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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公司之設立與登記

1Unit
設立中公司之性質

    

最高法院 58 年度第 1 次民、刑庭總會會議決議3

壹  爭點

設立中公司之性質為何？是否具備當事人能力？ 

貳  精華選讀

按公司依法未經登記雖不得認為法人，然仍不失為訴訟當事人之團

體，業經本院著為判例（二十年上字第一九二四號），而其與合夥團體

相當，亦有本院十九年上字第一四○三號判例可按，至合夥團體有當事人

能力，復迭經本院著為判例（四十一年台上字第一○四○號、四十二年台

抗字第十二號、四十三年台上字第六○一號、四十四年台上字第二七一

號），且合夥團體非至解散清算完結，不能謂已經消滅，則又經本院十八

年上字第二五三六號判決著為判例，華僑回國投資，經主管機關核准其投

資後，既經以某某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名義進行籌備工作，雖未辦理公司

之設立登記，依上開判例意旨，即應視為合夥團體，嗣後主管機關撤銷其

投資案後，既飭其限期清理，則在清算完結前，其合夥團體，不得謂已消

滅，從而其就籌備期間所為之法律行為涉訟，無論起訴或應訴，均應認為

有當事人能力，以保護交易之安全。（採乙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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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關鍵透析

設立中公司，係指自章程訂立時起至完成設立登記前，尚未取得公司

法人格之公司，實可謂為公司之雛形，將漸次發展為具法人格之公司，猶

如胎兒與自然人之關係。公司設立之過程，不乏歷時甚久者，其間不免有

須以設立中公司或所稱「籌備處」名義對外為交易行為之情形，而當公司

嗣後因故未能完成設立登記時，因無從適用同一體說，即生須對設立中公

司之性質為定位，以界定其行為效力並處理應由何人負擔債務之問題。

對此，前揭最高法院民、刑庭總會會議決議係將設立中公司之性質解

釋為發起人所組成之團體，與合夥團體相當，進而認為其具備當事人能力，

學說稱之為「發起人合夥說」。延續此種說法，當設立中公司嗣後果未能

完成設立登記時，其所負擔之債務，應由各發起人（股東）依循合夥之關

係，負連帶清償之責任（19上 1403民例、93台上 2188民決）。惟有學

說認為，此種說法應僅有適用於股份有限公司以外其他公司類型，蓋公司

法已透過第 150條之規定，就股份有限公司為明文規範，自無援用實務見

解為解釋之必要。

就實務見解所採用之「發起人合夥說」，學說則有認為應修正為「無

權利能力社團說」為妥。申言之，公司設立行為之性質，應為發起人之共

同行為（共同行為說），亦即，二人以上本於設立公司之共同目的，為相

同方向之平行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之法律行為，與合夥之性質有異。依

此，設立中公司與其解釋為發起人之合夥，不如解釋為係一無權利能力之

社團，更為切合其本質，且此一無權利能力社團既屬非法人團體，自亦具

有當事人能力，並無不妥。

學說上另有認為發起人合夥與設立中公司並非同一體，發起人合夥之概念

應係用以處理發起人間內部之關係。申言之，發起人間於訂立章程前（為設立

行為前），通常將先締結以設立公司為目的之契約，此即所謂發起人之合夥契

約，此一合夥關係將因目的事業已成就（公司成立）而應行解散，與設立中公

司並非一體。惟因發起人以設立中公司機關之地位所得行使之權利或負擔之義

務，均係依據發起人合夥契約之約定，故使二者具有緊密連結之關係。究其實，

二者並無實質上之差異，問題之關鍵仍在於當公司於設立中或無法設立時，應

作者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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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何人對所生相關債務負最終責任上。對此，除公司法對股份有限公司所設特

別規定（公司法第 150、155 條）外，基本上以合夥關係作為責任歸屬之解釋，

應予注意。

肆  參考資料

‧ 王文宇，公司法論，2008年 9月。

‧ 劉連煜，現代公司法，2012年 9月。

‧ 黃銘傑，「設立中公司」概念適用於有限公司型態之問題點—評台灣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九十八年上更1字第二五號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

2期，2010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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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4

第四節　董事與董事會

1Unit
董事之報酬—認定

      

最高法院 69 年度台上字第 4049 號民事判決

壹  爭點

董事報酬所指為何？「車馬費」是否亦屬報酬之一部？ 

貳  精華選讀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董事之報酬未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

東會議定」，所謂「董事之報酬」，係指董事為公司服勞務應得之酬金而

言。所謂「車馬費」，顧名思義，則指董事前往公司或為公司與他人洽商

業務所應支領之交通費用而言，自與董事之報酬有別。

參  關鍵透析

按董事之報酬，未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東會議定，不得事後追認，

公司法第 196條第 1項定有明文。據此，董事之報酬若非經公司章程訂明

者 49，應由股東會為其報酬決定之機關 。至於本條所稱「報酬」應為何

49	 此所稱「章程訂明」，須該章程明確訂明報酬數額，「若章程訂明授權董事會

議定，而未設一定限制者，則董事會議定之董事報酬，非經股東會追認，不生

拘束公司之效力。」（最高法院 77 年度台上字第 2158 號民事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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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前揭最高法院判決係將其定義為「董事為公司服勞務應得之酬金」，

學說上亦認為判斷是否屬報酬之關鍵，應視「是否具勞務給付之對價性」

或「是否係基於董事地位而受領並得自由支配之經濟利益」判斷之，是如

車馬費、交際費、伙食津貼、各種獎金、退職金等等是否屬於董事報酬，

均應依據報酬之特性判斷之（經商 09302005550號 50參照）。

又董事之報酬與酬勞並不相同，董事之酬勞係指盈餘分配項目，並非

公司法第 196條規範之範圍（經商 09302005550號參照），亦即，酬勞

係股東自主性權益分讓，並具有董事之「成功報酬」及「風險承擔對價」

之性質，且限定以現金方式為之（經商 09102060640號 51參照）52。

50	 「所謂『董事之報酬』，係指董事為公司服務應得之酬金而言；所謂『車馬費』，

顧名思義，則指董事前往公司或為公司與他人洽商業務所應支領之交通費用而

言，自與董事之報酬有別，所詢薪資、車馬費、交際費、伙食津貼、各項獎金、

退職金等，公司應據上揭說明依其性質分別認定之。」

51	 「按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規定，係指股東紅利及員工紅利始得發行新股，至於

依章程規定分配董事、監察人（不論有無股東身分）之酬勞（紅利），則不得

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

52	 惟亦有實務見解採相反見解，認為酬勞同屬報酬之一環者，即：「惟衡諸一般

公司運作實務，董監事酬勞之來源，通常由公司章程訂明為一定比例之盈餘數

額（本件被告之章程即屬之），因此，董監事酬勞來自於公司之盈餘固無疑義，

但董監事酬勞之分派與股息、紅利之分派仍有區別。按依公司法第 235 條第 1	

項規定：『股息及紅利之分派，除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各股東持有股份之比例

為準。章程應訂明員工分配紅利之成數。但經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定

者，不在此限。』可知股息、紅利之分派，原則上係以各股東持有股份之比例

為準，但觀董監事酬勞之分配則非必以此為本。以本件被告為例，其歷年董監

事酬勞之分配乃採平均分配之方式為之（本件系爭 98 年度董監事酬勞例外），

而非以董監事持股比例為準。就此而言，董監事酬勞之分配與股息、紅利之分

派，仍非可等同視之。況董事並不以具有股東身分為必要（公司法第 192 條第

1 項參照），則其酬勞分配即無以持股比例為計算基準之可言，此與公司法第

235	條第 1 項針對股息、紅利之分配以各股東持股比例為原則之規範內容亦異

其趣。綜此而析，吾人欲深究董監事酬勞之性質，仍應回歸董監事與公司之契

約關係方能解之。誠如前述，董監事與公司之法律關係為一特殊委任契約關係，

董監事之酬勞既係本於董事、監察人之身分而受領，則董監事酬勞之諸端各節，

自亦構成董監與公司契約內容之一環。而公司法第 196 條第 1 項法文雖以『報

酬』稱之，但其考量『董監事實際負責經營處理公司事務，為免董監事利用其

經營地位與權利，恣意索取高額報酬』之立法意旨，於董監酬勞之分配，亦存

在相同之規制誘因。實以『報酬』固應解為處理委任事務之對價，然則『酬勞』

同可解為『酬其辛勞』、『酬其勞務』之謂，非不可以額外之報酬視之，亦應

以之為報酬之一部，而為廣義報酬之範圍。執此以觀，董監酬勞自應適用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CHAPTER 3　

1-3-75P

倘公司設有常務董事者，其各常務董事之報酬應由何機關決定，或有疑

義。對此，經濟部函示認為仍應依循公司法第 196 條之規定為之，即仍由股東

會為其報酬決定機關（商 86201214 號 53 參照）；反之，有學說見解認為應由

董事會決定常務董事之報酬，蓋董事會之報酬之所以由股東會決定，乃因董事

係由股東會所選任，是基於有選任權者有報酬決定權之法理，常務董事係由董

事會依據公司法第 208 條第 2項之規定所選任，自應由董事會決議常務董事之

報酬額。

作者提醒

董事報酬、酬勞及其他業務執行費用之差別，概如下表 54：

董事報酬

（§196Ⅰ）
業務執行費用 董事酬勞

名目

薪資；職務加給；

退職退休金；各種

獎金、獎勵金等

車馬費；公關費；

特支費；交際費；

各種津貼；宿舍、

配車等實物提供

酬勞；紅利

性質 勞務對價 業務執行費用 盈餘分派

會計項目 費用 費用 盈餘

支付 不論盈虧皆須支付 不論盈虧皆須支付
有盈餘始須支付，屬

「成功報酬」性質

決定機關 章程或股東會 董事會 章程或股東會

用途 可自由支配處分 不可自由支配處分 可自由支配處分

未訂明亦

未議定時
有請求權 無請求權 無請求權

法第 196 條有關報酬之規範，洵可確認。」（臺南地方法院 100 年度訴字第 166

號民事判決參照）

53	 「有關公司設置顧問及常務董事之規定，依本函所示，因公司法並無『顧問』

之相關規定，故其聘任應依公司章程辦理，另常務董事之報酬則亦以公司章程

為依據，章程未訂定者，則由股東會議定之。」

54	 林國全，董事報酬請求權—評最高法院九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二三五○號判決，

月旦法學雜誌第 135 期，2006 年 8 月，頁 24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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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nit
諾成及不要物契約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1950 號民事判決

壹  爭點

保險契約屬要式或諾成契約？屬要物或不要物契約？ 

貳  精華選讀

次按保險法第二十一條、第四十三條固分別規定，保險費分一次交付

及分期交付兩種。保險契約規定一次交付，或分期交付之第一期保險費，

應於契約生效前交付之，但保險契約簽訂時，保險費未能確定者，不在此

限。保險契約應以保險單或暫保單為之。然保險契約仍為諾成契約且屬不

要物契約，各該條文均僅係訓示而非強制規定，非一經交付保險費，保險

契約即為生效，仍應由保險人同意要保人聲請（承諾承保），經當事人就

要保及承保之意思互相表示一致，方告成立。該交付之保險費祇係保險人

之保險責任依契約約定溯及自要保人要保並繳付保險費之時點開始發生

效力而已，初不因要保人預先支付保險費，保險契約即提前生效，此觀同

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四條規定自明。是保險業務員之招

攬行為僅屬要約引誘，要保人出具要保書向保險人投保之要約行為，必俟

保險人核保承諾承保後，保險契約始得謂為成立。

參  關鍵透析

按保險費分一次交付，及分期交付兩種。保險契約規定一次交付，或

分期交付之第一期保險費，應於契約生效前交付之；但保險契約簽訂時，

保險費未能確定者，不在此限。保險契約，應以保險單或暫保單為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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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法第 21、43條定有明文。就此二規範之文義觀之，保險契約，除須交

付保險費外，亦須訂定保險單或暫保單等文書，始屬成立，似為要式及要

物契約。

1 要式及要物契約說

 鑑於此等規範文義，早期之實務見解多認為保險契約屬要式及要

物契約，如最高法院 70年度台上字第 2818號民事判決即明確表

示：「查保險法第四十三條規定，保險契約應以保險單或暫保單

為之，是要保人所為投保之要約，與保險人所為承保之承諾，縱

令口頭上已經合致，在雙方未訂書面之保險單或暫保單以前，仍

難認其保險契約業已合法成立。⋯⋯又保險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保險費應於契約生效前交付之，可見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契約

之生效要件，上訴人既自認其尚未繳納保險費，保險契約自難謂

已生效，其據以請求被上訴人履行其保險給付，亦屬不應准許。」

顯將保險單或暫保單與保險費之交付認為係保險契約之成立生效

要件（高雄地院 97保險簡上 4民決同旨）。

 亦有實務見解以立法理由為據，認定保險契約屬要物契約者，即：

「雖學者間或有保險契約是否要物契約（以交付保費為生效要件）

之爭論，惟觀五十二年九月二日修正保險法第二十一條之立法理

由謂：『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契約之要件，原法規定於約定時

期交付，意在保險契約約定時間交付，實際上若干保險機構為圖

業務之發展，誤解為訂約雙方自行約定時間交付，發生訂約而不

交付保險費之事實，一旦保險事故發生，糾紛百出，危害保險業

之正常發展甚大，爰增訂本條，以明確規定，加以防制』，可知

立法者增訂現行保險法第二十一條，係認保險費之交付原為保險

契約之要件，並就『先訂約後交保費』所可能引起之糾紛，預以

修法規範以資明確。準此，益徵保險費之交付，乃保險契約生效

之要件，殆無疑義。」（臺北地院 89保險簡上 2民決參照）

2 諾成及非要式契約說

 反於前揭見解，學者通說及晚近實務見解多採取保險契約屬諾成、

不要式契約之解釋，亦即，保險契約於要保人及保險人形成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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