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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聲明及其相關法律問題之實務案例介紹 訴 

 

伍、形成之訴訴之聲明案例 

一、依民法第 56 條第 1 項、公司法第 189 條規定，撤銷社

團總會或公司股東會決議之訴 
 

【訴之聲明】被告（應列社團法人或公司為被告）於民國某年月日

所作成之社團總會決議或股東會決議（或決議事項第三案及第

四案），應予撤銷。 

  

說明 

（1）請求權基礎及相關法條 

民法第 56 條第 1 項規定：「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

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

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公司法

第 189 條規定：「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

股東得自決議之日起三十日內，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第 189 條之 1

規定：「法院對於前條撤銷決議之訴，認為其違反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

議無影響者，得駁回其請求。」第 190 條規定：「決議事項已為登記者，

經法院為撤銷決議之判決確定後，主管機關經法院之通知或利害關係人

之申請時，應撤銷其登記。」 

（2）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亦應受民法第 56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之限

制。同樣，撤銷法人總會或非法人團體會議之決議，亦應類推適

用公司法第 189條之 1規定 

最高法院 73 年台上字第 595 號判例：「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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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訴請法院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股東，應受民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之限

制。此綜觀公司法與民法關於股東得訴請法院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規定，

始終一致。除其提起撤銷之訴，所應遵守之法定期間不同外，其餘要

件，應無何不同。若謂出席而對股東會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原無異議

之股東，事後得轉而主張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為違反法令或章程，而得

訴請法院撤銷該決議，不啻許股東任意翻覆，影響公司之安定甚鉅，法

律秩序，亦不容許任意干擾。故應解為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規定訴

請法院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股東，仍應受民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但書之限

制。又同條係關於撤銷訴權之規定，股東依此規定提起撤銷之訴，其於

股東會決議時，雖尚未具有股東資格，然若其前手即出讓股份之股東，

於股東會決議時，具有股東資格，且已依民法第五十六條規定取得撤銷

訴權時，其訴權固不因股份之轉讓而消滅。但若其前手未取得撤銷訴

權，則繼受該股份之股東，亦無撤銷訴權可得行使。查本件系爭股東會

決議事項，既屬全體股東無異議後併案一致通過而無人異議。則上訴人

之前手既未依民法第五十六條規定取得撤銷訴權，依上說明，上訴人亦

無由繼受其前手訴權之可言。」75 年台上字第 594號判例及 72年度第 9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亦均認為股東依公司法第 189 條規定，訴請法院撤

銷股東會之決議，亦有民法第 56條第 1項但書規定之適用。 

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 1957號確定判決：「民法第 56 條第 1 項

之規定，既參考公司法第 189 條規定修正而來〈其立法意旨謂：現行民

法第 56條第 1項係於 71年 1月 4日參考瑞士民法第 75條及我國公司法

第 189 條規定修正而來〉，基於相類情形應為相同處理原則，於法院受理

撤銷總會決議之訴時，自得類推適用公司法第 189 條之 1 規定，倘總會

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

響時，法院得駁回其請求，以兼顧大多數社員之權益。原審本於認事、

採證之職權行使，綜合相關事證，合法認定被上訴人〈某都市更新會〉

於 104 年 6 月 25 日通知會員於同年 7 月 4 日召開臨時會員大會，議決

『事業計畫（草案）』，屬於因『緊急事故』所為之通知，於開會前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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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會員，即無違都更管理辦法第 8 條但書規定。且上訴人之土地及其

建築物樓地板之面積在全體會員中所占比例甚少，其到場或未到場並不

能改變該次決議之結果，縱被上訴人之召集程序有瑕疵，惟其違反之事

實尚非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自得類推適用公司法第 189 條之 1 規定，

駁回上訴人之訴。」可供參考。 

（3）具有訴訟當事人能力之非法人團體，其最高意思機關如公寓大廈

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祭祀公業之派下員大會、民間依據獎勵土

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3 條及平均地權條例第 58 條規

定組織成立之重劃會之會員大會等，關於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如

有違反法令或規約時，亦得類推適用民法第 56 條第 1 項規定，

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59 號確定判決：「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五十八條及前開獎勵重劃辦法第三條自行組織成立重劃會而辦理市地重

劃，就重劃區內土地所作成之分配，因涉及參與重劃土地所有人之權

益，須經重劃會會員大會之決議認可，具有高度之自治性，該會員大會

係參與重劃土地所有人之意思機關及最高權力機關，所為之決議性質上

可與社團總會之決議同視。倘重劃會會員大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

反法令或章程時，重劃會之會員得類推適用民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於決議三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以為救濟。次按總會之召集

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內請求法

院撤銷其決議，民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前段定有明文。而一人是否不得

代理數人，乃決議方法是否違法之爭議，應提起撤銷決議訴訟以為救

濟，於社員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前，該決議應仍有效存在。」（另 98 年

度台上字第 1692 號判決，亦可供參考）。但如有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 27 條第 3 項前段所定：「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時，得以書面委託配偶、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其他區分所有權人

或承租人代理出席」之情形，而由未具備前開資格者，代理區分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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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並參與表決時，應不得將其計入出席及表決權

數，而如扣除其出席及表決權數致不足法定出席及表決權數者，應認為

其會議之決議不成立，而非得撤銷，蓋其已不具備會議決議法定成立要

式也。 

依監督寺廟條例成立登記之寺廟，於信徒大會未經大會可決，逕將

原以舉手表決之方式改以擲筊方式為決議，其為決議不成立，或僅決議

方法違法得為撤銷，不無疑問。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444 號確定

判決：「按信徒大會決議之瑕疵，與法律行為之瑕疵相近，有不成立、無

效、得撤銷等態樣。所謂決議不成立，係指自決議成立過程觀之，顯然

違反法令，在法律上不能認為有會議之召開，或成立決議之情形。查上

訴人〈七主宮〉99 年信徒大會，就是否改採管理人制〈原來為管理委員

會制〉之議案，未經在場信徒可決，逕改以擲筊方式為決議一節，係原

審確定之事實。則該擲筊作為決議之表決方式，既未經與會信徒依法表

決通過，該信徒大會所採取之擲筊方式，即失所依據，依上說明，自不

能認為已成立決議。原審認該決議不成立，經核於法並無違誤。」 

本文見解：依民間習俗，寺廟相關人事、祭拜、組織之建立或調

整，常以擲筊方式決定之，此就依法律或規約規定，無須經信徒大會決

議者固無不可，但倘須經大會決議者，應視其為須以普通或特別決議，

分別於擲筊後，依各該種類重為決議（無溯及效力），始得謂為合法成立

之決議，否則與未經信徒大會決議無異，仍應認為決議不成立。本案依

七主宮組織章程之規定，關於章程之修改，須經信徒大會特別決議及主

管機關報備始生效力，則於未經大會特別決議時，其決議應不成立，倘

經特別決議通過，而尚未向主管機關報備者，仍不生效力（決議已成立

尚未生效）。茲其既未經特別決議而尚未成立決議，自不生無效問題，本

文贊同法院前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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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律師團體之最高意思機關即律師公會會員大會所為決議，其召集

程序或決議方法，如有違反法令或章程時，除行政主管機關得逕

行撤銷外，會員亦得訴請法院撤銷之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325 號判決：「律師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律師公會違反法令或律師公會章程者，社會行政主管機關得為

撤銷其決議之處分，旨在加強主管機關對於律師公會之監督，並未排除

民法第五十六條規定之適用。原審以該律師法規定為據，認上訴人不得

提起撤銷律師公會會員大會決議之訴云云，亦有未合。」本件發回更審

後，台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上更（一）字第 38 號更為判決，就前開之程

序問題，持與發回更審相同之意旨，而就實體上認定台北律師公會之系

爭決議並無無效或得撤銷之違法情事，駁回原告之訴，經其提起上訴

後，第二審法院以其未於第三審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又未遵令於限

期內補正而駁回其上訴，其提起抗告，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抗字第 91 號

裁定：「原法院以：抗告人未提出委任律師或具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訴訟

代理人之委任狀，經裁定命其於七日內補正。此項裁定，已於一○○年

三月十日送達抗告人陳報之郵政信箱，雖因招領逾期而退回，有卷附送

達證書可按，惟該信箱為抗告人所指定之送達處所，應以郵務人員將應

送達文書投入信箱時為送達之時。至抗告人嗣於一○○年三月十一日提

出受任人為謝謝國際聯合律師事務所兼代表人謝○獲律師之民事委任

狀，然謝○獲即為抗告人，其律師資格業經除名確定，有如前述，自難

認其已依上開裁定補正，且逾相當期日，迄未據補正，參照民事訴訟法

施行法第九條規定，可認其明知上訴要件有欠缺，其上訴為不合法等

詞，爰裁定駁回其上訴，經核於法並無違背。」而駁回抗告確定。本件

案例因與律師權益有關，爰詳予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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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董事會或社團法人理事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法，其決

議當然無效而非得撤銷 

公司董事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如有違反法令或章程時，其決

議當然無效，並無公司法第 189 條規定之適用或類推適用（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925 號判決）。社團法人之理事會，倘有相同情形，亦應為

同樣之解釋，當事人對之如有爭執，應提起確認或其他訴訟解決之。至

於財團法人之董事（包括於董事會所為決議），如有違反捐助章程之行為

時，則應適用民法第 64 條之規定為救濟，亦無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

56條第 1項規定之餘地。 

（6）當場反對，「當場」之意義；未到場反對者，可提起撤銷決議之訴 

最高法院 88 年度台上字第 152 號判決：「所謂『當場』，雖不以於股

東會開會時，須自始至終均在現場為必要，然其異議，應係於股東會進

行中之現場所為者，方足當之。倘股東會尚未開始或業經終了，即無

『當場』異議之可言。」88 年度台上字第 102 號判決：「未出席股東會

之股東，既不可能事先預知股東會決議有違反章程或法令之情事，亦無

法當場表示異議，則應許其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

77年度台上字第 518號判決，同此意旨。 

（7）公司股東會召集之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對於公司法第

172 條第 5 項及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1 所列舉之事項，應在召

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否則其召集程序違法，股

東會所為之該決議，得為撤銷 

公司法第 172 條第 4 項規定：「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

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107 年 7 月立法院修正通過之

同條第 5 項規定：「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

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

併、分割或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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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

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

之 1 規定：「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召集股東會時，關於公司法第

二百零九條第一項〈許可董事為競業行為〉、第二百四十條第一項〈以發

行新股分派股利〉及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以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

積發給新股或現金〉之決議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

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故最高法院 72 年度台上字第 113 號判決：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四項之規定意旨，無非謂：以變更章程為召

集事由者，應於召集通知之召集事由中列舉，未載明者，不得以臨時動

議提出之意，非謂應將擬修正之章程條項詳列，上訴人執此指摘召集程

序違法，亦非可取。」於公司法修改後，已無援用之餘地。 

（8）清算中公司讓與主要財產之決議，仍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又已

出席之股東有中途退席者，不影響決議之出席股權數計算 

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501 號判決：「按公司經解散後，在清算

完結前，於清算範圍內視為猶尚存續，公司法第二十五條，定有明文。

所謂清算範圍，既包括分派盈餘或虧損，依此如為分派盈餘，而將公司

財產變賣，應屬清算之必要範圍內。又公司為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

或財產之行為，因涉及公司重要營業政策之變更，基於保護公司股東之

立場，須先經董事會以特別決議向股東會提出議案。並於股東會召集通

知及公告中載明其事由，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

第五項、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為清算

中公司，其讓與公司主要財產之決議，應受上開條文限制，不得以臨時

動議提出。上訴人主張附表編號五決議出售之二間不動產，係被上訴人

之主要財產，該議案係以臨時動議提出云云，倘非虛偽，該部分之召集

程序似已違反上開規定。原審徒以公司於清算期間，本即在於了結現

務，清償債務，故讓與公司主要財產之決議，已不影響公司之經營，與

公司清算程序應遵行之事項並無牴觸等語，而認該部分召集程序，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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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已有未合。……。又股東會，其已出席之股東，於中途退席，固

不影響已出席股東所代表公司已發行股份之額數。但其表決通過議案，

是否已有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仍應就其表決同意之股東表決

權核算之，始符法意。」 

（9）公司股東會之召集事由，未列「臨時動議」，可否於會議中，提

臨時動議案之疑義 

有謂於此情形，應採否定見解。依最高法院 62 年台上字第 2674 號

判例案例事實，股東會開會之通知事由，未列臨時動議，惟開會中，以

臨時動議提案調高董、監事之報酬，並經決議通過，乃有股東認為違

法，提起撤銷該決議之訴，最高法院以：「股東常會召集之通知及公告，

應載明召集事由，此項召集事由得列臨時動議，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

第三、四項〈第三、四項規定已有修正〉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公司

召集股東常會之通知上所載『其他有關提案等事項』，依其文義，當然包

括臨時動議在內。」等語，維持第一、二審判決，並將此意旨作成判

例。依此判例觀之，倘其欲採肯定見解，逕以股東之臨時動議提案，無

須在召集事由列明為由，即可駁回原告之請求，何須大費周章，以前揭

理由駁回原告之訴，故其似採否定見解。但依經濟部 87 年 1 月 23 日商

字第 87202158 號函釋：「股東會議進行中，股東自得依法為臨時動議之

提案，此允屬股東之固有權，尚不得於公司章程或公司自訂之股東會議

事規則中加以限制（包括附議之限制）。」則公司章程或股東會議事規

則，猶不得限制臨時動議之提出，從而開會召集事由，更不得禁止臨時

動議之提出，或於未列臨時動議時，猶謂不得提出，故其顯係採肯定見

解。本文認為：議案提案權，乃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固有權利，持有已發

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少數股東，雖得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規定，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列於開會召集事由，惟小股東

欲達此門檻，仍屬不易，而有提出臨時動議案之必要，故前述經濟部之

見解，應屬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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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聲明及其相關法律問題之實務案例介紹 訴 

（10）清算人一人未得過半數清算人之同意，所召開之股東會，係屬

召集程序違法，得由股東訴請撤銷，與無召集權人召開會議，

該決議應屬無效不同 

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32 號確定判決：「按公司法第三百三十

四條準用同法第八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人有數人

時，得推定一人或數人代表公司，如未推定時，各有對於第三人代表公

司之權。關於清算事務之執行，取決於過半數之同意。而清算期間召開

股東會，亦在清算人對外代表公司執行業務範疇之列，故於清算人有數

人未推定代表人時，自得經過半數清算人之同意，由一清算人對外代表

公司召開股東會議。倘一清算人未得過半數清算人之同意，即召開股東

會，固未合公司法第八十五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然僅屬召集程序違法

之問題，究與無召集權人召開會議有間，尚無從逕認該次會議決議為無

效。原審依其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認定朱許英為被上訴人公司之清算

人，有權召開系爭股東會，系爭股東會所為決議即非當然無效；該會議

決議（三）內容倘屬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之應特別決議事項，亦

不屬決議無效之範疇，無民法第七十一條或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條無效

規定之適用，均無違誤。」 

（11） 監察人於無召集股東會之必要時召集股東會，為召集程序違反

法令，得由股東訴請撤銷之 

①公司法第 220 條原規定：「監察人認為必要時，得召集股東會」，

經最高法院 77 年台上字第 2160 號作成：「公司法第二百二十條所謂『必

要時』，應以不能召開董事會，或應召集而不為召集股東會，基於公司利

害關係有召集股東會必要之情形，始為相當。倘並無不能召開董事會或

應召集而不為召集股東會之情形，任由監察人憑一己之主觀意旨，隨時

擅自行使此一補充召集之權，勢將影響公司之正常營運，自失立法原

意。」之判例後，「依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修正公布之公司法第二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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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監察人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外，得為公司利

益，於必要時，召集股東會。』準此，監察人得行使股東會召集權之情

形有二：其一、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時；其二、監察人為

公司利益認為必要時，換言之，修法後，為強化監察人權限，使其得即

時合法召集股東會，監察人不再限於『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

會時』始得行使其股東會召集權。至於『必要時』如何認定，允屬具體

個案，如有爭議，請循司法途徑解決。」（經濟部 93年 4 月 13日經商字

第 09302055200 號函）。所謂「不為召集」，通常須監察人列明議案，定

相當期限催告董事會召開，而仍不為召開，始為相當。所謂「不能召

集」，指董事僅一人，或全體董事因受法院假處分等事由不能行使董事職

權，而不能舉行董事會作成召集股東會之決議而言。 

②最高法院 86 年台上字第 1579 號判例：「監察人於無召集股東會之

必要時召集股東會，與無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之情形有別，僅係該股東

會之召集程序有無違反法令，得否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規定，由股

東自決議之日起一個月〈已修改為 30 天〉內，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而

已，該決議在未經撤銷前，仍為有效。」 

（12）監察人以公司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未補選，而催告董事長召集

董事會決議召集臨時股東會辦理補選，未獲置理，其乃召集臨

時股東會決議改選全體董監事，此是否逾越必要範圍？又其對

董事長及一部分股東未依股東名簿所載地址發送開會通知、未

附委託書、部分股東委託書未於股東會開會前 5 日送達公司、

委託書有記載開會日期錯誤者，惟其均將之計入表決票內。以

上之瑕疵，是否構成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法而得為訴請撤銷

之理由 

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615 號確定判決：「查被上訴人公司因董

事呂朝賜等二人於九十九年間亡故，董事會雖曾於一○○年五月三十日

決議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一規定辦理補選，但同年六月三日召開之股東常

會，並未將之列入討論議案，監察人王自展復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