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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董事會決議監察人代表公司與董事間 
交易之效力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565 號判決 

壹、本案事實 

一、事實摘要 

上訴人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甲公司）之法定代理人 A 同時兼任

被上訴人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乙公司）之董事，B 則為乙公司之監察

人。經監察人 B 代表乙公司與甲公司簽訂工程承攬合約（下稱系爭合

約），並簽發金額 3,000 萬元之本票一張（下稱系爭本票），且票載發票

日及到期日均為民國 94年 1月 17日。 

本案被上訴人乙公司主張，首先由其公司監察人 B所代表簽發之票

據為係屬倒填日期之無效票據，故對乙公司自無票據權利之存在。再

者，監察人 B未經公司董事會決議，擅以監察人身分代表公司簽定之合

約及簽交之本票，均對乙公司不生效力。 

二、上訴人甲公司之主張 

甲公司法定代理人 A 因兼被上訴人乙公司董事，依公司法第 223

條之規定，始由被上訴人乙公司之監察人 B代表公司與甲公司簽訂系爭

合約。被上訴人為依約預付甲公司 10% 工程款，乃由 B 代表簽交系爭

本票，自無被上訴人所指偽造本票而無效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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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系爭合約係本於 92 年 9 月 24 日兩造簽訂之「個案投資及工程承

攬協議書」所訂定，該協議書既經被上訴人乙公司董事會議決，系爭合

約之簽訂即無再經董事會議決之必要。況 B 已與三名董事中之 A、C 二

人討論，其代表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合約及簽交系爭本票仍非無權代理。 

三、被上訴人乙公司之主張 

上訴人持有伊公司前監察人 B代表簽發，票載發票日及到期日均為

民國 94 年 1 月 17 日，金額新台幣 3,294 萬元之本票一張，係屬倒填日

期之無效票據，其對伊公司自無票據權利存在。縱認該本票非屬無效，

然 B未經伊公司董事會決議，擅以監察人身分代表公司就台北市土地工

程，與上訴人簽訂工程承攬合約，並簽交上訴人系爭本票，對於伊公司

亦不生效力。 

四、歷審判決要旨 

（一）台灣台北地院 96 年度北重訴字第 7 號（第一審）判決 

本案法院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判決理由

分述如下： 

首先，就監察人有無代表權簽發系爭本票之部分，法院認為「監察

人依公司法第 223 條代表公司處理公司與董事間交易行為時，該項交易

行為依公司治理精神，仍須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監察人為實質審查

同意後，始得謂監察人有合法代表之權限，否則若認任何未經董事會決

議之有關公司業務經營事項，監察人亦有權逕行代表公司處理之，則監

察人之權力將無限上綱取代董事會職權，顯有逸脫公司控制之嫌；再公

司法設置監察人之目的，在於制衡董事權限，監督董事業務之執行，並

審核董事會所提出之各項表冊，以保障公司股東合法權益不受不當損

害，公司法第 223 條設計目的並非賦與監察人取代董事會地位，可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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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同意並代表公司與董事間交易行為，以免與董事會之權責相衝突。

因此若謂監察人於未經董事會決議同意與董事間交易行為前，即可自行

代表公司與董事間就交易行為逕行為有效法律行為，此項論證實有違公

司法之規範意旨。從而，監察人代表公司與董事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

律行為時，仍應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與該董事為買賣等法律行為時，監

察人始有代表公司之權利。」 

承上所述，法院援引最高法院 74 年台上字第 2014 號判例及最高法

院 21年上字第 1486號判例意旨，認為「原告監察人 B以原告代表人身

分簽發系爭本票時，事前未經原告公司以董事長名義召集董事會並決議

通過該交易行為之程序，揆諸前開說明，監察人 B並無合法代表原告簽

立系爭本票之權限，此項簽發本票行為屬無權代理，而原告嗣後復拒絕

承認乙○○之無權代理行為，則系爭本票當不能對原告發生拘束力。」 

（二）台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重上字第 338 號（第二審）判決 

本案法院判決上訴人甲公司之主張為無理由，駁回其上訴，要旨茲

分述如下： 

1. 在系爭本票是否無效之認定上，承審法院「按本票應記載發票

年、月、日；欠缺本法所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一者，其票據無效；

票據法第 120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11 條第 1 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以本

票上如未記載發票年、月、日，或記載不清難以辨識發票日期者，其本

票當然無效（最高法院 90 年台抗字第 37 號判例意旨參照）……被上訴

人義務僅為支付 3294 萬元，上訴人則應開立同額支票以保證履約；是

被上訴人無須在 94 年 1 月 17 日簽發系爭本票甚明，參以上訴人竟未交

付同額保證票，益徵被上訴人主張 94 年 1 月 17 日並無發票行為，應屬

可信。」進而認定系爭本票債權有無存在部分，法院認為「系爭本票發

票日與到期日均為 94 年 1 月 17 日，如被上訴人因資金不足始簽發本

票，亦無開立即期票據之理；參酌系爭合約與本票未於做成當天公證，

迨 94 年 4 月 25 日 A 與 B 取得董監事資格後，B 卻於 94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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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上訴人辦理系爭合約認證，顯與常情不符，益徵上訴人辯詞並非真

正。系爭本票有關『94 年 1 月 17 日』之發票日既非真正，又難以辨識

實際發票日期，揆諸首揭說明，應認系爭本票為無效，本票債權並不存

在。」 

2. 關於監察人之代表行為究竟是否須經董事會決議之部分，法院以

下列說明： 

首先，董事會職權部分，法院提出「為強化董事會職權，俾落實並

發揮其董事會之職能，以提高公司治理之績效，公司法遂設有下列規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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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3 條第 1 項『董事會由董事長

召集之。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

之』，第 204 條『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

監察人。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第 207 條第 1 項『董事會

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故除公司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應由股東會決

議事項外，餘均屬董事會專屬職權，未經董事會決議授權事項，對公司

當不發生效力。」 

法院進而解釋公司法第 223 條之規定，「就公司法第 223 條之條文

結構及字義來分析，須公司已決定要與董事自己或他人為買賣、借貸或

其他法律行為，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方由監察人代表公司為此意思表

示。否則，若認任何未經董事會決議之事項，監察人亦有權逕行代表公

司處理之，則監察人權利將無限上綱取代董事會職權，顯有逸脫公司控

制之嫌。再者，公司法設置監察人之目的，在於制衡董事權限，監督董

事業務之執行，例外情形始由其依第 223 條代表公司，立法目的並非由

監察人取代董事會地位，否則將與董事會權責相衝突；若謂監察人不待

董事會決議，即可自行代表公司與董事間從事交易行為，實有違公司法

規範意旨，且將監督機關（監察人）與業務執行機關（董事）相混淆。

從而，監察人代表公司與董事為法律行為時，依上開公司治理原則，仍

應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以形成公司意志，監察人始有代表公司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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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表示意思方為合法。……監察人代表公司時，仍須先經董事會決議

通過相關決策，公司法第 223 條並未賦予監察人『意思機關』權限，執

行業務意思仍須由董事會決定。若監察人認為董事會決議之事項不利公

司時，其『監察』之身分即顯現，一方面可要求董事會另行決議，另一

方面可拒絕對外代表公司，使該法律行為無法成立，如此方符合公司法

第 223條及設置監察人之目的。」 

最後，就監察人之代表行為部分，法院認為「關於公司機關之代表

行為，解釋上應類推適用關於代理之規定，故無代表權人代表公司所為

之法律行為，若經公司承認，即對於公司發生效力（最高法院 74 年台

上字第 2014 號判例意旨參照）。B 既無權代表被上訴人簽署系爭合約、

開立系爭本票，嗣被上訴人拒絕承認其效力，依上開說明，系爭本票債

權對被上訴人即不生效力，被上訴人自得提起消極確認之訴。上訴人空

言系爭本票經被上訴人監察人合法簽發，故本票債權存在云云，尚非可

取。」 

五、本案法院見解─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565 號判決 

（一）本票效力認定之部分 

首先在系爭本票是否無效之認定上，法院認為「系爭本票係被上訴

人公司監察人 B 代表（代理）被上訴人所簽發，且發票日清楚載明為

『94 年 1 月 17 日』，既為原審所認定，則 B 縱係無權代理，或其所填

載之發票日與實際發票日期不符，要與欠缺發票日之記載或記載不清難

以辨識或係出於偽造而非真正之情形尚屬有間。乃原審未詳加研求，徒

以被上訴人無須於系爭合約之簽訂日（94 年 1 月 17 日）簽交系爭本票

等情，遽認該本票之發票日非真正，係屬無效票據，而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殊欠允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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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監察人有無代表權之認定 

「苟 B以監察人身分代表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合約及簽交系爭本票，

猶須經被上訴人董事會之議決，則於被上訴人三名董事中之 C、A 均已

同意，由 B代表被上訴人簽訂該合約及本票，且無涉及自身利害關係致

有害公司之情形下，即令該同意之董事未作成議事錄或未經董事長 D

另行召集董事會再作成形式上之決議，是否仍得謂 B 之代理權尚有欠

缺？亟待進一步釐清。原審未遑詳予調查審認，即認 B無權代理被上訴

人簽發系爭本票，而為不利於上訴人之判決，亦嫌速斷。」 

相關法條 

公司法第 202條、第 223條；票據法第 120條 

相關裁判 

一、本案歷審裁判案號 

地院案號：台北地院 96北重訴 7 

高院案號：高院 97重上 338 

最高法院案號：最高院 98台上 1565 

二、關於公司法第 223 條規定之相關實務見解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2050 號判決：「按公司法第 223 條規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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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禁止雙方代表，以保護公司（本人）之利益，非

為維護公益而設，自非強行規定，故董事與公司為借貸等法律行為違反

該規定，並非當然無效，倘公司（本人）事前許諾或事後承認，對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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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本人）亦發生效力，此觀民法第 106 條及第 170 條第 1 項之規定自

明。查上訴人並非被上訴人公司董事，被上訴人與公司董事間之借貸，

縱未經其監察人代表為之，依上說明，其法律行為並非無效。原審見未

及此，竟以被上訴人當時擬向董事借款，何不由監察人代表為之，及無

任何會議資料等由，逕謂兩造間難認有達成借款之合意，並嫌疏略。」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508 號判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違反公

司法第 223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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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與公司簽訂租賃契約，固為效力未

定之法律行為，並得經本人追認而對本人發生效力，惟必於公司董事將

租賃物讓與第三人前經代表公司之監察人追認，始有上揭『所有權讓與

不破租賃原則』之適用。」 

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915 號判決：「董事長以私人名義簽發本

票交付公司，對公司有利，就公司法第 223 條之立法精神言，本毋須由

監察人代表公司收受。且董事長於代表公司背書後，將本票交付他人，

因此項轉讓行為，並非董事長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有所交涉，自亦毋須

由監察人代表公司為之。董事長既有代表公司背書之權限，該背書即非

無權代理。」 

關鍵字 

董事與公司間為法律行為、董事自我交易、監察人代表、無權代表 

相關研究 

一、劉連煜，公司利益輸送之法律防制，月旦法學，49 期，1999 年

6月，頁 90-109。 

二、王文宇，論董事與公司間交易之規範，政大法學評論，62 期，

1999年 12月，頁 415-439。 

三、黃銘傑，未經監察人代表公司所為董事與公司間交易之效力─

評最高法院九十八年台上字第二○五○號判決，月旦裁判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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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期，2010年 12月，頁 77-85。 

貳、裁判簡評 

一、公司法第 223 條規範之適用前提 

按公司法第 223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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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立法意旨係在避免

利害衝突而損害公司利益
1
，禁止雙方代理，係以保護公司之利益而

設，而非為維護公益，故非強制規定。 

雖然如此，公司法第 223 條適用之前提，為與公司交易之相對人為

公司董事，始克當之；若與公司為交易之相對人並非公司董事，而僅係

該交易相對人之董事，同時為公司之董事，且並非為公司法第 27 條之法

人代表；亦即，交易的雙方具有「共通董事」（interlocking directorship），

則自無公司法第 223 條之適用2
。於實務上常見的關係企業間交易的情

形，例如，母公司與子公司間為交易，或者是子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為交

易，交易的雙方若有「共通董事」，且並不具備公司法第 27 條法人代表

之身分，則自非公司法第 223 條所規範之交易類型，而無該條由監察人

代表規定之適用
3
。 

本案中，雖然上訴人甲公司之法定代理人 A 同時兼任被上訴人乙

公司之董事，然而 A 兼任被上訴人乙公司之董事，是否係上訴人甲公

司所指派，未見原審法院加以研求，其論事用法當有可再思考之處。若

A 並非上訴人甲公司之法人代表，而僅係上訴人甲公司與被上訴人乙公

司之「共通董事」，則自無公司法第 223 條規範之適用，原審法院之判

                                                      
1

 詳參經濟部民國 91 年 11 月 16 日經商字第 09102287950 號函釋。 
2

 劉連煜，現代公司法，2010 年 9 月增訂 6 版，頁 444-44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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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亦無所附麗。職是之故，本件首待釐清者，為與乙公司為交易之相對

人甲公司，是否為乙公司董事，此為本件公司法第 223條適用之前提。 

最高法院則以「被上訴人三名董事中之 C、A 均已同意，由 B 代表

被上訴人簽訂該合約及本票，且無涉及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公司之情形

下，即令該同意之董事未作成議事錄或未經董事長 D 另行召集董事會

再作成形式上之決議，是否仍得謂 B之代理權尚有欠缺？」而認為原審

法院有速斷之嫌，亦非妥適。蓋最高法院所指摘者，乃屬監察人之代理

權是否得補正之問題，以及監察人之無權代理行為是否得由公司事後承

認而有效的問題；兩者似應以監察人代表權限之有無，為判斷之依歸。

若監察人具有代表權，則自然無所謂是否得由公司事後承認而有效之問

題；若監察人並不具有代表權，則方始有監察人之無權代理行為，是否

得由公司事後承認而有效之問題，兩者未可混淆。 

二、公司法第 223 條規範解析 

（一）公司法第 223 條規範之「董事」 

本條規定應受規範之董事，係任何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

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即應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故本條之董

事（包括董事長及未擔任董事長之其他董事）若欲與公司為買賣等行為

之對象是其他董事時，此時若由該公司董事長代表公司為之，縱使該董

事長本身並非交易雙方之一，並未涉及自身利害關係而代表公司為法律

行為，因其依公司法第 223 條之規定就此本無代表權，故董事長之代表

係屬無代表權之行為，應類推適用民法第 170 條無權代理之規定，而認

為該法律行為之效力為效力未定，非經公司承認，對公司不生效力。 

反之，若欲與公司為買賣等行為之對象是董事長本人時，須注意公

司法第 208 條第 3 項規定4
之適用。當董事長本人涉及欲與公司為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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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行為時，應該是構成該條項規定的「因故不能行使職權」，若依該條

項規定，應由副董事長等人代理其行使職權；可是，若係依照第 223 條

的規定，則應由監察人代表。兩者之規定似產生衝突？本文認為應以第

223 條之效力優先，而將之解釋為必須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與董事長

為買賣等行為。而董事長以外之無利害關係之其他董事，除充任董事長

之職務代理人之外，依據公司法第 208 條第 3 項之規定，本無代表公司

之權，因此當有利害關係之董事與公司為交易時，自亦不得由其代表公

司，此時仍需依據公司法第 223條規定由監察人代表公司5
。 

然而，應注意的是，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機關為董事長，如欲與公

司為買賣等行為者並非董事長本人，而是其他董事，本法為何要在董事

長本人未與公司交易行為時即剝奪其代表權？此規定之緣由及正當性值

得深思。最後，如董事長雖無自身利害關係惟與公司有所交涉時，是否

仍須由監察人代表公司？實務上有認為既然非董事長為自己或他人與公

司有所交涉，自無須由監察人代表公司為之
6
。 

（二）公司法第 223 條規範之監察人「代表權」：監察人為代

表行為前應先經董事會決議？ 

按公司法第 202 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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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台灣台北地方法

院認為「該項交易行為依公司治理精神，仍須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

監察人為實質審查同意後，始得謂監察人有合法代表之權限。」台灣高

等法院同此見解，並以「就公司法 223 條之條文結構及字義來分析，須

公司已決定要與董事自己或他人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業經董

事會決議通過，方由監察人代表公司為此意思表示。否則，若認任何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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