄增資認購書與李恆隆。李恆隆於同日（91 年 9 月 24 日）以太流公

司董事長名義，發函遠百公司等 11 家遠東集團關係企業，以每股 10 元價格，

邀集前開公司參與太流公司現金增資，該 11 家遠東集團關係企業便共集資

10 億元，於同月 26 日將該 10 億元匯入太流公司在遠東商銀營業部開立之資



6 
 

本專戶。並於 91 年 10 月 11 日向經濟部商業司申請太流公司增資及董事解任

變更登記，於翌日（91 年 10 月 12 日）核准登記，由遠東集團以增資太流公

司一億股（總價 10 億元）方式，取得太流公司百分之 99 以上之股權，掌握

太流公司經營權。 

    章民強於 95 年間以太流公司為被告，請求確認 5 月 9 日補選董監案以

及 9 月 21 日增資案之股東會決議無效。 

4.崇廣售股 

    依崇廣公司 90 年度資產負債表，崇廣公司共持有 SOGO 公司記名股票

六千九百三十三萬六千股(約佔 SOGO 發行股份 30%)，並曾於 91 年 5 月 17

日將上開股票全數出售予太流公司，並簽訂股權買賣契約書，但其後直至同

年 8 月為止，太流並未給付價金，崇廣亦未移轉股份。 

    余青松為崇廣公司總經理兼董事，未經崇廣公司董事會、股東會決議，

於 91 年 8 月 5 日以崇廣公司代表人之名義，與三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三僑公司)簽訂股份購買契約書，約定崇廣出售 SOGO 公司股票 6,912 萬

股，三僑公司於同日將部分買賣價金 7,211 萬元匯入崇廣之銀行帳戶，余青

松並於當日將崇廣公司原先質押於臺北國際商業銀行之 SOGO 公司股票

1,120 萬股回贖後，即背書轉讓並交付三僑公司，但三僑公司於 91 年 8 月 7

日、91 年 8 月 12 日向 SOGO 公司聲請辦理股東名簿變更登記時，為 SOGO

公司拒絕。 

5.定暫時狀態假處分 

    91 年 9 月 21 日太流公司所召開之股東會及董事會，由於記錄人郭明宗

因偽造刑事判決確定，故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於 98 年 12 月 31 日函知經濟部

撤銷太流公司之增資、修正章程及董事解任變更登記，經濟部並於 99 年 2

月 3 日撤銷之，章民強則於同年以豐洋興業股份有限有限公司(該公司持有

SOGO 共 3%左右的股份)法定代理人之身分，向擔任 SOGO 董監事的黃晴雯

等六人提起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章民強主張太流公司一旦撤銷增資登記後，

假設 SOGO 持有太流公司 100%的股份5，而太流公司持有 SOGO 共 78%的股

份，則依據公司法 179 條，在 SOGO 所召開的股東會上，太流公司沒有表決

權，所以於 97 年 6 月 13 日 SOGO 股東會所選出太流公司法人代表人黃晴雯

等六人並不合法，章民強聲請法院禁止黃晴雯等六人繼續行使董監事職權。 

6.臨時管理人 

    太流董監事變更經經濟部撤銷後，登記回復太流公司原任董事長李恆隆、

法人股東 SOGO 指派之董事章民強、賴永吉及監察人鄭洋一(經 SOGO 改派

為李冠軍、鄭澄宇為董事、杜金森為監察人)，任期於 94 年 4 月 14 日屆至。

經台北市政府函令限期改選並變更登記未果，太流公司的董監事於 100 年 10

                                                      
5
 章民強於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中主張 SOGO 百分之百持有太流公司，應係因為太流公司於 91

年 9 月 21 日增資前共發行 100 萬股，其中 40 萬股由 SOGO 持有，另 60 萬股係由 SOGO 信託給

李恆隆，故增資登記撤銷後，太流公司 100 萬皆由 SOGO 所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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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起當然解任。遠東集團則以太流公司於 100 年 8 月 1 日召開股東會選

任徐旭東、黃茂德及羅仕清為董事，並於 SOGO 在 100 年 8 月 26 日所召開

之股東會中，以太流公司名義投票選出代表擔任 SOGO 新任董事五人，李恆

隆認為主張太流公司增資登記已於 99 年 2 月 3 日撤銷。故李恆隆向法院聲

請就太流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 

7. 行政登記撤銷 

    經濟部曾於 91 年 11 月 13 日核准太流公司增資、修正章程及董事解任等

變更登記。嗣高等法院 93 年度金上重訴字第 6 號刑事判決以太流公司 91 年

9 月 21 日股東會及董事會議事錄，因郭明宗明知為不實事項而仍登載作成文

書，足生損害於他人，判決有罪且不得上訴確定。高檢署爰依公司法第 9 條

第 4 項通知經濟部，經濟部便於 99 年 2 月 3 日發函太流公司，撤銷 91 年 11

月 13 日核准之增資、修正章程變更登記(未包含解任章民強法人代表董事身

分變更登記部分6)及後續相關之登記7。 

    太流公司提起訴願，遭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遠東集團仍不服，以原處

分所據事實與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要件不符，因此提起行政訴訟。 

 

(二)爭執事實之法院認定 

 

議題 爭點事實 法院見解 

增資 91 年 4 月 24 日章民強辭去太

流公司自然人董事之辭職書是

否真正。 

章民強以自己並未親自簽名主

張辭職書係屬偽造。 

民事法院8認為章民強印文與

91 年 4 月 14 日以自然人身分

當選所出具的董事願任同意書

之印文相同，且印文真正並無

法證明誤蓋。再依章民強秘書

翟美華之證詞，認為該辭職書

係依章民強簽名指示蓋章。尚

無法認定為偽造。 

刑事法院
9
亦同。 

91 年 5 月 9 日太流公司法人代

表之指派書(指派章民強為

SOGO代表人參選太流董事)是

法院10認為 SOGO 公司印文真

正且未證明矇混用印。印文既

為真正。堪認 91 年 5 月 9 日

                                                      
6
 章民強針對此部分對經濟部提訴願、撤銷訴訟，惟高等行政法院認為章民強主要依據─郭明宗

有罪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與太百公司改派代表人並無相關，故判決章民強敗訴，並經最高行

政法院維持原判。參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度訴字第 524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

字第 354 號判決。 
7
 參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258 號判決：拾、本院之判斷，甲、一、(二)。 

8
 參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上字第 904 號。 

9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3 年度金上重訴字第 6 號。 

10
 同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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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真正。 SOGO 公司指派書確由 SOGO

公司所出具。 

刑事法院11亦認為無法認定為

偽造。 

91 年 5 月 9 日章民強之董事

(SOGO 法人代表當選太流董

事)願任同意書是否真正。 

法院12認為章民強親簽。同意書

記載「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等字樣。章民

強主張誤簽不可採。 

91 年 9 月 19 日 SOGO 公司出

具改派書，解任章民強 SOGO

公司法人代表董事職務，改派

書是否真正。 

民事法院13認為印文形式上之

真正，且 SOGO 指派轉投資公

司法人代表人，向來並無召開

董事會討論並決議指派人選，

所以 SOGO 指派章民強等人為

SOGO 投資太流公司之代表

人，事前無須經過董事會決

議，董事長有權決定。 

刑事法院14有認為：依據 SOGO

章程及相關董事會決議認為，

皆未授權 SOGO 董事長可自行

指派及改派，因此係賴永吉越

權盜用 SOGO 公司章所製作，

屬偽造。亦有法院15認為：賴永

吉出具改派書，是否符合法定

程序，應係民事糾紛，刑事法

院自無從加以論斷。 

91 年 5 月 9 日太流公司是否有

召開股東會之事實。 

章民強以鄭洋一否認出席 5 月

9 日股東會，以及另名 SOGO

法人代表人賴永吉該日不在國

內，主張 5 月 9 日太流公司股

東會根本未召開。 

民事法院16認為太流公司面臨

三位董監辭職，應召開股東臨

時會進行補選，該次股東會由

股東李恆隆集 SOGO(代表人即

章民強)兩人出席，決議章民

強、賴永吉以 SOGO 代表人身

分當選董事，鄭洋一以 SOGO

                                                      
11

 同註 9。 
12

 同註 8。 
13

 同註 8。 
14

 同註 9。 
15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7 年度矚上易字第 1 號 
16

 同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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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身分當選監察人，與 5

月 9 日股東會議事錄記載相

符。 

刑事法院17亦認為：參照九十一

年五月九日上午十時，太流公

司股東臨時會議記錄、章民強

立董事願任同意書(有章民強

之簽名及印文)，並太流公司九

十一年五月九日股東臨時會議

記錄、董事會議記錄、辭職信

等；顯然太流公司確有於九十

一年五月九日股東臨時會補選

董監事之情事。 

91 年 9 月 21 日賴永吉是否以

SOGO 董事長身分出具股東會

出席委託書。 

章民強以賴永吉委託書係屬事

後蓋印，主張 91 年 9 月 21 日

股東會決議僅有李恆隆一人出

席。 

法院
18
有依據秘書翟美華之證

詞，認為取用SOGO大小章皆需

經過程序申請，而賴永吉唯一

依程序申請係於91年9月23日

申請，故9月21日股東會出席委

託書係由賴永吉於9月23日嗣

後用印製做。 

另有法院19採用管理 SOGO 印

章之人的證詞，認為 91 年 9 月

23 日賴永吉係因為要將 SOGO

大小章攜出公司所以需要特別

填具申請書，否則平日董事長

用印、取得印章並不受管制，

故該委託書係屬有效。 

91 年 9 月 21 日太流公司是否

有召開股東會之事實。 

章民強以太流公司未提出股東

會召集通知書、召集通知寄送

SOGO 證明、股東會簽到簿、

股東會議事錄寄送 SOGO 證明

刑事法院20有認為所謂「開

會」，應係開會當時有「宣布開

會」、「議案報告」、「討 論表

決」、「臨時動議」、「宣布散會」

等程序。然於 91 年 9 月 21 

日上午，事實上並未在系爭股

                                                      
17

 同註 9。 
18

 同註 9。 
19

 參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1258 號。 
20

 同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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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張 9 月 21 日太流公司股

東會根本未召開。 

東臨時會議記錄所載之地點開

會，更無為上開所述開會應踐

行之程序，而係李恆隆將事先

擬好之會議記錄手稿，事後交

由郭明宗繕打，故系爭股東臨

時會僅有製作股東會議記事錄

之形式，實際上並無開會之事

實。 

信託 太流公司 60 萬股份所有權人

是否章民強？ 

章民強以暫借款申請書、分錄

轉帳傳票、支票以及存摺，證

明其向SOGO分次借貸20萬以

及 580萬元購買太流公司 60萬

股，主張自己是太流公司 60 萬

股所有權人。 

刑事法院21以太流公司之會議

決議、SOGO 之內部簽呈及暫

借款申請書、太流公司之會議

決議、SOGO 之內部簽呈及暫

借款申請書以及匯款記錄等證

據認定系爭股票之股款 20 萬

元以及 580 萬元為章民強向

SOGO 借支而購得系爭股票以

信託予李恆隆。 

民事法院認為22章民強之主張

無理由，第一點，SOGO 內部

會計帳面所示，章民強於 91 年

3 月 28 日向 SOGO 借錢，但

SOGO 匯入太流公司帳戶是同

年 6 月 13 日，借貸時間與匯款

時間相距甚遠；第二點，章民

強向 SOGO 所借的 20 萬以及

580 萬的暫借款申請書之號碼

係屬連號，故高院認定此乃章

民強欲規避公司法 13 條之限

制，無法據以主張股票是章民

強所出資認購。最高法院23對於

以上見解持保留的態度，認為

多項事實只能論證為執行分割

計劃，使系爭股份登記在李恆

隆名下，至於 SOGO 以及太流

是否因而違反公司法 13條 1項

                                                      
21

 同註 9。 
22

 參台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重上字第 45 號。 
23

 參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153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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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與 SOGO 實際上為系爭

股票之所有權人無涉。 

太流公司 60 萬股份所有權人

是否李恆隆？ 

李恆隆以 91 年 9 月 23 日以自

己名義所簽發的 600 萬元支票

給付給 SOGO 主張自己是太流

公司 60 萬股之所有權人。 

法院24認為李恆隆與 S0G0 間帳

面上沒有任何關係，該筆款項

列入 SOGO 的暫收款，且李恆

隆係於章民強於 91 年 9 月 14

日口頭請求返款股票後，始作

勢給付 SOGO 系爭股票股款，

以作為系爭股票系李恆隆所購

之形式表態，不足以證明李恆

隆是股份所有權人。 

章民強與李恆隆間有無信託合

意？ 

章民強以 SOGO 於 91 年 4 月

18 日之內部簽呈中之用語「應

速辦妥增資，始可辦理信託！」

主張李恆隆與其有信託合意存

在。 

地院25認為依據簽呈記載，章民

強係基於 SOGO 董事長之地

位，指示將 SOGO 持有之 60

萬股太流公司股份，信託登記

給李恆隆，而非以個人身分信

託，故章民強無法以此簽呈主

張與李恆隆間有信託關係存

在。 

高院26更進一步指出，由於該簽

呈係 SOGO 財務經理所做成，

該簽呈將上呈給 SOGO 董事批

註，故可認為章民強在上面所

為的批註是本於 SOGO 董事身

分所為，故該信託應係指

SOGO 所為之信託。 

背信 89 年 8 月 29 日到 91 年 6 月 27

日止，太設是否向 SOGO 調度

資金？ 

法院27自匯款紀錄、傳票、支

票、簽呈等證據顯示有此事，

並非財會人員所記載之預付租

金款項。 

                                                      
24

 參台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重上字第 45 號、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1533 號。 
25

 參台北地院 91 年度重訴字第 2785 號。 
26

 同註 22。 
27

 參台北地方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1442 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金上重訴字第 6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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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設董事長章啟正是否知道資

金調度？ 

自訊問中得知
28
，章啟正對太設

與 SOGO 有關交易往來及資金

調度係知情 

李恆隆、林華德、賴永吉分別

有無受太設集團、章民強委

任？ 

自相關證言、被告陳述等可認

三人已分別與太設集團、章民

強之委任29。 

偽造

文

書、登

載不

實 

91 年 9 月 21 日賴永吉雖未親

自出席，但有出具委託書及指

派書？ 

有，自相關證據顯示，賴永吉

當天未親自出席會議，而是交

付委託書及指派書給李恆隆代

為出席30。 

撤銷

登記31 

原告是否為法律上利害關係人 撤銷登記使參與增資的原告遠

東集團之「太流公司股東」身

分喪失，無從依所持股數行使

股東權益，其已存在之法律上

權利或利益顯因原處分而受有

影響，屬原處分之法律上利害

關係人，得提起行政訴訟。 

李恆隆是否為法律上利害關係

人 

原處分合法與否將影響其對太

流經營權，及法律規定之固有

股東權，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 

章民強是否為法律上利害關係

人 

章民強於系爭股東臨時會及董

事會時是否仍有法人代表董事

資格與原處分合法與否有關，

應肯認有法律上利害關係 

本件得否提起行政訴訟 原處分依據刑事確定判決之犯

罪事實撤銷系爭相關登記事

項，為對外直接發生公法上法

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係行

政處分，且價值判斷上該處分

                                                      
28

 同上註。 
29

 參台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金上重訴字第 6 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矚上易字第 1 號判決。 
30

 參台北地方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1442 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金上重訴字第 6 號判決、

台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矚上易字第 1 號判決。 
31

 參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25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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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檢察署之刑事執行行為，屬

行政訴訟審判範圍。 

本件有無停止訴訟之必要 無，雖原告對太流公司提起確

認股東權存在訴訟上繫屬於民

事法院，惟該民事訴訟非本件

撤銷行政訴訟之先決問題，故

無須依行政訴訟法第 177 條停

止訴訟。 

 

三、SOGO 案法律議題之法院見解 

(一) 崇廣32－SOGO 股權買賣爭議：崇廣公司與三僑公司間於九十一年八月五日

就崇廣公司所持有之 SOGO 公司股票六千九百十二萬股之股份買賣關係是

否存在？ 

1. 崇廣公司總經理兼董事余青松對外代表崇廣公司出售公司持有股份，是否

屬經理人之代表權範圍內？ 

(1)當事人主張 

○1 崇廣公司主張 

公司係從事百貨買賣、直營商品零售批發等業務，系爭股權之買賣，

並非余青松執行職務或經授權範圍內之行為。就余青松與金融機構

之往來交易事項需為特別授權，舉輕以明重，對於較諸「設定質權」、

「融資貸款」等行為更為重大之「處分資產行為」更應特別授權。

崇廣與廣三集團買賣股份，係由董事長代表公司與廣三建設簽訂，

余青松任職原告公司總經理期間，從未曾單獨代表崇廣公司簽訂任

何股份買賣契約。且余青松與三僑公司簽訂本件系爭股份買賣契約

之時，並未經崇廣公司任何授權。所謂「公司營業上所必要之一切

行為」，實務上見解並未包括「公司資產之處分」，更遑論「主要或

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之處分」。 

○2 三僑公司主張 

余青松為崇廣公司之總經理兼董事，依公司法第八條規定，為公司

負責人，對外代表公司所為之行為自屬有效。且其曾代表崇廣公司

出售 SOGO 公司股票二百四十萬股予寶利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足見原告公司並未就訴外人余青松之經理權限作任何特別限制。公

司經理人之行為是否為營業上之所必要，絕非以是否係公司登記業

務範圍內之行為遽為判斷。如該日崇廣未能籌得資金以清償積欠該

銀行之借款，崇廣公司設質於該銀行之股票即遭斷頭，公司債信不

佳之訊息將流傳商界，不僅嚴重影響崇廣公司商譽，其他銀行亦將

抽銀根，必危及公司所營事業之繼續營運。 

                                                      
32

 以下整理自：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九十一年度重訴字第二四六五號。 



14 
 

(2)法院見解： 

依公司法第八條，經理人於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是以關

於公司營業上一切事務有辦理之權。但如其所代表者，非屬公司營業

上之事務，而係讓與公司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則非屬經理

人之代表權範圍內。因此，系爭股份買賣行為是否為崇廣營業上所必

要，而為余青松執行職務或經授權範圍內之行為，端視該買賣行為是

否屬於讓與崇廣公司主要部分財產而定，如肯定之，則非屬余青松之

執行職務或經授權範圍。 

 

 

2. 系爭股份買賣，是否構成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謂讓與主

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1)當事人主張 

○1 崇廣公司主張 

崇廣公司所營事業原登記有百貨買賣、各項日常用品批發零售及投

資顧問業務等，且基於業務之需要方轉投資持有系爭買賣標的即

SOGO 公司股票，且該投資價值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七十一點三五，

若公司將系爭股票轉讓，不僅所賴之長期股權投資收入來源將立即

斷絕，其登記所營事業之業務發展亦將因喪失 SOGO 公司董事席次

之光環而勢必銳減，實足以影響公司所營事業之不能成就。就「質」

與「量」的分析基準，系爭股份屬公司「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

產」無疑。 

○2 三僑公司主張 

主要部分財產，係指該部分財產之轉讓，足以影響公司所營事業之

不能成就者而言，崇廣公司之所營事業並不包含百貨商店之經營在

內，故系爭股份之處分，並不影響崇廣公司所營事業之成就。系爭

股權之買賣為一投資行為，任何投資均有風險，縱有不利，此與是

否造成一公司所營事業不能成就，係屬二事。況系爭股權出售取得

價金公司得以週轉資金，反有助公司繼續營運。 

(2)法院見解 

是否為「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宜從質與量兩方面判斷，不僅單以

交易標的價值作為衡量依據，且兼顧系爭交易對公司「質」方面之影

響（如使公司營業無法繼續，或至少令營業大幅減縮）。而系爭股權買

賣行為影響崇廣公司之營業損益甚鉅，因崇廣公司目前經營項目為商

場開發、百貨貿易、百貨物流諮詢業務、零售批發，而出售 SOGO 公

司股票，將影響崇廣公司於 SOGO 之設櫃。從崇廣公司之營業項目可

知，百貨公司櫃位為其重要行銷通路，系爭股權買賣行為明顯影響原

告之營業狀況。系爭股份買賣應屬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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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所稱主要部分財產之讓與行為。 

 

3. 違反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未經原告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該簽定系爭股

份買賣契約之效力如何？有無表見代理？或公司法第三十六條善意抗

辯？ 

(1)當事人主張 

○1 崇廣公司主張 

系爭股票既屬崇廣公司之主要或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余青松與三僑

簽訂系爭股份買賣契約時，未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經原告公司

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之情形而擅自與被告簽訂系爭契約，參最高法

院七十四年度臺上字第二０一四號判例要旨，準用民法第一百七十

條第一項規定，屬無權代理。且崇廣就系爭股份買賣，並未以自己

之行為表示授與代理權予余青松，公司於獲知前情後，亦旋由其餘

七位董事出具「聲明書」，否認授權余青松與三僑簽訂前揭股份買賣

契約，故並無表見代理之情事。而崇廣與太流間買賣 SOGO 股份，

業經公告大眾週知及報章披露，且三僑就此價值甚鉅之買賣，未曾

究明余青松是否確得為公司之代表人，或要求提供經授權之證明，

三僑不得主張為善意。 

○2 三僑公司主張 

崇廣公司之章程無限制余青松之經理權限，而系爭股份購賣契約書

及系爭股票背面所蓋之公司印章係真正。再崇廣公司與太流公司間

之買賣契約訂有保密條款，三僑無從得知系爭股票是否已出售他人，

或余青松是否確有代理公司出售系爭股票之權限。依民法第一百六

十九條規定，崇廣公司應負表見代理之責。且三僑公司乃善意第三

人，自得主張依公司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崇廣公司自不得以所加於

經理人職權之限制對抗善意之三僑公司，系爭股權買賣契約仍為有

效。 

(2)法院見解 

經理人雖對外代表公司，但僅關於公司營業上之事務有辦理之權，若

有所代表者非公司營業上之事務，本不在代表權範圍之內，此項無權

限之行為，不問第三人是否善意，非經公司承認，不能對於公司發生

效力。崇廣公司主要部分財產之讓與，非余青松之執行職務或經授權

範圍，且事後未經公司董事會追認，此買賣契約對崇廣公司不生效

力。 

崇廣公司是否有表見代理（表）之權利外觀，三僑並未舉證證明崇廣

對外有何授權余青松簽訂崇光百貨公司股權買賣契約之表示，或崇廣

實際知悉余青松於此次股權買賣表示為代理人卻未反對，三僑自不得

主張崇廣應負授權人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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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余青松所代表者，非屬崇廣公司營業上之事務，而係讓與公司主要

部分之財產，本不在其代表權範圍內，自無所謂代表權限制之問題，

故不問三僑公司是否善意，未經崇廣公司承認，不能對崇廣公司發生

效力。 

 

 

(二)信託33 

1. 股份係由何人出資是否影響信託關係認定 

(1)當事人主張 

章民強主張系爭股款係由其出資，僅向 SOGO 公司借款而已。李恆隆

亦主張系爭股款係由 SOGO 公司先代墊。 

(2)法院見解 

地院引用判例34闡釋「所謂信託行為，係指委託人授予受託人高過經濟

目的之權利，而僅許可其於經濟目的範圍內行使權利之法律關係…信

託關係係因委託人信賴受託人代其行使權利而成立。應認委託人有隨

時終止。」，並另依判決要旨35表示「買受人(信託人)買受不動產以他人

(受託人)名義辦理登記之信託契約，以信託人與受託人有此信託契約之

合意為其成立要件。」故地院認為信託關係之成立，必須委託人與受

託人間，達成信託之合意，委託人基於特定之信託目的，將財產權移

轉或為其他處分，授與受託人超過經濟目的之權利，始受託人積極管

理、處分受託財產，始足當之。 

最高法院主張買受人(信託人)買受公司股份以他人(受託人)名義辦理登

記之信託契約，以信託人與受託人有此信託契約之合意為其成立要件，

至買受公司股份究由何人出資，與信託契約之成立要件無涉。 

 

2.章民強是否有盡其舉證責任 

(1)當事人主張 

章民強主張將系爭 60 萬股太流公司股份信託給李恆隆，惟李恆隆否認

之。 

(2)法院見解 

地院認為依民事訴訟法 277 條所規定舉證責任分配之法則，章民強自應

就其與李恆隆，就系爭 60 萬股太流公司股份，據有符合信託關係之存

在，此一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至於李恆隆主張自己才是太流公司 60 萬股所有權人，高院引用兩則判

例認為「民事訴訟法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33

 以下整理自: 台北地院 91 年度重訴字第 2785 號，台灣高等法 99 年重上更(一)字第 120 號，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 1092 號。 
34

 請參考最高法院 66 年台再字第 42 號判例。 
35

 請參考最高法院 72 年台上字第 103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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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

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36，

再者，「請求履行債務之訴，除被告自認原告所主張債權發生原因之事

實外，應先由原告就其主張此項事實，負舉證責任，必須證明其為真

實後，被告於其抗辯事實，始應負證明責任，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

則。」37，故於本案中章民強無法以信託關係或具信託性質無名契約請

求返還系爭股票，即應為章民強敗訴之判，無庸就李恆隆抗辯部分一

一論述。 

 

 

(三)增資38 

1. 91 年 5 月 9 日太流股東會決議是否不成立？是否有效？ 

(1)當事人主張 

○1 章民強主張 

太流公司於 91年 5月 9日根本未召開臨時股東會，其未獲通知出席，

該股東會會議紀錄顯係偽造，股東會決議不成立；且股東會應由董

事會召集，若董事會並未合法決議(未通知為董事之章民強)即逕行召

集股東會，該股東會因無召集權人所召集而無效。 

○2 太流公司(代表人李恆隆)主張 

91 年 5 月 9 日太流公司股東臨時會，章民強以 SOGO 公司代表人身

份被選任為太流公司董事，而章民強當選後即於載明為太平崇光百

貨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之 (太流公司)董事願任同意書 (任期 91 年 5

月 9 日起至 94 年 4 月 13 日止)」上，親自簽名同意擔任。同日下午

太流公司並再召開董事會，討論公司遷址案，其出席董事簽名欄及

列席監察人簽名欄左側之董事姓名欄及監察人姓名欄，已事先印妥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名單，縱設章民強簽名時，未見賴永吉等人先

行簽名，仍可明白知悉當時被告董事、監察人已改選之事實。至於

董事會及股東會之召集通知，依法並無限定通知方式，且亦未定有

保存期限，是因時隔久遠，太流公司已無法尋得該文件。 

(2)法院見解： 

本案高院認為： 

○1 太流公司無法提出開會文件，係有不可歸責之事由 

依公司法第 183 條第 4 項、第 5 項、第 6 項及第 207 條規定，就出席

董事簽名簿及出席股東簽名簿規定保存期限為一年，議事錄為永久

保存，其餘開會文件則未定有保存期限。章民強迄 95 年 3 月 30 日

                                                      
36

 請參考最高法院 17 年上字第 917 號判例。 
37

 請參考最高法院 43 年台上字第 377 號判例。 
38

 以下整理自：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02 年度台上字第 91 號，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8 年度上

字第 904 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5 年度重訴字第 49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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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提起本訴，太流公司因法律未定保存之必要，且因時隔久遠，無

法提出開會文件，係有不可歸責之事由。 

○2 董事會已召開 

法院基於認定章民強辭職書真正之前提下認為，太流公司係因發生

董監事同時請辭之緊急情事，而依公司法第 204 條但書及公司章程

第 23 條之 1 但書規定，召開董事會決議召集 91 年 5 月 9 日股東會。 

○3 股東會已召開 

太流公司已由董事李恆隆及章民強召開董事會，決議於 91 年 5 月 9

日召集臨時股東會改選董監事，並由股東李恆隆及 SOGO 公司（代

表人章民強）二人出席，核與太流公司 91 年 5 月 9 日股東會議事錄

記載出席股東計二人、股數計一百萬股相符。SOGO 公司財務部副

理劉玉蘅縱係事後於正風會計事務所人員製作完成之董事會及股東

會會議紀錄欄上用印，惟其已核對實際出席人員親自簽名名單。 

○4 依公司法第 181 條，SOGO 公司指派之代表鄭洋一、賴永吉未出席股

東會，僅由章民強出席，並不影響 SOGO 公司表決權之行使，自不

影響 91 年 5 月 9 日股東會之效力。 

○5 小結：太流公司於 91 年 5 月 9 日確實已召開股東會，並先經章民強、

李恆隆召開董事會決議召集股東會。 

本案最高法院認為：高院見解並無違誤 

參酌 91 年 5 月 9 日太流公司董事會簽到簿及會議紀錄等件，及太

流公司股東名簿、91 年 5 月 9 日股東會議紀錄等件，認定太流公司確

有召開董事會決議召集 91 年 5 月 9 日股東會，且該股東會已召開。又

SOGO 公司財務部副理劉玉蘅係核對實際出席人員親自簽名名單，與製

作完成之太流公司董事會議紀錄之出席名單一致後，始在紀錄欄用印。

綜觀上開證據，太流公司縱未提出決議召集 91 年 5 月 9 日股東會且依

法應永久保存之董事會議事錄，不能執為未召開該董事會之依據。 

 

2. 91 年 9 月 21 日太流公司股東會議事錄記載：「決議增加資本總額及修改章

程，增資 40 億元，增資後資本總額 40 億 1000 萬元，並授權董事長先辦理

現金增資 10 億元」，該次股東會決議是否不成立？是否有效？ 

(1)當事人主張 

○1 章民強主張 

由訴外人郭明宗於調查局之陳述可知，太流公司於 91 年 9 月 21 日根

本沒有召開任何臨時股東會，且實際參與會議之人僅有李恆隆一人，

縱使其受 SOGO 公司董事長賴永吉委託出席此股東會，在出席會議只

有一人之情形下，根本無法成立多數意思表示平行一致的結果。又未

依公司法第 204 條規定通知董事章民強及監察人鄭洋一開董事會以決

議召開股東會，董事會召開不合法，則 91 年 9 月 21 日召開之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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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而無效。再太流公司設置董事三人，倘若其中

一名董事辭任，將使董事人數缺額達1/3，並違反公司法第192條規定，

應依公司法第 201 條規定予以補選，否則董事會因違反法令及章程所

定之人數，即無法召開董事會，做成任何適法之決議，更不得召集股

東會為公司增資等重大決議。 

○2 太流公司(代表人李恆隆)主張 

太流公司當時僅有之 2 名股東為李恆隆及 SOGO 公司，因 SOGO 公司

董事長賴永吉不確定於是日按時出席股東臨時會，乃由 SOGO 公司事

先出具指派書，指派同為 SOGO 公司董事之李恆隆，代表 SOGO 公司

出席 91 年 9 月 21 日上午召開之股東會，行使一切股東權利；另因賴

永吉亦以 SOGO 公司法人代表身份擔任太流公司董事，故賴永吉亦同

時出具委託書予李恆隆，由李恆隆代理出席被告公司 91 年 9 月 21 日

下午召開之董事會，就該次董事會有關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相關事宜，

全權授權李恒隆行使董事權利，故 91 年 9 月 21 日，李恆隆是以二個

身份出席被告公司股東臨時會，並依事先與賴永吉之共識，於會議決

議且作成議事錄，決議被告公司資本額增加為 40 億，並先辦理現金

增資 10 億元，並無何虛偽不實。 

(2)法院見解： 

○1 地院認為：章民強無確認利益 

章民強非太流股東，縱為 SOGO 小股東亦無從控制太流，且基於其

SOGO 公司股東之地位，就太流公司如何選擇轉投資對象一節，均

無任何應受保護之私權存在。另尚無從僅以企業併購法第 5 條規定

認為企業併購法另有賦予不同於一般公司股東之權利。 

○2 高院認為：章民強欠缺權利保護必要 

章民強非太流股東或董事，且非 SOGO 董事長，就 SOGO 公司之轉

投資事業即太流股東會合法與否，並無應受保護之私權存在。 

○3 最高法院：將原審此部分廢棄發回 

九十三年度金上重訴字第六號刑事判決認為，太流股份應繳交之股

款係章民強向 SOGO 公司借款支付，且暫借款申請書等證據。章民

強復主張其於九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向李恆隆口頭終止信託關係，為

李恆隆所不爭執，並提出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九十一年度重訴字第二

七八五號民事判決為憑。 

則章民強究有無代位李恆隆請求確認被上訴人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一

日股東會決議不成立或無效及塗銷依該決議所為增資發行新股等變

更登記之意，依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法院即應

令其敘明或補充之。原審未予闡明，遽以在章民強取回股份並辦妥

股份轉讓登記前，對外李恆隆仍為太流之股東，故章民強無應受保

護之私權存在為由，就此部分為章民強不利之判決，難謂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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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何人具有確認股東會決議無效之確認利益 

章民強分別以自己的名義39以及太設公司名義40提起確認太流公司 91 年 5

月 9 日以及 9 月 21 日所召開的股東會決議無效。皆受到法院關於原告是

否具有確認利益之檢驗，以下將分述原告於本案中所遭遇之困境。 

(1)當事人主張 

○1 章民強以自己名義提訴主張： 

分別觀察 5 月 9 日股東會決議及 9 月 21 日股東會決議的決議內容，

依 5 月 9 日股東議事錄所記載，5 月 9 日股東會召開的原因是因為章

民強、鄭洋一、賴永吉三人請辭而補選董監，結果由章民強及賴永

吉以 SOGO 法人代表身分當選董事，鄭洋一以 SOGO 法人代表身分

當選監察人，故章民強雖非太流公司之股東，然因 5 月 9 日股東會

決議確實包括選任章民強為 SOGO 法人代表董事，直接涉及章民強

與太流公司間之董事委任權利義務，與原告個人權益相關，不能以

章民強非太流公司股東，就認為章民強必定沒有確認利益。 

○2 章民強以太設公司名義起訴主張： 

在 91 年 9 月 21 日股東會增資決議前，太流公司與 SOGO 互為控制

從屬公司，因該增資決議導致 SOGO 喪失對於太流公司的控制權，

造成 SOGO 及全體股東權益受損，而太設公司身為 SOGO 股東，就

系爭增資決議無效或不成立，自有確認利益。 

(2)法院見解 

○1 章民強以自己名義提訴 

  章民強以自己名義所提起之訴訟中，法院認為章民強是否具有確

認利益，以章民強是否有私法上地位有所危險，得請求法院以本案

判決除去之。 

  法院提出兩點理由質疑，第一點，縱然沒有 91 年 5 月 9 日股東會

決議存在，章民強的太流公司董事身分應由 91 年 4 月 14 日至 94 月

13 日就應該結束，章民強於 95 年提起確認股東會決議無效皆無法恢

復其董事地位，如章民強係為請求董事報酬，提起確認之訴根本沒

有給付效力，章民強無法依此確認判決除去私權危殆的效果；第二

點，法院認為章民強是透過太流公司與 SOGO 交叉持股而控制兩家

公司之利益，造成此一利益的侵害實係基於 9 月 21 日太流公司股東

會增資之決議，並非 5 月 9 日之董監補選案，所以章民強只能爭執 9

月 21 日股東會決議之效力，尚不得執此為由認為章民強可以藉由除

去 5 月 9 日股東會決議之效力，達到防止 9 月 21 日股會決議有效存

                                                      
39

 以下整理自:台北地方法院重訴字第 490 號、台灣高等法院 98 年上字第 904 號、最高法院 102

年台上字第 91 號。 
40

 以下整理自:台北地方法院訴字第 4714 號、台灣高等法院 98 年上字第 149 號、最高法院 99

年台上字第 136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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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目的，基於以上兩點理由，法院認為章民強就 5 月 9 日股東會

決議不具有確認利益。 

  至於就太流公司 9 月 21 日所召開之股東會決議，法院分三個層次

說明，就第一個層次而言，章民強主張自己是太流公司股東，惟法

院認為章民強在取回李恆隆所持有太流公司 60 萬股以前，章民強都

不是太流公司的股東，章民強自然也沒有透過太流公司持有 SOGO

之控制利益存在，自然也不會有任何私權遭受到侵害；第二個層次

則是章民強主張自己是 SOGO 股東且對於太流公司有控制利益存在，

惟章民強僅持有 SOGO 股權 10 萬分之 2.2 左右，以此等持股比例而

言，章民強並沒有透過持有 SOGO 股份控制太流公司之控制力亦可

受保護；第三個層次則是章民強主張自己是 SOGO 股東，對於公司

的任何投資皆有確認利益，惟法院認為 SOGO 因為太流公司盈虧反

映於 SOGO 資產上，進而反映於章民強持股上之利益，都是間接反

射利益，章民強無法基於 SOGO 股東之地位，就太流公司如何選擇

轉投資對象一事有受保護之私權存在。 

  惟上訴到最高法院時，最高法院認為假如章民強與李恆隆間真有

信託關係，則章民強主張其已於 91 年 9 月 14 日口頭向李恆隆終止

信託關係，則章民強究竟有沒有代位李恆隆請求確認太流公司 91 年

9 月 21 日股東會決議無效以及塗銷增資登記等意，法院應該要依據

民事訴訟法 199 條 2 項規定，原審未予闡明，遽以章民強在取回股

份前，對外李恆隆仍為太流公司股東，故章民強無受保護私權為由，

就此部分對於章民強為不利判決，自難謂當。 

○2 章民強以太設公司名義起訴 

法院認為太設公司原為太流公司股東，惟於 91 年 3 月 28 日將所持

有太流公司股份移轉給章民強以及 SOGO，由此可見太設公司已非

太流公司股東。法院對於太設公司之主張認為，太設公司既未持有

太流公司之股權，就不是太流公司之股東，則太流公司之股東會決

議僅對其股東之權益有直接利害關係，難認太設公司在私法上有受

侵害之危險，具有法律上直接利害關係者應該是 SOGO，故認為太

設公司提起確認之訴不具有確認利益。 

 

(四)假處分 

1. 假處分釋明程度41 

(1)當事人主張 

章民強聲請法院禁止黃晴雯等五人行使 SOGO 董事職權。章民強主張

因郭明宗偽造太流公司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會議記錄部分經判決確定，

經濟部於九十九年二月三日撤銷太流公司之增資、修正章程及董事解

                                                      
41

 以下整理自: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抗字第 91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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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變更登記，太流公司章程應回復至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前之一千

萬元資本額，其股權結構亦應回復至上開違法增資前之狀態。且因太

百公司實質上持有太流公司百分之百股權，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

第二項第二款規定，太流公司持有之太百公司百分之七十八以上股權

均不得行使表決權，太流公司以該無表決權之選舉權數，於九 

十七年六月十三日參與選任黃晴雯等五人及王景益擔任太百公司董事、

監察人，即欠缺合法、正當性。 

(2)法院見解 

  法院駁回章民強之請求，理由大約有二：第一點，如要准許定暫時

狀態假處分，需有本訴作為前提，章民強所欲提起之本訴乃係確認黃

晴雯等五人與 SOGO 間委任關係不存在，惟法院認為撤銷太流公司的

增資登記，在太流公司依撤銷登記後回復之狀態另行指派其法人代表

人之前，太流公司基於 SOGO 股東之身分所指派之法人代表人與 SOGO

間的委任關係仍存在，故章民強所提之撤銷登記等情事不足以作為委

任關係不存在本案請求之釋明。第二點，需章民強就該爭執之法律關

係有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存在，惟章民強無法提出證據釋明黃晴雯等

五人擔任 SOGO 董事有害於 SOGO 之利益，故駁回章民強之請求。 

  法院並就「釋明」之內容與程度進行說明，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聲

請，應表明其請求之原因及定暫時狀態之原因，並均應釋明之。民事

訴訟法 538-4 條準用 533 條，再準用 525 條 1 項 2、3 款所稱的表明與釋

明，以及同法 526 條所稱的表明與釋明有所不同，前者所稱的表明與釋

明，係供法院判斷當事人間有無爭執之法律關係，僅須使法院大致相

信聲請人對於相對人有一定實體法上之權利，且得以本案訴訟確定者

即足，至於該實體法上權利是否確係存在、本案訴訟有無理由，要屬

本案訴訟應判斷之實體事項；同法 526 條所稱之釋明，則係供法院判斷

有無准許何項特定內容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必要。   

  依據法院的解釋，聲請人必須要釋明對於相對人所得主張的實體法

上權利，也就是本訴為何；同時也要釋明聲請法院所為假處分的特定

內容，然於本案中另案法院允許太流公司董事職務暫由臨時管理人代

之，主因應係在於太流公司資本額遭到撤銷，而太流公司主要的價值

就是在於掌控 SOGO 的經營權，惟受理假處分聲請的法院卻以尚未有

依撤銷登記所為的改派而認為沒有爭執的法律關係存在，在定暫時狀

態假處分有本案化趨勢的前提下，法院應如何判斷實為難題。 

 

2. 供擔保撤銷假處分之標準42 

(1)當事人主張 

                                                      
42

 以下整理自: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100 年度台抗字第 257 號，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99 年度抗字第 129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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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恆隆名下太流公司 60 萬股遭到章民強聲請法院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獲

准，故李恆隆被禁止就其名下股票向第三人為質押、讓與、移轉、信

託或其他處分行為，及就系爭股票股票為股東權利之行使。李恆隆向

法院提出抗告，並提出幾點理由應可供擔保撤銷假處分，第一，李恆

隆主張假處分所保全之請求，得以金錢達其目的。第二，李恆隆主張

如不撤銷假處分，將受有難以彌補之損害，理由在於太流公司增資 40

億元的登記已遭到經濟部撤銷，太流公司回復到僅有 100 萬股的情況，

在此種情況下，如果李恆隆所持有的 60 萬股不能行使股東權，則太流

公司將無法召開股東會，重大議案無法決定，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

第三，李恆隆主張有特別情事應予撤銷，本案所生之特別情事係指，

李恆隆與章民強間是否有信託關係，實體判決已遭到台北地院 91 年重

訴字以及台灣高等法院 93年度重上字 45號判決認為章民強並非系爭股

票所有權人。 

(2)法院見解 

法院認為系爭假處分所保全之請求，除系爭股票返還請求權以外，並

具有禁止李恆隆行使股東權之目的，顯非以金錢給付所能達成，李恆

隆之主張未受法院採用；並認為李恆隆就難以彌補之損害並未提出可

供即時調查之證據，再者，太流公司的董事及監察人仍得為公司業務

之執行，未有重大或急迫之損害存在。法院亦認為李恆隆所提出之判

決已遭最高法院廢棄或撤銷發回，故系爭股票是否為章民強所信託尚

非明確，故不生所謂有特別情事應予撤銷假處分之情事，綜上，法院

駁回李恆隆之抗告。 

 

(五)臨時管理人 

1. 何人具有利害關係可為聲請或抗告 

(1)當事人主張 

李恆隆以太流公司持股百分之六十之股東及原任董事長身分，向法院

聲請為太流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其後遠東百貨、SOGO 以及徐旭東等

人分別以太流股東及太流董事身分，就臨時管理人之選任提起抗告。 

黃晴雯另以 SOGO 的法定代理人身分代 SOGO 提起抗告，請求法院限

制太流公司臨時管理人之職權，並就其行為或需 SOGO 配合事項應以

書面通知太流公司及其利害關係人，且不得變更 SOGO 經營現狀之行

為或其他構成聯貸違約事項之行為。 

(2)法院見解 

  法院首先審酌李恆隆是否具有當事人適格，法院認為李恆隆為利害

關係人43，理由在於李恆隆名下所持有太流公司股份雖遭定暫時狀態假

處分，惟股東權乃股東基於股東之身分得對公司主張權利之地位，經

                                                      
43

 請參考台北地方法院 100 年司字第 33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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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處分不得行使股東權者，在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前，其股東身分仍然

存在，故可提起本件聲請案。 

  後遠東百貨、SOGO 以及徐旭東等人皆就臨時管理人之選任提起抗告，

法院分別認定是否具有利害關係而得提起抗告44，就遠東百貨而言，遠

東百貨以太流公司股東身分提起抗告，法院認為雖然增資登記撤銷，

惟遠東百貨對於太流公司是否有股東權存在之訴訟仍在進行中，衡量

遠東百貨與李恆隆所主張之權利有所衝突，應從寬認定遠東百貨為利

害關係人；至於 SOGO 係太流公司之合法股東，則太流公司之臨時管

理人為何人，對於股東權益影響甚深，故 SOGO 具有利害關係而得提

起抗告；徐旭東等三人原於 100 年 8 月 1 日太流公司股東臨時會選為太

流公司董事，一旦選任臨時管理人對其三人影響甚深，故可提起抗告。 

  針對黃晴雯抗告請求限制太流公司臨時管理人之職權，法院認為如

要聲請法院追加裁判，必須當事人之主請求、從請求或費用之全部或

一部有脫漏者，當事人始得聲請追加裁判45，台北地方法院 100 年司字

333 號的聲請人為李恆隆，SOGO 並非該次裁定之當事人自不得聲請追

加；再者，就聲請臨時管理人法院予以核准的裁定，並無脫漏之處，

故 SOGO 作為抗告人，無法以聲明以外的事項要求法院廢棄原裁定。 

 

2. 臨時管理人選任之要件及人選 

(1)當事人主張 

李恆隆主張太流增資已撤銷，遠東集團選任之董監無效，原任董事又

當然解任，已無人可經營太流公司。且為免公司及子公司 SOGO 公司

名下資產收益遭受不法侵害，並保全真正股東之權益，應選任臨時管

理人。 

徐旭東等人則主張，已經由原監察人召開股東會改選董監，並無董事

會無法行使職權之情形存在。 

(2)法院見解 

  於系爭案件中，法院考量是否要選任臨時管理人的因素大致有三，

第一，太流公司董事會是否不能行使職權；第二，太流公司因董事會

不能行使職權而有受損害之虞；第三，利益權衡是否有選任臨時管理

人之必要。 

  就太流公司董事會是否不能行使職權，而致公司受有損害，法院認

為太流公司的增資登記已於 99 年 2 月 3 日撤銷，惟太流公司於 100 年

8 月 1 日所召開的股東會選出徐旭東等三人為董事，該次股東會計算之

基礎仍為資本額 40 億 1 千萬元，如日後實體判決遠東集團的增資行為

無效，太流公司股東回復至僅有李恆隆及 SOGO 兩人的情況，100 年 8

                                                      
44

 請參考台北地方法院 101 年抗字第 92 號。 
45

 請參考台北地方法院 101 年抗字第 17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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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股東會將有出席數不足之瑕疵，該瑕疵之法律效果如認為決議不

成立或不存在，顯然影響交易秩序安定性，認為太流公司確有董事會

不能行使職權致有損害之虞的情況；故法院認為選任臨時管理人雖無

助於解決股權之紛爭，但可於紛爭結束之前，擔任合法性無虞太流公

司之代表人。 

  就選任的人選而言，台北地方法院 100年司字 333號所選出的陳榮傳、

王弓為李恆隆所推薦，簡敏秋為章民強所推薦，遠東集團認為有所不

妥，台北地方法院 101 年抗字第 92 號則將原裁定之人選部分廢棄，認

為公司法 208-1 條僅說明法院得選任 1 人以上之臨時管理人，法院則改

選 5 名臨時管理人，以定紛爭。 

  後於高等法院 101 年非抗字 72 號裁定中，將台北地方法院所為的 333

號以及 92 號裁定軍廢棄，對於抗告法院所為的裁定提起再抗告，僅能

於法規適用顯有違誤的情形，再抗告法院認為本案適用違誤的法條有

三，第一是公司法 189 條規定，有瑕疵的股東會決議之時 30 日起，股

東如果沒有向法院提訴，股東的撤銷訴權即告消滅，在本案中太流公

司監察人杜金森於 100 年 8 月 1 日召開太流公司股東常會，並以當時股

東名簿記載的股東進行通知，當時股東名簿記載為 40 億 1 千萬股，併

選任出徐旭東、黃茂德及羅仕清三人擔任太流公司董事，李恆隆雖於

100 年 8 月 31 日提訴，後於 12 月 16 日撤銷，故認為該次股東會決議效

力已告確定，李恆隆以此為理由聲請法院選任臨時管理人並無道理。 

  第二，法院認為公司增資之新股認受行為，於認股人完成認股行為

即取得公司股東之資格，不以經增資登記為其要件，所以遠東集團向

太流公司完成新股認受行為後，不因經濟部之撤銷而喪失股東身分；

第三，公司法 208-1 條規定，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受有

害之虞，法院得依聲請選任臨時管理人，再抗告法院認為，太流公司

已改選董事，並得執行董事職權，縱然前後任董事有訴訟上爭執，也

與太流公司董事會不能或不執行職權有別，太流公司不符合公司法

208-1 條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要件，基於以上三個適用法條的違誤，再抗

告法院撤銷就太流公司聲請臨時管理人之裁定。 

 

(六)偽造文書、登載不實46 

1. 李恆隆、賴永吉、郭明宗三人就 91 年 9 月 21 日太流公司召開的臨時股東

會及董事會會議紀錄是否為虛偽記載？有登載不實之情形？徐旭東等人

及林華德是否與李恆隆、郭明宗、賴永吉為刑法第 216 條、第 215 條及第

214 條之共同正犯？ 

                                                      
46

 以下整理自台北地方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1442 號刑事判決、高等法院 93 年度金上重訴字第 6

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 1789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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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當事人主張 

○1 檢察官 

為避免 SOGO 公司對銀行所負債務無法如期清償，章民強及其子和

被告等人研擬解決之道，擬將 SOGO 公司股權集中於太流公司，在

SOGO 由賴永吉、太流由李恆隆擔任董事長期間，其與遠東集團接

洽，商談增資一事，且為避免章民強阻撓，賴永吉於 91 年 9 月 19

日解除章在太流的法人董事職位，並於兩天後偽開股東會、董事會，

並將會中決議增資的決定交由不知情的會計師至台北市政府辦理變

更登記，此舉足損害公司管理之正確性，被告所為涉犯刑法第 216、

215 條及第 214 條。 

○2 李恆隆 

91 年 9 月 21 日股東會及董事會，賴永吉有交付其指派書及委託書以

行使權利。董事出席簿給賴永吉簽名僅為使其確認會議紀錄內容。 

○3 賴永吉 

開會前已知要討論增資議案，由遠東集團出資，先增資 10 億元，其

未出席股東會及董事會，但有簽具指派書及委託書給李恆隆，補簽

簽到簿是因李恆隆要其確認會議內容。 

○4 郭明宗 

應李恆隆要求按手稿繕打股東會會議記錄及董事會會議記錄，當天

賴永吉均未出席，但李恆隆有出示指派書及委託書，就董事出席簽

到簿並非其製作。 

○5 遠東集團(徐旭東、遠東法務長、財務副總) 

  李恆隆擁有 60%太流股權，即與其洽談增資事宜，並不清楚李恆

隆和章民強之間的約定，且在 91 年 9 月 4 日章啟明前來遠東集團拜

訪時，表明 SOGO 股權一事需與李恆隆商談，並未提及 60%太流股

權為章民強信託給李恆隆；縱其間有信託約定，對遠東而言與李恆

隆洽談增資並無不當。 

  太流公司代太設公司還債，需款孔急，除銀行團要求，李恆隆也

提出增資請求，遠東集團評估後為爭取投資機會及避免 SOGO 公司

股權分散，是當時取得 SOGO 公司經營權，而解決太流公司需款孔

及最可行之辦法。 

  當天股東會及董事會，在賴永吉合法出具指派書及委託書下，已

合法有效。退步言之，當日下午在林華德家中，李恆隆再次和賴永

吉確認會議內容，足認太流公司當時已再度舉行一次董事會，並通

過與原案相同之決議，縱先前董事會效力有爭議，後來再次舉行之

董事會決議應屬有效。 

(2)法院見解 

○1 本案地院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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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1 年 9 月 19 日賴永吉出具改派書，將章民強擔任 SOGO 公司

投資太流公司之法人代表董事解任，從而 9 月 21 日太流公司股東會

及董事會章民強均未獲通知，未參加。 

當日太流公司股東會事實上僅李恆隆一人出席，賴永吉已指派李恆

隆代表 SOGO 公司出席，故股東會會議紀錄雖記載出席股東二人，

僅能說是記載不明確尚非虛偽記載；李恆隆雖準備手稿但並不能逕

認此即無開會真意，開股東會前，股東先有依致看法並無違法；指

派書用印程序不符規定亦不影響指派效力。 

董事會實際上亦僅李恆隆出席，而賴永吉委託李恆隆出席，故董事

會會議記錄記載出席董事二人，尚無誤。惟賴永吉事後於董事出席

簽到簿簽名，即與事實不符而有虛偽記載，然對董事會決議不生影

響，故不構成偽造文書罪。 

○2 高院認為 

○1 李、賴、郭： 

91年 9月 20日未召開董事會決定隔天即召開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

且改派書、指派書、委託書、確認書未依 SOGO 公司用印程序，

又指派書及委託書並未一併送往經濟部，直至檢察官起訴才有，

應係賴永吉越權盜用 SOGO 公司印章製作，也可知 91 年 9 月 21

日並無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相關會議記錄是李恆隆及郭明宗基

於行始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而製作。 

○2 遠東集團： 

對於增資洽談對象設定為李恆隆已盡探查之能事(詢問經濟部、章

啟明)，縱然知悉太流股權屬誰尚有爭議，但依調查的結果而以李

恆隆為洽商對象，並無問題。事實上，其均不知無股東臨時會及

董事會召開；若認遠東公司法務長有與李恆隆、賴永吉偽造文書

之犯意聯絡，何需另派郭明宗前去觀看會議有無合法召開，且其

並未指示郭明宗協助李恆隆製作會議記錄，其僅為郭明宗修改會

議記錄之錯字，難依此認定被告三人涉有偽造文書之犯行。 

○3 林華德： 

因高等法院 93年度金上重訴字第 6號判決認林華德與賴永吉共犯

偽造私文書罪，且與林華德犯背信之部分為裁判上一罪，故針對

林華德是否有偽造或登載不實相關罪名說明。 

本院認定理由與地方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1442 號判決大致相同，

股東臨時會會議紀錄僅記載不精確，且因李恆隆確有以 SOGO 公

司股東身分參加會議，因此並無損害之發生，尚不符合刑法第 215

條之要件。又賴永吉雖未出席董事會卻於董事出席簽到簿簽名，

有虛偽記載情事，惟亦不影響董事會決議，故亦無損害結果發生，

並無刑法第 215、216 條成立。亦無從成立刑法第 21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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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高法院認為 

依檢察官起訴意旨並未及於偽造改派書一事，於審判期日亦未就此

事實給予當事人辯論機會，而於辯論終結後擴及上開事實，剝奪當

事人所應享有辨明罪嫌即便(論)護等程序權，難謂無瑕疵。 

 

 

(七) 撤銷登記47 

1. 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是否僅限於偽、變造文書(刑法第 210-212 條)之罪 

(1)當事人主張 

○1 原告主張 

自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裁字第 1098 號裁定、刑法學者意見、參諸

刑法第 265 條、刑事訴訟法第 315 條體系解釋及公司法第 9 條修正前

後之解釋，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偽造、變造文書」僅限於刑法第

210 至 212 條情形；並自立法目的、權力分立、法律安定性考量，所

謂「裁判確定」應指整體事犯罪事實均獲有罪判決確定。 

○2 被告主張： 

公司登記採「準則主義」及「書面形式審查」之原則下，為確保公

司登記事項之真實，始有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規定，且並不限於犯

罪主體為公司負責人；若限縮解釋，無異鼓勵行為人利用主管機關

僅就申請文件為形式審查之漏洞，以不實事項向主管機關辦理登記，

主管機關無法制衡此類登記內容不實之情況，而無法確保登記之真

實性，有違該規定之立法目的。 

(2)法院見解： 

不包含，蓋依文義公司法僅規定「有偽造、變造文書，經裁判確定」，

故不得擴大解釋；刑法中登載不實與偽、變造文書於字面上已加以區

隔，即偽、變造文書只有形偽造，不含登載不實。 

法益衡量上，有時無形偽造文件申請之公司登記，並無加以撤銷之必

要，立法者既未明文無形偽造屬應撤銷登記範圍，則應將文義解釋視

為立法者選擇，予以尊重，若此解釋不容社會現狀，亦屬修法議題。 

 

2. 經濟部經通知有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情事，是否無裁量權，即應為撤銷處

分？又是否考量李恆隆等人部分尚未判決確定？ 

(1)當事人主張 

○1 原告主張 

依法務部及高檢署曾函知原告，表示其對經濟部之通知並不產生拘

束力；且按經濟部就此一問題所做成之會議記錄，經濟部已逐一斟

酌何項登記要撤銷，可見其有權審酌是否符合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

                                                      
47

 整理自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258 號判決。 



29 
 

之規定；再者，該規定涉及刑法及刑事程序法議題卻未徵詢相關領

域專家之意見，前述會議所做之結論要難做為原處分之唯一參考。

本案爭議事實即為 91 年 9 月 21 日股東會及董事會決議有無偽造、

變造或登載不實，事實真相只有一個，自不應因為不同法院判決而

有不同，法院於審酌原處分合法性時自應審酌行政處分做成時之事

實狀態，目前僅一確定之刑事判決(高等法院 97 年度矚上易字第 1

號判決)認定該日股東會及董事會並無偽變造或登載不實，本院自應

依該事實為基礎撤銷原處分。 

○2 被告主張 

依該規定文義解釋，經濟部並無主動為實質調查權限，而屬強制規

定，且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128 號判決亦曾表示登記主管機

關接獲通知即應撤銷登記，而無依職權調查之權，否則將使行政機

關與司法機關之權限混淆而破壞權力分立原則。且原告所提之確定

判決與高等法院 93 年度金上重訴字第 6 號判決之犯罪事實並不相

同。 

(2)法院見解： 

原處分合法與否涉及 91年 9月 21日股東會及董事會偽造與否之事實

認定，此雖非行政機關權限，然原處分機關在知悉此一事實尚與其他

案件有所牽連，而他法院判決就同一事實有高度可能為相反認定時，

即應為具體妥當之判斷，訴願機關亦須就原處分為妥當性之檢驗。 

本件訴願決定於 99 年 4 月 14 日作成前，已有 99 台上 1789 號判決撤

銷發回原處分所依據之刑事判決，可知該次股東會、董事會之關鍵人

物李恆隆及賴永吉與郭明宗之確定判決就相同事實有可能產生歧異之

認定，此自其他證據亦可得知。訴願機關未加以審酌原處分是否妥當，

有違誤，訴願決定應予撤銷。 

 

 

 

 

 

 

 

 

 

 

 

 



30 
 

第二章 

第二年－個案分析與建議 

 

 

壹、 崇廣持有之 SOGO 股份買賣，是否構成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謂讓

與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一、前言 

    崇廣總經理兼董事余青松以崇廣代表人身分出售 SOGO 股份予三僑一案，

法院認為經理人依公司法第八條，於執行職務範圍內始為公司負責人，是以

所代表者非屬公司營業上之事務，而係讓與公司全部或主要部份之營業或財

產，則非屬經理人之代表權範圍內，因此法院以「質量並重說」為判準，判

斷系爭 SOGO 股份為崇廣公司的主要部份之營業或財產，非余青松以總經理

身份所得處分之職務範圍，因此其係在無權代表崇廣公司下，與三僑間訂立

買賣契約，除非獲得崇廣公司承認，否則系爭買賣契約不生效力48。 

    況且，三僑公司亦未舉證證明崇廣對外有何授權余青松簽訂 SOGO 股權

買賣契約之表示，或崇廣實際知悉余青松於此次股權買賣表示為代理人卻未

反對，三僑自不得主張崇廣有表見代理(表)之權利外觀而應負授權人之責任。 

 

二、本文分析 

    崇廣總經理兼董事余青松對外代表崇廣公司出售 SOGO 股份之行為，法

院認為所牽涉問題係該行為是否屬於經理人職務範圍內之行為，蓋經理人依

公司法第 8 條，於其職務執行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對公司營業上一切事務

在無限制下有辦理之權，因此，屬於公司營業上的一般交易行為應有代表公

司之權應無疑義。從而本案爭點在於出售 SOGO 股份之行為是否為一般交易

行為，抑或非屬公司營業之事務，而係讓與公司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之行

為。 

    首先，法院於判斷系爭 SOGO 股份是否為崇廣公司的主要部份之營業或

財產時有提到「因崇廣公司目前經營項目為商場開發、百貨貿易、百貨物流

諮詢業務、零售批發，而出售 SOGO 公司股票，將影響崇廣公司於 SOGO 之

設櫃。從崇廣公司之營業項目可知，百貨公司櫃位為其重要行銷通路…」自

此可知，崇廣公司業務包含商場開發，或許可認為透過出售股份的方式協助

三僑公司開發旗下百貨業微風廣場的市場、取得在微風廣場設櫃的機會，因

而應屬於崇廣公司總經理的職務範圍。     

                                                      
48

 整理自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九十一年度重訴字第二四六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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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步言之，即使不認為出售股份屬日常業務範圍而應判斷是否符合公司

法第 185 條第 1 項第 2 款，讓與公司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之行為，

而應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同意，須解釋何謂讓與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立法

者並無明確訂定標準，而我國司法實務就此之解釋莫衷一是，目前常見以下

兩種判斷標準： 

1.最高法院曾認為所謂讓與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係指部分營業或財產之轉

讓，足以影響公司所營事業之不能成就者而言。則在判定的標準上，法院可

能考量情形例如公司於轉讓後有無替代方式避免正常營業受到影響、公司並

未實際經營章程記載之所營事業，是否構成主要部份營運或財產需視有無影

響公司實際經營的業務等49。學者有舉例公司為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之轉讓

卻非不能成就之情形，於此雖不需經過股東會決議，但可能造成公司本身及

股東權益的重大危害，此一見解恐無法符合本規定之立法目的50。 

2.質量並重說(或稱質量分析說)： 

目前有不少法院採取此一說法，學者亦認為讓與主要營業或財產可參考公平

會的認定方式51，一併考慮主要營業或財產之讓與對於企業在質和量的影響，

也就是不僅以交易標的價值作為衡量依據，亦兼顧系爭交易對公司「質」方

面之影響(如使公司營業無法繼續，或至少令營業大幅減縮)52。 

    相較於美國模範公司法基本上是將一般營運情況下的財產讓與交由董事

會決議，若財產讓與非屬一般營運情況且將造成公司無重要繼續之營業活動，

則該財產讓與行為即應經股東會決議。且進一步規範在何種情況下屬於公司

保有重要繼續營業之活動，即公司所保留的營業活動在最近一次會計年度中

達總資產的 25%，且達該會計年度繼續營運稅前淨利或營收總額 25%，於此

情形則該財產讓與無庸股東會同意53。 

    由於是否為讓與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之行為將涉及處理機關是誰、契

約效力的存否等問題，且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出售程序亦較一般財產出售程

序耗費較多的時間、勞力與金錢，因此應提供明確的標準以供遵循54。從而，

學者認為上述司法實務之見解不論何者都必須面對所謂「足以影響所營事業

不能成就者」或質量並重說下「營業大幅減縮」的程度或比例為何的具體問

                                                      
49

 莊月清，認定公司法「讓與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應有的考量因素，會計師專刊，2013 年 6

月，頁 77。 
50

 李治安、林郁馨，公司出售主要部分資產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第 86 期，2002 年 7 月，頁

168。 
51

 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企業以「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

產者」的結合型態，公平會就具體個案即從系爭財產之「量」占讓與事業總財產之比例與其「質」

相較讓與事業其他財產之重要性進行認定，參行政院公平委員會 88 年 12 月 3(88)公法字第 03543

號令。 
52

 劉連煜，現代公司法，元照，第九版，2013 年 9 月，頁 387。 
53

 美國模範公司法第 12.01 條第(1)項與第 12.02 條第(a)款；莊月清，同註 49，頁 73-74。 
54

 李治安、林郁馨，同註 50，頁 16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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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因此其認為或可參考美國模範公司法就重要繼續營業的認定，規範一定

的比例，換而言之，法院在審查是否為讓與主要部分營業或資產的行為時，

除考量交易標的價值，亦應考量公司保留之營業或財產佔公司稅前淨利或營

收的比例，若該比例能符合公司保留繼續重要營運活動，則該讓與行為無須

經股東會決議。 

    因此本案法院就崇廣總經理余青松所出售的 SOGO 股份認定為崇廣公司

的主要營運或財產之理由自 SOGO 股份占總資產的比例以及投資 SOGO 股份

對於崇廣公司的營業損益判斷，加上崇廣公司目前營業項目多與百貨零售等

業務有關，一旦出售 SOGO 股份將影響崇廣公司之設櫃，將明顯影響崇廣公

司的營業狀況，顯示法院以質量並重說判斷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一併納入

如美國模範公司法的考量因素，此部份值得肯定。 

    崇廣公司股份若符合所謂主要資產或營業，卻未踐行公司法第 185 條之

程序，則系爭交易行為之效力如何？針對重大交易行為未經股東會決議之效

力，實務學說有認為無效；亦有採效力未定說，認為非屬代表權限內的交易

行為，若經股東會同意或承認則為有效，未經股東會同意或承認則不生效力55。

效力未定一說類推適用自民法有關代理之規定，由於公司代表人係就公司一

般營業上事務有代表權，惟若其所為交易行為超出其代表權限，其行為之法

律效果類推適用民法無權代理之規定，交由公司股東會決定是否予以承認系

爭行為使行為發生法律效果。同時，也能符合公司法第 185 條之立法目的賦

予股東會決議之權限，使股東在面臨公司因重大交易可能產生變革時能夠有

所參與，避免僅公司少數決策者處分重要資產而損及全體股東之權益56。本

文認為，無效說與效力未定說皆有保護股東權益之功能，僅前者是直接否定

行為之效力，而後者使股東能夠選擇是否使交易行為之效果對公司發生，相

較而言效力未定說較具有彈性，可能使股東會有機會承認雖對公司有重大影

響卻相當有利之交易行為，而使行為對公司發生效力。 

 

   三、法院見解之評述 

    法院見解殊值認同，惟該買賣行為是否屬崇廣營業上行為，屬事實認定問題，   

法院之認定標準並非無疑。另一方面，質量方析法乃通說，法院見解殊值認同。

倘該買賣行為構成公司法第 185 條之情事，自無表見代理或善意抗辯之問題。法

院見解雖值認同，但也凸顯公司法 185 條之情況，與公司為交易之相對人如何查

之係有該條情事，如何保障自己的交易安全問題。 

貳、 章民強是否將太流公司股份信託給李恆隆： 

                                                      
55

 鍾佩真，企業併購法下資產收購爭議問題解析─以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為研究重心，政大

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頁 123-124。 
56

 林進富，資產併購如何認定主要營業或財產，2004 年 2 月，網址：

http://www.lcs.com.tw/tw/articledetails1.asp?Linkid=6&mid=57&id=282 (最後瀏覽日：2014.9.18)。 

http://www.lcs.com.tw/tw/articledetails1.asp?Linkid=6&mid=57&id=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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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章民強主張李恆隆名下所持有的太流公司 60 萬股，是由章民強於 91 年 3

月 28 日以及 4 月 22 日向 SOGO 公司分次借款購買後，再信託予李恆隆，該

信託關係已於 91 年 9 月 14 日口頭告知李恆隆終止，且在同年 10 月 2 日亦以

存證信函再次通知李恆隆終止雙方間之信託關係。地方法院認為信託關係之

成立，必須委託人與受託人間，達成信託之合意，委託人基於特定之信託目

的，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授與受託人超過經濟目的之權利，使受託

人積極管理、處分受託財產，始足當之，然章民強所提證據並無法證明其與

李恆隆之間具有信託關係存在之有利於己之事實。 

    而最高法院則認為本案買受人(委託人)買受公司股份以他人(受託人)名

義辦理登記之信託契約，以信託人與受託人有此信託契約之合意為其成立要

件，至買受公司股份究由何人出資，與信託契約之成立要件無涉，況且股款

是 SOGO 交付一張開立章民強為受款人的支票，再由章民強親書存款憑條，

存入太流公司帳戶，此一出資流程李恆隆亦未爭執，下級審法院卻認定是由

SOGO 撥付增資款至太流公司帳戶，有認定事實與卷證不符之違法。 

 

二、本文分析 

    (一)本案可能有美國立法例之買賣價金回歸信託適用 

    從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歷審裁判觀察，攻防重點均在系爭太流公司股份

由何人出資，所有權人為誰，而最高法院則認為信託契約之合意始為信託契

約成立之要件，買受公司股份究由何人出資與信託契約之成立無涉，似乎上

下級審法院見解有所出入。 

    細究之，信託行為於我國並未詳細定義57，而是透過學說與實務形成，

司法實務曾就信託行為定義為信託人將財產所有權移轉與受託人，使其成為

權利人，以達到當事人間一定目的之法律行為而言58。又謂委託人授與受託

人超過經濟目的之權利，而僅許可其於經濟目的範圍內行使權利之法律行為

而言59。學說與實務見解大致相同，認為信託行為應包括(一)外部關係上，須

有委託人對於受託人為財產權之移轉或其他處分行為，即「處分(物權)行為」。

「二」內部關係上，須有受託人依信託目的，為財產權之管理或處分之原因，

即「原因(債權)行為」60。就信託行為、原因行為與處分行為三者關係如何，

多數採「併立行為說」，即須原因行為與處分行為均成立並生效時，信託行為

方成立生效61。 

                                                      
57

 信託法第 1 條僅在描述信託各方之「關係」，請參方嘉麟，信託法之理論與實務，元照，2003

月 3 月初版第一刷，頁 223。 
58

 最高法院六十二台上字第 2996 號判例。 
59

 最高法院六十六台再字第四十二號判例。 
60

 潘秀菊，信託法之實用權益，永然文化出版，初版，1996 年，頁 83。 
61

 方嘉麟，同註 57，頁 225。 



34 
 

    由上可知，信託行為成立生效的要件既包含有效成立之處分行為，自需

委託人就信託財產享有所有權或其他處分權方能有效移轉信託財產，也因此

歷審法院才會聚焦太流公司股份的所有權人為誰的法律爭點。而章民強是否

有向 SOGO 借款以購入系爭股份此項事實亦在協助法院認定太流公司股份所

有權人為誰之爭點。並且，有效成立之原因行為亦是成立信託行為應具備之

要件，最高法院之所以認為亦應就當事人間有無信託合意進行認定，或可從

最高法院的判決理由或可看出端倪62，最高法院似認為自支票、存款憑條等

證據能夠證明章民強實為出資者而應為太流公司股份之所有權人，從而做出

下級法院未審究當事人間有無信託合意實為速斷的結論。 

    又若按最高法院之見解，需探知章民強與李恆隆間有無信託合意，然因

信託契約之成立生效並非要式行為，除非有書面作為證據，否則認定其間有

信託之合意將是相當困難的問題。參考美國立法例中有所謂「回歸信託」

(Resulting Trust)，當一個人處分財產但沒有意圖使受讓人取得財產的實質利益，

此時，財產的實質利益回歸處分人，而受讓人基於回歸信託為其持有財產。

常見的回歸信託態樣之一為「一人受讓，而他人支付對價」(conveyance to one 

person on consideration from another)，又稱為「買賣價金回歸信託」

(purchase-money resulting trust)，此時受讓財產之人是基於信託而為支付對價之

人持有財產。而買賣價金回歸信託例外不生效力情況為：支付對價之人明示

不生此一效力、為親屬而支付對價、此財產移轉具有不法目的。在舉證責任

之分配上，主張買賣價金回歸信託存在之人只要能證明對價是由其支付，則

舉證責任將轉由他造負擔63。於本案中若能參考美國立法例買賣價金信託之

認定與舉證責任之分配，章民強其實已經證明是由其出資購買系爭股份而能

推定其與李恆隆間有信託關係之成立，餘者則是李恆隆能否推翻上開推定信

託關係存在之證明問題。 

    其實，買賣價金回歸信託所展現的想法是在一般情況下並不會為陌生人

支付對價並由該人取得財產，除非彼此具有親屬關係或有其他原因，從而本

案法院其實可以根據經驗法則透過出資流程證明章民強與李恆隆間信託合意，

以減輕章民強證明信託合意存在的舉證責任。 

 

(二)恐構成公司法第 167 條第 1 項之脫法行為 

   公司法第 167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在法律許可之情況以外，不得自將股份收

回、收買或收為質物。立法理由在於為了維持資本維持原則，保護債權人；

避免操縱股價，影響證券市場之疑慮；若允許公司取得自己股份，內部人優

                                                      
62

 最高法院一 0 一台上字第一 0 九二號判決理由：「況本件上訴人於事實審一再主張：認購太流

公司系爭五十八萬股股份之增資款，係由太百公司開立面額五百八十萬元….指定上訴人為受款人

之支票…再由上訴人本人親書存款憑條….李恆隆訴訟代理人對此亦不爭執。原判決竟認太百公司

撥付五百八十萬元至太流公司…亦有認定事實與卷證不符之違法。」 
63

 See 85 Am. Jur. Proof of Facts 3d 22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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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一般投資人取得消息並售股給公司，將可能發生內線交易、圖利特定股東

等情事64。 

    本案中依目前持股狀況是，太流公司股份 40%登記於 SOGO 名下、60%

在李恆隆名下(章民強主張是其信託給李恆隆)，而太流公司則持有 48%的

SOGO 股份，形式上看來，太流公司與 SOGO 彼此並無控制與從屬公司之關

係，持股合法。然而自本案可知系爭 60%太流公司股份資金來自於 SOGO，

換而言之，SOGO 可能為太流公司百分之百出資的母公司，只是將其中 60%

股份登記在其他人名義下，藉此太流公司即使買進 SOGO 股份亦不違反公司

法第 167 條第 3 項 ，蓋該規定僅以形式上透過持股數多寡認定控制與從屬公

司，因此如前所述，SOGO 與太流公司不具控制、從屬公司關係，自不受該

項規定相繩。   

    惟 SOGO 最終目的是買回自己股份，即使形式上將股份分別登記以使太

流公司持有 SOGO 股份合法，但在實質上卻是 SOGO 以百分之百控制的太流

公司買回自己的股份，為免禁止公司買回自己股份之規定被架空，應認 SOGO

將股份分別登記並使太流公司買回 SOGO 股份之行為為脫法行為，應屬無

效。 

 

三、法院見解之評述 

    由以上法院所表達的法律見解，似乎在信託關係認定的重點在於信託

合意，惟各級法院於本案進行事實認定時大量討論，皆是章民強與 SOGO

間是否有借貸關係，顯見對於法院而言，股款的流動係由 SOGO 帳戶移至

太流公司帳戶似無疑義，但是章民強是否有向 SOGO 借錢購入系爭股份此

項事實卻相當困擾法院，表示這項事實會影響法院對於信託關係的認定，

如按照最高法院的見解，似乎系爭股款是由章民強所出還是 SOGO 所出並

不重要，重要的是章民強與李恆隆間是否有信託合意存在，此項矛盾應如

何調適，應值討論。細究章民強為證明其有向 SOGO 借款，提出支票、存

款憑條、SOGO 支出傳票及太流公司存摺影本等證據，惟法院皆無法認為

證明 SOGO 與章民強間有信託關係，在法院將舉證責任之不利益放至於原

告章民強一方時，究竟章民強要舉證到何種程度方可使法院認為已達其舉

證之標準，相關論述付之闕如，殊為可惜。 

   

參、 9 月 21 日太流公司股東會決議之效力 

一、前言 

    章民強主張民國 91 年 9 月 21 日太流公司並無召開股東臨時會，且實際

參與會議之人僅李恆隆一人，縱其受 SOGO 董事長委託出席股東會，在會議

                                                      
64

 劉連煜，同註 52，頁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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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一人之情形下，無法成立多數意思表示平行一致的結果。而太流公司(李恆

隆為代表人)主張當時僅李恆隆及 SOGO 兩位股東，SOGO 代表人賴永吉因當

天不克出席而事先出具指派書，指派同為 SOGO 董事的李恆隆出席系爭股東

會，故民國 91 年 9 月 21 日當天李恆隆是以二個身分出席太流公司股東臨時

會，並依事先與賴永吉的共識作成增資決議、做成議事錄。 

    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以章民強欠缺確認利益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而駁回

其訴，理由如下，首先，章民強主張是太流公司股東，但法院認為在章民強

取回李恆隆所持有的太流公司 60 萬股之前，章民強都不是太流公司的股東，

也無透過太流公司而持有 SOGO 的控制利益存在，自然也無任何私權遭受侵

害；章民強次主張其為 SOGO 股東且對太流公司有控制利益，但其僅持有

SOGO 股權 10 萬分之 2.2 左右，以此等持股比例而言，難認其對太流公司具

有控制力而可受保護；最後，章民強主張其為 SOGO 股東故對 SOGO 任何投

資皆有確認利益，但其所得享有之利益屬反射利益，亦難認有可受保護之私

權存在。 

   最高法院則認為若章民強與李恆隆間真有信託關係，且章民強曾於民國

91 年 9 月 14 日口頭向李恆隆終止信託，則章民強有無代位李恆隆請求確認系

爭股東會決議無效即撤銷增資登記等意，原審法院未予闡明即以章民強無受

保護私權為由，為不利之判決，自難謂當。 

 

二、本文分析 

(一)確認利益之範圍 

    關於章民強提起確認太流公司股東會決議不成立或無效之訴，法院就其

確認利益之檢驗多認為其欠缺提起確認之訴之當事人適格。當事人適格的作

用在於於訴訟程序前階段排除無益訴訟的功能，避免浪費不必要的勞力、時

間、費用，就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存否進行無謂的審理，主要在權衡原告透

過訴訟主張權益的必要及實益性、被告避免無益訴訟之侵擾與避免法院浪費

司法資源進行無實益的審理等三方的利益，性質上其判斷涉及實體法與訴訟

法兩面的考慮65。而民事訴訟法就提起確認訴訟的當事人適格之判斷，要求

原告就訴訟標的應具備確認利益，而判斷標準為原告的權利於私法上之地位

具有危險而得以確定判決除去之。 

   就 9 月 21 日股東會決議之確認利益判斷，法院認為章民強在未取回李恆

隆持有之 60 萬股以前，非太流公司之股東而無私權受侵害；且亦不認為得以

太流公司之間接股東主張其就系爭決議具有確認利益。 

    提起確認訴訟需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按最高法院的判例顯示，

當事人若具備確認利益，縱其所求者為他人間之法律關係，亦非不得提起66。

                                                      
65

 黃國昌，民事訴訟法教室 I，元照，2009 年 4 月，頁 115-117。 
66

 最高法院 42 年台上字第 1031 號、52 年台上字第 1240 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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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而言之，原告即使要確認者的是他人間的法律關係，只要具備確認利益之

要件，即符合提起確認訴訟之當事人適格。因此確認訴訟能否成功提起，確

認利益的判斷至關重要。然而，本案法院一一駁斥章民強所提出具備確認利

益之理由，乍看雖有其理，但似乎也有討論空間。首先就提起確認股東會決

議訴訟是否需有股東身分，依前開判例所示似無要求一定具備此一要件，並

且如最高法院所說，章民強或許有代位李恆隆提起訴訟之可能；再者，身為

太流公司股東的股東，章民強對其所投資的 SOGO 因系爭決議將喪失對太流

公司之控制利益及指派董事之權利，是否一定不符合法律上之利益？誠然，

對公司之控制利益與指派董事之權利來自於股東對於公司持股多寡而定，該

些利益僅是附隨持股而來屬於反射利益，非屬法律直接保護個人利益的範疇，

也難以達到透過訴訟程序滿足原告之請求67。 

    其實法院以欠缺確認利益推翻章民強的主張，雖未實質認定章民強不具

有太流公司股東身份，然而從其論述卻隱含實體上其非股東或就系爭股東會

決議無任何私權受侵害而得提起訴訟，或可認為是發揮確認利益存在之功能，

但卻無法使本件案件獲得圓滿解決，若能考量本件案件的複雜性、除章民強

外無人會提起訴訟等因素，再者從民事訴訟法近年修法趨勢在擴大紛爭解決

之機能，或許於本案確認利益之判斷可以放寬，尤其本案又是決定 SOGO 經

營權花落誰家的關鍵，法院實應進入實體審查，而不應僅以欠缺確認利益駁

回訴訟。 

 

(二)股東會成立與否之問題 

    股東會決議不成立亦為一種股東會瑕疵的樣態，雖現行公司法並無規定，

但需先有符合成立要件之股東會決議存在，才能進而判斷有無無效或得撤銷

事由存在，因而理論上決議形成過程中如有法律上不能認為有股東會召開或

決議成立之情形，即屬一種股東會決議瑕疵之獨立類型，學說與實務見解均

予肯認此一決議瑕疵類型，而虛構開會及偽造股東會之決議記錄為決議不成

立的一種事例68。 

    91 年 9 月 21 日股東會是否有召開、是否成立由於下級法院認為章民強欠

缺確認利益而未實體判斷此一爭點。據章民強主張當日並無股東會之召開，

相關決議與記錄均為偽造，故該日股東會決議並不成立，而被告太流公司則

主張當日確有召開系爭股東會並且另一位股東即 SOGO，其董事長賴永吉已

委託李恆隆出席該次股東會，亦不會有出席門檻未達標準而造成股東會不成

立之情形。而與此案所涉的刑事判決，各級法院對於系爭股東會議記錄及文

                                                      
67

 廖大穎，關係企業結構下股東提訴確認他公司股東會決議之不存在─台灣高等法院九十八年

上字第一四九號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三期，頁 67。 
68

 劉連煜，同註 52，頁 393-395。實務見解如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1174 號判決、最高法

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182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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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是否是偽造亦有不同見解69，因而對於認定系爭股東會成立與否產生困

難。 

   自本案發生的事實觀之，僅李恆隆一位股東出席系爭股東會，並且 SOGO

委託李恆隆代為出席，也有股東會議記錄等文書，就此一委託書雖依公司法

第 177 條規定須於開會前五日送達公司，然僅屬訓示規定，只是為便利公司

而設，股東於開會當日仍能提出委託書，但公司得拒絕之70，則於本案李恆

隆是可能具有代理 SOGO 出席股東會之身分，惟前提是開會當天確有委託書

的存在，若是李恆隆等人目的在使遠東集團入主太流公司實無股東會議召開，

該份委託書只是用以滿足有會議召開這一謊言而事後做成，固難認系爭會議

之成立，然而難以證明委託書並非股東會當天或先前提出，如此在本案事實

脈絡下，難以釐清一位股東出席的股東會是否確有召開或只是虛構。 

   最高法院就本件案件中已發回原審更審，若更審法院就本案進入實體審判，

並認為系爭股東會增資決議根本不存在，則依此一不存在的增資決議對外所

為的法律行為之效力是否將受到影響，方有疑問。理論上，公司既依據股東

會通過的增資決議而對外發行股份，則當其所依據者為一實際上不存在的增

資決議，自將影響其對外增資行為的效力。然而受到影響者不僅增資行為效

力而已，增資之後可能產生的公司經營權變動、新的經營者代表公司對外所

為之行為效力、盈餘分派是否返還的問題等，因此法院若認為公司增資行為

隨增資決議不存在而無效，後續如何回復原狀及上述問題的解套會是法院的

一大挑戰；反之，若為尊重既定事實之發生，在決議有瑕疵情形下選擇維持

增資行為及以之為基礎的各項行為的效力，恐會讓人認為即使惡意違法，已

取得的利益不會輕易的被剝奪71。 

    本案中增資行為所依附的增資決議根本不存在，其效力是否隨同無效，

各有其問題及疑慮，有賴法院在遵守法律規定與尊重既定事實之間做取捨72，

同時，應注意處理相關案件的專業性及速度，以避免擴大對於交易安全之影

響，並且學者也認為公司法對於股東會決議發生瑕疵之效力安排應重新檢視，

當決議被認定不存在、無效或撤銷後，後續交易之安排與行為人之責任應有

更細緻化的規定73。 

 

三、法院見解之評述 

    股東會決議是否成立，究應以會議程序形式觀之？亦或以實質面？以本案為

例，是否只要實質上李恆隆持有賴永吉之委託書，代表太流公司兩位股東李恆隆

                                                      
69

 台北地院 92 年度訴字第 1442 號刑事判決、高等法院 93 年度金上重訴字第 6 號刑事判決。 
70

 王文宇，公司法論，元照，2008 年 9 月，頁 296。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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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法律研究

所碩士論文，2012 年 2 月，頁 148-150。 
72

 陳宣至，同上註，頁 150。 
73

 曾宛如，我國公司法待決之問題─以公司法制基礎理論為核心，月旦法學雜誌，第 181 期，

2010 年 6 月，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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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SOGO 皆已出席，則該次股東會符合相關門檻即屬成立？可以想見此種不具

股東會議事流程之召開方式，在我國家族企業比例很高的環境下相當常見，究竟

應如何認定股東會決議之效力，殊值討論。 

 

    至於確認利益之有無，若能考量本件案件的複雜性、除章民強外無人會提起

訴訟等因素，再者從民事訴訟法近年修法趨勢在擴大紛爭解決之機能，或許於本

案確認利益之判斷可以放寬，尤其本案又是決定 SOGO 經營權花落誰家的關鍵，

法院實應進入實體審查，而不應僅以欠缺確認利益駁回訴訟。 

 

    肆、本案定假處分之探討 

一、 法院判決 

  在整個 SOGO 案爭辯過程中，於 99 年 2 月 3 日經濟部因郭明宗偽造太流公

司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會議紀錄部分經判決確定而撤銷太流公司增資案、修正

章程及董事解任變更登記後，章民強總共向法院聲請兩次假處分，一次係聲請

法院禁止 SOGO 公司(SOGO)於 97 年 6 月 13 日股東會所選任之董事黃晴雯等五

人行使 SOGO 董事職權；一次則係聲請禁止李恆隆就其名下之太流公司 60 萬股

進行向第三人為質押、讓與、移轉、信託或其他處分及行使股東權。前者遭法

院駁回，後者則得到法院之獲准。延續第一年之報告，SOGO 案中之兩個假處

分事件，本文將分別探討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發動要件及撤銷標準。 

  章民強以確認黃晴雯等五人與 SOGO 公司間委任關係不存在提起本訴，而

聲請法院禁止黃晴文等五人行使 SOGO 董事職權，其主張因經濟部之撤銷登記

事件，使太流公司章程回復至 91 年 9 月 21 日前之一千萬元資本額，其股權結

構亦應回復至上開違法增資前之狀態，亦即由 SOGO 公司持有太流公司 40%股

權，李恆隆持有 60%股權，惟若照章民強之主張，李恆隆之股權係基於與 SOGO

公司之信託關係而記於其名下，信託關係已於 91 年 9 月終止，故 SOGO 公司實

質上係持有太流公司百分之百股權，依公司法第 179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被

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從屬公司，所持有控制

公司之股份，其股份無表決權，太流公司持有之 SOGO 公司百分之七十八以上

股權均不得行使表決權，故 97 年 6 月 13 日之董監選任案即欠缺合法、正當性。 

  惟本案卻遭法院駁回。駁回理由主要係因：一、章民強所提之撤銷登記等

情事不足以作為黃晴雯等五人與 SOGO 公司間委任關係不存在本案請求之釋明；

二、章民強無法就該爭執之法律關係具有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存在為釋明，

故而駁回章民強之請求。 

  以下即探討所謂定暫時狀態之發動要件及本案法院判決評析。 

二、 本文分析一：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發動要件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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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兩個實質要件74 

  依據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及我國通說與實務見解認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

有兩個要件75： 

1. 須為有爭執之法律關係 

  依據民事訴訟法第 529 條及第 538 條，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者，須於一

定期間內提起本案訴訟，亦即，當事人所提起之假處分須為一有「爭執」關係

之法律關係。所謂有爭執之法律關係，我國實務與學說認為，假處分之爭執法

律關係，係雷同於確認訴訟中所稱的「法律關係」，且所爭執的法律關係，必須

是當事人間可能主張一定之實體法上的實體權利，但此權利不必在定暫時狀態

假處分時已存在。 

2. 須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 

  依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明文所謂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必須係「為防止發生

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才得以為聲請，

即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聲請必須具備「必要性」。而必要性中之「重大」損害及

「急迫」之危險，皆為不確定法律概念，留給審判法官依據具體個案為綜合評

估。依據我國學界之論點76，所謂防止重大損害，通常係指聲請人因假處分之

許可所獲得之利益或遇避免之損害大於相對人因假處分之許可所受之損害者，

故係一相對性之價值；而所謂危險之急迫性，則係客觀判斷視其是否得依通常

程序獲得滿足為準，亦具有相對性。 

(二) 定暫時狀態之釋明必要性 

  依據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之 4 準用第 533 條、第 525 條，當事人須表明及

釋明當事人間有無爭執之法律關係，即聲請人對於相對人所得主張的實體法上

權利，也就是本案訴訟。除此之外，再依據民事訴訟法第 526 條(第 538 條之 4

準用第 533 條)，亦須表明及釋明聲請法院所為假處分之特定內容，以供法院判

斷有無准許該項特定內容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必要。 

  實務上，法院若認為假處分聲請人就必要性未為充分釋明，通常會訂相當

之擔保金以代釋明之不足而為假處分77，惟以供擔保代釋明之不足，在涉及公

司經營權爭奪而聲請停止董事職權之假處分事件，如本案、台灣大假處分裁定、

                                                      
74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程序要件則係依據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之 4 準用同法第 533 條假處分之

規定，再依該條準用調法第 524 條、第 525 條之規定，本文在此不探討程序要件。 
75

 參閱沈冠伶，我國假處分制度之過去與未來-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如何衡平兩造當事人之利益

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第 109 期，2004 年 6 月。 
76

 參閱前註及許仕宦，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基本構造，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58 期，2004 年 5

月。 
77

 葉大殷等著，公司經營權爭奪與假處分，頁 88，元照出版，1999 年 12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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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合纖經營權爭奪案等，皆因假處分之核、駁而可能影響經營權之歸屬，要

將可能發生的損害量化，定擔保金數額機不可能，且法院以公法介入私法之公

司經營，本係公權力介入常態治理機制，極短期間內改變公司權利分布的非常

手段，應深究假處分之必要性，使聲請人釋明為何此非常手段係屬必要，而非

以財力比拚輕易變更經營權，如此除有可能造成當事人間「以財力拚經營權」

外，亦使法院因一時追求程序的便捷而犧牲實質之正義，嚴重影響法院裁定的

公正性。我國學界78間亦多認為在攸關公司經營權爭奪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

聲請上，法院應充分予當事人有陳述意見及相互辯論、攻擊防禦之機會，本文

深表認同。 

(三)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本案化 

  呈續上述，本文認就定暫時狀態之必要性，法院應給予當事人充分之陳述

機會，藉由當事人間之辯論與攻防，以釋明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必要性及須法

院所訂之特定內容，此點依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538條第 4項亦可為其法律依據：

「法院為第一項及前項裁定前，應使兩造當事人有陳述之機會。」故法院於定

暫時狀態假處分裁定前，依據此條，原則上應使兩造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即給予類似言詞辯論之程序，在牽涉公司經營權爭奪之假處分裁定中，更應如

此。 

  惟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屬於保全程序之一種，雖說因定暫時狀態假屬分動輒

有預為實現本案請求內容性質之處分，本應以較高度之保全必要性為其准許要

件，但其本質仍應講求「迅速性」及「附隨性」，法院於定暫時狀態本案化之審

理時應如何拿捏，即考驗法官對於認事用法之功力。 

(四) 本案評析 

  本案法院判決駁回章民強之假處分之請，其主要原因係章民強無法釋明：

一、經濟部撤銷登記等情事和黃晴雯等五人與 SOGO 公司間委任關係不存在關

聯性之本案請求；二、章民強無法就該爭執之法律關係具有重大損害或急迫危

險之存在，故而駁回章民強之請求79。 

1. 本案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與否？ 

  章民強主張因經濟部之撤銷登記事件，使太流公司章程回復至 91 年 9 月

21 日前之一千萬元資本額，其股權結構亦應回復至上開違法增資前之狀態，且

SOGO 公司實質上係持有太流公司百分之百股權，依公司法第 179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被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從屬公司，

所持有控制公司之股份無表決權，太流公司持有之 SOGO 公司百分之七十八以

                                                      
78

 參閱劉連煜，公司經營權爭奪與假處分制度，台灣本土法學雜誌,，90 期，2007 年 1 月。 
79

 以下整理自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抗字 642 號民事裁定、最高法院 99 年台抗字第 91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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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股權均不得行使表決權，故 97 年 6 月 13 日之董監選任案即欠缺合法、正當

性。 

  本案法院認為如要准許定暫時狀態假處分，須有本訴作為前提，而章民強

之本訴乃係確認黃晴雯等五人與 SOGO 公司委任關係不存在，惟撤銷之太流公

司增資登記，與 SOGO 公司董事選任並無直接關係，蓋在太流公司為增資前，

本即為 SOGO 公司之股東，即無論遠東集團有無前開增資，相對人太流公司均

得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指派法人代表，並經 SOGO 公司股東會合法選認

為董事，故雖太流公司遭經濟部撤銷增資、修正章程、董事解任變更登記，然

僅生太流公司回復至變更登記前之 1000 萬元資本額，而董事變更登記之事項，

依據公司法第 6 條，非屬登記生效事項，故仍屬有效，故經濟部撤銷登記一事，

與本案爭執之法律關係並無關聯，聲請人無法釋明本案存在爭執之法律關係。 

  關於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與否之審查，除必須是當事人間可能主張一定之

實體法上之實體權利外，是否須為假處分時已存在之爭執關係，有正反之見解，

肯定說80者以裁判解任董事案為例，認既股東會尚未即會決議，即無爭執之現

狀發生，蓋會中是否會有解任之提議，又該提議能否通過均屬未知，故應以假

處分時已存在之爭執關係為限；否定說81者則有認為該權利不必在假處分時已

存在。 

  本案聲請人之爭執法律關係係「確認黃晴雯等五人與 SOGO 公司之委任關

係不存在」之確認之訴，依民事訴訟法聲請人須釋明聲請人對相對人有得主張

之實體法律上權利(即爭執之法律關係)，惟聲請人以經濟部撤銷太流公司之登

記推導至 SOGO 公司董監選任決議不合法，似有得討論之空間，法院之判決恐

過於武斷。本文認本案依據章民強(聲請人)之主張，回復增資前之資本額後，

太流公司持有 SOGO 公司之股權將有公司法第 179 條第 2 項第 2 款之適用，亦

即太流公司持有之 SOGO 公司無表決權，故該次股東會即係由無表決權之股份

表決通過，此係屬公司法第 189 條股東會決議方法違反法令而得撤銷，抑或係

屬於公司法第 191 條無效之股東會，亦或屬根本無有效股東會之股東會決議不

成立，即有待釐清。本案係屬無表決權之股份參與並做成表決，應不屬「內容

違反法令」之情形，故可討論者為本案情形係屬「程序違反」亦或「根本無有

效股東會之成立」。本文認本案應係屬後者。蓋股東會之決議，依公司法第 174

條，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

同意，由具有表決權之股東做成決議，故若決議係由本應無表決權之股份而做

成之決議，應屬一無效之決議，屬股東會決議不成立之情形。退步言之，若將

「由無表決權之股份表決通過之股東會決議」視為公司法第 189 條之「股東會

程序違反法令，有得撤銷之情形」，將有可能導致公司有心人士發行無表決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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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註四，頁 88。 
81

 同住二，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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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股股份，召開股東會作成決議，利用本法 30 天之撤銷期間之經過，而使一

具有重大瑕疵之股東會得以合法存在，似有破壞本法股東表決權、普通股與特

別股、股東會決議間之關係，亦有動輒本國公司體制之可能性，故本文認該等

情形應係屬根本無有效股東會成立之股東會決議不成立。 

  基於以上論點，依據聲請人之主張，系爭董事選舉股東會係屬一不成立之

無效股東會決議，由該股東會所選出之董事其合法依據即受到動搖，經濟部撤

銷登記一事，與本案爭執之法律關係即有牽連之關係，聲請人之主張有其立論

存在，在假處分審理以形式審查為主之前提上，太流公司持有 SOGO 公司之股

份無表決權，97 年 6 月 13 日之董監選任案即欠缺合法與正當性，本文認聲請人

申請假處分一案即非無理由。 

2. 章民強具重大損害或急迫之危險？ 

  依據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第二個實質發動要件，聲請人需釋明其就該爭執

之法律關係具有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本案法院認為黃晴雯等五人擔任 SOGO

公司董事、監察人後，SOGO 公司轉虧為盈，聲請人身為太流公司之股東，並

因而受有股利分配之利益，自難以聲請人主觀臆測之詞，及 SOGO 公司基於投

資風險評估後所從事之業務，即謂其已就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部分為釋明，

故駁回聲請人之請求。 

  蓋在遠東集團增資成立，控有 SOGO 公司經營權之情形下，遠東集團經營

SOGO 公司即有利誘存在，惟若增資登記遭經濟部撤銷，將使遠東集團與太流

公司及太流公司控制之 SOGO 公司不存在形式上關係企業之關聯，亦即遠東集

團即喪失經營SOGO公司之利誘，且在遠東集團經營其本身遠東百貨之情形下，

基於百貨業間之競爭關係，遠東集團更無誘因經營 SOGO 百貨，甚至有趁此洞

悉其競爭對手營業相關資訊、營業秘密、商業模式之可能性存在，對於 SOGO

百貨本身、SOGO 公司之母公司太流公司、太流公司之股東亦可能有重大之影

響存在，聲請人之主張非無立論，本文認法院之推論上有討論之餘地。 

三、 本文分析二：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擔保撤銷 

(一)法院判決 

  經濟部撤銷遠東集團對太流公司之增資後，章民強所聲請之第二個定暫時

狀態假處分矛頭對向李恆隆，基於李章兩人之間之信託關係，以請求李恆隆返

還股票訴訟為本訴，向法院聲請禁止李恆隆就其名下太流公司 60 萬股為質押、

讓與、移轉、信託或其他處分，及就系爭股票為股東權利之行使82。 

  本案不同於前案，假處分獲法院裁定准許，且李恆隆所提之抗告及在抗告

                                                      
82

 整理自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100 年度台抗字第 257 號、台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99 年度抗字第

129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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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被法院駁回。本文以下將藉由本案，探討我國擔保撤銷假處分之制度。 

(二)本案評析 

1.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撤銷 

  依據民事訴訟法第 536 條：「假處分所保全之請求，得以金錢之給付達其目

的，或債務人將因假處分而受難以補償之重大損害，或有其他特別情事者，法

院始得於假處分裁定內，記載債務人供所定金額之擔保後免為或撤銷假處分。」

其立法理由係此種以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如代以金錢之給付亦可滿足債權人

之要求，或債務人將因假處分而受難以補償之重大損害，或有其他特別情事，

應許債務人得以供擔保免為假處分獲撤銷假處分83。 

  而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是否有擔保撤銷制度之適用，我國實務有採肯否兩說

者： 

(1) 否定說84： 

依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之 4，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處分程序，除有特別規定外，

準用關於假處分之規定，惟仍應視該等規定是否與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性質相同，

性質不相容者，即不在準用之範圍內，故因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其目的乃在防

止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性質與保全強制執行之假處分仍有不同，上開

准許債務人供擔保後免惟假處分之規定，於定暫時狀態應無準用。 

(2) 肯定說85： 

認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雖非以保全執行為主要目的，惟仍屬保全權利之方法，

原係法院為防止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認為有必要時，

為平衡兩造間之權利義務或利益而為之裁定，兩造當事人之損益故因此而受有

影響；惟若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保全方法，對債務人可能造成重大損害，或債

權人所受之損害非不能以金錢補償時，即不能謂債務人不能供擔保免惟或撤銷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 

  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雖屬假處分之一種，惟其與一般保全程序之假處分仍

有不同，其主要目的係在防止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而使本案債權人得以

先獲得本案勝訴之效果，故其在準用假處分之程序時，似亦應考量定暫時狀態

假處分之特殊目的，本文認否定說有其立論存在，然而若一味否定定暫時狀態

適用供擔保以撤銷之規定，使債務人一旦遭法院裁定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即無

以為力，似乎又過於偏袒債權人之利益，故從貫徹兩造公平之觀點亦須顧慮債

務人之利益保護，本文認仍應准許法院准用擔保撤銷之規定，給予法官一定之

                                                      
83

 司法院編，同前註，347-348 頁。 
84

 參閱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抗字第 18 號裁定。 
85

 參閱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抗字第 743 號裁定、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抗字第 585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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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空間，惟基於以下幾點，對於本條應限縮適用之： 

a.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目的與一般假處分之目的本不相同，應特別考量定暫時

狀態為防止重大損害及急迫危險之目的。 

b. 依據民事訴訟法第 536 條，撤銷假處分須審酌其是否得以金錢達其目的、債

務人是否將因假處分而受到難以補償之重大損害、是否有特別情事之存在。惟

觀本文前所述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發動要件，法院必然已於審酌是否裁定定暫

時狀態假處分時以慎重考量該處分是否得以金錢就達到債權人之目的，或者比

較、權衡債權人與債務人間之利弊，而做出如此之裁定，易言之，關於撤銷假

處分之三項理由中，有兩項根本係法院當初允許假處分之時，必以慎重判斷之。 

c. 承續(2)，債務人於受到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裁定後，亦可向上級法院為抗告

及再抗告，故再以此為理由撤銷假處分根本無由發生且浪費法院資源。 

  基於以上三點，本文認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擔保撤銷制度，應限縮在僅

得以民事訴訟法第 536 條中第三款理由「有特別情事之存在」時使得考量是否

准許債務人供擔保撤銷定暫時狀態假處分。 

2. 特別情事 

  所謂「有其他特別情事存在者」，其標準為何，我國現行法規中似無規範，

通說咸謂指債權人因撤銷假處分所受之損害可得以金錢補償，不致因該撤銷而

喪失假處分之功效而言86。關於特別情事，我國最高法院於此有幾則判例，大

致可分為三種特別情事87： 

a. 依假處分所保全之給付如代以金錢，債權人亦得達其債權之終局目的者，即

認為有所謂特別情事，許債務人供擔保而撤銷假處分88。 

b. 若經法院調查判決其認定之事實與釋明不符，依券宗得為即時調查之證據顯

見應為假處分時，自可解為已有特別情事，法院非不得許債務人聲請撤銷假

處分89。 

c. 倘如債權人實施假處分之結果，債務人因此所受之損害遠大於債權人所得之

利益，衡諸誠信公平原則，法院亦非不得認係特別情事90。 

  觀上述我國法院之實務判例，其所認為之特別情事，除 2 外，似亦得包含

在「得以金錢達其目的、債務人將因假處分而受到難以補償之重大損害」中，

故不應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擔保撤銷事由。我國學界中對於擔保撤銷定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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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計男，民事訴訟法論，修訂新版，2000 年，448-4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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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閱許仕宦，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擔保解放，月旦法學教室，第 101 期，2011 年 3 月，頁 76-80。 
88

 參閱最高法院 48 台抗 80 判例、最高法院 46 台抗 86 判例。 
89

 參閱最高法院 50 台抗 165 判例。 
90

 參閱最高法院 91 台抗 510 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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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假處分之特別情事，有認為應係「如假處分之執行於兩造間權益之衡平上

存有不公平之特別情事時，應許債務人主張該特別情事而提供擔保以免為或撤

銷假處分之執行91」，將特別情事之有無限定在兩造間之權益是否有不公平之情

事，而非在以假處分是否得以金錢達其目的或債務人是否將受更大之損害為依

據，上述 2 之情形，亦可含括在兩造間權益衡平之情事中，本文認以此為標準

衡量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特別情事，有其立論存在，蓋在保全權利之存否尚未

終局確定之前，即簡易、迅速對債務為人有本案勝訴判決效果之假處分，似可

能存在過於偏向債權人利益之危險，審理之法官應在調整、均衡債權人與債務

人間之利害上，以維持法律秩序所採取之救濟措施，顧慮兩造間之公平，而為

特別情事判斷，藉以平衡追求兩造之實體及程序利益，故若有此特別情事之存

在，法院亦可慎重審理是否有擔保撤銷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必要。 

(二) 本案評析 

  本案李恆隆提出三點理由向法院聲請可供擔保撤銷假處分，第一，李恆隆

主張假處分所保全之請求，得以以金錢達其目的。第二，李恆隆主張若其名下

之 60 萬股遭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裁定，將使太流公司無法召開股東會，重大議案

無法決定，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第三，本案本訴，即李恆隆與章民強間之信

託關係，實體判決已遭台北地院 91 年重訴字及台灣高等法院 93 年重上字第 45

號判決認為章民強並非系爭股票所有權人，故存在特別情事。 

  法院認為系爭假處分所保全之請求，有禁止李恆隆行使股東權之目的，非

僅僅在股票返還請求權，故顯非以金錢給付所能達成，且公司日常業務之經營，

係由公司董事執行，太流公司之董事並不因李恆隆之股權遭禁止而受到影響，

公司業務仍得為運行，並未有重大或急迫之損害存在；再者，李恆隆所提之判

決已遭最高法院廢棄發回，故系爭股票是否為章民強所信託尚非明確，故不生

所謂有特別情事應予撤銷假處分之情事，法院駁回李恆隆之抗告。 

  本文基於上述之結論，認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撤銷擔保應限於「假處分

之執行於兩造間權益之衡平上存有不公平之特別情事時」，故李恆隆之第一點及

第二點理由，本文認應非得撤銷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理由。本件李恆隆所主張

之特別情事乃係本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本訴，請求返回信託股份之訴，章民強

遭法院判決敗訴，是以章民強聲請假處分並無理由，應撤銷之。本訴遭法院判

決敗訴，是否在兩造間權益之衡平上存有不公平之情事，即為待探討之問題，

本文認抗告法院簡單以判決遭上訴法院廢棄發回，不生所謂之特別情事，似嫌

過於武斷，蓋兩造權益上是否存有不公平之情事，應審酌最高法院發回本訴敗

訴判決之理由，是否在兩造權益間產生影響。又且若最高法院之發回判決係在

抗告法院為撤銷擔保之裁定確定後才發生，債務人得否以地院及高院之本訴勝

訴判決(對債務人而言為勝訴之判決，即債權人之本訴敗訴判決)，主張有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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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註 13，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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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之存在而為擔保撤銷？蓋債務人獲得本訴勝訴判決後，縱使判決尚未確定，

亦代表債權人對本案之請求權基礎已受極大之動搖，且債務人於受到定暫時狀

態假處分後，其權利之凍結須歷經地院、高院、最高法院、甚至可能無數次之

發回判決，以本案為例，本案之本訴係於 91 年於台北地方法院起訴，截至 102

年遭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其間歷經十年，若債權人於一審法院裁判時即聲請

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先不論本案章民強係於 99 年方提起之)，此十年間債務人

皆不得為其私有財產之處分，對其之影響不可謂不大，基於此，本文認在地院

及高院為本訴債權人敗訴之判決後，兩造間之權益可能產生變化，法院應實質

審酌繼續使債務人承受假處分是否有不公平之情事存在，而為供擔保撤銷假處

分之裁定，惟是否具特別情事，並不因債權人本訴敗訴判決而必然存在，仍須

依具體個案判斷之。 

 

四、法院見解之評述 

    由以上討論可以得知，撤銷假處分法條中所刊載的三項理由，其中兩項，分

別是可以金錢給付達其目的，以及債務人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根本無由達成，

理由在於法院當初允許假處分之時，必然已經判斷該給付係無法以金錢達其目的，

並且債權人與債務人的損益相衡以後，認為有假處分之必要，再以此為理由可撤

銷假處分根本無由發生，僅於一款即是有特別情事發生，本案中雖有法院其他判

決否認有信託關係，或是經濟部撤銷增資登記等情事存在，法院亦不認為構成特

別情事，則特別情事的標準為何，殊值討論。 

 

伍、臨時管理人之發動與選任 

一、 法院判決 

  在經濟部撤銷太流公司增資、董監登記一案後，依經濟部之見解，太流公

司之經營階層回復至 91 年之原任董事長李恆隆、法人股東 SOGO 公司指派之董

事章民強、賴永吉及監察人鄭洋一，惟其等之任期於應於 94 年 4 月 14 日屆至。

遠東集團於太流公司於 100 年 8 月 1 日召開之股東會中，以股東身分投票表決

選任新董事，並於 SOGO 公司在 100 年 8 月 26 日所召開之股東會中，以太流公

司名義投票選出代表擔任 SOGO 公司新任董事五人。後因李恆隆認太流公司增

資登記已於 99 年 2 月 3 日遭撤銷，在原任董監經台北市政府函令限期改選並變

更登記未果下，太流公司董監事於 100 年 10 月 1 日起即當然解任，如此一來，

太流公司即無合法之經營階層，延伸問題即係 SOGO 百貨之掌舵權該屬何人，

為解決此問題，李恆隆即向法院聲請就太流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92。 

  在臨時管理人選任戰中，一審法院、抗告法院與二審法院分別就臨時管理

                                                      
92

 整理自台北地方法院 100 年司字第 33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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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選任與否提出不同之標準，雖說一審法院與抗告法院皆認為本案得選任臨

時管理人，惟兩法院就臨時管理人是否選任亦有不同之看法，而二審法院(再抗

告法院)則係全盤否認本案得以選任臨時管理人，觀三審之判決，可發現我國實

務就臨時管理人之選任標準並不一致，本文以下即以本案探討我國臨時管理人

之發動要件。 

二、 本文分析 

  依據我國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

損害之虞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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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我國要發動臨時管理人選任需有實質要

件及形式要件。 

(一) 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實質要件 

  觀公司法該法條，我國臨時管理人之選任要件似抽象模糊，因此法院於審

酌時多以該條之立法理由：「公司因董事死亡、辭職或當然解任，致董事會無法

召開行使職權；或董事全體或大部份均遭法院假處分不能行使職權，甚或未遭

假處分執行之剩餘董事消極地不行使職權，致公司業務停頓，影響股東權益及

國內經濟秩序。」進行大前提之論述，本文將臨時管理人之實質要件分為兩大

要件探討之93： 

1. 「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 

(1) 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 

  所謂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依實務上常見或可能造成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

之樣態，或可分為「股東僵局」、「董事遭禁止行使職權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

及「董事僵局」三種情形。 

  造成第一種「因股東僵局而導致該公司無法產生屆期董事之繼任者」，應係

指當公司因董事死亡、辭任、退任或當然解任，使董事會因此無法成會時，而

形成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之情形。參諸美國 Giuricich v. Emtrol Corp.一案，認關

於股東無法選出合法繼任董事之選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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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法院才有介入為公司

選任臨時管理人之正當性94，惟若參考美國該案之標準，亦仍須符合我國法之

第二個實質要件，才可為臨時管理人選任之發動。 

                                                      
93

 參閱謝佩汝，我國公司法臨時管理人之實務觀察及法制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論文，2013 年，頁 75~114。 
94
參閱謝佩汝，我國公司法臨時管理人之實務觀察及法制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

文，2013 年，頁 77。 



49 
 

  第二種可能造成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之樣態，則係董事遭定暫時狀態假處

分而禁止行使董事權者，此為公司經營權爭奪時常見之手段。實務上曾有裁定

認為若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結果致公司業務之執行發生障礙時，宜以全體董事

遭禁止行使職權方得以發動臨時管理人之選任，此乃基於企業自治原則避免法

院過度介入及管理實效性使然95。惟法院為禁止董事行使職權之處分，未必針

對所有在認之董事，若僅係其中一人遭受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基於受禁止行使

職權處分之情形與董事缺謂之事由仍有不同，故於計算定足數時應不影響，僅

需依照公司法第 180 條之規定，不計入以出席董事之表決權，如此尚難構成使

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故若係於董事遭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情形，本文認應係

董事全體或大部分均遭法院假處分而不能行使職權，甚或未遭假處分執行之剩

餘董事消極地不行使職權，致公司日常業務無法執行時，方得向法院聲請臨時

管理人。 

  而董事僵局則係指當董事間意見分歧、派系對立，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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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始當介入而為公司任命臨

時管理人。 

(2) 董事會不為行使職權 

  所謂董事會「不為」行使職權，相對於董事會「不能」，本文認此之不為應

係董事會得作為卻不為之情形，亦即董事會怠於履行其義務或嚴重贖職之行為。

惟何謂「董事會怠惰或嚴重贖職」？蓋「不為」係一主觀事由，認若董事會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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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極難評估董事會究竟有無怠惰而不為

行使職權96。因此，未免過度干預導致公司經濟行為之扭曲，學者認法院介入

點宜設在經營者涉及嚴重怠惰之時，當其違法贖職之情事明顯，才有法院以外

部控制手段拯救公司危機之必要97。 

2. 「致公司受有損害之虞」： 

  臨時管理人之實質發動要件除上述須為董事不能或不為行使其職權，尚需

配合「致公司受有損害之虞」要件加以限縮，始能得出合理之適用結果。 

「致公司受有損害之虞」乃係一極抽象之要件，若以立法理由解釋，應係謂「致

公司業務停頓，影響股東權益及國內經濟秩序者」，惟該等立法理由似亦也為一

抽象之解釋，而給予裁定法官極大之審酌空間，而有學者因此認為法院在檢驗

                                                      
95

 參閱新北地方法院(原板橋地方法院)87 年裁全字第 720 號裁定。 
96

 參閱方嘉麟，從台灣大案例論裁判解任及假處分在公司治理中之定位，政大法學評論第 83期，

2005 年 2 月，頁 146-147。 
97
參閱謝佩汝，我國公司法臨時管理人之實務觀察及法制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

文，2013 年，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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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要件時，必須同時檢驗企業福祉、公共福祉和急迫性要件98。而為更精確操

作臨時管理人制度，有論者嘗試提出以下之標準以供參考99： 

(1) 股東自治可能性 

  蓋臨時管理人之選任場合，不論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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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或在股東不為行使職

權之場合，股東亦可依公司法第 199 條或第 200 條之方式，將不適任之經營者

淘汰，故若係在股東得以自治之範圍內，基於法院公權力不應過度介入私權利，

應以不介入私法自治領域為原則，而無聲請臨時管理人之餘地。 

(2) 公司是否尚能運作或並未遭受攸關生存之損害 

  依公司法第 31 條第 2 項規定，基於公司日常業務常係由公司經理等負責，

公司董事會無法行使職權，並不必然導致公司全然停擺而無法運作，有時候縱

使公司董事會陷入僵局，公司日常運作未必遭受威脅，公司仍有獲利，而不代

表公司此刻之業務經營事項陷入不能運作之狀態，故法院應於個案中具體判斷

公司是否不能運作或將遭受攸關生存之重大損害，例如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 項

或公司法第 266 條等須由董事會決議之情形。 

(3) 所預防免之損害 

  蓋公司之規模有大有小，若僅依據立法理由所言，需該等公司危及國內經

濟秩序，將使該等公司無適用臨時管理人制度之可能，實非立法原意，故對於

公司規模較小之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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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該公司規模較大，牽涉之利益較廣時，亦尚需慮

及社會交易秩序穩定及安全性之維護。 

(二) 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形式要件 

  依據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發動選任臨時管理人，須由具「利害關係」之人，

或代表國家公益身分之檢察官向法院為申請，即所謂的有權之聲請權人。 

  而何謂「利害關係人」，經濟部九二、四、四商字第 920270730 號函認：「所

謂利害關係人，視具體個案有無利害關係而定」，實務上常見之類型有：公法上

之債權人、私法上之債權人、股東等，應依具體個案視是否有利害關係而定，

包括身分上或財產上之利害關係。 

三、 本案是否有臨時管理人之發動必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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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台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司字

第 9 號裁定，月但裁判時報第 15 期，頁 40-41，2012 年 6 月。 
99
參閱謝佩汝，我國公司法臨時管理人之實務觀察及法制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

文，2013 年，頁 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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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三個法院皆對臨時管理人之發動與否採不同之見解，本文認本案之重

點在於太流公司之股權爭奪案是否有法院介入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要，即本案

之情況是否符合臨時管理人選任之實質要件，是否有「公司董事不能或不為行

使職權，致公司受有損害之虞」，本文下即探討之。 

  太流公司之增資案件因郭明宗刑事案件判刑確定後遭經濟部撤銷後，回復

原本之資本額及董監事，又因該原本之董監事至收到台北市政府 100 年 7 月 4

日府產業商字第一○○八五二一四○○○號函限期於同年九 9月 30日前改選並

變更登記未果，依據公司法第 195 條第 2 項但書，原董監事當然解任，李恆隆(本

案聲請人)即主張基於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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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GO 公司利益為由，向法院聲請臨時管理人。然而，太流公司似於 100

年 8 月 1 日召開股東會，改選徐旭東、黃茂德及羅仕清為董事，如此是否仍有

「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之事由存在，實值探討。 

  台北地院及抗告法院(台北地院合議庭)皆裁定本案有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

要，惟兩個法院所採之理由截然不同。台北地院認為在全體董事當然解任，100

年 8 月 1 日之董監改選案因增資事件被撤銷，故股東會非合法有效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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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問題，造成 SOGO 公司董事變更登記之爭議，

故應為太流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100；抗告法院則認為太流公司 100 年 8 月 1 日

之股東會既非經撤銷，即屬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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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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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實上原因，顯見 100

年 8 月 1 日所選任之新任董事有行使職務之困難，而應選任臨時管理人101。而

到了高等法院，則係認本案無選任臨時管理人之要件存在，其理由謂法院不得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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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選任董事之

決議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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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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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影響其董事職權之行

使102。 

  觀本案之情形，雖說太流公司增資發行新股之董事會、股東會決議有合法

性疑義，惟太流公司自 91 年增資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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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該董事會於法律上能有效行使其職權為由，准予太流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

                                                      
100

 參閱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0 年司字 333 號民事裁定。 
101

 參閱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1 年抗字 92 號民事裁定。 
102

 參閱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非抗字 72 號民事裁定、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抗字 908 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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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理由無異忽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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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雖本案兩派人馬各依不同資本額基礎，聲稱其組成之

太流公司股東會為合法之股東會，惟形式上仍有一合法、以徐旭東為首之董事

會外觀執行職務，雖該董事會之合法性遭另一派否認，然而實際上太流公司之

日常業務仍處於運作之事實，若再加入以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會、董事長之職

務，將使太流公司之業務執行趨於混亂，且在太流公司股權爭議尚未獲得確定

判決以前，就算有臨時管理人存在，也無法解決太流公司股權合法性之問題，

亦即無法解決太流公司董事會合法性之問題。基於此，本文認原裁定以太流公

司 100 年 8 月 1 日之股東會日後非無可能遭撤銷為論據而准許為臨時管理人之

選任並不妥當，而應更深入考量太流公司之現況有無處於董事會無法行使職務

之情形，而非超出法律要件將尚未發生之事實逕自推測而適用法律，故本文贊

成再抗告法院之論點。 

  本案延伸之問題即係，若李恆隆也依據撤銷增資後之表決權數提請董事選

任議案之股東會，造成最後有雙胞胎股東會及雙包胎董事會之情況，又是否得

以選任臨時管理人？本文認當公司產生雙胞胎董事會時，即有何者為「合法董

事會」之問題表，尚須法院之介入以釐清經營權之關係，似有可能產生董事會

不能行使職權之情形，惟仍須搭配第二個要件「致公司受有損害之虞」為探討

是否有發動之必要。 

  惟符合實質要件一後，本案是否亦有「致公司受有損害之虞」？蓋因太流

公司持有 SOGO 公司 78%之股權，太流公司自 91 年後主要業務為 SOGO 公司之

百貨事業運作，太流公司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將影響 SOGO 公司經營階層之

人選、管理及運作，亦會影響到 SOGO 公司之百貨經營事業，惟觀 SOGO 公司

之經營事業，自 91 年起似未處於經營狀況低落之狀態，且太流公司之日常業務

仍處於運作之事實狀態，而有一形式上似乎合法之董事會為經營，縱使實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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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形式上似乎合法之董事會並未遭法院為禁止董事職權之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下，如此若再加入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會及董事長職權，情

勢將更形混亂，故本案似不合「致公司受有損害之虞」。本文認在經營階層爭奪

戰中，若有向法院聲請臨時管理人之必要性存在，應限縮於公司形式上之董事

已遭法院為禁止行使董事職權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然而，若經營權兩派皆無

法獲得法院之禁止行使職權假處分，出現雙胞胎董事會，導致公司業務無法執

行，對公司日常運作有重大影響而可能產生重大損害之虞，應可考量是否選任

一臨時管理人執行公司業務，以平衡因兩派人馬之爭而產生公司運作空轉之情

況。 

 

四、法院見解之評述 

    由以上兩個同樣對於 100 年司字 333 號裁定所為之抗告可以發現，101 年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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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 92 號是對於臨時管理人的選任進行抗告，抗告法院將原裁定的部分人選廢

棄；101 年抗字 171 號是請求法院就臨時管理人的裁定進行職權限制的補充，抗

告法院駁回其抗告，惟臨時管理人之設置影響甚廣，法院如何兼顧彈性，應屬重

要議題。 

    就本案可以思考的問題有三，第一，聲請臨時管理人是否須先聲請定暫時狀

態假處分獲准，又或者，臨時管理人的獲准本身即包含就董事進行假處分加上法

院選任臨時管理人代替之效力；第二，臨時管理人選任的標準為何，於本案中法

院選任五名，並同時兼採李恆隆、章民強及徐旭東三方勢力所推薦之人選是否妥

適?第三，法院見解最後峰迴路轉拒絕為太流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見解是否妥

適?臨時管理人之選任在本案，並非董事會不能或不為，事實上是董事會有雙胞

案，在此種情況，以臨時管理人之設置解決問題或應否定臨時管理人之設置而由

法院儘速確定經營權之歸屬，實值深思。 

    

 

陸、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之適用疑義 

一、 法院判決 

  整個 SOGO 股權經營爭奪案在郭明宗被判刑定獻後有了峰迴路轉的改變，

因為經濟部依據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函令而撤銷太流公司增資及董事解任變更

登記一案，使遠東集團原以為到手的 SOGO 公司 SOGO 百貨一夕間化為烏有，

險在遠東集團提起之 SOGO經營權保衛戰－九十九年訴字第 1258號行政訴訟，

法院最後判決認定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應僅限於「偽造、變造文書等刑法第 210

條至 212 條」，才使得遠東集團保下 SOGO 百貨的經營權。 

  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規定「公司之設立或其他登記事項有偽造、變造文書，

經裁判確定後，由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經濟部依

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撤銷登記是否僅限於刑法「偽、變造」文書，而不及於「登

載不實」？依公司法文義，僅規定「有偽造、變造文書，經裁判確定」者，而

對於「登載不實」即無明文，如此該文義是否得擴張解釋而使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及於登載不實，亦值探討。再者，條文中明文係由「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

管機關而為之」，則當中央主管機關收到檢察機關之通知後，中央主管機關是否

有裁量權，裁量決定應為撤銷或廢止甚至根本不為該項登記之任何變更？亦即，

行政程序法與公司法第 9 條若有衝突時，該如何適用？而「撤銷」及「廢止」

又會造成什麼樣的效力？什麼樣的情形應用撤銷，什麼樣的情形應用廢止？皆

為本議題中深質思考之問題，本文下探討之。 

二、 本文分析一：「偽造、變造文書」之解釋範圍 

  蓋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之「偽造、變造文書」係一公司法牽涉刑事案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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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涉及刑事法與公司法之交錯領域，本條之偽造、變造文書，與刑事法偽

造文書罪章究該如何適用，在本案亦引發學者間之論戰，有認應採寬鬆解釋，

偽造、變造文書一詞應包含所有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之各罪(刑法第 210 條至

第 220 條)，亦有認為應限於刑法第 210 至 212 條者偽造、變造文書罪，本案法

院最後係採後者之見解。 

1. 寬鬆解釋(包含所有偽造文書罪章者)： 

  此說謂我國公司法在公司登記事項係採「準則主義」及「書面形式審查」

之原則，為確保公司登記事項之真實性，始有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之規定，故

若採限縮解釋，無異係鼓勵行為人利用主管機關僅就申請文件為形式審查之漏

洞，以不實事項向主管機關辦理登記，主管機關即無法制衡此類登記內容不實

之情況，而無法確保登記之真實性，實有違該條之立法目的，而無法達確保公

司登記事項真實性之目的103。 

2. 文義解釋(限於刑法第 210~212 條)： 

  此說認法律解釋應由表面文義優先，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既僅有稱「偽造、

變造文書」，而不稱「偽造文書印文」，本即應將此條之「偽造、變造文書」限

於法條文句相符的刑法第 210 條至 212 條104。再者，就刑法之規定體系而論，

刑法學者即指出偽造、變造文書與行使偽造、變造文書是截然不同之罪名，偽

造者未必行使，行使者未必是偽造105，且依據最高法院 51 台上字第 874 號判

例亦認為偽造文書與行使係屬兩罪，如對於偽造行為並未參與實施，縱事後之

其為偽造而行使，亦僅負行使之責任，如此足見實質之法律規範目的而言，「偽

造、變造文書」與「登載、行使該文書」之犯罪類型並不相同，兩者不能畫上

等號，若主管機關不當擴大此一文義，恐已涉及違法解釋法律、侵害人民權利

之情形，故應限縮之106。 

  本案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皆係採限縮解釋說，認為所謂「偽造、

變造」應係指刑法第 210 條、211 條、212 條等偽造、變造文書，而不包括刑法

第 213、214、215 條等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之罪，刑法中就登載不實與偽造、

變造文書於字面上已加以區隔，即不含登載不實，且於法益衡量上，有時無形

偽造文件申請之公司登記，並無加以撤銷之必要，立法者既為明文，即應將文

義解釋視為立法者選擇，予以尊重107。 

                                                      
103

 參閱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258 號賴源河、林國彬教授之法律意見書。 
104

 王照宇，公司法第九條第四項適用之疑義與立法上之問題探究，全國律師，2 月號，頁 18-19。 
105105

 楊雲樺，刑事確定判決之認定與確定效力、拘束效力之構成，台灣法學雜誌，第 149 期，

第 95-102 頁。 
106

 參閱註 30，頁 18-20。 
107

 參閱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裁字第 1098 號裁定、台灣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258 號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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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認為法規之解釋，除文義解釋外，亦應探求立法者之原意，而不應僅

拘泥於所用之文字，蓋公司之設立及其他登記事項，除公司設立及董事代理為

登記生效事項，其餘登記事項對第三人亦係產生對抗效力，所謂對抗效力係指

非經登記之事項，不得對抗交易第三人，不論該人為善意或惡意108，亦即交易

對象皆係以主管機關所登記者為準，為此可知不實之登記事項將會影響公司大

小事務之交易，小則日常業務之各類進出貨，大則可能牽涉整個公司主要營業

範圍之變動甚至公司集團之併購案，又若該公司為上市櫃等於我國經濟具舉足

輕重之地位者，因為登記不實而導致之錯誤交易，亦可能動搖我國之經濟，不

可謂不重要，故立法者始於公司法第九條中增設第四項「公司登記事項有偽造、

變造不實者，經裁判確定，由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

此觀該條之立法理由亦可得知，故揣測立法者文義，為確保公司登記內容之正

確信及資料可信性，應係將所有屬「不實」之登記事項納入法條之中，而非區

分刑法中偽造、變造文書及登載不實之罪責，蓋刑法講求區分行為之樣態而給

予不同之構成要件及罪責，雖本條係以刑事判決為基礎，然於解釋上仍應考量

公司法立法者之原意及本條立法理由、所欲達成之目的，而非拘泥於法條所用

文字，若僅將本條適用範圍限於刑法第 210 條至 212 條之行為，將會導致行為

人利用此一法律漏洞，以不實事項向主管機關辦理登記，而無法達到本條確保

國家對於公司設立及其後之相關登記係依實辦理之立法目的，基於此，本文認

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之「偽造、變造文書」不應僅限於刑法第 210、211、212

條，該條立法所用之文字應係立法者未考慮到我國刑法對於不實文書之樣態之

分類，而屬一立法疏漏之錯誤，故為達其立法目的，應擴張本條「偽造、變造

文書」之文義，而包含刑法登載不實之罪責。 

三、 本文分析二：經濟部經通知有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之情事，是否有裁量

權，即應為處分？ 

  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中，中央主管機關接獲檢察機關之通知後，其法律性

質應為何？亦即，經濟部是否有權為裁量，考量何種登記事項該為撤銷或廢止

亦或得不為撤銷廢止？ 

  首先應探討之問題係「檢察機關之通知」效力究竟為何，是為一公法上具

體事件所為對外直接發生法律上效果的單方行政行為，即行政處分，還是僅為

一意思表示之觀念通知？依法務部訴願決定書法訴字第 09900011 號，「依公司

法第 9 條第 4 項規定通知經濟部，此項通知之性質僅機關間依法律規定所為敘

述特定事實之資訊交流的觀念通知，系爭臺灣高檢署函文內容是否有所疑義，

該管中央主管機關如何執行，是否撤銷或廢止訴願人之相關公司登記，就該函

所載內容均不生權利義務變動之法律效力，故非行政處分。」由該函可知我國

實務係認檢察機關此通知僅為一意思表示之觀念通知，並不對中央主管機關(即

                                                      
108

 亦有學者認為應限於善意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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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產生任何法律效力。基於該通知僅為一觀念通知而非具有法律效力之行

政處分，即表示經濟部就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之通知事項有為裁量之餘地，此

觀高檢署 100 年 7 月 5 日以檢紀劍字第 10000000209 號函「因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規定『經裁判確定後，由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無拘束經濟部

應否撤銷核准增資、修正章程變更登記之權限。」亦可得知。本文認基於司法

機關與行政機關本屬不同行政機關，且司法權不應過度介入行政權，故應該予

行政權裁量之權利，因此本案經濟部於法庭上主張其無就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

通知之事項為裁量，應係對適用法律之錯誤。 

四、 本文分析三：撤銷、廢止後之效力 

  本條所稱之撤銷或廢止，係指當中央主管機關接獲檢察機關之通知後，依

職權所作成之撤銷或廢止登記之行政處分。撤銷與廢止不同之處在於其效力，

撤銷係指溯及既往的失效，例如公司設立登記事項不實，被經濟部撤銷公司登

記；廢止則係嗣後失效，例如開始營業以後自行停止營業６個月以上，被經濟

部廢止登記。蓋因廢止係向後失其效力，對於公司於廢止前所為之行為、交易

等並不因此失效；惟若係遭撤銷，效力溯及既往失效，則公司先前所為之行為

及交易依法規解釋將因為公司登記遭撤銷而全部附隨失效之情行，比如本案之

增資遭經濟部撤銷，則以該增資後之股權為基礎所選任之董監事，其效力是否

溯及既往失效?國稅局、訴訟中之案件，該由公司何人為代表人？又如果該筆增

資轉賣給第三人，其效力為何？在本案中，因增資案因為郭明宗的刑事案件確

定，導致系爭增資案有股東會違反法令，增資案不成立，進而導致經濟部當時

之登記處分係為一違法之行政處分，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18 條，經濟部得做成

一撤銷處分，使該增資登記案溯及失效，而失效後之效力，依據當時經濟部之

見解，公司董事及監察人即回復為增資登記案前之董監人選，又依據公司法第

195 條第 1 項，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

時為止，故在主管機關令其改選前，皆係由增資登記案前之董監擔任。又，公

司負責人回到增資登記前之董事，則於該段時期，違法之董事代表公司所為之

行為，因為溯即失效而成為無權代表之人，該等人所為之行為，其效力又將為

何，蓋公司法中關於無權代理有「絕對無效」與「相對無效」之情形，本文認

基於保障交易安全，未免十年後的判決導致十年間之行為皆付諸無效而牽涉之

公司大小行為、交易，應採「相對無效說」，衡權善意第三人及公益之考量，而

認該行為、交易應仍相對有效。 

五、法院見解之評述 

    為確保公司登記內容之正確信及資料可信性，應係將所有屬「不實」之登記

事項納入法條之中，而非區分刑法中偽造、變造文書及登載不實之罪責，刑法雖

講求區分行為之樣態而給予不同之構成要件及罪責，但本條縱然係以刑事判決為

基礎，然於解釋上仍應考量公司法立法者之原意及本條立法理由、所欲達成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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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非拘泥於法條所用文字。且，公司法第 9 條之立法尚在行政程序法立法之

前，故，應賦予主管機關公益考量，決定是否撤銷或廢止。 

柒、建議專業法庭之設立 

一、 SOGO 公司 SOGO 案主軸 

  SOGO 案訴訟量多且內容繁雜橫跨不同法，法律爭點除涉及公司法，亦涉

及民法、民事訴訟法、信託法、刑法及行政法等各個法領域，其同一爭議事實

在不同法院認定下卻有迥異之認定結果，形成各說各話之局面，亦為本已千頭

萬緒之 SOGO 案更添剪不亂理還亂之情形，惟觀本案之各個爭點，不論是 91

年 5 月 9 日太流公司股東會決議改選董監之效力、91 年 9 月 21 日太流公司股東

會增資決議之效力、兩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臨時管理人之選任、經濟部依公

司法第 9 條第 4 項撤銷增資登記等案件，應不難發現其所環繞之最終爭點乃係

太流公司之 60 萬股是否屬於李恆隆、太流公司增資案是否成立，又太流公司之

增資案，歸根亦係基於李恆隆是否屬太流公司 60 萬股權之所有人，是否有權行

使其股東投票權，故本案所圍繞之最主要爭點應係「太流公司 60 萬股權之所有

人」。 

二、 專業法庭之設置 

(一) 單一專業法庭之必要性 

    我國不乏有動輒上千萬億之商業案件，期間之錯綜複雜，牽涉的知識

面之廣，已非單一民事、形式抑或行政法院所能以其專業判斷，且除了法律專

業，在許多商業案件中，亦常涉及會計、金融、財務等其他專業之領域，以衍

生性金融商品之案件為例，我國金融界常用的 ISDA(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國際交換交易暨衍生性商品協會 )所發行之 Master 

Agreement(以下簡稱 ISDA 合約)為例，其為國際慣例且亦為衍生性金融商品最重

要之共同規則，我國亦已將若干規定成文化，惟若在一般法庭，法官對於交易

不甚熟悉，又較傾向保護消費者，常造成錯誤之認事用法判斷，法官對於金融

知識之不足，法律及金融兩者出現鴻溝，缺少專業商業法官而產生司法上無法

適當之銜接，將使我國衍生性金融商品在交易時承擔難以預測的巨大法律風險，

即為一例109。 

  回歸本案，徐旭東於 99 年 3 月 8 日親筆致當時之行政院長吳敦義，倡議設

立商業法庭，開宗明義即言「歐美先進國家多設有專業高效率之商業法庭110」，

蓋企業發展需要安定、公正、合理之經營環境，而各國政府為吸引外人投資，

多有制訂完善法令及訓練專業之司法人員，以保障投資者及廣大投資人，本文

                                                      
109

 參閱簡堅訓，司法判決實務案例分析看 ISDA 合約法律風險控管功能，證券櫃檯 專題報導，

頁 115。 
110

 民國 99 年 3 月 8 日，行政院收文序號第 99176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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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唯有設置一具商業、金融等高度專業之法庭，就複雜性高之商業案件為高效

率、一致性之審理，而不致造成如本案個個事實接受到各個法領域之法庭切割，

使司法無法立於高處綜觀整個案件始脈，反造成各法院間之裁判矛盾，或造成

法院不了解相關商業知識而為錯誤之認事用法，故應仿效歐美，建立一個具商

業知識之商業法庭。 

(二) 參考美國商業法庭之設置111 

  美國商業法庭之設置可說相較成熟，最具代表性者為德拉瓦州的衡平法院

(the Delaware Court of Chancery)，亦成為美國各州建立商業法庭的模範對象，而

紐約市與芝加哥兩個城市則為率先開始採取類似商業法庭之設置者。我國若欲

設置專業之商業法庭，亦可參考美國之商業法庭設置標準而為之。觀美國商業

法庭之設置，主要有兩種形式：其一，設置對商業爭議具有專屬管轄之法院，

其設立與管理均屬獨立於一般法院體系，例如美國聯邦破產法院、美國聯邦國

際貿易法院；另一種形式則為在一個單一的法律與行政體系中，指定特定法官

就特定領域之案件進行審理112。美國紐約大學就專業法庭之績效評估，提出三

個檢驗標準，分別為：效率、判決品質以及正當程序之考察。此三個標準亦包

含民事司法行政體系所應達到的五個目標，即使用上之可親近性(access)、判決

的及時性(timely action)、公平(equality)、司法獨立(judicial independence)以及公眾

信賴之提升(enhanced public trust)。本文認可將此三個對專業法庭之檢驗標準落

實到商業法庭之架構與設計上，其具體檢驗標準可分別論述如下113： 

1. 效率： 

包含民事司法行政管理體系中之「使用上可親近性」與「判決及時性」兩個目

標，亦即評估爭端解決所花費之時間、分配到爭端解決之司法資源，以及法院

所處理之案件數量等。在商業法庭是否具備效率之具體設計上，應考量商業法

庭是否使用「案件管理機制與預定進度命令」、是否使用仲裁或調解等其他爭端

解決方法及是否將同一案件所有相關爭端合併而由一位觀併案審理、是否借助

科技降低審判成本。 

2. 判決品質 

涉及民事司法行政管理體系中的「平等」與「公眾信賴」目標之追求。其具體

檢驗標準包括：一、低改判綠；二、商業法庭法官之專業訓練；三、法院判決

內容之公布對其他後續案件之可預測性以及四、商業法院與律師公會、高等法

院或不同專業機構間相互合作提升案件品質等。 

                                                      
111

 參閱張心悌、朱德芳，商業法庭於美國發展現況與趨勢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第 177 期，

頁 6~33。 
112112

 Ad Hoc Committee on Business Courts,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Business Courts: Towards a 
More Efficient Judiciary, 52 Bus. Law 947,949(May 1997) 
113

 參閱註 36，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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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正當程序之考量 

正當程序應考量之因素有：一、與一般案件之審理程序是否一致或有相當的偏

離；二、商業法院之管轄權範圍大小；三、商業法院是否提供一般公眾一個適

當的意見反應機制。 

又，何種商業類型之案件可由商業法庭加以審理？本文認其判斷重心應係在於

該案件是否屬「複雜的商業案件」，是否同時涉及多重案件事實、多個法領域及

複雜的法律爭點，並可能涉及重要的證據開市程序及當事人可能提出許多聲請

等，都應交由一專業之商業法庭來審理之，方能於同一個體系脈絡下，釐清同

一件事時所衍生出之許多案情，而不至於導致案情零亂開花，產 向 SOGO 案之

剪不清理還亂之情形。 

 

結論 

    SOGO 案自民國 91 年綿亙至今已超過十年，數十件案件繫屬，法院不但

事實認定不一，法律見解亦各自歧異，最重要的是，時日延宕的結果是，倘

認定 91 年 9 月 21 日增資股東會決議不存在或無效，從而遠東集團喪失對

SOGO 控制權，經濟後果之嚴重積無法想像，SOGO 案因此無論在實體或程

序上均突顯我國法制面需要變革。 

 

    以程序法而言，最重要的是誰才是 SOGO 合法選任的董事，享有對 SOGO

控制權，恰在此點上，顯示當事人及法院切香腸式的分段處理，SOGO 與太

流經營權分開處理(雖然 SOGO 董事均太流指派)，又衍生確認股東會決議不

存在或撤銷決議，確認董事與公司委任關係不存在，以及申請法院選任臨時

管理人等案，中間又穿插章民強與李恆隆股權誰屬，有否存在信託之爭，以

及經濟部撤銷登記之行政處分是否違法爭議，SOGO 案一舉涵蓋了民、刑及

行政訴訟。 

 

    當然，有些處理或認定比次不相干涉，例如刑事案件事實的認定未必

拘束民事法院，行政處分更有行政機關公益裁量的考慮，但就 SOGO 經營

權最終歸屬之相關案件，應合併審理，可加快速度並避免判決歧異殆無疑

義。法院在程序上可以且應該防範當事人，把一個爭議切成數段事實及小

爭點，分成形式上數個獨力案件處理。SOGO 案就凸顯法院各自為政下，

時日延宕，造成社會經濟秩序動盪不安的最壞後果。 

 

    可以說，合併審理的不作為，甚或訴訟標的理論極度僵化是最嚴重問

題。其次，確認訴訟對確認利益的嚴苛解釋，也無助於實體法規範的實踐。

最後，臨時管理人選任的過度使用，特別在董事會鬧雙包案時，也以法院

的介入掩蓋了真正癥結－司法無法迅速有效的確認經營權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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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實體法而言，SOGO 案更突顯了制度面的三大問題：一、內部決議

與外部行為的關聯性，二、法人代表人就公司經營權歸屬的連動性，以及

三、公司登記外觀與實質落差之設計。就第一點而言，太流增資是經營權

爭議的源頭，究竟股東會應具備何種形式，以及太流股權歸屬當然都是問

題，但鮮少為人討論的是，既使內部決議效力有問題，是否外部的增資行

為必然無效，蓋外部仍有交易安全，與投資人和債權人信賴增資外觀的考

量。 

 

    第二，法人代表人制度對公司治理的負面衝擊已被廣泛討論，惟，

SOGO 案彰顯這個制度還有一個弊端，就是使的經營權之爭如波浪般向外

擴大，太流因增資案之不確定性，影響董事會之組成人選。本來，這指是

太流一家公司的經營權不穩定，但由於 SOGO 董事人選均由太流指派且可

隨時改派，太流本身的不確定，就會蔓延到 SOGO，造成 SOGO 經營權的

動當不安。以此類推，SOGO 經營權的不確定也勢將影響 SOGO 子公司經

營結構的穩定。結果，一個股東會瑕疵，會造成蝴蝶效應。 

 

    第三，登記制度是這次引起軒然大波的主因。首先，登記制度的書面審

查標準，無可避免造成外觀與實質落差，本文建議，因主管機關資源有限，

一定規模的公司，或上市櫃公司及其關係企要，應推動公司秘書制度，拉近

外觀與實質落差。其次，公司法第 9 條設計，有基本架構之錯誤，法院判決

不必然導向登記的撤銷，例如內外效力有別，以及行政處分自有其特別考量。

第三，行政法院區別有形與無形偽造，係屬錯誤詮釋，將使形式與實質落差

近一步擴大。最後，撤銷登記的法律效果，主管機關仍回復到最近一次未被

撤銷的登記狀況，也加深了形式與實質落差的鴻溝。 

 

附錄 

判決索引 

議題 判決 

切割計畫 返還股票：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1年度重訴字第 2465號 

返還信託股份：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1年度重訴字第 278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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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3年度重上字第 45號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99年度台上字第 1533號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 120號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01年度台上字第 1092號 

刑事： 

台北地方法院 92年訴字第 1442號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3年度金上重訴字第 6號(經：最高

法院刑事判決 99年度台上字第 1789號，撤銷發回) 

臺灣高等法院 97年矚上易字 1號刑事判決 

增資 確認股東會決議無效：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5年度重訴字第 490號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8年度上字第 904號 

最高法院 102年台上字第 91號判決 

刑事： 

台北地方法院 92年訴字第 1442號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3年度金上重訴字第 6號(經：最高

法院刑事判決 99年度台上字第 1789號，撤銷發回) 

臺灣高等法院 97年矚上易字 1號刑事判決 

行政：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9年度訴字第 1258號 

確認利益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95年重訴字 490號民事裁定 

臺灣高等法院 96年抗字 1027號民事裁定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95年重訴字 490號民事裁定 

臺灣高等法院 96年抗字 1677號民事裁定 

最高法院 97年台抗字 153號民事裁定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95年重訴字 490號民事裁定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95年重訴字 490號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98年上字 904號民事判決 

最高法院 102年台上字第 91號判決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97年訴字 4714號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98年上字 149號民事判決 

最高法院 99年台上字 1362號民事判決 

定暫時狀態假處

分  

 

臺灣高等法院 99年抗字 642號民事裁定 

最高法院 99年台抗字 915號民事裁定 

臺灣高等法院 99年抗字 1293號民事裁定 

最高法院 100年台抗字 257號民事裁定 

臨時管理人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0年司字 333號民事裁定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0年司字 333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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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1年抗字 92號民事裁定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1年抗字 92號民事裁定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1年抗字 92號民事裁定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1年抗字 92號民事裁定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1年聲字 360號民事裁定 

臺灣高等法院 101年抗字 908號民事裁定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1年抗字 171號民事裁定 

臺灣高等法院 101年非抗字 72號民事裁定 

臺灣高等法院 101年非抗字 73號民事裁定 

信託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91年重訴字 2785號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93年重上字 45號民事判決 

最高法院 99年台上字 1533號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99年重上更(一)字 120號民事判決 

最高法院 101年台上字 1092號民事判決 

撤銷登記 台灣高等行政法院 100年度訴字第 1472號判決 

台灣高等行政法院 100年度訴字第 1472號裁定 

最高行政法院 101年度判字第 354號判決 

台灣高等行政法院 100年度訴字第 524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 101年度判字第 32號判決 

台灣高等行政法院 99年度訴字第 1258號判決 

台灣高等行政法院 99年度訴字第 1258號裁定 

最高行政法院 101年度裁字第 1098號裁定 

背信、偽造文書 違反證交法： 

台北地方法院 92年訴字第 1442號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93年金上重訴字 6號刑事裁定 

臺灣高等法院 93年金上重訴字 6號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98年聲再字 504號刑事裁定 

最高法院 99年台上字 1789號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100年聲再字 4號刑事裁定 

臺灣高等法院 101年聲再字 335號刑事裁定 

背信等罪： 

臺灣高等法院 96年抗字 1309號刑事裁定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95年矚重訴字 3號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97年重附民字 52號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97年矚上易字 1號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99年聲再字 417號刑事裁定 

臺灣高等法院 102年聲再字 402號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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