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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碼 原內容 修正內容 
說

明 

P4-30 

Q6 如依公司法第199條之1改

選全體董事，對於期前解任之

董事不當然視為具「正當理

由」，而毋須再負損害賠償責

任？ 

 

A6 

(一) 否定說  

採此說者認為若不問期

前改選之理由為何，皆謂

解任董事具正當事由，對 

原董事之期待權保護將

有欠缺，且透過第199條

之1，公司即得以「普通

決 議」方式規避第199條

解任董事所需之特別決

議程序與損害賠償責任

之適 用，從此可知，第

199條之1之增訂實欠缺

必要性與妥當性。 

(二) 肯定說  

採此說者則認此種解任

應視為具正當理由之解

任，不構成損害賠償責任

請求依據。有力說51並認

為第199條之1須改選「全

體」董事始有適用，除遇 

大股東控制股東會之選

舉結果外，透過此規定規

避第178條並非常見，又

本 條之存在，亦具有明

白規定法律效果，使新、

舊任經營者上任解任明

確化與使公司經營階層

Q6 如依公司法第199條之1改選全體董

事，對於期前解任之董事不當然視為具

「正當理由」，而毋須再負損害賠償責

任？ 

 

A6 

 

(一) 肯定說 

採此見解者，認為第 199 條之 1 之

解任係屬有正當理由之解任，遭解任

之董事自無依第 199 條第 1 項後

段請求損害賠償之理。 

(二) 否定說（多數說） 

此說則認如採前述見解對董事期待

權保障有所欠缺
1
，亦有論者認為，

不問解任理由為何，皆視本條之解任

具正當理由有所不妥，解釋上仍應視

具體情形有無正當理由，判定董事得

否向公司請求賠償，不應一概而論
2
。 

另實務則有以委任關係角度，主張仍

得請求損害賠償者，認為經第 199 

條之 1 解任之董事、監察人，尚非

不得依民法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此

處補充。 

 

 

 
1 林國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資格、選任與解任，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6 期，頁 91- 

110。 
2 劉連煜，現代公司法，15 版，頁 530-531。 



改組更為順暢之功能。 

P4-37~38 

最後，第三小題則係提前解任

之董事是否有如遭第199 條解

任之董事，於無正當理由被解

任之情形得請求損害賠償？此

涉及依第 199 條之 1 解任董

事是否當然具「正當理由」之

討論，過往學說有肯否二說，

惟近期否定說之見解有所修

正， 認為在現行法改採強制累

積投票制後，對第 199 條之 1 

之董事已較無權益保護之 必

要，須注意之。 

最後，第三小題則係提前解任之董事是否

有如遭第199 條解任之董事，於無正當理

由被解任之情形得請求損害賠償？此涉

及依第 199 條之 1 解任董事是否當然

具「正當理由」之討論，過往學說有肯否

二說，並陳之。 

 

P4-38~39 

(三) A 公司如依第 199 條之 1

改選全體董事，得不對遭

解任之董事負損害賠償

責任  

此問題涉及依第 199 條之 1 提

前解任董事是否當然具「正當

理由」之討論，過往有不同見

解：  

1. 否定說  

採此說者認為若不問期前改

選之理由為何，皆謂解任董事

具 正當事由，對原董事之期

待權保護將有欠缺，且透過第

199 條 之 1，公司即得以普通

決議方式規避第199條解任董

事所需之 特別決議程序與損

害賠償責任之適用，從此可

知，第 199 條之 1 之增訂實欠

缺必要性與妥當性。 

2. 肯定說  

採此說者則認此種解任應視

(三) A 公司如依第 199 條之 1 改選全體董

事，得不對遭解任之董事負損害賠償

責任 

此問題涉及依第 199 條之 1 提前解任董事

是否當然具「正當理由」
3
之討論，過往有

不同見解： 

1. 肯定說 

採此見解者，認為第 199 條之 1 之解任

係屬有正當理由之解任，遭解任之董事自

無依第 199 條第 1 項後段請求損害賠

償之理。 

2. 否定說 

此說則認如採前述見解對董事期待權保

障有所欠缺
4
，另實務

5
則有以委任關係角

度，主張仍得請求損害賠償者，認為經第 

199 條之 1 解任之董事、監察人，尚非

不得依民法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此處補

充。 

 

 
3  因第 199 條之程序設計係無正當理由之解任始對被解任董事負損害賠償責任，故如欲討論第

199 條之 1 被解任之董事是否得主張損害賠償，自應比照第 199 條規定，就此等解任程序是否具

正當理由而為討論，學說有肯定說（依該程序解任即具正當理由之解任），與否定說（仍須個案

判斷）二說見解。 
4  林國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資格、選任與解任，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6 期，頁 91- 

110。 
5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2261 號判決。 



為具正當理由之解任，不構成

損 害賠償責任請求依據。有

力說並認為第 199 條之 1 須改

選「全 體」董事始有適用，

除遇大股東控制股東會之選

舉結果外， 透過此規定規避

第 178 條並非常見，又本條之

存在，亦具有明 白規定法律

效果，使新、舊任經營者上任

解任明確化與使公司經營階

層改組更為順暢之功能。 

3. 小結 

(1) 承前述，本文認為應採肯

定說，蓋第 199 條之 1 實質為

改選董事程序，而非解任董事

程序，僅係生解任全體董事之

效果而已，故應認此解任全體

董事之效果實屬為改選全體

董事而生之必然結果，解任應

具正當理由。 

(2) 且否定說近年亦有所修

正，認為在公司法改採強制累

積投票制後，少數派所支持的

股東已有相當自保能力，亦即

原 董事只要能維持當選時之

支持度，縱經改選，其仍能當

選 董事，而與第 199 條被解

任董事難以回復董事地位之

情形 相異，應已無期待權保

護之必要，此處補充。  

(3) 是以，本題情形，甲為不提

供解任董事損害賠償之提案應

屬適法。且退而言之，依題示，

本題係屬有正當理由之解任

（董事領導能力不足、執行職

務不夠認真），故縱採否定說，

亦應認為 A 公司不須對該批解

3. 小結 

(1). 承前述，本文認為應採肯定說，本於

董事期待權之保護，應認不問解任理

由為何，皆視本條之解任具正當理由

有所不妥，是以，解釋上至少應視具

體情形有無正當理由，判定董事得否

向公司請求賠償，不應一概而論
6
。 

(2). 承上所述，本題情形，甲為不提供解

任董事損害賠償之提案非當然適

法，惟本題依題示可知，係屬有正當

理由之解任（董事領導能力不足、執

行職務不夠認真），故於此情形，A

公司不須對該批解任董事負損害賠

償責任。 

 

 
6 劉連煜，現代公司法，15 版，頁 530-531。 



任董事負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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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甲公司之監察人應得向

乙公司進行議價，惟該

交易決議應先由董事會

提出，監察人不得自行

為之 

1. 本題甲公司之監察人是否

得向乙公司進行議價，涉及第

223 條所賦予監察人之權限範

圍，除代表權外是否包含實質

審查權之問題，對此，有肯否

二說：  

(1) 否定說  

有認依照第 223 條之文義解

釋，監察人似僅能於形式上擔

任 該項交易之代表，而不能

對交易內容作實質審查。 

(2) 肯定說  

此說認為若從第223條之立法

目的以觀，其係避免董事之利

害衝突損及公司利益，防範董

事礙於同事情誼致有犧牲公

司利益之虞，為達成此目的，

自應賦予監察人實質之審查 

權限。  

(3) 小結  

基於監察人對第223條義務之

履行亦負有忠實義務與善良

管理人注意義務及相應之賠

償責任，應允許監察人具正當

理由時拒絕該筆交易，本文採

肯定說，是以本題情形，甲公

司之監察人得向乙公司進行

議價，應無疑義。 

2. 該筆交易案應由董事會提

出 

（二）該筆交易亦由甲公司應先由董事會

提出（議價），再經監察人同意為

之 

董事自我交易之交易案，監察人得否不先

經董事會決議即自為交易（議價）？學說

實務有不同見解： 

1. 肯定說： 

本於第223條之立法目的係為避免利害

衝突，防範董事長礙於同事情誼損及公

司利益，為達成此等目的，監察人代表

公司與董事為法律行為時，應無須先經

董事會決議核准，得自行決之。 

2. 否定說7： 

認為第223條之決策模式應先由董事會

決議通過（議價），再由監察人判斷是

否同意為之，蓋董事會本屬公司業務決

策機關，監察人代表是董事自我交易行

為所為之特殊設計故不應完全剝奪董

事會權限。 

3. 小結 

基於第 223 條之立法目的與公司法現

行體制之權衡，本處以否定說為要。故

本題情形，甲公司之交易案須先經甲公

司之董事會決議通過（議價），再由監

察人同意為之，始為適法。 

 

 
7 邵慶平，監察人的代表權，月旦法學教室第 110 期，頁 33-35。 



(1)又董事自我交易之交易案，

監察人得否不先經董事會決議

即自為交易？學說實務有不同

見解，肯定說本於第 223 條之 

立法目的係為避免利害衝突，

防範董事長礙於同事情誼損 

及公司利益，為達成此等目

的，監察人代表公司與董事為

法律行為時，應無須先經董事

會決議核准。  

(2)否定說認為第223條之決策

模式應先由董事會決議通過，

再 由監察人判斷是否繼續為

之，蓋董事會本屬公司業務決

策 機關，監察人代表是董事自

我交易行為所為之特殊設計， 

故不應完全剝奪董事會權限。 

(3)小結 

基於第223條之立法目的與公

司法現行體制之權衡，本處以

否定說為要。故本題情形，甲

公司之監察人雖得與乙公司議

價，然該交易案仍須先經甲公

司之董事會決議通過，始為適

法。 

5-16 

而此部分之另一問題，則係監

察人子是否可召開股東臨時

會？應認依第220條規定，監察

人亦屬召集權人，於董事會不

能召集股東會時，有權召集股

東會，看似合法，但注意本題

設計了兩個陷阱：第一，子所

列出的召集事由是否真的符合

第 220 條之要件？即解任董

事、補選監察人此等事由，是

否與該條所列之要件相當，須

加思考；第二則是證交法上的

問題，當監察人丑辭職之後，

而此部分之另一問題，則係監察人子是否

可召開股東臨時會？應認依第 220 條規

定，監察人亦屬召集權人，於董事會不能

召集股東會時，有權召集股東會，看似合

法，但注意本題設計了兩個陷阱：第一，

子所列出的召集事由是否真的符合第 

220 條之要件？即解任董事、補選監察人

此等事由，是否與該條所列之要件相當，

須加思考；第二則是證交法上的問題，當

監察人丑辭職之後，Ａ公司之監察人僅剩

與甲具有夫妻關係之子，則依證交法第 

 



Ａ公司之監察人僅剩與甲具有

夫妻關係之子，則依證交法第 

26 條之 3 第 4 項規定，A 公

司之監察人設置將不符合「監

察人間或監察人與董事間，應

至少一席以上不具配偶關係之

要求」，此時子應當然解任，

故該次召開之股東會將因缺少

主席而不能合法召開。 

26 條之 3 第 4 項規定，A 公司之監察

人設置將不符合「監察人間或監察人與董

事間，應至少一席以上不具配偶關係之要

求」，此時子應當然解任，不得擔任股東

會之召集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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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監察人丑尚得單獨代表公

司交易 

(1) 又當公司設有數名監察人

時，此時監察人之職權應共同

代表或可單獨為之，過往學說

實務具有不同意見： 

①共同代表說 

此說21認為第223條並非監察

權（§221）之行使，而係「代

表權」之行使，故應不得單獨

為之，從而應回歸民法第168

條規定適用，原則上由數監察

人共同代表公司。 

②單獨代表說 

此說則認為代表權屬第221條

所規範之監察權一環，故認為

如公司有數監察人之情形，監

察人可單獨代表公司為法律行

為。 

2. 監察人丑尚得單獨代表公司交易 

(1) 又當公司設有數名監察人時，此時監

察人之職權應共同代表或可單獨為之，過

往學說實務具有不同意見： 

①共同代表說   

此說認為第 223 條並非監察權（§221）之

行使，而係「代表權」之行使，故應不得

單獨為之，從而應回歸民法第 168 條規定

適用，原則上由數監察人共同代表公司。 

②單獨代表說 

此說 則認為代表權屬第 221 條所規範之

監察權一環，故認為如公司有數監察人之

情形，監察人可單獨代表公司為法律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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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監察人丑辭職後，子應當然

解任，而不得擔任股東會之主

席 

①由監察人召開之股東會，應

由何人擔任主席？依第182 

條之1第1項規定，由董事會以

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 

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

之，故本題情形，應由監察 

人子擔任會議主席。 

(2). 監察人丑辭職後，子應當然解任，而

不得擔任本次股東會之召集權人 

①. 依證交法第 26 條之 3 第 4 項之規

定，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監察人

間或監察人與董事間，應至少一席以上不

得為配偶關係，以避免監察人與董事間因

親屬關係而無法適時發揮監督功能，故違

反者，依同條第 6 項規定，應當然解任。  

②. 是以，本題情形，監察人丑於股東會

 



②惟依證交法第26條之3第4項

之規定，公司除經主管機關 

核准者外，監察人間或監察人

與董事間，應至少一席以 

上不得為配偶關係，以避免監

察人與董事間因親屬關係 

而無法適時發揮監督功能，故

違反者，依同條第6項規 

定，應當然解任。 

③是以，本題情形，監察人丑

於股東會召開前辭職，A公司 

之監察人僅剩子一人，子並為

甲之配偶，已符合證交法第 

26條之3第4項規範之情形，此

時監察人子應當然解任，而 

不得擔任股東會主席，該次股

東會將無法合法召開。 

召開前辭職，A 公司之監察人僅剩子一

人，子並為甲之配偶，已符合證交法第 26

條之 3 第 4 項規範之情形，此時監察人子

應當然解任，而不得擔任合法召集權人，

該次股東會將無法合法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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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監察人丑辭職後，子應當然

解任，而不得擔任股東會之主

席 

①由監察人召開之股東會，應

由何人擔任主席？依第182 

條之1第1項規定，由董事會以

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 

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

之，故本題情形，應由監察 

人子擔任會議主席。 

②惟依證交法第26條之3第4項

之規定，公司除經主管機關 

核准者外，監察人間或監察人

與董事間，應至少一席以 

上不得為配偶關係，以避免監

察人與董事間因親屬關係 

而無法適時發揮監督功能，故

違反者，依同條第6項規 

定，應當然解任。 

③是以，本題情形，監察人丑

於股東會召開前辭職，A公司 

(2). 監察人丑辭職後，子應當然解任，而

不得擔任本次股東會之召集權人 

①. 依證交法第 26 條之 3 第 4 項之規

定，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監察人

間或監察人與董事間，應至少一席以上不

得為配偶關係，以避免監察人與董事間因

親屬關係而無法適時發揮監督功能，故違

反者，依同條第 6 項規定，應當然解任。  

②. 是以，本題情形，監察人丑於股東會

召開前辭職，A 公司之監察人僅剩子一

人，子並為甲之配偶，已符合證交法第 26

條之 3 第 4 項規範之情形，此時監察人子

應當然解任，而不得擔任合法召集權人，

該次股東會將無法合法召開。 

 



之監察人僅剩子一人，子並為

甲之配偶，已符合證交法第 

26條之3第4項規範之情形，此

時監察人子應當然解任，而 

不得擔任股東會主席，該次股

東會將無法合法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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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題A公司與B公司間之交

易，應屬董事自我交易（§223） 

⑴ 為避免董事為自己或他人

利益而犧牲公司利益，並確保

交易公正性，第223條規定，如

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 

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

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 

⑵ 而本題情形，甲為B公司之

法人代表人董事，並當選董事 

長，為A公司交易之法定代表

（§208Ⅲ），則遇A公司與B 

公司交易之情形，依第223條規

定，應轉由A公司之監察人為

交易代表。 

2. 本題A公司欲為交易，仍

須經董事會決議 

1. 本題 A 公司與 B 公司間之交易，應

屬董事自我交易（§223） 

(1). 為避免董事為自己或他人利益而犧

牲公司利益，並確保交易公正性，第 223

條規定，如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

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由監察人為

公司之代表。 

(2). 而本題情形，甲為 B 公司之法人代

表人董事，並當選董事長，為 A 公司交易

之法定代表（§208Ⅲ），則遇 A 公司與 B

公司交易之情形，依第 223 條規定，為落

實第 223 條之立法目的，避免 B 公司之董

事長 U 因與甲之同事情誼而影響交易判

斷，B 公司部分，應轉由監察人為交易代

表。 

2. 本題 B 公司欲為交易，仍須經董事

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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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據此，本題情形，A公司之

交易代表應由監察人為之，且

本於董事會原為公司之業務執

行機關，亦為避免董事與監察

人間亦可能因為同事情誼，而

有利益衝突之疑慮，該交易仍

須經董事會提出決議，再由監

察人本於決策權之行使，代表

公司進行交易，始為妥適。 

⑵ 據此，本題情形，B 公司之交易代表

應由監察人為之，且本於董事會原為公司

之業務執行機關，亦為避免董事與監察人

間亦可能因為同事情誼，而有利益衝突之

疑慮，該交易仍須經董事會提出決議，再

由監察人本於決策權之行使，代表公司進

行交易，始為妥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