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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在現今法院實務運作、甚至國內公司法學界針對公司法第 173 條第 1、2 項、
第 208 條之 1、第 173 條第 4 項等規定，其構成要件分析、適用對象事實情境及各
該規定彼此間應有的規範分工關係，尚未有一致見解、甚至可謂相當紊亂、時而
有錯認其規範理念及應有適用情境的現狀下，本文嘗試從與美國、德國、日本等
國之公司法比較研究，說明上開各條（項）規定在各國公司法制中之規範定位及
實際運作時所設想之適用事實情境，藉此以釐清上開各條（項）規定於我國公司
法全體規範架構中，應有的規範定位及適用情境。並進而主張(1)公司法第 173 條
第 1、2 項規定應適用於董事會合法存在，且得正常執行其職務、但主觀不願或不
為召集股東會之情形；(2)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應適用在董事會雖於法律上合法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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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但因故不能或不為執行職務之情形；(3)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規定應適用於
董事會因董事個人辭職、死亡或解任，而其缺額情況因無法滿足法定或章定定足
數要求，致無法合法組成董事會之情形。至於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是同意、抑或駁
回董事變更登記之申請，基於公司登記僅具有對抗第三人之效力，其同意或駁回
申請之決定，對其登記事項之基礎事實原因是否存在及違法有無，並不會帶來任
何影響，其事實存在有無或違法與否的判定，乃是法院認事用法之權限，公司登
記主管機關對此並無置喙餘地。
關鍵字：公司法、少數股東、股東會、董事會、經營權爭奪、臨時管理人

壹、前言
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規定：「董事因股份轉讓或其他理由，致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
能召集股東會時，得由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報經主管機關許
可，自行召集。」邇來，因為所謂「公司派」、「市場派」二方人馬爭奪公司經營權爭議
之頻發，縱令現任董事會成員尚未經法院終局判決撤銷其董事資格或認定其選任無效，而
於法律形式上依舊有效合法存在，惟少數股東卻時而依據本項規定以改選全體董事為議案
內容，申請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 1。對此，法院判決似亦贊同少數股東依據本項規定，解決
公司經營權爭議之問題。例如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判字第 678 號判決，即認為包含第 4 項
在內之公司法第 173 條整體規定，其「立法目的乃在維護股東權益及國內經濟秩序。準
此，前開『少數股東請求召集』規定，本質上為股東權之共益權，其行使之目的，並非專
為股東個人，而在防止公司不當經營之救濟，避免影響股東權益與國內經濟秩序。又行使
該條規定權利之股東，需受持有一定持股期間及比率之限制，並須報請主管機關許可為要
件，旨在防止股東任意召集股東會，漫無限制提出議案，干擾公司正常營運，甚或爭奪公
1

其中，最為著名者厥為，百年老店的大同公司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召開股東常會改選董事席次時，當時的
董事長以股東會主席身份，以相關股東持股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企業併購法相關規定為由，在未經
法院認定的情況下，擅自剔除該等股東所擁有占表決權股份數 50 ％有餘的表決權，因此而由董事長人馬
當選全部董事席次。對此，經濟部不僅拒絕基於該次股東會所為選舉之董事變更登記，同時亦於同年 8 月
12 日依據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許可少數股東召集臨時股東會、改選董事之申請，該等股東基此而於同
年 10 月 21 日召集臨時股東會改選董事、取得董事會多數席次。有關於本次大同公司股東會及董事改選之
沿革及法律爭議概要，參照陳連順，從大同公司經營權爭奪事件談少數股東的股東會召集權，月旦會計
實務研究，34 期，2020 年 10 月，頁 6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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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經營權。」基此認知，判決進一步說明：「本法第 173 條第 4 項所稱『其他理由』，係
指公司因董事死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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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遭法院假處分禁止行使董事（或董事長）職權等而言。」
然而，果真如同上開判決所言，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定，得適用於公司經營權爭議
之情境嗎？上開判決所主張，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立法目的，在於調和股東共益權之行
使及避免公司經營遭受不當干擾二者之平衡，其見解亦可見於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1821 號民事判決中 2 ，惟該判決所涉及之爭議條文在於同條第 1、2 項規定，而非第 4 項；
其後以類似見解展開其判決理由者，所涉及之爭議條文，亦皆為公司法第 173 條第 1、2
項，而非同條第 4 項規定 3 。之所以有如此區隔，理由正如同最高行政法院前揭判決對於公
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之適用情境所言，該項規定適用的前提事實主要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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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公司董事因全體或過半數死亡、
辭職或當然解任時，已經不是董事會能不能召開的問題，而是董事會根本無法合法組成而
不存在。既然公司業務經營執行機關的董事會不存在，又何來爭奪其經營權問題之發生？
由上或可窺知，現行司法實務關於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構成要件之解釋及其適用情
境，似乎未能將其與通常係適用於經營權爭議的同條第 1、2 項規定，正確加以區辨或區
隔，導致在公司業務經營機構已經不存在的情況下，依舊認為該項規定之適用應避免少數
股東「干擾公司正常營運，甚或爭奪公司經營權」。與此同時，由於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臨時管理人選任之前提要件，亦在於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其立法理由說明，
亦幾乎同於前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有關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適用之情境，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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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導致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及
同法第 208 條之 1 二者，得適用於同一事實情境之誤解 4 ，此實亦係對於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及第 208 條之 1 二者構成要件及適用情境未能正確區辨所致。

2

該號判決有著幾乎同樣內容的陳述，謂：「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乃股東提案權之特別規定，明定須繼
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東，得以請求董事會以召集臨時股東會之方式行使提案
權，其在本質上為股東權之共益權，其行使之目的，並非專為股東個人，而在防止公司不當經營之救
濟。行使該條提案權之股東，需受持有一定持股期間及比率之限制，並須報請主管機關許可為要件，旨
在防止股東任意召集股東會，漫無限制提出議案，干擾公司營運，甚或爭奪公司經營權，影響公司之正
常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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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如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461 號民事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65 號判等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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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主張者，參照劉連煜，現代公司法，增訂 7 版，新學林出版，2011 年，頁 492 所載之假設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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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認知，若欲清楚且正確理解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規定之構成要件內涵及其
適用情境，當有必要將該項規定與同法第 173 條第 1、2 項、第 208 條之 1 等規定，對照比
較分析後，方能獲致正確結論。就公司法規範理念而言，其基本理解係以董事會合法存在
且能正常運作為常態，故股東會原則上亦應由董事會專責召集；本文基於對此公司法規範
理念及應有適用邏輯的認知，嘗試闡明上開各該規定於容許由少數股東召集股東會時，其
間應有的規範分工關係。以下，依照各該規定構成要件及適用情境寬嚴程度不同，從董事
會合法存在且得正常行使職權，直至董事會根本未能合法組成之情境，逐次對於(1)公司法
第 173 條第 1、2 項、(2)同法第 208 條之 1、(3)同法第 173 條第 4 項等規定，加以分析及
探討。最後，本文並針對近來將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是否同意董事變更登記與股東會董事改
選效力有無掛勾之誤解，從公司登記之規範效力及定位，釐清其正確規範內涵。

貳、公司法第 173 條第 1、2 項─董事會合法存在且得
正常行使職權
公司法第 173 條第 1、2 項規定：「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
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臨時會。（第 1 項） 前
項請求提出後十五日內，董事會不為召集之通知時，股東得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
集。（第 2 項）」如同本文後述肆所論述，相對於同條第 4 項幾乎未見於其他產業先進國
家之公司法制規範中，幾乎所有國家公司法只要對於少數股東權利有一定程度的保障，其
條文中就有類似本條第 1、2 項之規定。例如，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第 7.02 條第 1 項第 2 款
就原則規定，持有對該次議案具表決權股份 10 ％以上股東，得以書面載明議案內容後，向
董事會提出召集股東臨時會之申請，而同法第 7.03 條第 1 項第 2 款則規定，董事會若於收
受前開申請後 30 日內未發出召集股東臨時會之通知、或是未依照通知所載召開股東會的
話，該等少數股東得向法院聲請召集股東會臨時會 5。法院於此擁有裁量權決定是否同意股
東之聲請。一般而言，除非少數股東依該條規定之聲請，有類似於短期內聲請召集同樣特
定議案之股東等不誠信(Good Faith)情形，否則一般而言，法院於此多會同意少數股東召
集臨時股東會之聲請 6 。
同樣地，德國股份法第 122 條第 1、3 項，亦與我國公司法第 173 條第 1、2 項有著類
似的規定內容，而謂：「持有股份資本額 5 ％以上之股東得以書面向董事會請求召集股東
5

See ABA Corporate Laws Committee,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2016 Revision), §§7.02、7.03.

6

Id. at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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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該書面應記載召集股東會之理由及目的，且股東於為此請求前，其持股期間應達 90 日
以上且於董事會決定前繼續持股。（第 1 項）…董事會未依照前二項請求作為時，法院得
授權請求之股東召集股東會並指定股東會主席。（第 3 項）」7 德國學說及實務運作認為，
除非股東請求召集股東會有權利濫用之情形或是其議案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否則只要其
請求符合上開形式要件，公司皆有回應其請求召集股東會之義務 8。倘若公司未有合理理由
而拒絕或不回應其請求時，法院得依據該條第 3 項規定，授權少數股東召集臨時股東會。
至於何種情形該當於權利濫用，其主要類型為：「少數股東要求處理之事項顯然欠缺合理
之狀態須召開股東臨時會處理之；或是少數股東要求處理之事項欠缺急迫性，其可等待下
次之股東常會處理之；或是少數股東提案表決之議程已於不久前之股東會已表決過，而無
其他特別情狀下顯示應再表決之必要性。」 9
另外，日本株式會社法第 297 條第 1 項亦規定：「繼續 6 個月以上持有具表決權股份
3 ％以上之股東，得於記載股東會召集之目的及理由後，向董事請求召集股東會。（第 1
項）…依據第 1 項請求之股東，於有下列情形時，得經法院許可後召集股東會：(1)於有第
1 項之請求後，未能適時啟動召集程序者；(2)未於第 1 項請求後，訂明 8 週內之特定日期
為股東會開會日而發出召集通知者。」對於上開規定之實際適用狀況，國內日本公司法研
究者認為：「基本上，法院審理少數股東聲請許可召集股東會之事件時，若符合聲請人之
適格性、已事前合法對董事提出召集股東會之請求、董事於收到股東之請求後未立即召集
或自請求之日起未寄發八週內之某日為股東會開會日之召集通知等要件時，除非有權利濫
用之情事，法院即應裁定許可其聲請。」 10 至於何種情形構成權利濫用，日本學說認為，
倘若從客觀上而言，召集股東會不僅不具有實質利益，反而可能帶來實際損害時，即屬於
權利濫用情事。不具有實質利益之情事，如公司無足夠盈餘可資分派時，卻以大量盈餘分
派為議案；而有害之事例，則例如其召集將有損害公司信用之虞、或為騷擾董事而請求召
集者 11 。
由上可知，外國公司法制亦大致與我國公司法第 173 條第 1、2 項規範理念及作法一
樣。基本上，現今絕大多數國家的公司法，為配合大規模企業越來越為明顯的所有與經營

7

以上德國股份法之中文翻譯，參照以下英文譯本。See Norton Rose Fulbright, German Stock Corporation
Act (Aktiengesetz)─English translation as at May 10, 2016，available at https://www.nortonrosefulbright.
com/-/media/files/nrf/nrfweb/imported/german-stock-corporation-act.pdf (last visited: 2020/09/19).

8

參照姚志明，少數股東之股東會召集權研究，中原財經法學，30 期，2013 年 6 月，頁 12-13。

9

姚志明，前揭註 8，頁 13。

10 王志誠，股東召集股東會之權限及保障，華岡法粹，55 期，2013 年 10 月，頁 11。
11 岩原紳作編，会社法

（七）─機関(1)，商事法務，2013 年，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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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現象，已逐漸揚棄過去的股東會為萬能機關及最高意思決定機關之「股東會優位主
義」(Shareholder Primacy)，而朝向「董事會優位主義」(Director Primacy)的方向發展。
我國公司法於 2001 年 11 月修正時新增第 202 條「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
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規定，即是此種董事會優位主義下的
產物 12 。於此董事會優位主義概念下，公司法關於股東會召集之規範原理，即是原則上應
以具有專業經營知識及資訊優勢地位的董事會作為召集權人，但又如同最高法院 106 年度
台上字第 2461 號民事判決所論，為「突破董事會召集權之壟斷，以防止公司之不當經
營」，而有公司法第 173 條第 1、2 項規定，作為制衡之機制。
於此規範理念及原則下，雖是為促進股東共益權之合理行使，但同時也必須考量到濫
用之可能，從而各國公司法制皆對於得以提出請求之股東，予以一定持股比例及期間的要
求，且必須先行以書面、記載股東會召集目的及議案，向董事會請求由該等股東召集股東
會。只有在董事會接受請求後未合理、適時回應的情況下，容許少數股東得向法院聲請召
集股東會。一般而言，倘若股東持股比例、期間等資格符合法律要求，且其所提議案內容
並無違反法規或章程時，法院通常僅就聲請作形式審查，即許可其聲請；惟倘若發現少數
股東之聲請，有權利濫用或不誠信(Good Faith)之情狀時，法院得以裁量駁回股東之聲請。
我國法院實務迄今對於是否得以權利濫用駁回股東之聲請，並未正面言明，但從前述判決
屢屢提及公司法第 173 條第 1、2 項規範目的之一在於「防止股東任意召集股東會，漫無限
制提出議案，干擾公司正常營運，甚或爭奪公司經營權」或可推知，倘若股東會召集之聲
請，有類似濫用權利情事，理當不應許可其聲請。
茲將美、德、日及我國公司法，以董事會合法存在且得正常執行職務為前提，少數股
東得聲請召集股東會之構成要件及其許可機關等，予以扼要比較如下表一。

12 有關我國公司法從股東會優位主義朝向董事會優位主義發展之沿革，參照莊永丞，未經股東會決議之公
司重大行為效力－兼評 97 年度臺上字第 2216 號判決，財金法學研究，1 卷 2 期，2018 年 9 月，頁
14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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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美、德、日、台公司法，少數股東聲請召集股東會規範之比較
美

國

德

國

日

本

台

灣

持股比例

10 ％

5％

3％

3％

持股期間

未明文要求

90 日

6 個月

1年

是否須事先向董
事會請求

必須

必須

必須

必須

許可機關

法院

法院

法院

主管機關

許可之考量

有無違反誠信

有無權利濫用

有無權利濫用

法院判決蘊含須
無權利濫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編制

由上表可以窺知，除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未就股東繼續持股期間，予以明文要求外，
四國公司法關於持股比例、期間、應否先向董事會請求、許可機關及因權利濫用而駁回之
許可裁量權運用上，規定上大都一致，只是我國之許可機關，並非法院，而是主管機關。
或許，其他國家公司法研究人員，對於我國公司法竟然係以行政機關為公司法主管機關，
會覺得不可思議！蓋公司法屬於私法之一環，其所爭議者亦係有關私人間之權利或私權爭
議，若真要論證有主管機關存在的話，特別是在民商法合一的我國法制下，公司法主管機
關應是法院，而非行政機關。當然，其他國家公司法制中，行政機關亦非完全沒有地位，
而係於一定事項上扮演著主管機關的地位，亦即有關公司登記事宜；德、日二國公司法制
度，其登記主管機關即是行政機關，但除登記事項外，其他有關公司法法律爭議、許可事
項，則皆由法院擔任其法律執行機關或所謂主管機關。因此，就法律規範體系及邏輯而
言，當有必要確切釐清屬於私法體系的公司法規範其本身應由法院擔任其法律執行機關，
以及針對私法行為或爭議所產生之結果，其程序性登記事項得由一般行政機關擔任，二者
於法律規範理念、邏輯、定位上之不同。
不論如何，從以上四國公司法制關於類似我國公司法第 173 條第 1、2 項規定之規範精
神來看，其相關規定乃是以公司董事會合法存在，且可以正常運作、召集股東會之事實為
其適用前提，惟董事會對於股東為發揮其股份共益權功能、參與公司治理之合法、合理請
求，卻置之不理而消極不作為，從而有必要藉由本條項規定，在防止濫用的考量下，容許
少數股東得於經法院或主管機關許可後，自行召集股東會。現今一般所謂公司經營權爭奪
戰，絕大多數事例乃是公司現任董事會合法存在且得正常執行業務經營，只是可能因其經
營績效未能達到投資人或股東之預期，使得部分股東或所謂「市場派」人士，產生取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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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想法，於取得一定比例的股份後，即依據上開條項規定向法院或主管機關，以改選全體
董事為會議目的及議案內容，聲請召集股東臨時會，從而於聲請、召集、開會過程中，在
在可見二派人馬利用各種法律、事實手段，逐鹿中原。

參、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董事會合法存在但因故無法
合法行使職權
相對於公司法第 173 條第 1、2 項的適用，係以董事會合法存在且得正常行使職權為前
提，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及第 173 條第 4 項，則或因董事會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或董事會
根本未能合法組成，而必須由股東聲請選任臨時管理人，並藉由其召集股東會、或自行於
主管機關許可後召集股東會。
就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之臨時管理人制度而言，該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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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11 月公司法修正新增本條規定
時，立法理由如此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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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立法理由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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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此時董事會無法召開之情形，乃是因董事死亡、辭職或當然解任等情事，致
無法滿足公司法第 206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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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般決議的定足數要求。
然而，倘若已有過半數董事死亡、辭職或解任，則不是無法召開董事會，而是董事會
根本未能合法組成或不存在，既然不存在、又何來董事會召開之問題。惟細究本條規定，
臨時管理人並非因董事會未能合法組成，而取代董事會成為合法之存在，本條第 1 項所規
定者乃是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職權。所謂「代行」，其法律性質類似於
「代理」，皆以本人合法存在為前提；所不同者在於，於「代理」之情形，代理人僅能為
法律行為，而「代行」則除法律行為外，代行人尚可為本人為事實行為。其次，「代理」
以代理人以來自本人之委任為前提，而「代行」則以本人因事故或其他法律原因導致無法
為法律或事實行為時，產生「代行」關係，此時「代行」之發生通常依照法律規定，而非
來自於本人的委任。若此，則於「代行」乃須本人合法存在的前提下方會發生的認知下，
當董事因死亡、辭職、解任過半而無法合法組成董事會時，根本無法產生第 208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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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設定之「代行」關係，蓋以董事本人已經不存在，如何再「代」該董事本人「行」任何
行為。職是，只有於董事會成員尚超過半數合法選任並存在，法律形式上渠等原本可組成
董事會、行使董事會職權，惟因法律或事實之故無法行使董事會職權，因而將會對公司造
成損害時，方有必要令包含股東在內之利害關係人，向法院聲請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要。
本條立法理由後段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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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即在於此。
就比較法而言，由於德國股份法上之董事並非由股東會直接選任，而係由股東會選出
之監事（於共同決定法之情形，則由股東會選出之監事與勞工代表選出之監事，共同）組
成監事會，再由監事會選任一人（於大型公司則為二人）以上之董事組成董事會，董事會
全體成員共同執行公司業務經營，惟監事會亦得選任董事會主席 13 。於此情況下，除本文
後述肆論及之緊急董事（會）(Notvorstand)之特殊狀況外，殊難想像於董事會在法律形式
上依舊合法存在，但因故不能或不為行使職權，致有必要選出類似我國臨時管理人之作
法，蓋於董事會有此情形時，負有監督功能的監事會自可解任董事、選任新董事，迅即解
決董事會不能或不為行使職權之問題，而無待法院介入。若此，則得與我國現行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臨時管理人對照比較者，只有美國公司法上之託管人(Custodian)及日本株式會
社法中之職務代行者。
依據美國德拉瓦州一般股份有限公司法(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14 第 226
條第 1 項規定，法院因任何股東之聲請，得於下列情況下，指定一人以上為託管人：「(1)
於選任董事之任何會議上，股東因為分歧致無法選出新任董事，而現任董事已經任期屆滿
或因其繼任人之資格而屆滿；(2)由於董事們對於公司業務經營事項相當分歧，致使董事會
無法產生多數決決議以執行業務，而公司遭受損害或有遭受無法回復損害之虞，且股東無
法解決此一分歧情事者。」同條第 2 項規定，託管人有為公司經營業務之一切權限，但其
權限限於繼續經營公司業務，而不得及於清算公司、分配其資產。由此可知，在美國德拉
瓦州一般股份有限公司法上，其託管人制度係為解決所謂「僵局」問題，不論此種僵局狀

13 參照陳彥良，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於德國公司治理法典中法規範地位之探討，政大法學評論，89
期，2006 年 2 月，頁 170-175。
14 本文於美國公司法之比較法研究上，雖盡量使用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相關條文作為比較對象，惟美國模
範商業公司法有關託管人選任之第 7.48 條，其第 1 項規定股東得聲請法院選任託管人之二款要件如下：
「(1)董事就公司業務經營陷入僵局，股東無法打破此一僵局，而公司已遭受無法回復之損害或有遭受該
損害之虞者；(2)董事或控制公司之人實施欺罔詐欺之行為，且公司已遭受無法回復之損害或有遭受該損
害之虞者。」相較之下，德拉瓦州公司法有關託管人選任之前提要件，似更為趨近日本法及我國公司法
相關規範，故本節將德拉瓦州公司法相關規定作為其比較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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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係發生於股東會無法選任新任董事、抑或是出現於董事因此無法產生多數決決議以執行
公司業務經營的情節中 15 。此種僵局結果相當於我國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所指的客觀不能
或主觀不為之情形。不論如何，就(2)之董事會因陷入僵局而無法執行職務之情境，法律形
式上公司董事會依舊合法有效存在，只是因為無法解決僵局問題致不能或不為行使職權、
執行公司業務，而有必要選出託管人以利公司業務經營之持續推動。
我國公司法於 2001 年 11 月修正新增第 208 條之 1 之臨時管理人制度時，最主要參照
之外國法制，當係當時日本商法會社篇（2005 年取代該會社篇而制定「株式會社法」）第
270 條的「職務代行者」制度。依據當時該條第 1 項規定：「於有提起董事選任無效或撤銷
之訴、或解任董事之訴時，其本案管轄法院得因聲請而以假處分停止董事執行職務或依聲
請選任代行其職務之人。雖於本案繫屬前，但若有急迫事態發生時，亦同。」關於本項規
定之適用情境，日本株式會社法權威教科書如此闡釋：「僅因董事選任決議的不存在或無
效確認之訴、撤銷之訴、或是解任董事之訴的提出，並不會影響該等董事的地位。惟若令
該等董事繼續執行職務實屬不當時，依據民事保全法中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本案管轄法
院於認有保全必要時，得依當事人之聲請，以公司及董事雙方為債務人，藉由假處分停止
董事之職務執行，並因此而選任代行其職務之人（職務代行者）。」 16 由此可知，除非已
經終局判決確定撤銷董事選任決議或確認選任決議無效，否則董事法律地位並不會因該等
撤銷或無效確認之訴的提出而受到影響，董事會理論上依舊可以合法組成、行使職權。但
因伴隨著撤銷選任決議之訴等提起，法院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認為由該等董事繼續執行
職務係屬不當時，得選任職務代行者，代行法律形式上依舊存在之董事會的職權及職務。
由此可知，我國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代行」，當係承襲日本法該項規定而來。
由於上開職務代行者係依據法院假處分而選任，故其權限範圍及內容，自當依據法院
假處分內容而定，惟一般而言，除非假處分中有特別授權，否則職務代行者之權限應僅限
定於公司經營的日常業務。日本公司法學界通說認為，股東常會之召集可認為屬於日常業
務範圍，但股東臨時會之召集則不在此日常業務範圍內。日本最高法院判例亦認為，以解
任董事為目的之股東臨時會的召集，並不在職務代行者之權限範圍內；縱使股東臨時會之
召集係依據少數股東之請求，亦非屬於職務代行者之權限 17 。實則，當係基於同樣的認
知，於公司法 2001 年 11 月修法過程中，當時的經濟建設委員會曾針對當時經濟部所提公
15 有關於該州法院所處理之具體僵局類型，參照 R. FRANKLIN BALOTTI & JESSE A. FINKELSTEIN, THE DELAWARE
LAW

OF

CORPORATIONS & BUSINESS ORGANIZATIONS – STATUTORY DESBOOK 2020 EDITION, §226 (2020).

16 江頭憲治郎，株式会社法，第 5 版，有斐閣，2014 年，頁 396-397。
17 有關於此，參照上柳克郎、鴻常夫、竹內昭夫編，新版注釈会社法(5)─株式会社
1986 年，頁 418-419（小橋一郎執筆）。

機関(1)，有斐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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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修正條文，委託外界研究其條文是否適當、有無應再修正之處？而於 1999-2000 年間
委外執行「公司法制全盤研究與修訂建議」研究計畫，該計畫報告對於當時公司法修正草
案第 208 條之 1 所提修正建議，亦認為應該增加該條第 2 項「臨時管理人所得行使之職權，
僅限於公司之通常事務；非屬通常事務者，需經主管機關事前許可。」 18 之規定 19 ，益加
佐證我國公司法之臨時管理人與日本當時商法公司篇職務代行者之繼受關係。
無論如何，從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託管人制度係為解決股東會及董事會之僵局問題而
設，而日本公司法上職務代行者制度亦多是因董事選任決議紛爭而生觀之，不論是託管
人、抑或是職務代行者，多是為解決經營僵局或經營權爭議而產生之制度，其目的不在於
直接否定現任董事會及其成員於法律上依舊有效存在，僅是繼續任令渠等組成董事會、執
行公司業務經營，或是無法達成有關業務經營決策的多數決、或是因遭假處分而被停止行
使職務而不能或不為行使董事會職權時，遂有必要選出適當人選，代行其職務。且因其係
屬於代行職務之法律地位，其職務執行本非常態而屬臨時或緊急事態情境，故依照日本公
司法職務代行者規範之理念，除非法院特別指示或經法院特別許可，否則臨時管理人代行
董事會職務之權限，應僅限定於公司日常經營事務或股東常會之召集，而不及於發行新
股、讓與重要財產、變更章程或為解任董事而召集臨時股東會等非日常經營事項 20 。蓋既
曰「臨時」管理人，就不當於此過渡期間中擅自作出影響公司未來發展深遠之決策。於此
規範理念下可知，臨時管理人自不能以改選全體董事為議題召集臨時股東會，蓋臨時管理
人之職務「代行」權限，既來自於法律上依舊合法存在的董事會，自當不能完全否定該等
董事的存在，否定該等董事的存在，就是否定自己的存在而陷入自我矛盾的困境。
以下，將美、日及我國公司法以董事會合法存在，但因故不能或不為執行職務時，由
法院依據聲請指派臨時管理人規定之構成要件及其許可機關等，予以扼要比較如表二。

18 參照經濟建設委員會，「公司法制全盤研究與修訂建議」委託研究案期末報告第三冊─公司法部份條文
修正建議條文對照表，2000 年 3 月。
19 該次公司法修正後，由公司法學者所撰寫的該條釋義中，亦有如下說明：「行為準則為『不得為不利公
司之行為』。誠如八十九年經建會公司法制研修報告所指出，此準則應是最低標準，其權限在公司通常
事務，非屬公司通常事務應經主管機關事前許可」。賴源河．王仁宏．王文宇．王志誠．王泰銓．余雪
明．林仁光．林國全．柯芳枝．梁宇賢．曾宛如．黃銘傑．劉連煜合著，新修正公司法解析，元照出
版，2002 年，頁 281（余雪明執筆）。
20 江頭憲治郎，前揭註 16，頁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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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美、日、台公司法，臨時管理人規範之比較
美

國

日

本

台

灣

聲請人

任何股東

任何股東

利害關係人 21 及檢察官

股東持股比例及期間

未要求

未要求

未要求

請求之要件事實

股東會或董事會
陷入僵局

董事遭假處分
停止行使職務

董事會不能或不為
行使職權

許可機關

法院

法院

法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編制

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規定：「董事因股份轉讓或其他理由，致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
能召集股東會時，得由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報經主管機關許
可，自行召集。」對照公司法規範理念以董事會存在為前提，方能以其為業務經營執行機
關，並利用其專業及資訊優勢以召集股東會為原則的規範方式下，本項規定(1)完全不以事
先須向董事會請求召集為要件，(2)且亦非以董事會合法存在為前提，等同以否定董事會存
在作為該條項之要件，不但與公司法以董事會存在為前提之規範理念相違，更與現行藉由
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會職務之現制相衝突（詳下述）。此種迥異於公司法規範常態及作法
之規定，幾乎未見於其他產業先進國家之公司法制中，而為我國公司法特有之制度，且其
許可權限竟然不在於法院，而在於行政機關的主管機關，更是背離一般國家公司法將此類
許可權限賦予法院之規範常態。
就比較法而言，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第 8.10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當董事會成員少於
定足數要求時，其空缺得由在任董事全體以多數決之決議加以補足 22 。美國法以此相當奇
特的規範，解決董事會成員因缺額無法滿足定足數要求，而未能合法組成董事會、執行業
務之問題。相對於此，日本公司法制除上述之職務代行者制度外，尚有臨時董事制度之存
在，依據前述舊商法公司篇第 258 條第 2 項規定，當董事發生缺額而認有必要補充其缺額
21 與美、日二國公司法規定任何股東皆可擔任聲請人，我國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則規定聲請主體可為「利害
關係人」或「檢察官」。對照於 2001 年 11 月本條修正時之立法理由：「……影響股東權益及國內經濟秩
序，增訂本條，俾符實際。」或可推知，因董事會不能或不為行使職權，可能影響「國內經濟秩序」，
故例外容許「檢察官」得介入公司自治適宜而得由渠擔任聲請人；另一方面，既然因為發生該種情事而
會「影響股東權益」，則解釋上，權益有受損之虞的「任何股東」理當皆可成為本條規定所稱之「利害
關係人」，而向法院聲請選任臨時管理人。至於公司重要債權人等，是否亦有可能該當於本條規定所稱
之「利害關係人」，當有待個案具體判斷。
22 See ABA Corporate Laws Committee, supra note 5,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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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選任得以臨時執行董事職務之人，一般稱此制度為臨時
董事。依照該國公司法註釋書的解說，當董事因辭職、死亡、解任或喪失資格等情事，而
使得其欠缺董事會應有之定足數時，法院得以藉此選任補充的董事填補其職位。與前述該
國職務代行者規定不同者在於，此類臨時董事其任期至其所補充之董事任期屆滿為止，而
其權限則與其所補充之董事權限完全相同 23 。日本公司法制藉由此種臨時董事之選任，解
決董事會因缺額無法滿足定足數，致未能合法組成、行使董事會職權之問題。
在比較法中，若一定要舉出可能與我國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較為接近之規範者，或
許勉強可以從德國股份法第 85 條發現部分類似之處。依據德國股份法第 85 條第 1 項規定，
當董事會因缺額而未能滿足法定或章定之員額時，法院得於緊急狀態時、依利害關係人之
聲請，指派董事擔任之；同條第 2 項規定，一旦該當缺額補足時，該緊急狀況董事即應去
職 24 。如同前述，在德國公司法之董事選任係由監事會為之，而並非為股東會選任的情況
下，會發生此種董事會不足額而必須由法院指派的情形，實屬罕見。或因此故，德國學說
亦有爭執，質疑法院是否真的適格適合擁有此種指派權限 25 。不論如何，本條第 1 項規定
所指之緊急狀況，包括董事死亡或罹患永久性疾病、或被解任或辭職等情形 26 。雖然說，
鑑於德國董事係由監事會選任，理當不會發生此種必須由法院選派董事之情形，但若真發
生監事會來不及選任新任董事時，此或可以作為應急之用，以便董事會能依照法定或章定
要求，合法組成並行使董事會職權，此之所以該當董事被稱為救急董事(Notvorstand)之
故。
由上可知，比較法上幾乎未見有類似於我國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之規定者。雖然，
德國股份法第 85 條救急董事制度，有些類似於我國法該條項規定，但其制度亦僅是用於救
急之用，一旦監事會選任出新董事，該當救急董事即須退位、卸下董事職位。相對於此，
依據我國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召集股東會而選任之董事，乃是新任董事，而且由於通常
依照該項規定申請主管機關許可召集董事會者，大多是以改選全體董事為其會議目的及議
案。依照公司法第 199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股東會於董事任期未屆滿前，改選全體董事
者，如未決議董事於任期屆滿始為解任，視為提前解任。」從而，依照上開條項規定召集

23 參照上柳克郎、鴻常夫、竹內昭夫編，前揭註 17，頁 84-89（浜田道代執筆）。
24 本條規定之中文翻譯，同樣參照 Norton Rose Fulbright，前揭註 7 之英文譯本。
25 See KLAUS J. HOPT, W. RAINER WALZ, THOMAS

VON

HIPPEL

AND

VOLKER THEN ed., THE EUROPEAN

FOUNDATION – A NEW LEGAL APPROACH 112 (2006).
26 See Gerhard Manz, V Vorstand und Aufsichtsrat / 1.7.1.2 Bestellung durch das Gericht (§ 85 AktG),
available at https://www.haufe.de/recht/deutsches-anwalt-office-premium/v-vorstand-und-aufsichtsrat-1712bestellung-durch-das-gericht-85-aktg_idesk_PI17574_HI1804808.html (last visited: 2020/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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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而選任之新董事，不只不會有正牌董事選任後必須去職之問題，反而其本身變成正
牌董事，而原任少數董事不只於新任董事選出後，不能繼續留任，反而是在未有正式股東
會特別決議的情況下，被視同提前解任。
從以上比較法之敘述，當可窺知我國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相當奇特、異類之處。或
許，檢視該條立法理由，當可發現此一特別規定的特殊、背離法規範常態之處。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係於該法 1980 年 5 月修正時所新增，立法理由如此說明：「增訂第四項，以
使公司在全體董監事將其股份全數轉讓而解任之特殊情況下，無法依第一百七十一條或第
二百二十條召集股東會時，股東經許可後自行召集。」由此可知，本項規定「特殊」之處
在於，立法當時所設想的適用情境，乃是全體董監事因將其股份全數轉讓而當然解任，導
致公司發生無任何董事、監察人的存在，而無法由董事會召集或監察人為公司利益而召集
股東會，選任新董事及監察人。此際，因無任何董事存在，自無法合法組成董事會，產生
董事會不存在的光怪陸離景象，故而針對此種特異現象，遂有必要賦予少數股東自救之
道，由其向主管機關申請自行召集股東會，選任新任董事、合法組成董事會，從事公司業
務之經營及執行。由此立法理由可知，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自其立法伊始，其規範目的
從來就不是在剝奪、否定現任合法存在董事會之經營權，而是在於因應公司董事因當然解
任等情時而無法合法組成董事會時，儘速藉由少數股東召集股東會之請求，重建公司應存
在合法董事會之規範理念及事實常態。
雖然，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規定於 2001 年 11 月修正時於原本「不能」情境外，另
行追加「不為」，且刪除監察人之規定，其立法理由曰：「股東會以董事會召集為原則，
但如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允宜給予股東應有請求召集或自行召集之權，此為本條
所由設，尚與監察人能否召集股東會無涉，修正第四項，以杜爭議。」觀此立法理由，並
無法理解追加「不為」之原意為何，僅是說明監察人能否召集股東會與股東是否請求召集
股東會，係屬不同規範之事，無須納入同一規定中。惟倘若就此立法理由說明，開頭即強
調「股東會以董事會召集為原則」，而於董事會不為或不能召集時，方有必要由股東自行
召集以觀，則如同前面關於公司法第 173 條第 1、2 項規定之敘述，該等規定之規範原理即
是基於「股東會以董事會召集為原則」，而於董事會「不為」召集時，賦予少數股東有請
求自行召集股東會之權利，2001 年 11 月修正之立法理由說明似乎不是在闡明第 4 項規定，
而是重複同條第 1、2 項之規範理念及作法。因此，該次法律修正雖追加「不為」之文言，
但其立法理由不僅未對此一「不為」之適用情境有任何描述，立法理由本身反而重複、強
化少數股東召集股東會之請求，應以同條第 1、2 項規定為原則之公司法應有規範理念及作
法。
正是基於此種認識，主導該次公司法修正的主管機關於該次修正後，針對第 173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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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項之解釋，即一貫強調：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之規定，允屬第 1、2 項規定以外之其
他情形，係從董事發生特殊重大事由之考量，以『董事因股份轉讓或其他事由』為前提要
件，其意指全體董事將其持有股份全數轉讓而解任之特殊重大事由，至所稱『其他事由』
亦須與本句前段『董事因股份轉讓』情形相當之事由，如董事全體辭職、全體董事經法院
假處分裁定不得行使董事職權、僅剩餘 1 名董事無法召開董事會等情形，始有適用」27。由
此主管機關函釋內容可知，其所認為第 173 條第 4 項規定所得適用之情境，依舊是在 1980
年 5 月本項規定原始新增時之立法理由說明，只是增加了「全體董事經法院假處分裁定不
得行使董事職權」之適用情境。惟如同本文前面有關臨時管理人規範之敘述（參照參），
董事縱使經法院假處分裁定不得行使董事職務，但直至有確定判決撤銷其選任決議或確認
其選任決議不成立之前，該等董事於法律形式上依舊擁有董事職位，並無類似董事全體或
過半數死亡、辭職或解任等未能合法組成董事會之情事，主管機關當不能無視此一董事會
依舊合法存在的事實，且對此種情事公司法亦已仿效外國法制設置職務代行者之臨時管理
人的情況下，恣意許可少數股東以改選全體董事為議題之股東會召集的申請。倘若可以如
此作為，則公司法特意引進臨時管理人制度之意義何在？此種法律解釋、適用結果，豈非
是以「假」處分手段，剝奪「真」人格？正是因為正確認識到「假」處分之法律地位及狀
態的內涵，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 年訴字第 121 號判決乃進而闡明：「按『全體董監事委
任關係不存在』未經法院判決確定前，董事會仍存在，少數股東自無從依公司法第 173 條
第 4 項規定，申請自行召集股東會」。由此可知，只要董事未經法院終局判決確定其董事
地位不存在，則縱使該等法律形式上合法存在之董事因故不能行使職權，依舊不得依據公
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規定申請召集臨時股東會，而應依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向法院聲請選
任臨時管理人，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規定實無適用之餘地。
實務運作上，前開主管機關針對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的限縮解釋，其後亦為法院所
接受。例如，上述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 年訴字第 121 號判決，即引用經濟部 100 年 5 月
5 日經商字第 10002335540 號函釋，再度重申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係從董事發生特殊
重大事由之考量，以『董事因股份轉讓或其他事由』為前提要件，其意指全體董事將其持
有股份全數轉讓而解任之特殊重大事由，至所稱『其他事由』亦須與本句前段『董事因股
份轉讓』情形相當之事由，如董事全體辭職、全體董事經法院假處分裁定不得行使董事職
權、僅剩餘一名董事無法召開董事會等情形」。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判字第 678 號判決則

27 參照經濟部 99 年 1 月 19 日經商字第 09802174140 號函釋。幾乎是完全相同的內容，其後再度重複出現
於經濟部 100 年 5 月 5 日經商字第 10002335540 號函釋、經濟部 105 年 5 月 5 日經商字第 10502030370
號函釋等號函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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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認定：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所稱『其他理由』，係指公司因董事死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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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行使董事
（或董事長）職權等而言。」
綜合上述可知，暫且撇開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是否適用於全體或過半數董事，因遭
法院假處分而無法行使職權之爭議不論，不論是主管機關、抑或是法院對於該項規定之適
用情境，皆有共同的認識，亦即其適用對象乃是全體或過半數董事，因死亡、辭職或因股
份轉讓過半而當然解任，導致董事會無法合法組成之「客觀不能」情狀。此等情境所述說
者，並非董事會「不能」召集股東會的問題，而是該等情事一旦發生，系爭公司已不再有
董事會的存在，因其已無合法組成董事會之可能；董事會既然不存在，亦無法藉由以董事
會合法存在為前提而代行其職務之臨時管理人的選任，以挽救因此可能造成的傷害，而有
必要劍及履及、不必透過臨時管理人的選任，儘速同意股東召集臨時股東會之請求，藉此
以選任新董事、合法組成董事會、執行公司業務。亦係有鑑於此種急迫狀態，本項規定遂
未如同公司法第 173 條第 1、2 項規定般，要求股東必須繼續一年以上之持股期間，而只要
是滿足持股比例 3 ％以上之股東，即有申請資格。就立法政策論而言，既然本項規定所設
想之適用情境，乃是公司已陷入無董事會存在之困境，則其情狀較諸同法第 208 條之 1 更
為嚴重，當無必要要求股東應有持股比例，而是任何利害關係人皆可向法院聲請召集股東
會，儘速選任出新董事、合法組成董事會。
然而，相當遺憾地，因前述 2020 年 6 月 30 日大同公司股東會所發生之違法濫權情
事，導致公司法主管機關基於可能是所謂的個案正義，一反其過去關於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限縮解釋、適用之慣例，而於法院尚未確定系爭董事改選決議不存在或得撤銷、從而
於現任董事依舊形式上合法存在的情況下，以「大同公司現行董事會已無法發揮其應有功
能，難能期待董事會能夠遵法召集股東會」之主觀期待不能為由，許可少數股東依據該項
規定所為召集股東臨時會之申請。此種作法，不僅無視法院判決向來關於該項規定中之
「不能」係屬客觀不能之解釋，且完全漠視該項規定之立法意旨及公司法有關少數股東召
集股東會之規範理念及適用邏輯；縱令大同公司該次董事會確實存在違法亂紀情事，法治
國家之行政機關亦應依法行政、以類似本文參所提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規定及其相關作
為，以合法手段因應之，而非「以惡制惡」、因個案需求而恣意扭曲法律解釋，於泯滅公
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之規範理念及意旨的同時，亦開啟未來公司經營權爭奪戰之另一種惡
劣途徑 28 。

28 有關公司法主管機關該次許可召集臨時股東會可能引發的法律爭議，參照黃銘傑，經濟部許可大同臨時
股東會召集之深層法治問題，台灣法學雜誌，398 期，2020 年 8 月，頁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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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如何，倘若依據公司法主管機關所言，上開大同公司案僅是例外個案，或可期待
未來其法律適用將回歸第 173 條第 4 項應有之常態，則當有必要分析該項規定與本文前述
公司法第 173 條第 1、2 項、第 208 條之 1 第 1 項間之適用關係。於此認知下，從以上針
對其他國家及我國，有關相當於我國公司法第 173 條第 1、2 項、第 208 條之 1 及第 173
條第 4 項等規定的比較分析，當可清楚知悉，在對照公司法規範理念以董事會合法存在且
原則上應由其召集股東會之認知下，上開各條（項）規定間其實存在相當合理的規範分工
關係，而於董事會是否依法合法存在、得否正常執行其職務等光譜下，循序漸進從(1)董事
會合法存在且得正常執行其職務，但主觀不願或不為召集股東會時，應適用第 173 條第 1、
2 項規定；(2)董事會雖於法律上合法存在，但因故不能或不為執行職務時，適用第 208 條
之 1 規定；(3)而當董事會因缺額而致無法滿足定足數、合法組成董事會時，則應適用第
173 條第 4 項規定。以下，將上開各條（項）規定之構成要件及其適用事實情境，整理如
表三。
表三

公司法關於少數股東召集股東會相關規定對照表

第 173 條第 1、2 項

第 208 條之 1

第 173 條第 4 項

請求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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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
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

構成要件

董事會於股東請求後 15 日內
「不為」召集之通知

董事會「不為」或
「不能」行使職權，
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

董事因股份轉讓或其他
理由，致「不為」召集
或「不能」召集股東會

同意機關

主管機關

法院

主管機關

適用情境

董事會合法存在，且得正常運
作、行使職權

董事會合法存在，但
因故而無法行使職權

董事會已無法合法組成

法

條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編制

伍、公司登記與董事選任之關係
本節以下論述雖與本文前述公司法第 173 條、第 208 條之 1 等相關規定之構成要件及
適用情境分析無關，但邇來關於董事選任決議瑕疵與公司登記間之關係，經常出現不必要
的錯誤認知，似有於此一併加以解析之必要。該當錯誤論述之核心在於，原本僅是基於書
面、形式審查的公司登記主管機關，倘若於審查過程中發現公司股東會決議存在瑕疵，進
而於實質審視的作為下，認為其瑕疵重大而駁回其董事變更登記申請時，則因股東會選任
董事之決議已遭公司登記主管機關確認存在瑕疵，而拒絕公司基於該次選任決議所提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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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變更，則該等未能登記於公司登記簿上董事欄位中之董事，自非合法、有效的公司董
事，若此則該等董事理當不存在，而合乎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董事會無法合法組成之適
用情境。此種論證，實是完全未能正確理解公司登記之法規範意涵以及所謂登記主管機關
之法律地位。
如同前述（參照貳），公司法屬於私法體系之一環，其所爭議者亦係有關私人間之權
利或私權爭議，從而若硬要說公司法有其法律執行機關或主管機關的話，則於民商合一的
我國法體系下，公司法執法或主管機關應當是法院，而非行政機關。行政機關於公司法上
之，乃是專責對公司設立、變動進行登記等事宜，亦即其法律地位應為公司登記主管機
關，法理上本就不應直接介入法治國家、強調國家與市民社會、公法與私法分立之私權爭
議的問題，更不能在法院尚未針對系爭私權爭議有終局確定判決的情況下，直接貿然認定
系爭事實是否違反公司法相關法律規定。當然，基於其登記權限，公司登記主管機關理當
擁有一定程度的裁量權，決定是否同意系爭設立或變更登記之申請，但此種權限並非等同
於，其對於系爭設立或變更申請背後所存在的違法爭議及事實，得以取代法院、進而自行
認定或判斷的權限。正如同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字第 215 號判決所言：「公司登記主
管機關對於登記之申請，僅須就公司所提出之申請書件審核，倘符合公司法之規定，即應
准予登記。換言之，公司申請設立或變更登記事項，其真實性如何，屬司法機關認事用法
之範疇。登記主管機關對於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事項之審查，係採形式審查方式，公司登
記主管機關對於登記之申請，僅須就公司所提出之申請書件審核，倘申請書件形式均符合
依公司法所定方式，即應准予登記。至於公司申請設立或變更登記事項之實質真實性如有
爭議，自應循司法救濟程序處理。」
由此可知，公司登記主管機關雖可依其職權決定是否同意登記事項之申請，但卻無法
認定、決定系爭登記事項的「實質真實性」為何，乃是司法機關認事用法之權限。對於公
司登記主管機關的法律地位及權限有此正確認知後，方能進一步正確體認到公司法第 12 條
「公司設立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不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而不為變更之登記
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登記對抗主義之規範意涵及效果。筆者曾於其他論著
中，對此登記對抗主義概念，為如下闡述：「公司法採取所謂的登記對抗主義。亦即，應
為公司登記之事項，並非因為登記才發生相對應的法律效力或效果，而是相關事項之法律
行為一旦完成，即發生應有的法律效力或效果，登記只是用來對抗該當法律行為以外的第
三人，第三人不得以不知登記事項之存在或變更，遽然否定其與公司間已經發生之法律關
係。」29 就股東會選任董事決議瑕疵之爭議而言，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判字第 220 號判決，
29 方嘉麟主編，變動中的公司法制：17 堂案例學會《公司法》，2 版，元照出版，2019 年，頁 35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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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曾如此闡明：「案經被上訴人（登記主管機關）以股東依公司法第 177 條委託代理人出
席股東會者，其代理權之消滅或代理權之撤回，得否由代理人自行於股東會上提出並經主
席同意行之，事涉私權爭執，應循司法途徑處理，且此涉及系爭股東臨時會股東之出席是
否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認定，致系爭股東臨時會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以及後
續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所召集之董事會改選董事長案，均有疑義，應俟法院
判決確定後，再續行依法辦理」。由此可知，縱令是同一個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於過去面
臨同樣股東會選任董事決議之爭議時，亦認為其選任決議是否有效係屬「私權爭執，應循
司法途徑處理」，而其認定與主張亦受到法院之贊同。
對於董事選任瑕疵之效果與公司登記間之法律關係，闡明最為徹底、清晰者，當是臺
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非抗字第 72 號民事裁定，該號裁定如此詳細闡述：「所選任董事之決
議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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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迄原法院合議庭為原
裁定時，並無撤銷太流公司 100 年度股東常會選任董事決議或確認該股東會決議無效之判
決確定在案，該股東會決議選任太流公司董事，並推選徐旭東為董事長，均屬有效，而該
董事會無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太流公司受損害之情」。由此可知，倘若對於公司登記
申請背後之法律及事實原因，不僅是於法院判決尚未確定之情況、甚至是當事人根本未就
此提起任何訴訟的情況下，縱令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抑或是其他利害關係人主觀認定該次
股東會就董事等選任決議有重大瑕疵，亦無法否定在法律形式上，該等董事選任決議依舊
合法而得合法組成董事會、遂行其職務，於此當然不存在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所設想
的，董事會因未能合法組成而無法行使其職權、召集股東會之事實情境。
綜合以上敘述可知，在(1)公司登記主管機關僅是就申請登記案件擁有同意或拒絕登記
與否之權限，而非可以逕行替代法院，就登記事項背後法律、事實原因是否確實存在之
「實質真實性」，加以認定或決定的認知下，且(2)所謂登記僅是具有對抗效力，而非因為
登記與否即可直接認定其登記事項或未登記事項是否確實存在的認知下，相關當事人及利
害關係人自不能以公司登記申請遭登記主管機關拒絕，而逕行或擅自推論出該當登記事項
及其基礎事實違反相關法律規定，並基於此種其所自行認定的違法事實，而向法院或主管
機關提出公司法第 173 條第 1、2 項、第 208 條之 1 或第 173 條第 4 項之聲請或請求。

陸、結語
在現今法院實務運作、甚至國內公司法學界針對公司法第 173 條第 1、2 項、第 208 條

20

東吳法律學報第三十三卷第一期

之 1、第 173 條第 4 項等規定，其構成要件分析、適用對象事實情境及各該規定彼此間應有
的規範分工關係，尚未有一致見解、甚至可謂相當紊亂、時而有錯認其規範理念及應有適
用情境的現狀下，本文嘗試從與美國、德國、日本等國之公司法比較研究，說明上開各條
（項）規定在各國公司法制中之規範定位及實際運作時所設想之適用事實情境，藉此以釐
清上開各條（項）規定於我國公司法全體規範架構中，應有的規範定位及適用情境。並進
而主張(1)公司法第 173 條第 1、2 項規定應適用於董事會合法存在，且得正常執行其職務、
但主觀不願或不為召集股東會之情形；(2)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應適用在董事會雖於法律上
合法存在，但因故不能或不為執行職務之情形；(3)公司法第 173 條第 4 項規定應適用於董
事會因董事個人辭職、死亡或解任，而其缺額情況因無法滿足法定或章定定足數要求，致
無法合法組成董事會之情形。至於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是同意、抑或駁回董事變更登記之申
請，基於公司登記僅具有對抗第三人之效力，其同意或駁回申請之決定，對其登記事項之
基礎事實原因是否存在及違法有無，並不會帶來任何影響，其事實存在有無或違法與否的
判定，乃是法院認事用法之權限，公司登記主管機關對此並無置喙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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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rmative Concept and Logic of Regulation regarding
Shareholders’ Meeting Held by Minority Shareholders
Ming-Jye Huang *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Taiwanese courts, and even domestic corporate law academic
circles, the analysis of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the applicable factual situation and the
interplay regarding Article 173 (1), (2), Article 208-1 and Article 173 (4) of the Company
Act has not reached a consensus, it can even be described as quite chaotic, and sometimes
the normative concept and the applicable context are misunderstood.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learn from comparative analyses with counterpart stipulations of Company Act in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Japan in order to study the normative positioning, their applicable factual
situations of each article in those countries, and then clarify how these Articles in Taiwan
should be explained and applied. This article argued firstly that Article 173 (1), (2) of the
Company Act should be applicable to situations wher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legally exists
and can perform its duties normally, but is subjectively unwilling or not to convene a meeting
of shar eholders; secondly, Article 208-1 of the Company Act shall apply to situations wher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lthough legally existing in law, is unable or unable to perform its
duties for some reason; thirdly, Article 173 (4) of the Company Act shall apply to situations
where due to the resignation, death or removal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 lack of vacancies
cannot meet the statutory quota, and result in the inability to legally form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s for whether the company registration authority approves or rejects the application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changes to director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company registration is
only effective against third parties, its decision will not affect whether the basic facts regarding
the registration exist or are legal or not. The judgment of whether the fact exists or whether
it is illegal or not is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Keywords: board of directors, Company Act, fighting for control of a corporation,
minority shareholders, provisional custod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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