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106,金上,5
【裁判日期】1060712
【裁判案由】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裁判全文】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6年度金上字第5號
上 訴 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邱欽庭
訴訟代理人 許德勝律師
被 上訴人 謝漢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05 年12月16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 年度金字第50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06 年6 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95年至98年間擔任上市公司吉
祥全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吉祥公司）董事長，為公司
法第8 條所定之公司負責人，受吉祥公司委任處理事務。因
訴外人恆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恆通公司）自96年起有意購
買吉祥公司所有之新北市○○區○○街00號廠房（下稱系爭
廠房），屢與吉祥公司洽談價格未成，訴外人即吉祥企業集
團總裁羅福助認有利可圖，乃與被上訴人及其掌控之人頭即
訴外人吳一衛，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法利益與使吉
祥公司為不利益交易之犯意聯絡，先於97年4 月29日以新臺
幣（下同）4 億8,000 萬元之低價，將系爭廠房出售予擔任
吳一衛人頭之訴外人毛保國，並於翌日（即30日）在公開資
訊觀測站公告此一交易資訊，以營造系爭廠房已出售予毛保
國及吳一衛之外觀。嗣恆通公司與羅福助洽談買賣系爭廠房
相關事宜，並於97年9 月11日約定以5 億5,500 萬元出售系
爭廠房予恆通公司，復於同年月16日及10月8 日簽立買賣契
約，使吉祥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交易，僅能以4 億8,000 萬
元之低價出售系爭廠房，致吉祥公司受有7,000 萬元價差之
重大損害（下稱系爭不利益行為）。又被上訴人於95年至98
年擔任吉祥公司董事長期間，有系爭不利益行為而損害吉祥
公司利益，伊係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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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法）設立之保護機構，已依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 項規定
於100 年9 月23日以存證信函分別函請吉祥公司監察人及董
事會對被上訴人提起訴訟，惟吉祥公司之董事會與監察人皆
未對被上訴人提起訴訟，伊自得依上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不受公司法第214 條及第227 條準用第214 條之限制，即有
訴訟代表權。又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 項第1 款之「董事」
，因實證上董事間之情誼與利害關係不會因董事已卸任而消
失，且目前實務上亦逐漸肯認「跨任期解任訴訟」，故應包
含已卸任之董事，始足保障投資人之權益。爰依公司法第23
條第1 項、民法第544 條、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後段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吉祥公司7,000 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等
語。
三、被上訴人未於本院準備程序、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
書狀作何陳述或聲明，惟據其於原審之答辯略以：投保法第
10條之1 係於98年5 月20日增訂，同年8 月1 日施行，本件
上訴人主張伊之行為發生於該法施行前，依法律不溯及既往
原則，自無該規定之適用，故上訴人依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
1 項第1 款對被上訴人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洵屬無據。又因
吉祥公司亟需改善其財務狀況，而於96年3 月間授權伊出售
系爭廠房換取現金，伊基於其經營上之商業判斷及綜合多方
比價結果，而於97年4 月29日將系爭廠房售予提出條件最為
優渥之毛保國，並於翌日（即30日）經董事會追認同意系爭
廠房之買賣契約，伊自無使吉祥公司受有損害之意圖。況系
爭廠房於97年2 月21日之鑑價結果為市值3 億91,586,058元
，出售予毛保國之金額則為4 億8,000 萬元，顯高於市場行
情，故伊並無非常規交易之行為等語。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
為：
(一)原判決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給付吉祥公司7,000 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
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則未於本院為答辯聲明。
五、兩造於原審不爭執事項（見原審卷(一)第63頁，並依判決格式
修正或刪減文句，或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
(一)被上訴人於95年7 月間以訴外人人仲公司法人代表身分出任
吉祥公司董事長，迄98年2 月5 日辭去董事長職務。
(二)恆通公司自96年間起即向吉祥公司表示欲購買其所有位於新
北市○○區○○街00號廠房。
(三)嗣吉祥公司於97年4 月29日以4 億8,000 萬元之價格，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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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廠房出售予以毛保國為買方名義之吳一衛，吳一衛亦當場
交付面額4,800 萬元之支票作為定金，吉祥公司於翌日（即
30日）將此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且公告此筆交易對象非
關係人之訊息，有買賣房屋契約書、吉祥公司提供之重大訊
息資料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04-206、179-187頁）。
(四)97年6 、7 月間，恆通公司負責人即訴外人張傳寧與羅福助
見面洽談買受系爭廠房事宜，雙方於同年9 月11日約定由賣
方吳一衛出售系爭廠房予恆通公司，買賣價金為5 億5,000
萬元，張傳寧並當場支付定金5,500 萬元支票乙紙予羅福助
簽收，有定金收據乙紙可考（見原審卷(二)第28-29 頁）。
六、上訴人主張其為依投保法設立之保護機構，被上訴人於95年
至98年擔任上市公司吉祥公司董事長期間有系爭不利益行為
，致吉祥公司受有7,000 萬元之重大損害，其於100 年9 月
23日依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 項規定分別以存證信函請求吉
祥公司監察人及董事會對被上訴人提起訴訟未果，乃依上開
規定代表吉祥公司對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依公司法第23
條第1 項、民法第544 條、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後段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吉祥公司之損害7,000 萬元及法定遲延
利息等語，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一)按「當事人之適格為訴權存在要件之一，原告就為訴訟標的
之法律關係如無訴訟實施權，當事人即非適格，其訴權存在
之要件亦即不能認為具備，法院自應認其訴為無理由予以駁
回。」，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1964號判例參照。又「上訴人
為第一審之原告，其對被上訴人起訴是否有訴訟實施權，即
當事人適格之要件是否具備，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
」亦有同院29年上字第1237號判例可參。是關於訴訟實施權
之具備與否，即其當事人是否適格之要件，不問其訴訟程度
，乃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項，不待當事人提出爭執，先予敘
明。
(二)查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之董事，如有違反忠實執行業務並盡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或監察人執行職務違反法令、章程
或怠忽職務，致公司受有損害者，均應對公司負賠償責任，
公司法第8 條第1 項、第23條第1 項及第224 條，於投保法
第10條之1 公布施行前本即設有規範；且於公司法第212 條
至214 條、第225 條、第227 條準用第214 條，並就公司代
表訴訟、少數股東為公司代位訴訟及其程序要件，分別定有
明文。惟有鑑於公司代表訴訟或少數股東為公司代位訴訟之
門檻及程序限制過高，為加強公司治理機制，杜絕公司經營
階層背信、掏空或董事、監察人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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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發生，並發揮保護機構為公司代位訴訟功能，以保障股
東（投資人）權益，投保法乃於第10條之1 第1 項第1 款增
訂：「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一項業務，發現上市或上櫃公司
之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
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請求公司之監察
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或請求公司之董事會為公司對監
察人提起訴訟。監察人或董事會自保護機構請求之日起30日
內不提起訴訟時，保護機構得為公司提起訴訟，不受公司法
第214 條及第227 條準用第214 條之限制。保護機構之請求
，應以書面為之。」使具公益色彩之保護機構於辦理投保法
第10條第1 項業務時，就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執
行業務違反法令或章程，發現其重大者，得不受公司法上開
規定之限制，即得以自己名義為原告，為公司對董事或監察
人提起損害賠償之訴。該條款之規定，與上述公司法所定少
數股東為公司對董事、監察人代位提起訴訟，性質上同屬法
律賦與訴訟實施權之規範。而按「繼續1 年以上，持有已發
行股份總數3%之股東，得以書面請求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
起訴訟。監察人自有前項之請求日起，30日內不提起訴訟時
，前項之股東，得為公司提起訴訟；股東提起訴訟時，法院
因被告之申請，得命起訴之股東，提供相當之擔保；如因敗
訴，致公司受有損害，起訴之股東，對於公司負賠償之責。
」，為公司法第214 條所明定，上開關於少數股東權行使門
檻之限制，如若太高，恐使少數股東權難以實現，如若太低
，又難避免少數股東權權利濫用，致干擾公司治理及其穩定
，不利於公司經營，進而害及其他股東權益，因此，90年11
月12日大幅修正公司法時，將公司法第214 條第1 項已由10
% 降低至5%之持股門檻，再度降低至3%，以求其平衡。參照
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 項第1 款之立法理由，係在彌補公司
法第214 條股東代表訴訟權規定之門檻仍高所設，堪認其本
質上仍在處理公司與董事間之訴訟，此觀該規定與公司法第
214 條規定同有先以書面定期請求公司監察人對董事提起訴
訟而不提起之要件即明，而公司法第214 條第1 項之所以規
定向監察人請求，乃因追究董事責任若向董事會請求，會產
生利害衝突，參照同法第213 條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司之規定而來，惟上述利害衝
突情況，多以現任董事為追究對象時才會發生，於董事卸任
後，該等利害關係通常已不存在，甚且由繼任董事積極追究
卸任董事責任者，亦所在多有，此際自應回歸原則，由董事
長代表公司提起訴訟，該訴訟已不屬公司與董事間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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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台上字第1764號判決要旨參照，見原審卷(二)第353
頁），自無由監察人例外行使董事長代表權之必要。
(三)依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 項第1 款賦予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
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訴訟實施權，既以書面定期請求監察
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而不提起為要件，自須以監察人得
為公司提起訴訟為前提，依上說明，倘非屬公司與董事間之
訴訟，監察人不得依公司法第214 條規定代表公司提起訴訟
，自亦無由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依投
保法上開規定取得訴訟實施權。至於上訴人雖稱實證上董事
與其他董事間之情誼、利害關係不會因卸任而消失，如投保
法第10條之1 第1 項第1 款之「董事」不含卸任董事，不足
以保障投資人權益云云，然如同上述，不論是公司法第213
條、第214 條或投保法此部分規定，均係例外行使原屬公司
董事之代表權，與公司治理間存有須經平衡之關係，如認對
於已非公司董事之卸任董事訴訟，公司董事代表權亦應予以
剝奪或代替，自以經由立法程序透過民主機制，於利害權衡
後立法明確規範為宜，上訴人上開主張已踰越投保法第10條
之1 第1 項第1 款之規範射程，本院尚難憑採。
(四)本件上訴人於100 年11月7 日對被上訴人起訴，有刑事附帶
民事訴訟起訴狀上所蓋原法院收文戳章可稽（見原法院附民
卷第1 頁），而被上訴人於98年2 月5 日即已辭去吉祥公司
董事長職務，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如前揭五、(一)所述，且依
吉祥公司變更登記表所示，吉祥公司於100 年7 月19日經經
濟部商業司准予登記董事長為陳碧華、董事為劉詩祺、黃一
立、楊怡潔、籃坤元，任期均自99年6 月18日起至102 年6
月17日止，有公司變更登記表1 份可按（見原審卷(一)第71-7
3 頁），足見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時，被上訴人
已非吉祥公司董事，揆諸上開說明，自無公司法第213 條、
第214 條規定之適用。又吉祥公司之監察人既無依公司法第
213 條對被上訴人提起訴訟之權限，上訴人自無從依投保法
第10條之1 第1 項第1 款規定取得訴訟實施權，則依首開說
明，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不具當事人之適格，其訴自為無理
由。
七、從而，上訴人依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 項第1 款規定，以自
己名義代表吉祥公司對被上訴人提起訴訟，並依公司法第23
條第1 項、民法第544 條、第184 條第1 項前段、後段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吉祥公司之損害7,000萬元，及自刑事
附帶民事起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是則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

Page 5 of 6

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
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
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7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競文
法 官 何君豪
法 官 范明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7
月
13
日
書記官 江怡萱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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