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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關係企業公司財務預測制度與證券投資人之保護 

第一節 關係企業財務預測與證券交易違法行為之牽連 

壹、財務預測之違法可能性  

公司財務預測制度，其目的在於使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財務資訊更加透明

化，以達到證券發行市場之真實性與流通交易市場之公平公正性。財務預測制

度之法源在於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規定：「本法所稱財務報告，謂發行人及證券

商、證券交易所依照法令規定，應定期編送主管機關之財務報告」、「前項財務

報告之編製準則，由主管機關以命令定之。」。據此具體授權機制，證期局乃頒

佈「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依該準則第十五條之規定，爰有「公開發

行公司財務預測資訊公開體系實施要點」與現行之「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

測資訊處理準則」之發布實施，財務預測制度於焉產生。 

公司財務預測之目的，厥在於提供投資大眾正確資訊，使其產生客觀投資

判斷依據，並避免公司相關主管人員惡意散佈不實資訊，影響證券投資者之權

益。對此制度，雖有反對者認為財務預測有其困難性，且易誤導投資判斷，但

整體而言，贊成財務預測制度者較眾。就法制而言，我國與美國法制均採肯定

見解，認為財務預測制度具有「揭露資訊內涵」之正面作用，我國「公開發行

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即屬肯定法制。而美國法制，學者認其為“soft 

information”或“forward-looking statement”或 projections, forecasts，應可解釋

為「軟性資訊」或「對未來前瞻的陳述或說明」1。 

財務預測制度有其立法美意，目的在於規範證券發行人之誠信，並藉由預

測資訊之公開與透明化，作為投資者判斷之依據。惟經濟環境與個別產業之未

來能見度尚有差異，雖然法制上規範對於作成財務預測之基本假設因素變動達

到一定標準時，必須為調高或調降該財務預測（即更新財務預測）2。質言之，

無論是財務預測或更新財務預測，均有法定程式與會計師之查核。法制上，公

司已公開財務預測時，應隨時評估敏感度，密切注意基本假設變動對財務預測
                                 
1.劉連煜，公司財務預測法制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第 59期，頁 108-122，二○○○年四月版。  
2. 依「公開發行公司財務預測資訊公開體系實施要點」第十八點之規定，當編製財務預測所依據之關鍵因素
或基本假設因素發生變動，致稅前損益金額變百分之二十以上且影響金額達新台幣三千萬元及實施資本額
之千分之五者，公司應依規定公告申報更新後財務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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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之影響。 

貳、財務預測非常規交易之類型  

有些公開發行公司，亦可能藉由財務預測制度，達到其非常規交易行為之

目的。此種類型有三種，第一種為：藉由財務預測之調高或調降，達到炒作股

票之目的，例如關係企業間，就上市之公司先以子公司大量購入股票，俟持有

大量該上市公司股票時，再宣佈調高財務預測，此時因更新財務預測之資訊揭

露，致投資人為該調高獲利狀態所吸引，且產生提昇投資價值，因此投資人開

始買入，詎此時該公司之控制股東（controlling shareholders）開始出售股票獲

取鉅額利益。此種狀態維繫到某一時期後，控制股東再以基本假設因素變動為

由，對該上市上櫃公司之財務預測更新調降，此時因調降財務預測之訊息揭露，

投資人大感失望而拋售股票，股價大跌，控制股東再以子公司之名義大量補回

股票，嚴重影響交易市場公平公正性，也侵害投資人之權益。此類型之實際案

例，在台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易字第三七四七號即屬此例。惟該案係以

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內線交易處置，且獲判無罪3，但上訴審理

經台灣高等法院改判有罪（八十九年度上易字第四四七二號），又由被告上訴第

三審，最高法院以九十三年度臺上字第六五○○號判決維持有罪判決確定在

案；第二種類型係公司於股票上市程式中，刻意隱匿財務不良之情況，而使該

公司股票順利上市或上櫃後不久，再宣佈調降財務預測，且幅度甚大，但在該

公司股票上市或上櫃後宣佈調降財測前，大股東即拋售股票。此種為求順利上

市上櫃而「應調降財務而遲誤更新」，亦為非常規交易之類型4。在實務上，此

                                 
3. 該案後又經公訴人上訴第二審，由台灣高等法院以八十九年度上易字第四四七二號判決有罪，經上訴第三
審，最高法院駁回上訴，維持有罪確定在案。但該案件應不僅為內線交易，尚應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
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之炒作行為或同條項第六款之操縱行為。該案之案情大致如下：  
國豐公司、南港公司、楊鐵公司三公司均為上市公司，國豐公司大量持有南港公司、楊鐵公司之股權（且
透過集中市場惡意兼併而取得南港公司經營權，於民國八十四年間引起震撼）。民國八十六年四月間，國
豐公司召開董事會，決議處分南港公司、楊鐵公司之部分股權，且因此可獲利，乃依公開發行公司財務預
測資訊公開體系實施要點第十八點，調高財務預測，盈餘目標由新台幣二億四千萬提昇至二十一億八千萬
元，嗣國豐公司又於同年七月間召開董事會，決議表示因處分南港公司、楊鐵公司之股票價格不如預期，
且南港公司、楊鐵公司之股價亦下跌中，乃又調降營收及稅前盈餘目標，由原預測之新台幣二十一億八千
萬元降為十三億八千七百萬元，降幅達百分之三十六，市場譁然。證券主管機關調查發現，該集團企業之
控制公司國隆公司、國翔公司、國裕公司三公司係由集團負責人與家族組成，而國隆公司、國翔公司、國
裕公司大量持有南港公司、楊鐵公司之股權，在南港公司宣佈調高財測前，國隆公司、國翔公司、國裕公
司三公司大量買入南港公司、楊鐵公司股票，調高財測後調降財測前，該國隆公司、國翔公司、國裕公司
三公司大量賣出南港公司、楊鐵公司股票，因此而獲得鉅額利益。  

4.中國時報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七日社論中，更就此種非常規交易之類型評論為「人吃人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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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型之實際訴訟案例，以台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年度偵字第七三二九

號、台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庭九十年度重訴字第一六二號損害賠償事件，為首

開先例。但該二案件係投資人提起民刑事訴訟，且查無證據證明大股東或關係

企業控股公司拋售股票，僅就公司股票上市後不久即大幅調降財務預測致股價

重挫等情訴訟，刑事部分經檢察署處不起訴，民事部分第一審民事法院判決公

司與負責人應連帶負賠償責任，該民事訴訟現上訴第二審，台灣高等法院尚未

判決（九十三年度重上字第二二○號）5；第三種類型，係藉由調降財務預測之

事前知悉，而在調降財測前以他人名義融券放空，俟前揭財務預測更新後，股

價重挫之際再行補券買回，謀取不法利益。此種類型與第一種類型相同，除應

查明內線交易外，仍應考量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之炒作與操

縱行為，並審酌有無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二款所定非常規交易行為，

再依刑法理論，斟酌其為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依刑法第五十五條從一重處斷6。 

參、關係企業合併報表之法制規範  

一 .關係企業合併書表之編製  

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二就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書表編製，規

定控制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編製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

務報表。而從屬公司應造具其與控制公司間之關係報告書，載明相互間之

法律行為、資金往來及損益情形；前開規定之目的，在於確定控制公司對

從屬公司之責任，並使關係企業間之財務及業務關係得以公開化、透明化。

                                 
5.該二案件均為同一事實，由投資人分別提起刑事告訴與民事損害賠償訴訟。且該二案件中僅為單純於上市不
久後大幅調降財務預測所致，並無證據證明大股東或關係企業控股公司出售股票謀取暴利。  

6.依據經濟日報二○○二年七月十九日報載：  
旺宏、全懋、世華銀、中聯信託、華南金、新光金等六家上市公司，大幅調降今年財務預測由盈轉虧，成
為台灣證券交易所於民國九十一年第一波列為財測實質審閱對象，並將移請市場監視部查核是否涉及內線
交易。  
上市公司若因未及時更新財務預測、財務預測的基本假設未合理評估等，將被記缺失糾正，連帶影響主管
機關對其現金增資案的審查，並視情節輕重列為內線交易選案查核，若涉及虛偽隱匿，更要負賠償責任。
按照相關規定，符合財測實質審閱的上市公司，證交所將在二個月完成對其財測的實質審閱；若發現有未
依實施要點規定即時更新、財務預測的基本假設未合理評估等，將對上市公司處予記缺失、列入平時管理
選案參考；情節嚴重者，更列為內線交易查核。若上市公司基於故意或重大過失，致財務預測內容有虛偽
或隱匿情事，主管機關更將依證交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對於善意取得或出賣該股票的投資人所受損害，
公司應依證交法第二十條負賠償責任。上市公司實施庫藏股及更新調降財務預測，依規定都會移請市場監
視部，作為查核內線交易的選案依據；市場監視部對於調降財務預測達到實質審閱標準的上市公司，更會
對其調降財務過程中，股價是否異常波動，交易是否異常集中特定帳戶進行調查，而重點是在瞭解有無涉
及內線交易，一旦掌握證據即依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函請司法檢調單位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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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關係企業合併報表之編製，其編製準則由證券主管機關於民國八十八年

一月初製訂「關係企業合併書表編製準則」，於同年四月二日生效施行7。 

關係企業合併書表之編製，係按市場需求公開資訊之原則，尤其，上

市公司轉投資非公開發行公司，此些非公開發行公司又再轉投資其他國內

或國外之公司，造成財務會計準則無法適切揭露表達之問題，且極易使投

資人感覺企業在資訊揭露之不足。而依照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之規定，當

一集團有控制公司之組織存在時，主管機關希望將控制公司能將其所管轄

之被控制公司之財務狀況、經營結果予以揭露，儘可能將投資人所需要之

資訊全數提供。而相對而言，為防止被控制公司（即從屬公司）在交易過

程中左右相關之交易條件造成不合營業常規，從屬公司亦必須編製關係報

告書，此種訊息之揭露不僅為法律之明文規定，亦為市場自主之需求。 

關係企業在近年來已成為經濟體制之流行現象，企業與企業結合形成

龐大複雜之經營體系，確實對工商發展產生極大之動力，但也引發不少爭

議，其中最重要之部分在於企業管理之問題。因此，關係企業專章透過嚴

謹之法令規定，期能達到管理關係企業之目的。依據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

條之十二第三項規定，證期局以具體授權之方式，頒佈關係企業合併書表

編製準則，補充加強對於關係企業之規範8。此項法制之規範方法，能夠注

意成本與效益間之平衡。因為，證券市場講求資訊公開，而且為完整正確

之公開，俾供投資人獲取投資所需之資訊。但另一方面，企業界編製各種

報表亦須花費鉅額支付，主管機關要求企業編製各種報表之際，亦權衡實

際情形，使報表之編製具備可行性，而且產生實際之效性，才屬符合法制

精神。 

有關上開合併書表之編製，其準則係由證期局頒佈，有如前述。但在

此產生邏輯問題。因為，目前公司法之主管機關應為經濟部，證券交易法

之主管機關應為證期局，但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二第三項竟具體授

權由證期局頒訂關係企業合併書表編製準則。換言之，此時產生矛盾現象，

                                 
7. 此項法規之全名為「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及關係報告書編製準則」，嗣於民國

89年 10月 17日修正，共有 19條。  
8. 為此，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與會計研究月刊，曾於民國八十八年四月六日舉辦「合併財務報表在
法律面與會計面之分歧座談會」，由大法官賴英照主持，邀請學者、證券主管機關、商業司官員、會計師
與律師參與座談，討論相關之問題。本論文作者當時亦參與座談列席報告，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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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公司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但關係企業之合併書表則由證期局訂

定編製準則，體制上甚為特殊。此項問題實源自證期局之前身為證管會，

而證管會於民國七十年六月三十日以前隸屬於經濟部，七十年七月一日以

後改隸財政部，因此造成事權之分散。因此，必須由財經兩部，特別是證

期局與商業司加強協調與聯繫，以解決爭議之疑難問題9。 

二 .關係企業合併書表編製準則之重要內容  

合併書表編製準則分為五章，共計十九個條文。其重要內容在第一章

為總則，規定其法源係依據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二第三項訂定。而

公開發行公司符合關係企業章所訂之控制公司，應於每營業年度終了，編

製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及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公開發行公司符合

關係企業章所訂之從屬公司，應於每營業年度終了，造具其與控制公司間

之關係報告書。此外，若公開發行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編製上開所

述三項書表： 

(一)符合公司法所訂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者。 

(二)符合公司法所訂互為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者。 

(三)為他公司之控制公司，同時兼為另一公司之從屬公司者。 

至於各項表編製之基本原則如下： 

(一)所記載之內容，必須詳實明確，文字敘述應簡明易懂，不得有虛偽或

欠缺之情事。 

(二)應本誠信原則充分揭露關係企業必要之資訊，並不致誤導利害關係人

之判斷與決策10。 

較值得注意者，在於該編製準則第六條之規定，內容將公司法第三百

六十九條之一、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二、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三關於關係企業

之定位加以擴大其「實質關係」。依編製準則第六條規定，公開發行公司於

判斷為有關係企業之控制與從屬關係時，除依公司法之關係外，應考慮其

                                 
9. 會計研究月刊，第 162期，頁 34，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版。  
10. 「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及關係報告書編製準則」（民國八十九年十月十七日修
正版）第二條、第三條、第五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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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關係。依該編製準則第六條內容，認定「實質關係」之存在，有如擴

張「控制關係」之認定。公開發行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規定編製

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及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但有相關事證證明無

控制與從屬關係者，不在此限。 

(一)取得他公司過半數之董事席位者。 

(二)指派人員獲聘為他公司總經理者。 

(三)對他公司依合資經營契約規定，擁有經營者。 

(四)對他公司資金融通金額達他公司總資產之三分之一以上者。 

(五)對他公司背書保證金額達他公司總資產之三分之一以上者。 

依上開規定，無形中將關係企業之內涵加以擴大，但仍包括公司法之

定位，惟增加若干形態，例如指派總經理、與他公司有合資經營契約而擁

有經營權、資金融通或背書保證達他公司總資產三分之一以上，等項情形。

此種擴大實質關係，應解釋為合併書表之編製構成要件，而非即構成公司

法所謂之關係企業。 

編製準則第二章規定「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應載明關係企業概

況及營運概況，包括： 

(一)關係企業組織圖： 

1.列明各關係企業之名稱，並加註公司間之持股或出資比例： 

(1)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 

(2)相互投資公司。 

(3)從屬公司與從屬公司。 

2.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三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時，列明相同

者之名稱及合計持股或出資比例。 

(二)各關係企業之名稱、設立日期、地址、實收資本額及主要營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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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三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者，應揭露下

列事項： 

1.屬法人股東相同者，其推定原因、法人名稱、持股情形、設立日期、

地址、實收資本額及主要營業項目。 

2.屬自然人股東相同者，其推定原因、姓名及持股情形。 

(四)整體關係企業經營業務所涵蓋之行業。各關係企業間所經營業務互有

關聯者，應說明其往來分工情形。 

(五)各關係企業董事、監察人與總經理之姓名及其對該企業之持股或出資

情形11。 

第三章規範「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應包括關係企業合併資產負責

表、關係企業合併損益表及其附註或附表，並且應就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

分別揭露下列事項： 

(一)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間及從屬公司與從屬公司間已消除之交易事項。 

(二)從事資金融通、背書保證之相關資訊。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相關資訊。 

(四)重大或有事項。 

(五)重大期後事項。 

(六)持有票券及有價證券之名稱、數量、成本、市價（無市價者，揭露每

股淨值）、持股或出資比例、設質情形及期中最高持股或出資情形。 

(七)其他重要事項或有助於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允當表達之說明事項。 

第四章規範「關係報告書」，內容應包括從屬公司與控制公司間之關

係、交易往來情形、背書保證情形及其他對財務、業務有重大影響之事項。

此外，從屬公司與控制公司間之關係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控制公司之名稱、控制之原因及持股與設質情形。 
                                 
11. 同前註編製準則第八條、第九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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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制司派任於從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指派人員獲聘為從屬公司經

理人之情形。 

三、關係企業合併書表對於財務預測制度之匡正功能  

在關係企業合併書表編製準則中，存有一個爭議，即為關係企業「關

係」之認定。公司法之規定中，並無明確之定義在何種情況下，控制公司

實質透過直接或間接之方式控制從屬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之經營，而

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中雖有提及「形式關係人」與「實質關係人」，但何謂

「實質」，亦無明確之界定12。因此，在關係企業合併書表編製準則中，試

圖將所謂之「實質認定」作出較明確之定義。例如在人事方面，通常一公

司若能掌握另一公司董事席位過半數時，原則上可認定具有控制能力。此

外，若一家公司能指派一人至另一公司擔任總經理，因為總經理對公司之

財務、業務、人事、預算均能予以控制，從而，亦可認定具有控制能力。

至於財務方面，公司與公司之間若有資金往來或背書保證之程度達到對方

總資產之三分之一時，即可認定具有控制從屬關係。此外，在業務方面，

若因為合資契約關係而掌握經營權，亦可認定具有控制權。 

關係企業合併書表編製準則，其正面之內涵，在於具備對於財務預測

制度之匡正功能，一方面使得發行公司必須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之規定

為誠信交易，且不得為詐欺市場之行為，且可規範財務報表之正確性，符

合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四條之規範。另一方面則可提供證券投資人正確

之資訊，俾供投資之參考，保障流通市場之公平公正性。 

肆、詐欺市場理論（Fraud-on-the-Market Theory）  

一 .法源與立法內容  

證券交易應本著誠信原則，發行市場應具真實性，流通市場應具公平

公正性。從而，各國證券交易法皆規範禁止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

信之不法行為，此種「反詐欺條款」，旨在維護證券市場之交易秩序，防範

詐欺行為，以保障投資人之權益。如其能發揮應有之正面功能，則對證券

                                 
12. 同前註 9，頁 22。在會計學上，如果持股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即歸類為「形式上控制」，但若持股不到
百分之五十，甚至均無持股，但用契約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控制另一公司之人事、財務、業務，則歸
類為「實質控制」。而「形式關係人」與「實質關係人」之概念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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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紀律之健全，當具正面且積極之效用。 

二 .美國法制之規範  

美國證券交易所施行細則 10-b-5，係自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第十條第二項（SEA 10-b），茲分述該法

條與施行細則如下： 

(一)美國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第十條第二項： 

Section 10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d pers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the sue of any means or instrucmentality of interstate commerce or of the 

mails, or of any facility of any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 (b)To use or 

emplo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any security registered on 

a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 or any security not so registered, any 

manipulative or deceptive device or contrivance in contravention of such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the Commission may prescribe as necessary or 

appropriat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or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vestors. 

10(b)任何人，無論是直接或間接地，透過州際商務通訊手段或者工

具 或者郵件，或者全國性證券交易所之設施：� (b)對於在證券交易所已

經登記之證券或未經登記之證券，於涉及證券買賣之情形，使用或實施

任何形式之操縱、欺騙或計謀，只要這些行為違反了聯邦證券交易委員

會基於公眾利益或保護投資者權益而制訂之必要的適當的規則及管理規

定，即構成犯罪。 

(二)美國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二項第五款：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the use of 

any means or instrumentality of interstate commerce, or of the mails, or of 

nay facility of any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 (1)to employ any device, 

scheme, or artifice to defraud, (2)to make any untrue statement of a material 

face or to omit to state a material fact necessary in order to make the 

statements made, in the light of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y were 

maede, not misleading, or (3)to engage in any act, practice, or cour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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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which operates or would operate as a fraud or deceit upon any 

pers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uchase or sale of any security. 

10b-5 操縱及詐欺工具之使用任何人，無論是直接或間接地，通過

州際商務通訊手段或者工具，或者郵件，或者全國性證券交易所之設施：

(1)計畫、密謀或設置圈套進行詐欺(2)對於當時情況而言必須紀錄之重大

情況，進行不真實之陳述或予以隱瞞；(3)從事任何對於證券買賣構成了

或可能構成詐欺之行為、業務或其他商務活動。以上行為皆構成犯罪。 

(三)美國法制對公開說明書真實性之規範 

美國諸多聯邦證券法律中，最重要者有二：一九三三年的證券法

（Securities Act of 1933）及一九三四年的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前者主要規範證券的募集與發行，旨在貫徹充

分公開原則（full public disclosure）；後者的規範對象則為已發行的證券，

立法目的在確保流通市場的公平與誠實。 

由於兩者的立法目的不同，因此對充分公開原則的實施，彼此間的

要求亦有所不同，甚至有衝突的可能。惟基本上，兩者要求發行人或上

市公司應充分公開所有足以影響投資大眾的判斷的重要資訊，並避免不

實或誤導的陳述。證券法第 17(a)(2)條即明確規定：「公開說明書之製

作，於其製作當時，應依當時環境，不得對重要事實為不實的陳述，或

漏未陳述，俾使公開說明書不致誤導。」（any untrue statement of a 

material fact or any omission to state a material fact necessary in order to 

make the statement made, in light of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le they 

were made, not misleading）。而證券交易法第 14(e)條亦有類似的說法，

以規範證券的公開出價收購交易（any tender offer or request or invitation 

for tenders, or any solicitation of security holders in opposition to or in favor 

of any such offer）。 

伍、我國證券交易法關於誠信交易之規範  

謹按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規定「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或買賣，不得有虛

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發行人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其他有

關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對於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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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或出賣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之責」，係參考美國證

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二項第五款（Rule 10-b-5）而立法，其構成要件除

被告必須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外，原告且須證明因果關係及損失，至於客觀要件

尚有13： 

1.欺騙行為（deception） 

2.與買賣有關（in connection with purchase or sale of a security） 

3.被告知情（scienter） 

4.消息重要 

陸、反詐欺條款之理論探討  

一.信賴關係（Reliance）與推定之信賴（Rebuttable Presumption of Reliance） 

證券交易法規範「反詐欺條款」，其理論依據在於維護交易秩序與保障

投資人之權益。職是，其要件因素在於詐欺（ fraud）、不實表示

（misrepresentation）或故意遺漏（omission）、投資人之信賴（reliance）、

與具備因果關係（causation）。而上述評量因素中，最重要者厥在於信賴與

因果關係。反詐欺條款之理論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 Basic Incorporated 

V. Levinson案件中認為「依照證券交易法實施細則第十條第二項第五款之

規定，判斷“不實之陳述”是否構成對市場詐欺，應考量適用“推定之信

賴關係”」（A rebuttable presumption of reliance is appropriate where 

misrepresentation have Caused fraud-on-the-market und Rule 10b-5）（A 

rebuttable presumption of reliance may be applied to misrepresentations under 

a fraud-on-the-market theory）。質言之，雖然信賴因素為 Rule 10b-5之要件，

但基於詐欺市場理論，「推定之信賴」亦可適用14，並因而引起震撼。此案

之事實與裁判要旨如下： 

在一九七六年，有一家名為“Combusion Engineering”公司，開始準

備購併另一家名為“Basic”之公司，Basic 公司之主要業務係製造化學耐

火產品（chemical refractions），在購併之過程中，Combusion公司之高級主

                                 
13. 餘雪明，證券交易法，頁 524-527，二○○一年三月版。  
14. 485 U.S. 224(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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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與董事向 Basic 公司之董事及高級主管提出各種關於購併與合併之可能

途逕。然而，Basic 公司卻對外宣佈三個聲明，其中包括：「紐約證券交易

所向 Basic公司查詢時，Basic公司回覆內容中否認該公司參與合併協商」

（Basic made three public statements, including a reply to an inquiry by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denying that it was involved in merger 

negotiation），詎及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Basic公司竟發佈聲明表示

已經達成合併，且 Basic公司董事會接受 Basic公司以每股美金四十六元之

價格被 Combusion公司購併。此每股美金四十六元之價格頗高，而在當初

Basic 公司宣稱並未參與合併談判聲明後，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Basic 公司被合併時之間，Basic公司之股東以低於每股美金四十六元之價

格出售股權，該些股東乃提起集團訴訟（class action），以 Basic公司為被

告，主張 Basic公司最初否認合併談判之聲明違法，砥觸 Rule 10b-5所規

範「禁止虛偽或誤導之證券交易訊息」（ false or misleading material 

statements in regard to securiting trade）。被告 Basic公司抗辯原告並無舉證

信賴關係（had not demonstrated reliance）。第一審法院（trial court）判決

Basic 公司勝訴，第二審法院（the court of appeals）推翻原審判決，Basic

公司不服提起上訴，聯邦最高法院駁回 Basic 公司之上訴。 

最高法院判決 Basic 公司敗訴之主要理由，在於「依證券市場詐欺理

論，推定之信賴可以適用於 Rule 10b-5關於不實陳述之規定」（A rebuttable 

presumption of reliance may be applied to misrepresentation under a 

fraud-on-the-market theory under Rule 10b-5）。主審法官 Blackman, J.認為：

依 Rule 10b-5之規定，信賴（reliance）為一重要條件，因為「信賴」足以

證明被告不實陳述之行為與他人損害間之因果關係。但早期之證券交易係

「面對面之交易」（face-to-face transactions），而時空變化之結果，此種「面

對面之交易」亦隨之有異，因為證券投資人信賴市場價格之真實性，如果

違反真實揭露原則，就有「信賴推定」之狀況。職是，當有人以詐欺手段

影響股票交易價格時，確有必要推定信賴關係之存在，但若被告能反證推

翻，證明其所為不實之陳述，並不足以影響改變股票價格，或能證明「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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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證券買受人」（individual purchaser）知情而仍買賣股票15。 

本案另承審之最高法院法官White, J.則持反對意見，認為：投資者不

相信股票價格之正確性，係因股票之價值，尚有市場價格以外之評量，縱

使有價證券具有揭示價格，投資者通常亦不認為「價格足以反應價值」。事

實上，大多數之投資人買賣股票，係因其相信「價格並非真正之價值」。質

言之，該法官將「股票價格」與「股權價值」加以區隔，不可相等論斷，

因此，尚難以「信賴推定」之原則適用於 Rule 10b-5之規定16。 

二 .因果關係（Causation）  

Rule 10b-5 禁止證券詐欺買賣之行為，使之及於詐欺買入證券之行

為，而保護出賣人與買受人受到同等之保護，關於 Rule 10b-5之提起訴訟，

仍應援引侵權行為理論中之詐欺（fraud and deceit）。質言之，原告提起訴

訟，而依據 Rule 10b-5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時，除應舉證證明因信賴

被告故意所為之重要而不實陳述或遺漏，致原告受到損害外，仍需證明其

間存在因果關係（causation）。整體而言，Rule 10b-5之訴訟要件包含：重

要事實之不實陳述或遺漏（misrepresentation or omission of a material 

fact）、信賴（reliance）、故意（seienter）、因果關係（causation）。 

                                 
15. A rebuttable presumption of reliance is appropriate where misrepresentations have caused fraud-on-the-market 

under Rule 10b-5.  Reliance is an element of a Rule 10b-5 action because it provides the requisite causal 
connection between a defendant’s misrepresentation and the injury.  However, in cases where the duty to disclose 
material information has been breached, a presumption of reliance arises.  Since the modem securities market 
differs from the face-to-face transactions contemplated by the early fraud cases, the reliance requirement must also 
be adjusted to account for these differences.  When the market is interposed between the seller and buyer, the 
market price transmits information to the buyer.  Congress assumed that the market price would reflect all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and hence, any material misrepresentations.  Thus, purchasers on the market rely 
on the integrilty of the market price.  Therefore, where fraud alters the market price, a rebuttable presumption of 
reliance is also appropriate.  This fraud-on-the-market presumption also overcomes the unrealistic evidentiary 
burden that a class action under Rule 10b-5 would face.  The defendant may still rebut the presumption by 
showing that the misrepresentations did not alter the market price or that an individual purchaser would still have 
traded despite knowledge of the fraud. 

16. Investors do not rely on the integrity of the market price because this implies that stock has true value measurable 
apart from the market price.  Even if securities had a distinct, knowable value, investors do not always share the 
presumption that a stock’s price reflects this value.  In fact, most investors purchase or sell stock because they 
believe that the price does not reflect the tru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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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關係為反詐欺條款理論之重要請求權基礎，因此，不實之陳述或

遺漏必須為股價變化之直接原因，否則，如無因果關係之要件，Rule 10b-5

將可能成為「損失之保險機制」，該法律之規定即成為負向而無實質意義。

美國法制由 Rule 10b-5發展出市場詐欺理論（Fraud-on-the-Market Theory）

及其他相關裁判採納此一法則，因果關係之證明與認定，厥為重要之條件。

證券詐欺理論與 Rule 10b-5之因果關係要件，可以區分為「交易因果關係」

（transaction causation）與「損害因果關係」（loss causation），前者指若無

行為人之不法陳述或遺漏，即無交易之完成或有價證券之買賣，後者指行

為人之不法，導致投資之損害。此二種因果關係均必須證明存在，始能證

明請求權存在與確定損害賠償範圍。 

美國法院實務上考量舉證證明因果關係之困難，爰採用不同方法分別

處理，其方式乃區隔舉證責任之分配與轉換。如果原告訴訟之指控，係指

被告以引誘他人交易之目的（inducement）而故意為不實之重要訊息陳述

或遺漏時，法院將考量股價變化多端、影響股價之因素甚多，投資人應具

備風險意識與自負責任原則，而要求原告只須證明「交易之因果關係」即

可，而將「損害之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轉換到被告，亦即被告應證明原

告之損害係由其他因素造成（the wholly independent factors），否則被告應

對原告負損害賠償之責任；但若原告訴訟並非指控被告以引誘之故意時，

法院認為原告應舉證證明「交易因果關係」（transaction causation）與「損

害因果關係」（loss causation），此法則與傳統判例法（common law）相同17。

但值得一提者，為聯邦最高法院在 Affiliated Ute Citizens V. United States案

件中，卻放鬆此一標準，認為「無信賴之證明，並非即不得請求賠償。如

果被告有公開（揭露）之義務，卻未履行。而法院所重視者，乃是該為公

開之消息是否為重要，以致可能影響合理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是以，持

有重要事實卻持未揭露，其本身即足構成『事實間之因果關係』。（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is case, involving primarily a failure to disclose, positive 

proof of reliance is not a prerequisite to recovery.  All that is necessary is that 

the facts withheld be material in the sense that a reasonable investor might have 

                                 
17. 劉連煜，論證券交易法一般反詐欺條款之因果關係，法商學報，頁 89-102。  
劉連煜，證券詐欺與因果關係，月旦法學雜誌，第 78期，頁 22-23，二○○一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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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ed them important in the making of this decision.  This obligation to 

disclose and this withholding of a material fact establish the requisite element 

of causation in fact.）18」 

三 .效率資本市場之假設理論（Efficient Capital Market Hypothesis）  

(一)效率市場之定義（Efficient Market） 

所謂「效率市場」（Efficient Market）係指該市場中之市場價格即

是對於投資之真實價格之客觀評價。質言之，市場價格等於投資真實價

格 19。至於「效率資本市場之假設理論」（Efficient Capital Market 

Hypothesis，簡稱 ECMH），為經濟學與財務管理領域，指證券市場應

有足夠能力，俾以吸收與判斷各種多元化之資訊，不論資訊之真實與否，

市場應能評估。換言之，效率資本市場中，證券價格可反映全部資訊，

亦即資訊（不論真實與否）均有反映而影響有價證券價格之效率，此種

市場，理論上並定位為「公開且已發展之市場」（open and developed 

market）。在 ECMH之理論下，認為在有效率之資本市場中，證券價格

會迅速而公平地充分反映已知之相關資訊，當有新資訊發生之時，證券

價格均能立即相應調整。此種理論基礎，要求市場中之證券價格若有誤

差，其誤差必須具備客觀性質。 

(二 )弱勢效率（Weak Form of Efficiency）、強勢效率（Strong Form of 

Efficiency）與半強勢效率（Semistrong Form of Efficiency） 

                                 
18. 406 U.S. 128(1972)，資料來源：http://laws.lp.findlaw.com/getcase/US/406/128.html 
19. 李鈴鈴著，財務管理理論與實務（下冊），頁 41-59，台灣西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月。依據美國經濟
學者 Dr. Damodaran之看法，認為效率市場之特性有幾個主要涵意：  
1.相對於一般的觀念，市場效率並不需要市場價格在任何時間等於實際價值。它所要求的是市場價格中的
誤差必須是客觀的；也就是說，只要這些誤差是偶發（隨機）性的，則價格將大於或小於實際價值。 

2.當價格與實際價值的誤差為偶發性時，表示以下兩種情形發生的機率是相等的：不是股票將會在任何時
間股價低估或高估，就是這些誤差與任何觀察得到的變數間有互動關係。  

3.如果市場價格與實際價值間的誤差是隨機的，其結果是，沒有任何一種投資者可以用任何一種投資策略
發現定價過低或過高的股票。  

市場效率的定義必須明確的界定所考慮的市場及所涵蓋的投資者。這與所有市場對所有投資者皆有效益的
情形是截然不同的。但某個特定市場（如：紐約證券交易所）卻極有可能對一般投資者均有效益。此外，
當某些市場有效益時，有可能某些市場卻不如此，或一個市場有可能對某些投資者有效益，對另一些投資
者卻非如此。這是由差別稅率及交易成本（ transactions costs）所直接產生的結果。交易成本帶給某些投資
者一些比其他投資者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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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弱勢效率（Weak Form of Efficiency） 

關於弱勢效率市場之狀態，歸納如下： 

Ａ有關過去價格變化之所有資訊，均已反映於股價上。 

Ｂ投資人運用各種技術分析方法，對以前之證券價格從事分析與判

斷，尚不能提高其投資有價證券之判斷能力而獲得超額報酬。 

Ｃ通常無法基於過去之證券價格變化，而投資股票獲益。 

Ｄ過去之價格變化，雖然有如「過濾技巧」（filter technique），但經由

過濾技巧，以前之價格變化亦無法預知未來之股價。 

Ｅ股票價格只反映某此資訊，亦即只對過去之價格移動，並非指股價

反應其他全部種類之資訊。 

2.半強勢效率（Semistrong Form of Efficiency） 

關於半強勢效率市場之情況，歸納如下： 

Ａ股價不僅反應過去影響價格之資訊，凡是其他所有已公佈之資訊亦

反映於股價中。 

Ｂ公司營利、股利政策、可能之獲利估計、企業所採納之審計、甚至

合併之訊息，等有關事項，均可反映股價之變化。 

Ｃ於適用詐欺市場理論時，須以交易市場為半強勢效率為前提20。 

3.強勢效率（Strong Form of Efficiency） 

關於強勢效率市場之情況，歸納如下： 

Ａ股價不僅反映已公開之資訊，且亦反映少數人知悉之情勢。 

Ｂ影響股價之因素，包含企業內部之情狀與整體社會經濟情勢。 

Ｃ內線消息、投資專業分析師對企業或整體經濟之分析資訊亦可反映

在股價中。 
                                 
20. 王士珮，證券交易法上一般反詐欺條款之研究，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89-95，一九九
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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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任何投資人均無法超越系統化之市場而獲得更多利益。 

Ｅ投資人即使可獲得企業內部資訊，亦不確定能獲得利益。 

Ｆ實證上之分析，強勢效率資本市場為極少數之例外，通常均僅就弱

勢效率與半強勢效率討論效力21。 

柒、我國關係企業證券交易之違法行為援引「詐欺市場理論」之探討 

就我國目前證券交易市場而言，是否屬所稱半強勢市場容有疑問，且在流

言充斥之市場中，某種特定有價證券對某項消息之正確反映，自然容易受到幹

擾。台灣股市是否符合半強勢有效率市場假設之實證研究，結論並不一致，以

目前之情形判斷，應認定不符合半強勢有效率市場為是。美國之證券市場，以

機構投資人為主，自然人投資人為輔，機構投資人較有資力及能力收集相關資

訊，為正確之判斷。反之，我國之證券市場，以自然人投資人（即俗稱散戶）

為主，且投機客較投資客為多，對於證券發行人公佈之資訊，較少注意，反倒

是對市場之流言，則往往起相當之作用。因此美國法院所採之「對市場詐欺」

理論，是否運用到我國？殊值懷疑。我國民事訴訟制度，除消費者保護法或公

害事件有採集體訴訟外，其餘之訴訟皆無集體訴訟之規定。民國九十一年七月

十七日公佈之「證券投資人及期貨投資人保護法」，亦有採團體訴訟之規定，惟

係二十人以上授權保護機構時，始有其適用。對「詐欺市場」理論，主要是在

集體訴訟中，要求個別舉證「信賴」因果關係，有所困難，因此有此緩和之推

定因果關係之產生。而目前「證券投資人及期貨投資人保護法」之保護機構，

尚未成立，因此目前現況，並無「詐欺市場」理論適用之餘地22。縱令採用「對

                                 
21. 參照同前註所引用，Gilson & Kraakman, The Mechanisms of Market Efficiency, 70 Va. L. Rev. 549 (1984). 
22.美國法院採「詐欺市場」理論之原理乃是：在一個開放且發展良好之證券市場（an open and well-developed 

securities market），重大之不實陳述或遺漏，一般均會影響股價。另外，因為市場投資人普遍以股價作為
其價值之表徵，所以即使有投資人並未直接信賴不實陳述或遺漏，此等投資人亦可推定為被詐害者。而美
國法院之所以採用「對市場詐欺」理論之前提為：  
1.證券交易資本市場係為半強勢效率（semistrong form of efficiency）：即價格不單反映過去價格變動之資
訊，所有其他已公佈之資訊（ all other published information）也已反映於股價之上。許多研究學者證實，
諸如營利及股利、公司可能獲利之預測、公司會計準則之變異以及公司合併消息等之公佈，股價均會迅
速且正確地反映此類消息。  

2.要求在集體訴訟（按：美國為求訴訟經濟，而承認集體訴訟（class action）之制度）中每一個別投資人皆
需有「信賴」證據之提出，此無異緣木求魚，阻礙集體訴訟之進行。  

3.現代之證券市場不同於傳統面對面之交易型態（ face to face transactions），現代之證券市場每日有難以數
計之股份達成交易，因此早期傳統證券詐欺案件所要求「直接」因果關係（ direction causation）的證明，
自應相對變革與更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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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詐欺」理論，並不見得在任何時點均可適用，例如在初次公開發行中，證

券價格係由承銷商與發行人依一定標準及程式而擬定，此時價格是固定的，不

可能因公開說明書之真偽而有反映調整之餘地，自亦無信賴市場價格之可言，

因此這項理論有其限縮性，此為必須注意之處23。 

                                 
23.曾宛如，證券交易法原理，頁 201-205，翰蘆圖書公司，二○○一年十二月版。美國法院亦有對「詐欺市場」
理論採反對說之見解，其論點主要有：  
1.「信賴之推定」以股票之買受人及出賣人不僅信賴市場價格（market price），而且也信賴該價格之正直
性（the integrity of that price），此種推論無異是隱含地影射股票具有特定之真正價值（true value）。 

2.即使吾人認為證券具有特定之「價值」（value），然而，事實上許多投資人卻因其認為該股價不正確地
反映公司之所值，方才進場購買或出售股票，因此，此種理論之論點有其予盾之處。  
遭受損失之投資人並不全然皆是詐欺之受害者，換�� 言之，也有市場投機客存在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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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公司財務預測制度之主要規範與法律位階問題 

壹、財務預測制度之主要規範  

一 .法源  

我國有關財務預測的規定，主要有： 

(一)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公告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十六號－

財務預測編製要點」（民國 78年 12月 28日）。 

(二)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公告之「審計準則公報第十九號－財務

預測核閱要點」（民國 79年 10月 16日）。 

(三)證期局之前身證管會，民國 80年台財證(一)第 00904號函，民國 80年

台財證(六)第 03362號函，民國 82年台財證(六)第 02851號函「公開發

行公司財務預測資訊公開體系實施要點」。（民國 86年 1月 29日財政

部證管會(86)台財證(六)字第 00588號函公告修正發布，又於民國九十一

年四月十一日修正），嗣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廢止。 

(四)「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證期局於民國九十一

年十一月十四日廢止「公開發行公司財務預測資訊公開體系實施要點」，

同日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

預測資訊處理準則」，共二十三條，並即日施行。 

二 .編製項目與揭露事項  

財務預測表達之內容除預計財務報表外，應包括下列各項目： 

(一)財務預測編製完成日期及編製目的。 

(二)企業之財務預測係屬估計，將來未必能完全達成之聲明。 

(三)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四)重要基本假設之彙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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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營業收入、營業成本、營業毛利及稅前損益各季之預測數，公司如於

期中始公開當年度財務預測，公開前各季之資料，應以實際數列示。特

殊行業無營業毛利科目者，以營業利益代之。 

(六)前一次財務預測所含預計損益表之實際達成情形，包括： 

1.原預測數、修正數與實際數之對照比較。 

2.稅前損益差異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其原因之分析說明。 

原預測數發布日期、修正日期、修正原由及其影響金額。��  

(七)截至財務預測編製完成日前一季止，本年度財務預測之達成情形，前

一季之財務報表如未經會計師查核（核閱），以自行結算數字列示，應

以明顯字樣揭露未經查核（核閱）。 

(八)編製更新財務預測者，應再增加下列項目： 

1.逐項分析更新前後基本假設變動之情形之原因。 

2.對營業毛利、營業損益、稅前損益與每股盈餘之影響。 

3.更新前後營業毛利變動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應按主要產品項目逐項

作價量分析。 

(九)編製更正財務預測者，應說明錯誤之原由、性質及對營業毛利、營業

損益與稅前損益之影響。 

前項預計損益表之內容，至少應包括營業收入、營業成本、營業毛利、營

業費用、營業損益、營業外收支、稅前損益、所得稅、稅後損益及每股盈餘等

項目。 

財務預測所揭露之重要基本假設彙總說明，除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十六

號第二十三段規定之辦理外，並應再充分揭露下列事項： 

(一)對預測結果相當敏感或產生差異可能性很高之重要基本假設如匯率、

利率、主要原料成本等，其敏感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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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產品銷售量、售價及成本等基本假設，所依據資料之來源及相關

比例數字。 

(三)長期投資採權益法評價預估認列之投資損益，其被投資公司名稱、持

股比例、預估認列之投資損益金額及認列上開投資損益之依據。所認列

各投資損益之金額達預估稅前損益之百分之二十且其影響金額達新台幣

一千萬元以上者，應揭露被投資公司是否依據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十六

號編製財務預測。 

(四)預估處分長期投資或不動產損益達預估稅前損益之百分之二十且其影

響金額達新台幣一千萬元上者，應揭露預計處分長期投資項目或不動產

之座落、帳面成本、處分價格之決定依據、簽約或申購情形及可於本年

度認列收益之具體證據等資訊。 

(五)預估辦理現金增資、發行公司債或私募有價證券者，應揭露計畫之重

要內容，如資金來源、計畫項目、預定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效益等，暨

對財務報表有關項目之影響。 

三 .自願公開與強制公開  

依據財務預測處理準則第五條與第六條規定，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其公

開財務預測，可分為自願公開與強制公開二種，包含： 

(一)強制公開（第五條） 

1.已上市或上櫃公司 

(1)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規定申報（請）募集與

發行有價證券，而有對外公開發行者，應公開財務預測，並於案件

申報生效或申請核准後次一年度繼續公開財務預測。 

(2)董事任期屆滿之改選或同一任期內董事發生變動累計達三分之一

以上者，應公開財務預測，並應於次一年度繼續公開財務預測。計

算董事變動達三分之一時，法人董事經營權發生變動者，視為董事

變動，應合併計算。但公司法人董事經營權如未發生重大變動而改

派代表人擔任董事者，免列入董事變動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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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公開財務

預測，並於次一年度繼續公開財務預測。 

(4)依公司法、企業併購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合併其他公司者；並應於次

一年度繼續公開財務預測。但依企業併購法第十八條第六項、第十

九條、或公司法第三百十六條之二規定辦理之合併者，不在此限。 

(5)依企業併購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收購其他公司者；並應於次一年度繼

續公開財務預測。但收購公司為收購擬發行之新股，未超過收購公

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有限公司總數之百分之二十，且擬交付被收

購公司或股東之現金或財產價值總額未超過收購公司淨值之百分之

二者，不在此限。 

2.股票未於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開發行公

司，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規定辦理募集與發行

有價證券並對外公開發行時，應公開財務預測。 

3.向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股票上市或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請股票於證券商櫃檯買賣者，除依申請上市、上

櫃規定公開財務預測外，並應於主管機關核准上市或上櫃後之次一年

度起連續三年度繼續公開財務預測。 

(二)自願公開財務預測者（財務預測處理準則第六條） 

公開發行公司如有於新聞、雜誌、廣播、電視、網路、其他傳播媒

體，或於業績發表會、記者會或其他場所公開營業收入或獲利之預測性

資訊者，視為自願公開財務預測。 

四 .財務預測之更新、更正與重編  

(一)更新財測 

由於財務預測係對於公司未來經營與產業遠景之評估，存有不確定

因素，因此景氣之變化，可能導致公司財務預測內容變動，從而財務預

測處理準則第十五條乃對於財務預測之更新，加以規範，該第十五條之

內容為：「已公開財務預測之公司，應隨時評估敏感度大之基本假設變

動對財務預測結果之影響；當編製財務預測所依據之關鍵因素或基本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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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發生變動，致稅前損益金額變動百分之二十以上且影響金額達新台幣

三千萬元及實收資本資之千分之五者，公司應依規定公告申報更新後財

務預測。公司發生於財務預測編製時未能合理規劃並編入之偶發事項，

如重大災害損失等，如該偶發事項對財務預測結果之影響達前項應更新

財務預測之標準時，亦應依規定更新財務預測。 

(二)更正財測 

依財務預測處理準則第十六條之規定，已公開財務預測之公司經發

現財務預測有錯誤，可能誤導使用者之判斷時，應更正財務預測。 

公開發行公司編製財務預測，對於第三條第三款規定編製時可合理

規劃之事項，於財務預測發布後之增刪或修正，視為基本假設發生錯誤

處理。但已於申報最近期財務報告時適時更新財務預測者，不在此限。 

(三)重編財測 

依財務預測處理準則第十四條規定，已公開財務預測之公司如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應重編財務預測並洽會計師核閱後公告申報： 

一.財務預測之公告申報日期距編製日期達一個月以上者。 

二.變更簽證會計師者。但因會計師事務所內部調整者，不在此限。 

三.依第五條規定應再公開財務預測者。但申報（請）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券日距已公開財務預測之編製日期未達一個月以上期限者，不在此限。 

財務預測編製所依據之基本假設如未發生重大變動，經公司管理當

局出具基本假設有效聲明並洽會計師就基本假設是否未發生重大變動表

示意見後，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十日內公告申報者，得免依前項規定重編

財務預測。 

貳、對於違反財務預測制度者之處罰  

財務預測處理準則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公佈，替代財務預測實施

要點。而財務預測處理準則係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而制訂，有其法源

之正當性，據此以觀，若對財務預測處理準則之違反，則有下列之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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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政處罰  

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發行公司於依法

或主管機關基於法律所發布之命令規定之帳簿、表冊、傳票、財務報告或

其他有關業務之文件，不依規定製作、申報、公告、備置或保存者，處新

台幣十二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下罰鍰；又同法第二項規定，主管機關並責令

限期辦理，屆期仍不辦理者，得繼續限期令其辦理，並按次連續各處新台

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一百二十萬元以下罰鍰，至辦理為止。 

二 .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  

財務預測處理準則之立法，雖未明定民刑事責任規範，但因法源之正

確性，替代舊法之財務預測實施要點。從而，若對財務預測處理準則之違

反，民事方面，其責任應可包含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與同法第二項規定之「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而推定過失責任之存

在。而此所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即指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財

務預測處理準則、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誠信交易」、第二項「財

務報告及其他有關業務文件，內容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與證券交易法第一

百七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依法或主管機關基於法律所發布之命令規定之

財務報告或其他有關業務文件之內容有虛偽之記載」，另民事請求權基礎亦

可包含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三項規定「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對於該有價

證券之善意取得人或出賣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之責」。 

至於刑事責任方面，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與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項第

五款之規定，應可引用，再依第一百七十一條與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百

七十九條處斷。此應討論者，在於財務預測處理準則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一

月十四日公佈前，財務預測實施要點雖有刑事責任之規範內涵，但實施要

點尚欠合理正確之具體授權之法源，從而頗具爭議，但財務預測處理準則

公佈之後，賦予法源正當性，就上開刑事規範，應可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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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民國九十年度上市與上櫃公司更新財務預測之情況與其股價之變
化  

一 .統計資料  

依據公開資訊觀測站（民國九十一年八月一日以前稱為：股市觀測站）

公佈之資料，民國九十年度共有三百七十一家上市公司公佈財務預測，而

宣佈調降財務預測者有二百二十八家，而上櫃公司共有四百家編製財務預

測，但有二百七十三家更新財務預測。就以上市公司更新財測，比較其股

價之變化如下： 

(一)財務預測調降，股價不降反升者共六十三家。 

(二)財務預測調降，股價下跌大於百分之五十，共十六家。 

(三)財務預測調降，股價下跌小於百分之五十，共一百零九家。 

(四)財務預測未調降，股價下跌大於百分之五十，共二家。 

(五)財務預測未調降，股價下跌小於百分之五十，共五十七家。 

(六)財務預測未調降，股價上揚，共八十一家。 

(七)財務預測調升，股價上揚，共二十家。 

(八)財務預測調升，股價未升反降者，共五家。 

二.財務預測之困難度與股價變化之因果關係  

財務預測制度與財務報表有所區別，財務報表係就發行公司過去呈現

之事實而為記載，無論是季報、半年報與年報，均屬就已產生之會計憑證

與財務盈虧而為之，但財務預測係對未來之狀況為預先估算，如果遇到基

本假設因素變動而更新再所難免，此亦為法所容許。又公司法第二十條及

第二百二十八條所稱之「財務報表」，係指資產負債表、主要財產之財產目

錄、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等，由董事會編造，於股東常

會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而財務預測，就現行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

並無直接相關之規範，依前揭「財務預測實施要點」第五條規定，經董事

會通過即可，不必交監察人查核，亦不必經由股東常會決議，二者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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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區別。就九十年度全國電子業上市上櫃公司更新財務預測者，比比皆是
24。財務預測資訊內涵並非影響股價形成之重要因素，引起股價變動之主

要原因在於供需法則的變動，但是造成股價變動的各種因素有很多，一般

國內外學者大致可歸納為市場因素、產業因素、公司因素三者。在一九六

六年外國學者 King的實證研究就指出影響股價的因素為上述三者，但若比

較其重要性的話，則依次為市場因素、產業因素、公司因素。蓋市場因素

的影響性是整個證券市場，會影響所有的股票價格，而並非一個行業或一

個公司的股價25。就因果關係之認定，學者及實務之見解均採相當因果關

係，茲採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臺上字第一八七八號判決要旨：「所謂相當因

果關係，係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的客觀存在事實，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

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該行為人之行為與損害之間，即有

因果關係。是只要具體行為，依客觀存在之事實觀察有導致結果發生之可

能性即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並不以該行為確係造成損害之原因為必要。」

為代表，確難就財務預測制度認定與該公司股價有直接相當因果關係。 

肆、財務預測規範之法律位階  

一 .「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處理準則」具備法源正當性  

舊法「實施要點」第二十五點之立法位階，有合法性之質疑，因逾越

證券交易法規定之限度，可能應認為無效之單行命令，違反具體授權之規

定，如逕認該第二十五點之違背者應科以刑事責任，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

七十四條處罰，似有違反罪刑法定主義與授權明確性原則26。我國證券交

易法就其細節部分，除授權行政院制定施行細則外，亦多有概括授權主管

機關，制定相關管理辦法，惟由於授權並不明確，經常導致授權命令逾越

母法或增添母法所欠缺之限制，? 遭實務界及行政法院之非議，例如證券

                                 
24.據「工商時報」民國九十一年八月十七日記載，台積電公司董事長張忠謀於九十一年四月間公開就半導體
事業之遠景表示「春天的燕子來了」，意即該行業之未來前景轉好，但至九十一年七月間，又表示「落花
時節又逢君」，意指該行業之前景又轉壞，據此以觀，以台灣積體電路公司位居全世界最大之晶圓代工廠，
其負責人對半導體之行業景氣仍無法充分預測，足見財務預測之困難性。從而，現行實務上，在財務預測
時，必須經會計師查核，且在正式查核報告中，均載明「由於交易事項及經營環境未必全如預期，因此預
測與實際結果通常存有差異，且可能極為重大，故本財務預測將來未必能完全達成」。  

25.蕭義展，財務報表資訊內涵與股價報酬率的關聯性，頁 8-9，國立中山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二○○一
年六月。  

26.陳櫻琴，從法律觀點論證管會財務預測實施要點，月旦法學，第 28期，頁 52-56，一九九七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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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規定：「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取得任一公開發行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份者，應於取得後十日內，向主管

機關申報其取得股份之目的、資金來源及主管機關所規定應行申報之事

項；申報事項如有變動時，並隨時補正之。不經由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

或證券商營業處所，對非特定人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之有價證券者，非

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為之。前項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而證期局於民國八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以(87)台

財證(三)字第二八五三號函修正公佈「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

取得股份申報事項要點」。但此證期局之行政命令，被行政法院推翻，依據

台灣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二五三號判決，指出「證券交易

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取得股份申報事項要點」已逾越法律應有之解

釋，如主管機關為落實股權重大異動之管理，並確保投資大眾之權益，在

公開發行公司股權發生變動之情形下，課以關係人有向主管機關申報之義

務，固屬必要，惟其既涉及人民之義務，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二款

規定，自應以法律之形式為之。據此以觀，「公開發行公司財務預測資訊公

開體系實施要點」第二十五點之規範刑事責任，亦可援引上開行政法院判

決意旨，值得批判其是否具有違法性。及至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證

期局廢止「公開發行公司財務預測資訊公開體系實施要點」，並公佈「公開

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法源正當性，即已具備。 

二.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所稱之「財務報告或其他有關業務文件」，是否包括

財務預測報表：  

(一)按「發行人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其他有關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

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二項定有明文。本項

係民國七十七年修正時所增訂，其修正之理由乃因「發行人應編送主管

機關之財務報告或其他有關業務文件，有虛偽之記載情事者，僅依第一

七四條之規定處以刑事責任，對善意之有價證券取得人或出賣人，仿外

國法之規定而增訂立。」，惟本項所稱之「財務報告或其他有關業務文

件」之範圍，本項並無明文規定。學者表示：「按發行人本應依第三十

六、三十八條等規定申報、公告財務及業務資料，為確保此等公開資料

之正確性，以填補受害人之損害，遂增訂該民事責任之規定，即發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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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該等資料內容有虛偽或隱匿者，應負賠償責任。」27，惟就證券交易

法第三十六條、第三十八條觀察，並不包含財務預測報表。 

(二)又「本法所稱財務報告，謂發行人及證券商、證券交易所依照法令規

定，應定期編送主管機關之財務報告。」，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定有明

文。而所稱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四條規定：「財務報告指財務報

表、重要會計科目明細表及其他依本準則規定有助於使用人決策之揭露

事項及說明。財務報表應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

現金流量表及其他附註或附表。」又根據公司法第二十條及第二二八條

之規定，其財務報表亦為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

流量表。雖「財務編製準則」第十五條將財務預測納入其範圍，惟我國

對財務預測並非採強制公開制度，應非屬應定期編送主管機關之財務報

告，自非屬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財務報告，從而亦非證券交易法第二

十條第二項所稱之財務報告。 

(三)至於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二項所稱之「其他有關之業務文件」，是

否包含財務預測？遍觀國內交易法相關論述，皆未探討此一議題。惟依

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二項之立法意旨，「其他有關業務文件有虛偽記

載情事者，依第一七四條處刑事責任」，基於刑罰乃最後手段及謙抑思

想之原則，對有關業務文件，不應擴大其認定範圍。從而，財務預測報

表非屬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二項所稱之其他有關業務文件。 

三.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二條所稱公開說明書之主要內容，是否包括財務預測報

表：  

(一)按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二條之要件係在公開說明書之應記載主要內容有

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而「主要內容」一詞，證券交易法並未加以定義。

一般而言，是以該內容是否具有重大性（materiality）做為判斷標準。該

內容是否具有重大性，依學者曾宛如之見解為：「該項隱匿或不實陳述

是否會影響一個謹慎投資人對有價證券風險之評計，而非採絕對影響力

之測試。」28，又依學者陳春山之見解：「而「公開說明書之主要內容」

                                 
27.陳春山，證券交易法論，頁 340，五南圖書公司，二○○○年九月版。  
28.曾宛如，證券交易法原理，頁 200-201，翰蘆圖書公司，二○○一年十二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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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一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係指「可能影響理性投資人投資決定之記載」

而言，其內涵之解釋似可參酌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一五七條之

一第四項及施行細則第七條之規定」29。 

(二)就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一五七條之一第四項及施

行細則第七條之內容分析，均僅針對已發生之事實，對股東權益或股票

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惟財務預測報表，係基於過去及現在之事實，

對未來前景之預測，自不能與前揭條文所列事項相提並論。從而，財務

預測報表並非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二條所稱公開說明書之主要內容。 

                                 
29.陳春山，證券交易法論，頁 310，五南圖書公司，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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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財務預測制度之保護機制 

壹、影響股價因素與財務預測更新之關聯  

一 .影響股價之評量  

公司財務預測與會計狀態之記載有程度上之差異，就公司法第二十條

與第二百二十八條規定之財務報表，所指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

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盈虧撥補表等資料，對證券投資人之投資判斷有著

直接性之影響。然而，財務預測對投資人而言，亦可影響投資判斷，關係

投資人之權益保護。 

影響股價變化之因素甚多，財務預測之更新（包含調高與調降）是否

必然影響股價而關係投資人權益，未必盡然，但為保護投資人，此確有研

究之必要。綜合而言，影響股價之因素可分為下述30： 

(一)總體政治經濟因素：此為最基本層面之分析評量，其中包含經濟與景

氣之循環、授信存放款利率之變化、國際貨幣匯率之轉變、國內稅制與

稅率之狀況、整體國內外物價之變動、國際大宗物資價格、能源價格變

動、國際政治環境與國內特殊政治因素。 

(二)一般市場因素：此係就技術層面加以分析評量，包含公司擁有之技術

形勢之強弱與競爭力、證券市場是否存在人為因素所操縱或影響，證券

投資人對於交易之心態（投資人對資本市場是否存有樂觀或悲觀心理）。 

(三)企業未來發展之預期因素：此即為基本面之評量，包含公司之經營與

商譽、公司競爭條件與未來之展望、企業產品價格之可能變化、營業額

與獲利能力、成本與產能之變化。 

(四)公司內在之因素：此係就企業財務與業務之基本分析，包含公司盈餘

分配之情況、股利政策、資本結構（股本成長變化）、固定資產之消耗、

股票發行之狀況。 

                                 
30. 林明正，財務預測更新與證券管理之研究，頁 79~83，長庚大學管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九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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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務預測制度之問題與檢討  

資本市場之敏感度甚高，極易受不確定之因素影響，在我國之情況更

加明顯31。又依「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之規定，財

務預測制度在一定條件下屬於強制性質（例如：現金增資、發行轉換公司

債、公司合併、獲准初次上市上櫃之當年度與以後三個年度）。質言之，不

論公司是否存有財務預測之意願或能力，在該一定條件下，財務預測實施

要點之規範，應由該公司為財務預測。而此一定條件，在企業發展過程中，

通常無法避免，例如獲准初次上市上櫃與辦理現金增資或發行轉換公司債

（convertible bond）。因此，上市或上櫃公司編製財務預測，係屬必然之事。

此外，財務預測之編製，係由發行公司自行為之，雖有會計師查核，但公

司本身通常採取樂觀預期之心態，此亦為事理之常，但極易導致無法達到

財測之結果。當企業無法預期之因素發生，原先編製財務預測所採用之基

本假設因素發生變動，必須更新財測，極易加重投資人對財務預測制度之

不信任。對於違反者科以行政處分、民事責任與刑事處罰，尤其刑事責任

方面，違反者可能遭受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內線交易罪、第二

十條詐欺交易罪與第一百七十四條之財報不實罪責，雖有上述規範，但有

心圖謀不法利益者亦可能利用財務預測制度謀取暴利，例如藉由內線交易

即可能於財務預測更新之前，大量使用人頭戶買賣股票，嗣財務預測因基

本假設因素達財務預測處理準則規定而更新後，股價波動再行買賣，即可

謀得暴利32。因此，我國財務預測制度雖有其正面影響，但其負面之瑕疵

（side effect）仍存在，從而，為避免公司浪費無謂人力，投資人仍會遭到

原始財務預測誤導等情況繼續發生，財務預測制度是否考慮取消強制公

開，而朝自願性財務預測制度，厥為值得檢討。如果取消強制公開財測，
                                 
31. 我國資本市場結構尚非健全，尤其上市上櫃公司資本額並非鉅大，流通股權之週轉率有限，更易受不確定
因素影響，且易因人為操縱而影響。加上我國政治形態特殊，所以影響股價之因素複雜。例如民國八十五
年中共「導彈危機」、八十七年亞洲金融風暴、八十八年政黨輪替、工時縮短、產業外移、核四興建問題
等因素，均嚴重影響資本市場。假設在上開重大議題發生之前後，公司更新財務預測愈能影響股價。 

32. 有心藉由財務預測之更新而謀取暴利者，極為容易達其目的。市場中公司之控制股東（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通常對公司財務狀況知悉甚詳，且瞭解該公司之產業前景。「財務預測實施要點」第十八點
規範更新財測之基本假設因素變動之條件，換言之，基本假設因素變動達該條件時，財測必須更新，而更
新財測，必然可能影響股價波動。通常，如果調降財測較容易引起外界注意與反感，大股東比較無藉此謀
利之企圖，但若調高財測而致股價上漲，投資人比較不會投訴，主管機關亦不會關注。從而，大股東如果
知悉財務預測因基本假設因素變動而必須調高前，以自己或他人名義買入股票，及至宣佈調高財測而股價
上漲，且經過一段時間後再出售股票，即可獲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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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發行公司不論基於何種理由，均屬自願性財務預測範圍，必須編製出合

理之基本假設條件之完整財務預測作業33。如此，若財務預測更新而造成

股價發生重大變化，主管機關調查時，公司即無理由辯稱並無編製財務預

測能力而因法令強制要求所致。 

但若採取全面性之自願公開制度，發行公司可能基於保守心態而不願

為之，加上我國目前可提供投資人輔助投資參考資訊之週邊機構尚未完全

發揮功能34。所以，如採自願公開制度，勢必加強要求公司按月公告營運

事項，並強化季報、半年報與年報之正確性，且對證券投資之週邊機構嚴

加管理確保發揮正面功能，以補投資人資訊管道之不足。另外，亦可參酌

美國二○○二年七月三十日由 George W. Bush 總統簽署公佈之

“ Sarbanes-Oxley Act”，要求公司應對財務預測負責（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for financial reports），公司之主要行政主管、財務主管與公司

法定代理人必須宣誓確認（certification）該公司之財務預測具備真實性，

否則應負嚴厲之處罰，亦可考量修正加重證券交易法對證券舞弊之刑罰
35。此外，對於如何建立精良預測績效評估體系亦很重要，此部分應包含： 

                                 
33. 財務預測之編製，通常在該年度前二個月完成，而編製必有其基本假設因素，而基本假設因素係針對該行
業之產品前景之基本假設判斷，例如半導體業或 DRAM行業，其基本假設因素即為依國內外政府機構或民
間半導體專業研究單位對於半導體未來一年之研究報告與判斷，當該年度開始後，若半導體業務未能如該
基本假設依據時，即屬基本假設因素變動。又例如公司編製財務預測時，包含處分長期投資之上市上櫃公
司股票，編製時該公司所持有轉投資之股票有一定揭示價格，但年度開始後，轉投資公司之股票價格大幅
漲跌，此亦為基本假設因素變動，若達「財務預測實施要點」第十八點規定之條件時，即必須更新財務預
測。  

34. 投資週邊機構例如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八條規定成立之證券投資顧問公司，其正面功能尚未健全，常見投顧
公司為求吸收會員而於媒體不實吹噓，甚至淪為操縱股價之配合工具，與炒作者共同詐騙會員或接受媒體
資訊之投資人。  

35. 美國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經總統簽署生效，已成為法律，法案公佈實施後，依據此法案明知必須在
財務報告上簽證（簽署）（ certify），但未遵守法案簽證簽署者，將處以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以美金一百
萬元以下罰金，且可以同時處刑併科罰金。而若明知財務報表不實，仍故意簽署簽證者，則處以二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科以美金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且可以同時處刑併科罰金。  
1.法案 Section 1106修訂 1934年美國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 Section 32(a)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關於罰則規定加重，就故意違反證券交易法之財報不實之罰責，由原來最高一百萬美元
之罰金加重至五百萬美元，科刑由原來之最重本刑十年有期徒刑加重為二十年有期徒刑。至於證券交易
所之處罰，由原來之罰金二百五十萬美元提高至二千五百萬美元。  

2.法案 Section 1107規定對於報復舉發者之行為（ retaliation against informants），得科五百萬美元以下之罰
金或處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可同時處罰併科罰金。而所謂報復行為，包括故意傷害行為、違法解雇或
阻撓舉發者提供真實資料給予主管官員。  

3.通信與電報詐欺之加重處罰：  
法案 Section 903修訂違反聯邦法律關於通訊詐欺之處罰，由原來之五年有期徒刑提高為二十年有期徒刑
（MAIL FAUD-Section 1341 of title 18, United States Code, is amended by striking “five” and inse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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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劃分可控制與不可控制之因素：基本上，因財務預測係屬對於未來之

狀態預先評估，自有可控制與不可控制之因素，就可控制之因素應嚴格

要求發行公司準確揭露且負責任，但對不可控制因素則應充分表明其不

確定性。 

(二 )預測錯誤的經驗與記錄應予公開：同一公司在過去曾經預測的年度

裏，是否具有相同的不準確情況？何種內容不準確？不準確的程度如

何？凡此歷史性預測錯誤的彙總及本質資訊，應包括在財務預測中，俾

令使用者在使用該等資訊時，知悉公司在編製預測時的態度、所費努力

及誠實度。 

(三 )非財務性資訊應予揭露：為使投資人能掌握公司未來主要產品的發

展、所處產業、政治、經濟、法律環境及其可能變遷和公司的可能因應

對策等。發行公司之財務預測應公佈非財務性質之資訊，包含： 

1.非財務性但足以重大影響公司運作改變之資訊。 

2.未來產業遠景與經濟環境資訊，以及公司在未來環境中所擬扮演之角

色。 

3.未來企業成長及經營改變之預期資訊。 

4.目前與未來有關資本支出及研究發展的構想，及其對公司未來發展之

影響。 

5.公司組織與主管之異動可能性、重大公司政策之預期變革、重大技術

更新（與公司及產業相關者）、產品需求之變更、產品價格之預期變化。 

                                                                                                           
“20”.）。而對於電報詐欺（WIRE FRAUD），則亦由最重本刑五年有期徒刑提高為二十年有期徒刑。 
毀棄、隱匿、變造、偽造財務資料或審計文件之加重處罰：��  
Ａ公開發行公司負責審計與會計之人員，必須依據 1934 年證券交易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Section 

10A(a)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之規定，必須於每一會計年度結束後，將審計或審查之
工作底稿（all audit or review workpapers）保存五年。而證管會（SEC）得就前揭工作底稿作出細則規
範。如有違反者，得處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Ｂ在司法審理或證券主管機關調查程式中，若有人意圖妨害司法或阻撓調查，而故意毀棄（ destruction）、
隱匿（conceals）、偽造（falsification）、變造（alteration）、刪減（mutilates）者，將得處二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而此項規定，於破產程式中亦有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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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世界主要國家財務預測制度之規範情況36 

一 .美國  

美國對於財務預測制度（financial forecast and projection disdosure）係

採自願公開，並無強制公開之規定。美國法制不但採自願性揭露，且證管

會之態度趨向於鼓勵公司揭露財務預測。至於財務預測之更新或更正財務

預測，並無嚴格要求，但是規定： 

(一)當公司發現財務預測編製錯誤時，必須先判斷使用者是否仍依賴此資

訊做決策。若是，則公司必須通知使用者收回原財務預測並發佈更正後

之財務預測。 

(二)通常財務預測發佈後，並不預期公司更新財務預測，且公司可能會聲

明無更新之意圖。 

若干情況下，若公司判斷使用者仍依賴此資訊時，公司可能會更新

財務預測或通知使用者原財務預測已不再適用。若公司無法及時更新財

務預測，公司必須先通知使用者原財務預測不再適用，俟更新後財務預

測編製完成後再行公佈。 

故證管會並未訂定更新、更正財務預測之時機或標準，惟證管會認

為公司有持續發布財務預測之責任。 

二 .英國  

英國法制對於財務預測制度，原則上亦採自願公開性質，除證券交易

所在購併及募股計畫書中要求揭露財務預測資訊外，採自願性揭露。至於

財務預測，一旦自願公開，則必須經會計師核閱，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範

圍，包含：財務預測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必須適當，財務預測係基於基本假

設而編製且計算必須正確。至於是否強制更新或更正財務預測，則無明文

規定。 

                                 
36. 資料引自：林嬋娟與溫芳鬱，財務預測規範需要更多的成本效益研究，會計研究月刊，第 125期，頁 14，
一九九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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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拿大  

加拿大法制對於財務預測，則採強制不得公開為原則，一九八二年以

前，強制規定不准公開財務預測；一九八二年以後只允許公司在證券公開

承銷所用之公開說明書中揭露財務預測資訊外，不允許公司發布財務預

測。在此情況下，則有強制更新或更正財務預測之規範，規定當基本假設

發生變動，致對財務預測之影響達證管會法令之規範時，即應更新財務預

測。 

四 .新加坡  

該國原則上亦無強制要求公開財務預測，除了股票公開上市與公司取

得或處份重大資產時須揭露有關財務預測外，並未要求上市公司應揭露財

務預測資訊。至於是否更新或更正，則規定財務預測發布後，若發現實際

情況與預期不同時，應立即報導並說明差異之原因。當公佈期中財務報表

時，應分析當年度財務預測之可能情況，包括影響未來預測之因素。故並

無更新或更正財務預測之規定。 

參、證券投資人自負責任之原則  

一 .自負責任之定位  

所謂「自己責任原則」，係私法自治體系下，行為人為其自己行為而負

責之過失責任主義所演繹的衍生性理論；而證券交易制度的本質正是投資

人自己責任原則的表現，基於投資人的自行判斷，決定證券投資與否，其

結果當然是因投資判斷上有無誤失，而自行承擔投資風險的盈虧，當是證

券市場的一大原則。證券交易與一般交易商品之不同，乃因證券本身並無

實質的經濟價值，而是表彰於該有價證券的權利價值，基本上是以該發行

公司的財務狀況、業務績效等企業產值的依據而計算之；同時，市場上有

價證券之供給量與需求量的交易變化，更是影響該證券的價格變動要因等

等。職是之故，證券交易法之所以保護投資人的真諦，並不是保證投資人

從事證券交易所購買之證券應有一定的財產價值，或者是證券投資之必然

獲得利潤與迴避損失的擔保，而是以確保證券交易之公平性與公正性為其

前提，藉由企業資訊公開的原則，投資人本於自己的投資判斷買賣有價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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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其結果因證券投資所致生利益與損失，是由投資人自負盈虧，即所謂

「投資人自己責任」的原則，自己承擔證券投資風險。 

簡而言之，投資人自己責任的原則正是證券市場上保障投資的真諦所

在的。證券交易法「保護投資人」與銀行法上「保障存款人」的概念本質，

有所不同；換言之，銀行法上所謂銀行市場上保護存款人的課題，乃因銀

行法的規範設計是著重於保障存款本金與利息之如期支付與確實回收的權

益，不受任何的侵害；而前者之證券交易法則否，證券市場上所保護投資

人之目的，並非在於保障證券投資的利得或損失，當應是保障投資人的投

資判斷免於不完全、不正確企業資訊的危險，亦應是保障投資人的證券交

易免於不健全市場仲介的危險，且免於不公平、不公正市場交易的危險，

而非謂投資人無須承擔證券市場之零風險投資保障的意思。因此，確保投

資人自己的投資決定而從事證券交易的市場機制，就是投資人自己責任原

則之精神所在，正是證券交易法保護投資人的真諦37。 

二 .證券法制對投資人之保護  

現行的證券交易制度，謂證券交易法第十六條第三款之證券經紀商，

其從事有價證券買賣之行紀業務，係接受投資人買賣有價證券之委託（證

交法第一五八條第一項），例如受託買賣上市於台灣證券交易所之有價證券

者，依證交法第一五一條「於在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為買賣者，．．．

在公司制證券交易所限於訂有使用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契約之證券自營

商或證券經紀商」的規定觀之，證券商接受買賣有價證券之委託，乃以自

己之名義，為他人之計算，從事買賣有價證券之交易而受有報酬之營業（民

法第五七六條）。委託證券商買賣有價證券係屬行紀契約的一種型態，藉由

證券經紀商制度而投資人得以從事證券交易的商業行為。其次，依民法第

五七七條明文「行紀，除本節有規定者外，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其基本

上則屬民法上的委任關係之特別類型，而其中行紀關係之「為他人計算」

者，係謂接受委託之行紀人（即證券商）為委任人（即投資人）所從事之

交易行為。雖依民法的規定，行紀人為委託人之計算所為之交易，因以自

己的名義而取得法律上之權利，並負擔義務（民法第五七八條），然而乃其

為他人之計算，行紀人所完成的委託交易而致生之經濟上的利益或損失，
                                 
37. 廖大穎，論證券市場與投資人自己責任制度，法學叢刊，第 178期，頁 1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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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歸諸他人（即委任人）享有其利益或負擔該損失的交易制度。就委託證

券商買賣有價證券的制度言之，其藉由仲介機關－證券商，接受投資人的

委託而買賣有價證券，該受託買賣有價證券交易所生之投資利得與虧損，

皆歸投資人所有的效果，當亦是投資人自己責任原則的意旨表現。從投資

人自己責任原則為主軸，觀察如何保護投資人的議題上，按證券交易法管

理規則的方向，首重市場資訊的提供，使證券市場上的投資人得以形成合

理的投資判斷為其要務。所謂企業內容資訊揭露制度，即是針對公開發行

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的規定，應將其營業及財務狀況等企業資訊，正確地公

開揭露，以供投資人為證券投資判斷參考的依據，是證券交易法上保障證

券真實性之重要制度。同時，藉由資訊揭露的制度，依法公開企業的事實

內容，除了使投資人在決定買賣有價證券時，有充分而確切的資料可供參

考之外，依證券交易法要求公司將企業相關資訊公開，讓政府及社會大眾

廣泛瞭解公司的企業經營情況，而制度本身就有嚇阻企業經營者違法濫權

的監控作用；因之，資訊公開的制度乃有證券交易法上最高的立法原則38。 

證券交易法本於投資人自己責任原則，所揭示的企業內容公開制度，

肩負「保障投資」的重大使命，而維繫投資人之私法上個人權利的保護，

則在於企業所揭露資訊的真實與否。因此，證券交易法明文企業內容公開

的真實義務，就公開說明書之記載，以及公司發行人申報或公告的財務報

告與其他有關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且依該法第二

十條第三項及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的規定，若因違反資訊揭露的真實義務，

而致生交易相對人之受到損害者，負有民事上的賠償責任，以遏止不實之

企業資訊揭露，誤導投資人的投資判斷，扭曲證券市場上自己責任的基本 

                                 
38. 目前我國證券市場上企業內容的資訊揭露制度，主要是公開說明書（證交法第三十條），年度、半年度暨
第一、三季財務報告、年報等項目以及重大事項申報之資訊即時公開（證交法第三十六條）外，尚包括公
司董監事、經理人、大股東等內部關係人之持股管理制度（證交法第二十五條），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
制度（證交法第二十五條之一），與公開收購股權制度的資訊揭露（證交法第四十三條之一）。換言之，
我國證券交易制度的法理，係藉企業內容的資訊公開，建立透明化的市場模型，以實現投資人自己責任原
則的交易機制，達成「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之立法目的。因此，在企業內容公開與投資人保護的
課題上，重點是資訊揭露原則有效基準的要求；要求企業內容公開之完全性、正確性與最新性，配合資訊
揭露之利用容易性，以符合市場上投資大眾所能有效利用的考量。  



關係企業證券交易違法行為之研究 

 372 

 

機制39。 

三 .財務預測制度與投資人自負責任原則之關係  

財務預測制度，係規範證券發行人自願或強制其於一定條件下，就公

司產業遠景與獲利能力預估，核與一般財務報表係就過去會計事實狀態之

記載，有所差異。而各種產業之未來，充滿不確定因素，且我國政經狀態

變化多端，又對美國整體經濟存有高度依賴與影響牽制，因而使財測更加

困難。在此情況下，投資人自負責任原則應予重視。 

通常，財務預測之完成與更新之程式，尚屬嚴謹，且應經會計師依公

認會計準則審核，嗣由會計師依法定程式製造查核報告，才對外揭露。不

論是財務預測或更新更正，於查核報告與財測之查核書面中，均明載：「惟

預測具不確定性，其實際結果未必與預測相符。」「由於交易事項及經營環

境未必全如預期，因此預測與實際結果通常存有差異，且可能極為重大，

故本財務預測將來未必能完全達成。」等語，此種「警示性告知」（Bespeak 

Caution Doctrine）40，對於證券投資人更應注意，亦加重投資人應對其投

資判斷自負責任之程度。雖然，依據實證研究，財務預測負向修正（即指

調降財測）的確會致使股價有異常的波動，而且對股價有顯著之負面影響，

亦即財務預測負向修正具有資訊內涵。且在宣告日之前，即有股價異常波

動現象出現41，但因財務預測之本質，即存有「不可控制性質」，如課以預

估準確之責任，亦屬過分嚴苛42。 

                                 
39. 依證期局民國八十七年二月十一日(87)台財證(一)第九四八五二號函指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
金會，會同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協助善意投資人辦理登記，向正義食品公司集體求償事宜；其乃
是正義食品公司涉嫌做假業績，申請上櫃，事後發生公司財務問題，週轉不露，被迫於民國八十六年十月
二日下櫃，因信賴正義食品公司所製作的不實公開說明書與財務報表，買賣正義食品股票而受損的投資人，
可檢具相關證據向證券商登記，由該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協助辦理依請求損害賠償，追究正義食品
公司的民事責任。  

40. Bespeak Caution Doctrine 係指公司於財務預測中表明「前瞻警示條款」，告知投資人必須具備風險意識，
且應瞭解財務預測可能無法達成，從而投資判斷時應列入考慮因素。  
See Thomas Lee Hazen, The Law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s (1996 3rd Ed. West Publishing Co.) at 151-159。  

41. 劉思綺，財務預測修正對股價影響之研究，朝陽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88，二○○一年
六月。  

42. 在目前的相關規定，其判定預測資訊是否準確的指標具有下列數項： 1.營業毛利、2.稅前純益、 3.資產負債
金額。此種準確度衡量指標中，除了營業毛利以外，稅前純益與資產負債金額均極籠統，內容中具有不可
控制的項目。例如稅前純益中，公司財務主管對未來之損益並無法充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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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財務預測之負向修正（更新調降）確實損及投資人之權益，但

在法律層面之訴追程式中，亦遭遇舉證相當因果關係之問題。質言之，如

何證明投資人權利之受損與更新調降財測之間，存有直接相當因果關係，

厥屬困難。「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

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上，有此環境，有此行為

之同一條件，均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

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上，有此同一條件

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

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43。據此以觀，強化投資人風險意識，證券

投資人對於自負責任原則之認知，攸關其權益之保障，至為重要。 

肆、證券投資人訴訟之法律問題  

證券投資人對於發行公司之財務預測或更正更新之訴訟，無非以信賴財務

預測或公開說明書之內容，據以為投資判斷之基礎，嗣財務預測更正或更新，

致市場之股價受影響，而認為自身利益受損為由，對發行公司或其負責人提起

民刑事訴訟。民事方面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刑事方面告訴發行人或其行為

負責人違反證券交易法，綜合而言，訴訟之法律依據為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

一項、第二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

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百七十九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財務預測資訊公開體系

實施要點」之規定。但不論民事或刑事之訴訟，證券投資人（即民事原告或刑

事告訴人）均面臨直接相當因果關係困難之法律問題。 

證券投資人提起訴訟時，最困難之法律問題，厥為因果關係之存否。質言

之，投資人之主張受到損害，無非以股價下跌為由，但影響股價之因素甚多，

如何證明財務預測或更正更新必然影響股價下跌，此值得商榷。整體而言，影

響股價因素甚多44，包含：景氣變動：經濟成長率、國民生產毛額（GNP）、國

內生產毛額（GDP）、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工業生產指數。財政金融性的

                                 
43. 最高法院八十七年度臺上字第一五四號判決參照。又依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臺上字第一八七八號判決要
旨：「按侵權行為之債，固須損害之發生與侵權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惟所謂相當因果關係，
係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的客觀存在事實，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
該行為人之行為與損害之間，即有因果關係。是只要具體行為，依客觀存在之事實觀察有導致結果發生之
可能性即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並不以該行為確係造成損害之原因為必要。」  

44. 同前註 25，頁 9-11，二○○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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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利率、匯率、稅制、信用的擴張和收縮、貨幣供給額。對外貿易，進、

出口值、順差、逆差，國內外石油價格。壟斷、投機炒作、轉帳、發佈不實消

息。國內、外政經因素，戰爭、戰亂、國內政治、國外外交、國內大眾社會問

題。產業因素：行業景氣變動、行業生命循環週期、產銷狀況、淡、旺季的需

求、政府政策、法規措施、技術發明、價格，公司因素（Company factor）：公

司營運、開發新產品、多角化經營、股利、除權、除息、增資、公司體質、負

責人的操守、訂單、存貨、盈餘、土地資產、股權之爭、董監事改選、轉投資

公司上市、開立新廠、合併他公司、公開收購、競爭條件、價格成本、新上市

蜜月期。職是，欲以財務預測或更正更新而訴追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厥屬困難。

且訴訟上欲求勝訴，亦屬不易。 

就因果關係而言，學者與最高法院裁判之通說採相當因果關係，其內涵為： 

1.鄭玉波教授認為：「相當因果關係說亦稱為適當條件說，謂某原因僅於

現實情形發生某結果者，始得認有因果關係，相當因果關係說，為近時

學者之通說，或謂：「第一、須認定若無此行為，則不生此損害，第二、

若有些行為，通常即生此損害者即有因果關係」（我妻榮）。或謂：「無

此行為，雖必不生此損害，有此行為，通常即足生此種損害者，是為有

因果關係。無此行為，必不生此種損害，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此種損

害者，即無因果關係」45。 

2.史尚寬教授認為：「依一般觀察，於有同一之條件可發生同種之結果時，

其條件與其結果為有因果關係，謂之相當因果關係說（亦稱適當條件

說），相當條件為發生某結果所不可缺之條件（Conditio sine qna non）。

不獨於特定情形偶然的引起損害，而且為一般發生同種結果之有利條

件。」，又「依民法第二百十六條所定推而論之，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

約另有訂定外，關於因果關係之決定，可得一公式，即「以行為時存在

而可為條件之通常情事或特別情事中，於行為時依吾人智識經驗一般可

得而知及為行為人所知之情事為基礎，而且其情事對於其結果，為不可

缺之條件（conditio sine qna non），一般的（generell）有發生同種結果

之可能者，其條件與其結果，為有相當因果關係」46。 

                                 
45. 鄭玉波，民法債編總論，頁 156-157，三民書局，一九八五年九月版。  
46. 史尚寬，債法總論，頁 160-165，一九九○年八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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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猶龍教授認為：「在一般情形下，依社會通常經驗，均能發生同一結

果之條件為原因，具有因果關係。例如甲為人毆傷，因失血過多而亡，

在一般情形下，依通常經驗觀之均為可能，故毆傷與死亡間應具有因果

關係；惟設若甲於赴醫途中，為流彈擊斃，因為人毆傷而送醫，在一般

情形下，依通常經驗觀之，非必均被擊斃，故毆傷與擊斃間，無因果關

係。」47。 

4.邱聰智教授認為：「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乃指加害行為在一般情形下，

依社會通念，皆能發生該等損害結果之連鎖關係。亦即因行為人之行為

所造成之客觀事實，依吾人日常知識經驗，如該行為通常均有發生同樣

損害結果之可能者，該行為與損害結果，即有相當因果關係。例如，甲

開車撞傷乙，乙為之住院，乙因而支出醫療費用（損害），則撞傷（加

害行為）與支出醫療費用之間，即有相當因果關係。凡事有其因必有其

果，因果相連，通常漫無止境，所稱相當，意在切斷其不斷延續，使法

律價值判斷有一合理標準，俾免賠償範圍無限擴大。足見判斷因果關係

是否成立，社會生活意義上之因果相連，固係前提，但其重心則在於相

當性之有無。因此，縱有因果相連存在，但法律價值判斷上認為其不具

相當性者，仍無相當因果關係，侵權行為亦無成立餘地，是為所謂二階

段構成理論，例如：甲撞傷乙雙腳，送至丙醫院醫治，當夜醫院失火，

乙因雙腳受傷，不良於行，致被燒死，乙之致死與甲之撞傷行為，尚無

相當因果關係，甲對乙之死亡不成立侵權行為，亦不負因故意或過失致

人於死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48。 

5.黃立教授認為：「相當因果關係須先以條件說為基礎，判斷此一原因是

否為結果發生之必要條件。然後再以下列程式限制：特定情況對於結果

之發生，依其一般性質本無關係，卻由於非尋常之情況，而成為結果之 

                                 
47. 陳猶龍，民法債編通則，頁 64-65，三民圖書公司，一九九四年十月版。  
48. 邱聰智，新訂民法債編通則（上冊），頁 164-169，輔仁大學法學叢書，一九九○年九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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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時，原則上不認為有因果關係。」49。 

                                 
49. 黃立，民法債編總論，頁 264-271，元照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十月版。此外，其他學者之看法亦大致相
同，概述如下：  
1.馬維麟教授認為：「通說以就行為客觀存在的情況，以有注意之人可得而知者為基礎，就此判斷該「條
件」在一般情形下有無發生「結果」之可能，藉以排除在社會通念下認為不構成因果關係之條件。」（參
照氏著「民法債編註釋書(一)」，頁 261-267，一九九五年十月版）。  

2.林誠二教授認為：「在一般情況下，依社會通念，某原因在當時情形下是否產生同一結果。若是，則具
有因果關係，故無因果關係中斷問題，此說為通說。依據最高法院之見解，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無
此行為，雖必不生此種損害；有此行為，通常即足生此種損害，是為有因果關係。無此行為，必不生此
種損害，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此種損害者，即無因果關係。」」（參照氏著「民法債編總論－體系化
解說（上）」，頁 245-246，二○○○年九月版）。  

3.孫森焱教授認為：「王伯琦先生認為因果關係係指「無此行為，雖必不生損害；有此行為，通常即足生
此種損害者，是為有因果關係。無此行為，必不生此種損害；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此種損害者，即無
因果關係。」所謂無此行為，雖必不生此損害；有此行為，通常即足生此種損害者，固有因果關係，惟
如行為有二，均足生此種損害，則縱無此行為之一，因另有行為之二，亦足生此損害，仍應認行為之一
與損害之間有因果關係。按英美侵權行為法則係依 But for test（「若無，則不」之原則）以檢驗有此因
果關係。換言之，若無該行為，則不發生此結果；因該行為，致生此結果。是為有因果關係。反之，縱
無該行為，亦足生此結果，是為無因果關係。因此，發生車禍致道路阻塞之情形，後來車輛不堪久等，
乃超越路側綠地行駛，致損毀綠地之例，如未發生車禍，綠地固不致被毀；即使發生車禍，後來之車輛
如嚴守交通規則，綠地亦不致被毀，綠地之被毀，倘係純因後來之車輛駕駛違規所致，車禍之發生與綠
地之被毀，即無因果關係。惟車輛駕駛人，於此情形，是否均能嚴守交通規則？仍應依社會經驗法則斷
之。可知事實上因果關係存否，仍為法院衡量社會公平觀念而為價值判斷之範疇。又無此行為，必不生
此種損害；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此種損害者，例如期待被害人墜機死亡而勤誘其乘坐飛機，結果竟遭
墜機死亡之例，通常情形乘坐飛機，當可預期安全無慮。墜機之機會實為意外，則行為與損害之間難認
有因果關係。」（參照氏著「民法債編總論」，頁 228-235，一九九九年十月版）。  

4.王澤鑑教授認為：「關於相關因果關係，我國判例學說均採同一的認定公式：無此行為，雖不必生此損
害，有此行為，通常即足生此種損害者，是為有因果關係。無此行為，必不生此種損害，有此行為通常
亦不生此種損害者，即無因果關係。應說明者有三：1.所謂無此行為，雖不必生此損害，係採條件說，
用以排除與損害不具因果關係的行為，前已提及，請再參照。2.所謂有此行為，通常足生此種損害，係
指因果關係的「相當性」，並從積極方面加以界定之。所謂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此種損害，則從消極方
面加以界定，而其目的則在排除「非通常」的條件因果關係。3.因果關係的「相當性」係以「通常足生
此種損害」為判斷基準。關於此點，最高法院若干判決曾作較詳細的說明，七十六年臺上字第一五八號
判決謂：「按侵權行為債，固須損害之發生侵權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惟所謂相當因果關係，
係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的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的基礎，並就此客觀存在事實，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
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該行為人之行為與損害之間，即有因果關係。」又八十二年臺上
字第二一六一號判決亦謂：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的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的基
礎，並就此客觀存在事實，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該行為人之行
為與損害間，即有因果關係。」按用於判斷通常性所應考察的範圍，有採主觀說，以行為當時所認識之
事實為基礎；有採客觀說，以行為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及行為後一般人預見可能之事實為基礎。有採折
衷說，以行為當時一般人有認識之事實及行為人特別認識之事實為基礎；有採客觀說，以行為時所存在
之一切事實及行為後一般人有認識之事實及行為人特別認識之事實為基礎。據上開二則判決內容觀之，
我國最高法院基本上係採客觀說。應特別提出的是，在故意侵害行為的情形，加害人對於不具相當因果
關係的損害，亦應負責，蓋加害人對於某通常不足發生之結果，所以不必負責，係因此種結果在其可預
見及得控制的事態之外。加害人既有意使發生此種非通常的結果，自無不必負責之理。例如甲放置炸藥
於某處，因電線走火引燃以致爆炸致乙於死時，一般情形應認定甲放置炸藥與乙被炸身死，不具有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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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陳聰富教授認為：「關於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間因果關係之判斷，我國

判例學說均採相當因果關係說，但法院在判斷因果關係時，既未對事實

上因果關係與法律上因果關係明確區分，且未對因果關係之相當性提出

具體判斷標準。其結果為，就具體個案之判斷，經常係由法官依其個人

主觀臆測被告對原告損害應否負責後，再決定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因而對法院相關判決綜合研究，經常發現法院對因果關係之判斷欠缺一

致標準，對當事人而言，無法據理力爭；就實務發展而言，欠缺事後檢

證之可能性，難以促進學理進步。為使因果關係之認定具有明確標準，

法院對於因果關係之判斷更具說服力，本文認為在具體案例判斷因果關

係時，首先應區分加害行為與非加害行為，而以加害行為作為判斷損害

發生之原因。其次應區分事實上因果關係與法律上因果關係。事實上因

果關係係屬因果律之問題，在判斷上可必要條件說與先行充分條件之必

要因素說判斷之。判斷事實上因果律，與法律政策無關，純屬客觀事實

之判斷，不應加入法官個人之主觀價值判斷。反之，法律上因果關係非

屬事實上因果律之判斷，而係在事實上因果關係成立後，探求被告是否

應對原告損害負責，亦即基於法律政策或其他考慮，被告責任應如何限

制之問題。在判斷法律上因果關係時，學說上有合理可預見說、法規目

的說以及相當因果關係說等。學說主張固有些微差異，但基本上均認為

被告行為若增加損害發生之危險，在無異常事件介入並中斷被告行為與

損害間之因果歷程時，二者之間即具有法律上因果關係。換言之，原告

損害若屬被告行為一般事件發展過程中，通常、自然發生的結果，被告

應可預期損害之發生，即應對原告之損害負賠償責任。法律上因果關係

無論採取何種學說，事實上均不免於法律政策之影響，蓋法律上因果關

係既為被告責任限制之問題，應屬法律規範之判斷，考量之因素非係事

實上因果律，而係被告之責任範圍。為符合公平正義之要求，在個案判

斷被告責任範圍時，當應參酌法律、社會或經濟政策，妥為決定。因而

在決定法律上因果關係時，價值判斷扮演重要角色。」50。 

7.最高法院二十三年度上字第一○七號判例要旨：「甲之行為與乙之死亡

                                                                                                           
關係。惟甲如明知該處係經常走火，故意放置炸藥，致乙於死時，對此不具相當因果關係的損害，自仍
應負責。」（參照氏著「侵權行為法(一)」，頁 230-233，一九九八年九月版）。  

50. 陳聰富，侵權行為法上之因果關係，台大法學論叢，第 29卷第 2期，頁 30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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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縱有如無甲之行為，乙即不致死亡之關係，而此種行為，按諸一般

情形，不致於發生該項結果者，即無相當因果關係，自不得謂乙係被甲

侵害致死。」 

8.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度臺上字第一五八號判決要旨：「按侵權行為之債，

固須損害之發生與侵權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惟所謂相當因

果關係，係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之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的基礎，並

就此客觀存在事實，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

之可能者，該行為人之行為與損害之間，即有因果關係」。 

9.最高法院八十年度臺上字第一七七三號判決要旨：「按損害賠償之債，

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

成立要件。所謂相當因果關係，謂無此行為，雖必不生此種損害，有此

行為，通常即足生此種損害者，為有相當因果關係；如無此行為，必不

生此種損害，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此種損害者，即為無相當因果關係。」 

10.最高法院八十二年臺上二一六一號判決要旨：「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

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的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的基礎，並就此客觀存

在事實，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

該行為人之行為與損害間，即有因果關係。」 

11.最高法院八十三年度臺上字第二二六一號判決要旨：「損害賠償之債，

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兩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成立要

件。惟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無此行為，雖必不生此結果，但有些行

為，按諸一般情形即足生此結果者而言。須無此行為，必不生此結果，

有些行為，按諸一般情形亦不生此結果，始得謂無相當因果關係。」 

12.最高法院八十三年度臺上字第二三四二號判例要旨：「查上開車禍之發

生，係因甲駕車行經行人穿越道，未暫停讓行人即乙先行通過，為肇事

原因，業經台灣省臺北區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明確，而前開另案民、

刑事確定判決亦均認定甲途經行人穿越道前，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及減速

慢行，未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因而撞及正欲穿越行人穿越道之行人乙

倒地死亡等情。足徵該損害結果之發生，並非由於甲所駕上開小貨車之

機件因素所致。則該小貨車未依規定參加定期檢驗，既非造成本件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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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原因，是丙未為定期檢驗該小貨車與甲之肇事及被害人乙之死亡間，

即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丙自不負共同侵權行為之責任。」 

綜合以上所述，證券投資人以財務預測或更正更新為由，訴請發行

公司損害賠償，勢必面臨極大困難。但自另一角度觀察，發行人對於財

務預測之編製或更正更新，亦有其事實上不確定因素所造成之困難，加

上影響股價之因素甚多，並非純粹財務預測之單一要素。據此以觀，如

就我國學者與實務裁判見解，以相當因果關係之法則，要難認為投資人

之訴求為有理由。更何況，財務預測確非易事，如欲要求準確，亦屬期

待不可能。質言之，吾人探討財測制度與投資人之損害間之因果關係，

應具體判斷如下法則：財測如不更正或更新，該公司股價是否必然不受

影響？又如財測更正或更新，是否影響股價？此法則如再細分，則應探

討以下法則：財測如調降或調高，股價是否必然下跌或上漲？財測如不

調降或調高，其股價是否必然不致變動？凡此種種法則之結論，均屬無

法肯定，因此，似難認上揭因果關係存在。 

伍、以我國 IC產業為例，論證財務預測之困境  

一 .IC 產業主要製造流程 51 

有關 IC產業之主要製造流程，自 IC設計至測試，歷經：光罩、IC製造、

封裝等程式，其中 IC 設計公司在我國共有一百八十家、光罩公司有四家，IC

製造有十五家，封裝公司有四十五家，測試公司有三十六家52。其作業流程說

明，主要製造流程，與我國上市上櫃公司之情況如下： 

 

 

 

 

 
 

                                 
51. 資料來源：ITIS 2002年半導體工業年鑑「我國 IC產業結構」。  
5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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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產業主要製造流程  

作業流程說明 主要製造流程 我國家數(2001) 上市櫃公司 

(一)IC設計(IC DESIGN/FABLESS) 
係指本身無晶圓廠(FAB)，專注從事
IC相關設計，並在設計完成後，再交
由晶圓代工、封裝及測試業者代為製
造一顆顆完整功能的 IC。 

 

180 

威盛、聯發、瑞
昱、凌陽、揚智、
聯詠、義隆、晶
豪、鈺創。 

(二)光罩(TMA) 
完成 IC設計後，再由光罩公司按照預
定的晶片製造步驟，將 IC的電路佈局
圖轉製於平坦的玻璃表面上，這塊玻
璃即是所謂的光罩。 

 

4 

台灣光罩 
未上市櫃(翔準、
中華凸版、中華
杜邦光罩) 

(三)製造／晶圓代工(IDM/FOUNDRY) 
完成光罩後，由 IC製造廠運用微影成
像的技術，以光阻劑等化學品為材
料，將光罩上極細的線路圖複製在矽
晶圓上，再運用硝酸等化學品清洗、
蝕刻，即完成晶圓的製造 

 

15 

台積電、聯電、
華邦、旺宏、南
亞、力晶、矽統、
茂德、茂矽、世
界先進 

(四)封裝(PACKAGE) 
IC 晶圓製造完成後,以塑膠或陶磁等
材料，將 IC晶粒包在其中，以達保護
晶柆之目的。 

 45 

日月光、矽品、
華泰、超豐、菱
生 

(五)測試(TESTING) 
測試業務主要分成二個部份： 
1.晶圓測試服務(Wafer Probing C/P) 
主要功能係在於 IC 封裝前檢查及
測試晶圓之缺陷。 

2.成品測試(Final Test F/T) 
主要功能為確認 IC 成品之功能、
速度、容忍度、電子消耗、電子放
射及熱力發散等屬性是否符合標
準。 

 

36 

京元、矽品、泰
林、立衛 

 

 

IC設計 

光 罩 

IC製造 

封 裝 

測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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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DRAM 產業公司財務預測之困境  

自上述 IC 產業主要製造流程中觀察，與 DRAM 有關之行業在於 IC

製造，包含華邦公司、南亞科技、力晶、茂矽、茂德、世界先進等公司。

就該產品行業之整體環境而言，自 2000 年中全球景氣反轉直下，DRAM

的價格便一瀉千里，幾乎跌跛 1美元，2001年 DRAM廠商虧損累累，直

到 2002 年初才略微好轉。也因成本的考量，使得在 2000 年 RDRAM 及

DDR互爭下一世代主流的議題在 2001年底有了結果。DDR以其成本的優

勢在 2002年成為市場主流，目前 DDR的價格已與 SDRAM相差無幾，而

128MB RDRAM仍在 40-50美元左右。預估 2002年底市場佔有率將可達 4

成以上。而 RDRAM則以利基型產品如 PS2等消費性產品為主，到 2002

年底市占率不到 10%。DDR需不需支付權利金，對此趨勢的影響相信已是

微乎其微。就台灣 DRAM廠商而言，技術本來就來自國外大廠，一直都有

支付 DDR 及 SDRAM 的權利金給技術廠商，雖華邦等公司有和 Rambus

簽約 RDRAM的權利金事宜，但台灣廠商目前均未生產 RDRAM，因此也

未支付此筆款項。而包括茂德、華邦、力晶等在下半年 DDR 的產能均會

開出，因此 DDR成為市場主流對台灣廠商而言是正面訊息53。 

DRAM行業與 IC產業之關係密切，而在此欲以實例論證者，為 DRAM

大廠包含：美國 Micron 公司、韓國 Hynix 公司、韓國三星電子公司

（Samsung）以及德國 Infineon 公司四公司間之問題。其中韓國 Hynix 公

司與美國 Micron公司之合併企圖與談判破裂，嚴重使全球 DRAM價格（現

貨價格與合約價格）受到波動，每當合併談判緊密進行時，DRAM價格即

上昇，相對影響我國以 DRAM為主之產業公司之收益營收，但最後合併談

判破裂，且告確定，DRAM價格又下滑，終於導致我國 DRAM產品公司

轉盈為虧，例如華邦電子公司、力晶、世界先進公司、茂德、茂矽公司均

受影響，並調降財務預測，此凸顯產業界與發行公司無法確實履行財務預

測，且必須被外力因素幹擾而更新財務預測之困境54。 

                                 
53. http://www.apolloyes.com/news/news020701.htm 
54. 資料來自：http://tw.news.hahoo.com/2002/05/02/technology/ctne…  2002/10/26 
     http://tw.news.hahoo.com/2002/05/02/technology/ctne…  2002/10/26 
     http://www7.masterlink.com.tw/z/zf/zfz_2002-8-28E12D35D37PM.asp.htm 2002/10/28 
     http://www.siongpo.com/20020621/economy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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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之相關重要規範  

一 .概說  

我國於民國九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制訂公佈「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

保護法」，以下簡稱「投保法」共計四十一條，此為對投資人保護之一大突

破，以特別立法之方式，保障證券投資人之權益，並促進證券市場之健全

發展。該法為證券交易法之特別法，優先於證券交易法之適用，而主管機

關亦為財政部證券暨期貨交易委員會，證券投資人之定義，則依證券交易

法認定之55。 

二 .保護機構  

「投保法」特別明定成立財團法人為保護機構（第五條），由主管機關

指定證券及期貨市場之相關機構應捐助一定財產，其捐助金額由主管機關

協調，設立保護機構，統籌執行證券與期貨投資人之保護事宜56。保護機

構之組織、設立、管理監督事項，依投保法之規定；其未規定者，適用民

法及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保護機構業務之指導、監督、財務之審核、辦理變更登記相關事項，

與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受雇人之資格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

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57。 

                                 
55.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一條至第四條參照。  
56. 所謂證券及期貨市場相關機構，依該法第七條之規定，係指：  
一 .證券交易所。  
二 .期貨交易所。  
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四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五 .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六 .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七 .期貨商業同業公會。  
八 .各證券金融事業。  
九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證券及期貨市場相關機構或事業。  

57. 投保法第八條參照，而投保法所規定之保護機構為財團法人，依民法規定財團法人以法院為主管機關，其
組織、設立與管理監督，亦以民法規定為據。惟保護機構係依本法設立，關於其組織、設立與管理監督，
應優先適用本法。爰訂定第一項，宣示投保法相對於民法及其他有關法律，就保護機構組織、設立與管理
監督之特別法地位。同時亦仿證券交易法第一百零二條及期貨交易法第八條之立法例，授權主管機關訂定
保護機構之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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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財團法人係以捐助章程為其組織、運作之基本規範。其內容之適切

與否，與財團法人成立後能否達成其設立目的，關係甚鉅，投保法爰於第

九條明定保護機構捐助章程之應記載事項。包括： 

(一)保護機構之名稱、捐助目的及事務所所在地。 

(二)捐助財產之種類、數額及保管運用方法。 

(三)業務項目。 

(四)董事會之組織及職權。 

(五)董事、監察人之產生方法、資格、人數及任期。 

(六)事務單位之組織。 

(七)解散或撤銷許可後賸餘財產之歸屬。 

(八)關於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 

此外，投保法第十條亦規範保護機構應於業務規則中，規定下列事項： 

(一)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與發行人、證券商、證券服務事業、期貨業、

交易所、櫃檯買賣中心、結算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間，因有價證券之

募集、發行、買賣或期貨交易及其他相關事宜所生民事爭議之處理程式。 

(二)保護基金之保管、運用。 

(三)對發行人、證券商、證券服務事業及期貨業之財務業務查詢。 

(四)證券及期貨交易相關法令之諮詢服務。 

(五)主管機關委託辦理事項。 

(六)其他有助於達成本法目的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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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業務規則之訂定，應報經主管機關核定；修改時，亦同58。 

投保法對於保護機構賦予「準調查權」，其第十七條明定：保護機構為

處理下列情事，得請求發行人、證券商、證券服務事業、期貨業或證券及

期貨市場相關機構協助或提出文件、相關資料： 

(一)依本法規定提出之調處案件。 

(二)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對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未受償債權之

償付。 

(三)為提起第二十八條訴訟或仲裁。 

(四)主管機關委託辦理之事項。 

(五)其他為利於保護機構執行保護業務之事項。 

保護機構依前項所得文件或相關資料，發現有違反法令情事，或為保

護公益之必要時，應報請主管機關處理。受請求人未依前項規定協助或提

出文件、相關資料者，亦同59。 

三 .保護基金  

保護機構為利業務之推動，應設置保護基金；保護基金除捐助財產外，

其來源如下： 

(一)各證券商應於每月十日前按其前月份受託買賣有價證券成交金額之萬

分之零點零二八五提撥之款項。 
                                 
58. 此係參照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三十八條、期貨交易法第十五條規定，明定保護機構業務規則應規定事項，使
證券投資人、期貨交易人、證券及期貨相關機構有所遵循。又所稱之證券服務事業，為證券交易法第十八
條所定事業。期貨業，係指期貨交易法第四章規定，包含期貨商、槓桿交易商、期貨服務事業等。交易所
則包含證券交易所及期貨交易所。另結算機構則包含證券結算機構及期貨結算機構。另保護機構業務規則
訂定之良窳，除關係其本身之營運，亦影響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之權益，故規定其業務規則之訂定及
修改，須先經主管機關之核定，始生效力。  

59. 為使保護機構充分發揮投保法所賦予之任務，勢須取得充分之資訊，是以，除了調處之當事人外，其他相
關單位之協助，往往是保護機構能妥適處理調處案件及其他業務之重要關鍵；此外，保護機構在提起團體
訴訟與團體仲裁前，若能蒐集事證資料，將有助於當事人研判紛爭之實際狀況，進而成立調解或和解，以
消弭訴訟，並有助於法院審理本案訴訟時發現真實及妥適進行訴訟。爰於明定保護機構得對相關單位之財
務與業務為必要之查詢，並明定相關單位不予以配合時，得請主管機關協助。主管機關對於保護機構之請
求認為有必要時，得依證券及期貨相關法規，如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四條、第九十一條、期貨交易法第九十
八條等規定，命令相關單位提出，相關單位拒不配合時，並得依法處以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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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期貨商應於每月十日前按其前月份受託買賣成交契約數各提撥新臺

幣一點八八元之款項。 

(三)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及櫃檯買賣中心應於每月十日前按其前月份

經手費收入之百分之五提撥之款項。 

(四)保護基金之孳息及運用收益。 

(五)國內外公私機關﹙構﹚、團體或個人捐贈之財產。 

提撥比率或金額，主管機關得視市場狀況或個別證券商或期貨商之財

務業務狀況及風險控管績效調整之，但增加之比率或金額以百分之五十為

上限。保護基金淨額超過新臺幣五十億元時，主管機關得命令暫時停止提

撥已提撥超過十年之證券商、期貨商之款項。保護基金不足以支應第二十

條第一項規定之用途時，保護機構得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向金融機構借款。

未依規定繳納提撥款者，保護機構得報請主管機關命其限期繳納；屆期仍

未繳納者，主管機關並得依法移送強制執行60。 

                                 
60. 投保法第十八條參照，其立法理由在於：  

(一)為使保護基金不虞匱乏，以落實對投資人及交易人權益之保障，基金收入來源除設立時之捐助財產外，
應有後續之挹注，爰於明定保護基金之來源。  

(二)按保護基金之主要用途係當證券商或期貨商失卻清償能力而違約時，用以償付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
人之用，故將證券商及期貨商列為主要提撥單位。此外，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及櫃檯買賣中心亦應
共同分擔市場交易風險，故亦將其列為提撥單位。  

(三)有關各單位提撥比例計算方式，係以五十億元為上限，扣除設立時捐助之十億元，分十年提撥，一年
應提撥四億元，而以集中市場日成交量一千億元、店頭市場一百億元及期貨市場年成交口數四百五十萬
口逐年依比例增加為基準，計算出證券交易所、櫃檯買賣中心及期貨交易所應從其經手費收入提撥百分
之五，證券商及期貨商則參照交易所之負擔比重，定其提撥金額。  

(四)鑑於證券商及期貨商之手續費已彈性化，為免產生採低手續費促銷者風險較高而提撥金額反而較少之
不公現象，及使計算基礎明確，證券商按受託買賣成交金額提撥，期貨商按受託買賣成交契約數提撥。 

(五)證交所之經手費及櫃檯買賣中心之業務服務費收入約為成交金額之萬分之零點六五，依規定應自經手
費收入中提撥百分之五，則證交所及櫃檯買賣中心所提撥之款項約為成交金額之百萬分之三點二五，又
證券商手續費係以成交金額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一點四二五計收，如於手續費中提撥千分之二，則證券商
所提撥之款項約為成交金額之百萬分之二點八五，此比例與證交所、櫃檯買賣中心提撥比例相當。另期
貨商目前每口小型臺指期貨所收之手續費約四百至五百元，其他契約則約為八百至一千元。小型臺指期
貨契約成交量約占全部契約成交量之百分之十二，如於手續費中提撥千分之二，則期貨商所提撥之款項，
加權平均每口約為一．八八元。期貨交易所每口小型臺指期貨所收之交易經手費及結算手續費約為二十
五元，其他契約則約為四十二點五元，依本條規定應自經手費收入中提撥百分之五，則期交所加權平均
每口提撥之金額約為二點０二元。因此期貨商與期交所兩者提撥之比例相當。  

(六)為能因應市場狀況變化，及考量期貨交易未來仍有新型商品之開發，另並鑑於個別證券商及期貨商之
財務業務風險狀況不同，為增進其提撥比率或金額之公平合理，提撥比率或金額，主管機關得視市場狀
況或個別證券商或期貨商之財務業務狀況及風險控管績效調整其提撥比率或金額，但以調增百分之五十
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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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法第二十條明定保護基金之用途，規定保護基金之動用，以下列

各款為限﹕ 

(一)依第二十一條規定，償付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之用。 

(二)保護機構依本法執行業務之支出及其他必要費用。 

(三)依本法規定提起之訴訟或提付仲裁所需之費用。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用途61。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有下列情形時，保護機構得動用保護基金償

付之： 

(一)證券投資人於所委託之證券商因財務困難失卻清償能力而違約時，其

於證券交易市場買賣有價證券並已完成交割義務，或委託該證券商向認

購（售）權證之發行人請求履約並已給付應繳之價款或有價證券，而未

取得其應得之有價證券或價款。 

(二)期貨交易人於所委託之期貨商因財務困難失卻清償能力而違約時，其

於期貨交易市場從事期貨交易，而未取得其應得之保證金、權利金，及

經期貨結算機構完成結算程式後之利得。 

                                                                                                           
(七)保護基金淨額超過新臺幣五十億元時，主管機關得視情況停止證券商、期貨商之提撥。又為促使每一
新設立證券商及期貨商均能重視保護投資人及交易人，並求新、舊證券商及期貨商提撥之公平性，爰規
定主管機關得命令暫時停止提撥者為已提撥超過十年之證券商及期貨商，至於提撥未滿十年之新成立者
則應繼續提撥。  

(八)為避免保護基金金額不足以支應用途，而無法達成投保法之目的，爰規定，保護機構得向金融機構申
請融資。  

(九)明定未依規定繳納提撥款者，經主管機關以書面通知命其限期繳納，屆期仍不繳納者，得依法移送強
制執行。  

61. 保護基金用於償付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因證券商或期貨商發生財務困難違約，而無法取得其應得之有
價證券、價款或保證金、權利金及結算利得時，得以保護基金償付之。保護基金用於支付保護機構之業務
支出及其他必要費用。保護基金用以繳納保護機構依投保法提起訴訟或仲裁所需之費用。另為使保護基金
之運用得因應實際需要，爰規定保護基金得用於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用途，以保留彈性。為避免保護機
構之業務及其他必要費用之支出占保護基金運用之比例過高，爰明定以當年度保護基金之孳息為上限，編
列預算辦理。另為保留彈性，並授權主管機關得視其財務、業務情況，予以適當調整﹙例如﹕保護機構第
一年經費估算，係以設立時之捐助財產約十億元加計各月份證券商、期貨商、證交所、期交所及櫃檯買賣
中心提撥之款項，再乘以銀行固定利率約百分之五，估算其經費上限。而當保護基金用於支付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之用途，而致保護基金孳息不足以支應保護機構經費負擔或當保護基金之孳息遠超出保護機構之支
出時，主管機關得依第二項但書規定，予以適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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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基金依規定，償付每一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之金額上限、對

每一證券商或期貨商之全體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之償付總額上限、償

付程式及償付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保護機構依規定償付後，得於其償

付限度內，代位行使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對於違約證券商或期貨商之

請求權62。 

四 .調處、團體訴訟與仲裁程式  

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因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買賣或期貨交易

致其權益受損，而欲主張權利時，即須提起訴訟以求救濟，惟受限於訴訟

程式之繁瑣不便，致使大多數權益受損之投資人或交易人均裹足不前。又

對於證券及期貨交易爭議事件，除逕行向法院起訴外，尚可透過鄉鎮市調

解委員會調解方式解決。現有之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行之多年，對於調解紛

爭有其功效，但對於證券及期貨交易紛爭究非其成員之專長，為落實爭議

之有效處理，並紓解訟源，爰比照民事訴訟法第二編第二章、消費者保護

法第五章、鄉鎮市調解條例及公害糾紛處理法第三章第一節有關調解及調

處規定之立法例，爰賦予保護機構受理調處之申請並應設調處委員會辦理

調處。且有關調處委員會組織及調處程式繁多蕪雜，有另定辦法之必要，

爰授權主管機關訂定之。在此情況下，投保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證券投資

                                 
62. 投保法第二十一條參照，其立法理由在於：  

(一)第一項明定保護機構得動用保護基金償付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之情形。  
(二)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當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因所委託證券商或期貨商發生財務困難違約，
而無法取得其應得之有價證券、價款或保證金、權利金及結算利得時，以保護基金償付之，以保障已完
成結算交割義務者之權益，同時維護市場之交易秩序。  

(三)第一項第二款償付之範圍，係指期貨交易人未自該期貨商依期貨交易法第七十條所開設客戶保證金專
戶取得其應得之下列款項：  
1.期貨交易人為從事期貨交易，依期貨交易法第六十七條規定應先行繳存至期貨商客戶保證金專戶之保
證金、權利金(指未交易、未完成交易及完成結算程式後之款項)。  

2.期貨結算機構完成結算程式後，期貨交易人因持有未沖銷部位或了結部位所應得之利得。  
(四)期貨結算會員如有不履行結算交割義務時，應先依期貨交易法第四十九條規定支應並完成結算程式，
於支應後仍有不足時，其不足款項由保護基金予以償付。  

(五)第二項參考存款保險條例第九條規定，授權主管機關訂定保護基金償付證券投資人、期貨交易人之金
額上限、償付程式及償付辦法。  

(六)為避免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因證券商或期貨商之違約而獲得超過其實際損失之賠償及為減輕保護
機構之負擔，爰參照民法第三百十二條及保險法第五十三條有關代位權規定，於第三項明定保護機構償
付投資人或交易人後，於償付金額範圍內，得代位行使其對證券商或期貨商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七)有關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未獲保護基金償付之債權，得依第二十二條規定申請調處或依第二十八
條規定之團體訴訟、仲裁程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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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期貨交易人與發行人、證券商、證券服務事業、期貨業、交易所、櫃

檯買賣中心、結算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間，因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

買賣或期貨交易及其他相關事宜所生民事爭議，得向保護機構申請調處。

保護機構為處理調處事項，應設調處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其組

織及調處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調處成立者應作成調處書。調處書之作成、審核及送達，準用鄉鎮市

調解條例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 

經法院核定之調處，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 

經法院核定之調處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得向原核定法院

提起宣告調處無效或撤銷調處之訴，並得就原調處事件合併起訴或提起反

訴，請求法院於宣告調處無效或撤銷調處時，合併裁判之，並視為自申請

調處時已經起訴。 

前項訴訟，當事人應於法院核定之調處書送達後三十日內提起之。但

有民法上無效之原因者，不在此限。 

調處無效或撤銷調處之訴之判決，於第三人在起訴前以善意取得之權

利無影響（第二十六條）。 

保護機構為維護公益，於其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對於造成多數證券

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受損害之同一證券、期貨事件，得由二十人以上證券

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授與訴訟或仲裁實施權後，以自己之名義，起訴或提

付仲裁。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得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或詢問終結前，撤

回訴訟或仲裁實施權之授與，並通知法院或仲裁庭。 

保護機構依前項規定起訴或提付仲裁後，得由其他因同一證券或期貨

事件受損害之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授與訴訟或仲裁實施權，於第一審

言詞辯論終結前或詢問終結前，擴張應受判決或仲裁事項之聲明。 

前二項訴訟或仲裁實施權之授與，應以文書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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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第四條之規定，於保護機構依規定起訴或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時，不適用之（第二十八條）63。 

五 .「投保法」充分發揮功能之期待  

證券市場之最高指導原則，厥在於發行市場必須具有真實性，而流通

市場必須具有公平公正性。依證券交易法第一條之規範，立法理由在於「發

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惟我國證券市場雖已改革甚多，但仍有美中不

足之處。就財務預測制度及其他相關證券交易實證案例而言，集團企業藉

由各種方式以達其非常規交易行為而謀取鉅額暴利者，仍比比皆是。但證

券投資人如藉由個別力量以行政救濟或提起求償訴訟，又因專業程度與蒐

集資料不足，欲達勝訴，確屬不易。近年來，我國集團企業舞弊情事不斷，

發生許多所謂「地雷股」事件，嚴重損害投資人之權益與證券交易管理之

正確性。雖然，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發展市場基金會對此頗為重

視，不但對個別案例追蹤觀察，確也為投資人訴訟代理，提起訴訟向相關

不法行為人求償，例如東隆五金股份有限公司、金緯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國產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國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順大裕股份有限公司、

萬有紙廠股份有限公司、正義股份有限公司、美式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大

中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日光燈股份有限公司、台鳳股份有限公司、新

巨群集團（包含聚亨公司、亞瑟公司、台芳公司、普大公司、同新投資公

司、新世群投資公司、新世紀公司、新巨群股份有限公司、聯盛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國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利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倫企業股

                                 
63. 證券及期貨市場，因投資人及交易人分散，對於同一事實原因所引起之共同損害，由於個別求償在舉證、
涉訟程式及費用上，往往因力量有限而求償意願不高，且一旦有違法行為發生，請求權人為請求損害賠償
而先後分別向法院訴訟，對法院而言亦是沈重負擔。為期訴訟、仲裁經濟，減輕訟累，發揮保護機構之功
能，爰參考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條及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五條之立法例，允許保護機構為維護公益，於其章
程所定目的範圍內，得經由二十人以上之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授與訴訟或仲裁實施權，起訴或提付仲
裁。起訴或提付仲裁後，為便利其他被害人併案請求賠償及符合訴訟經濟之要求，爰明定保護機構得經其
他因同一證券、期貨事件受害之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授與訴訟或仲裁實施權，由保護機構擴張應受判
決或仲裁事項之聲明。又為期團體訴訟順利進行，並考慮實務上仲裁條款之約定，爰明定保護機構提起團
體訴訟不適用仲裁法第四條，應停止訴訟程式之規定。（我國「投保法」對於爭議之處理，其中包括調處、
團體訴訟與仲裁程式，而在用語方面，「調處」一詞與司法制度用語「調解」雖有不同，但實質上意義應
為相同，均為 Mediation之機制。關於此種用語，法制上，民法與民事訴訟法中係以「調解」一詞（民事訴
訟法第四百零三條至第四百二十六條），而「? 鎮調解條例」中之用語亦為「調解」，「勞資爭議處理法」
亦使用「調解」一詞（第九條至第二十三條），「政府採購法」亦以「調解」一詞（第八十五條之一）。
綜合而言，雖然「投保法」使用「調處」用語，其意義與功能應與「調解」並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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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能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環隆電氣股份有限公司、峰安金屬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廣大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精英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土地開發信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倉儲股份有限公司（現更名為遠

森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國貨櫃運輸股份有限公司、啟阜建設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太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等案件64。 

上開案件之民事求償均以附帶民事訴訟，由證基會受證券投資人之委

託求償，求償對象除發行公司外，尚包含不法行為人（例如：董事長、總

經理、經理、財務主管），且有些案件亦將簽證會計師列為被告訴追65，甚

至對於證券承銷商亦一併追訴66。 

證基會對於維護證券交易之公平公正之努力不遺餘力，令人肯定與敬

佩，惟在投保法公佈之前，該基金會面臨實際上執行之困難，在於缺乏經

費繳納訴訟裁判費，所以均藉由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方式為之，且其本身

並無調查權，追訴時亦面臨一定程度上之問題，加上求償對象多無實質財

產（或已破產或脫產），易言之，縱令判決勝訴，對委託之證券投資人之助

益尚屬有限，更何況，某些非常規之有價證券交易，並不一定經公訴人起

訴，甚或偵查階段冗長而超過二年，若欲等待起訴後以附帶民事訴訟方式

求償，有可能請求權罹於時效而消滅。茲投保法公佈實施，依該法之規定，

成立保護機構職司證券投資人之保護工作，且法律賦予準調查權，該法又

設立保護基金，金額頗鉅，不但能對證券投資人充分保障，亦可支應必要

時提起訴訟或仲裁程式之裁判費用，此對證券投資人權益與證券市場之管

理，均有正面實質意義，其功能之充分發揮，確實值得重視與期待。 

六 .強制仲裁之建議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六十六條規定證券商與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相互

間，不論當事人間有無訂立仲裁契約，均應進行仲裁。質言之，上揭爭議

應為強制仲裁。惟查投保法第二十八條僅有「提付仲裁」之規範，並無強

制仲裁。但就實務而言，保護機構為維護公益，於其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

對於造成多數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受損害之同一證券期貨事件，由二

                                 
64. 依作者向證基會查詢，證基會製表提供資料。  
65. 例如：東隆五金公司、金緯公司、正義公司、新巨群集團、環隆公司等案件。  
66. 例如：正義公司案件。  



第六章 關係企業公司財務預測制度與證券投資人之保護 

 391 

十人以上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授與「追索實施權」後，若經由訴訟，

勢必因訴訟而拖延甚久，或因節省裁判費被迫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為之，

不但因時間長久而無匡正效果，且亦可能導致訴追對象財務不良而無法獲

得實質賠償。因此，現行投保法第二十八條之規定，建議斟酌將「訴訟或

仲裁」之機制，修正為強制仲裁。雖然，證券交易法第一百六十六條第一

項前段關於「有價證券交易所生之爭議，當事人得依約定進行仲裁」之規

定，原為強制仲裁，嗣修正現行之任意仲裁，但投保法為特殊規範，若採

強制仲裁，並不違反法學潮流，反而更能充分保障證券投資人與期貨交易

人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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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美國相關法制之研究 

壹、財務預測與軟性資訊（ Projection Disclosure and Soft 
Information）  

美國法制對於財務預測制度之法源，來自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第三條第

二項（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Section 3b），該法條規定：「證管會

有權依據證券交易法或其施行細則規範有關技術性問題、商業交易、會計或其

他事項」67。因此，1933年證券法施行細則第一百七十五條（Securities Act of 1933, 

Rule 175）與 1934 年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二項第六款（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Rule 3b-6）乃規範 Liability for Certain Statements by Issuers. 

職是，一九八二年，證管會將公司財務預測制度，定位為「以自願公開為原則，

強制公開為例外」，允許並且鼓勵企業自願公開財務預測，但在某些情況則強制

發行公司必須正確公開財測，且不得有誤導之資訊（ The Commission 

reconsidered its policies and now not only permit but encourage, and in some cases 

mandates the use of non-misleading projections by certain issuers）68。此種對於發

行公司未來前景資訊之任意性規範（forward-looking information），屬自願公開

性質，有別於強制公開（mandatory disclosure system），因此被稱為「軟性資訊」

（Soft Information）69。在此前提下，美國證管會（SEC）要求企業如果自願公

開財務預測（projection disclosure）時，必須載明：公司未來營收、收益或損失，

EPS（Earning Per Share）（包含每股之可能獲利或損失）、公司資本支出、股利、

公司未來之計劃營運、經營考量決策分析與營運結果產生之財務狀況

（management’s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financial condition and results of 

operations）、基本假設因素等項目70。綜合而言，美國法制對於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限縮於： 

一.對於營收之預估、收入或損失、每股盈餘或虧損、資本支出、股利、資

本結構或其他財務項目之預測（A statement containing a projection of 
                                 
67. The Commission and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s, as to matters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jurisdictions, shall have power by rules and regulations to define technical, trade, accounting, and other terms used 
in this title, consistently with the provisions and purposes of the title. 

68. See Thomas Lee Hazen, The Law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 (1996, Third Edition), at 151-156. 
69. 同前註 1，頁 108-122，二○○○年四月。  
70. 引自同註，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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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nues, income(loss), earnings(loss) per share, capital expenditures, 

dividends, capital structure or other financial items）。 

二.對於將來經營計劃與目標之說明（包含品質方面或數量方面、新產品之

發展計劃與通路）（A statement of management’s plans and objectives for 

future operations, whether qualitative or quantitative, including plan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delivery of new products）。 

三.未來經濟狀況運作之敘述（A statement of future economic performance）。 

四 .與上述三項有關之基本假設因素基礎（Disclosed statements of the 

assumptions underlying or related to any of the statements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2)or(3) above.）71。 

依前所述，美國法制係採自願公開財務預測制度（Soft Information 

Projection Disclosure），但證管會（SEC）亦例外對某些情況強制要求企業必須

詳實揭露未來之預測（mandatory disclosure system），姑不論此是否即為強制公

開財測制度，惟觀之其強制之要求揭露項目，包含：符合環保安全衛生標準之

成本支出（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costs）、重要之法律訴訟（ legal 

proceedings）、或有債務（contingent liabilities）等項目72。 

貳、公司募集資金之「冷靜期」規範（Quiet Period）  

所謂「冷靜期」規範（Quiet Period），係美國法制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從事

募集資金時（例如辦理現金增資、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對於資訊之公開，自提

出申請至資金募集完成日止，其發表之相關資訊必須與申請時之說明書內容完

全一致，不得有誤導或不實跨大之資訊公開73。 

我國近年來上市、上櫃公司赴海外募集資金有增多趨勢，上市、上櫃公司

自海外募集金額，已超過在國內募資總數，而廠商在海外發行存託憑證、可轉

換公司債時，均受到當地證券法令規範，尤其是美國證管單位嚴格限制企業募

                                 
71. See Robert M. Chilstrom, Due Diligence for Projections and Other Forward Looking Financial Information, 

Practising Law Institute, Corporate Law and Practice Coarse Handbook Series, PLI Order NO. B4-7100, April 
1995.at 838-855. 

72. 參照前註 1。惟就此部分之強制分開，是否即指「以自願公開為原則，強制公開為例外」之例外情形，值
得研究。學者劉連煜教授於該文中認為此即為公開制度之例外情況。  

73. http://www.license.com.tw/invest/news/9004/9004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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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資金時，對外資訊揭露情形，必須遵守「冷靜期」規範，職是，Quiet Period

確值得重視。 

我國實施「冷靜期」規範，確有必要。為避免公司發言人不當言論影響股

價，針對發行公司於申報生效日至有價證券募集完成日期間，禁止公司對外發

表假設性訊息，若有違反者，可撤銷或廢止其申報生效或申請核准。此「冷靜

期」，應要求發言人於送件至繳款完成期間，其對外言論應與公開說明書一致。

發行人在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期間，所發布重大訊息的說明須與送審書件相

符，除依公開發行公司財測資訊公開體系要點辦理公告的財測資訊內容外，嚴

禁發表假設性預測訊息。至於發行人在申報生效或申請核准日至投資人完成繳

款截止日期間的資訊揭露原則，公開說明書應揭露至刊印前影響利害關係人判

斷的交易或其他事件資料，發行人在申報生效或申請核准後至繳款截止日止，

相關宣傳或資訊揭露原則應以公開說明書所載內容為限。在公開說明書刊印後

至繳款截止日前，發行人對外言論應僅止於事實揭露，不得為所公告財務預測

資訊內容以外的假設性預測，上市櫃公司若發生重大期後事項時應依資訊公開

體系辦理公告申報，並依上市櫃公司重大訊息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式、重大訊息

說明記者會作業程式辦理74。 

我國現行「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條第二項規定「發

行人自本會及本會指定之機構收到申報（請）書件即日起至申報生效或申請核

准前，發布之資訊應限於事實揭露，除依法公告之財務預測資訊內容外，不得

公開預測資訊，對外發布任何與申報（請）書件不符之資訊，應修正相關資料

提報本會。」，即為「冷靜期」之規範。若有違反者，依「處理準則」第十一條

第四款、第十五條第四款之規定，證期局得撤銷或廢止其申報生效或核准，亦

或得停止其申報發生效力。 

參、財務預測之「警示告知原則」（Bespeak Caution Doctrine）與「安
全港法則」（Statutory Safe Harbor）  

所謂“Bespeak Caution Doctrine”「警示告知原則」與“Safe Harbor”「安

全港法則」，係指財務預測中，應標明「可能造成實際結果與預測不同之重要因

素」，如果公司於財務預測時附有警示用語（Bespeak Caution），即足以使投資

                                 
74. http://news.sina.com.tw/sinaNews/rtn/twFinance/2001/0514/33281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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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相關人士提高警覺，並藉此做為投資風險預告之判斷，則公司可以免責。

對於公司揭露財務預測是否免責，是否有警示告知，是否適用安全港法則，應

以下列方式判斷： 

一.是否充分表明警示語句，而該警示語句足以免除因錯誤敘述而被起訴（that 

sufficient cautionary language may preclude misstatements form being 

actionable）75。  

二.財務預測之揭露或更正是否具備合理之基礎？是否合乎誠信原則？（such 

statement will be considered fraudulent unless it is shown to have been made or 

reaffirmed without a reasonable basis or to have been disclosed other than in 

good faith）76。  

三.美國 1933年證券法施行細則第 175條（Securities Act of 1933, Rule 175）

與 1934年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二項第六款（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Rule 3b-6），規範發行人對特定記載資料揭露之責任（Liability 

for Certain Statements by Issuers），二者對於「虛偽記載」（Fraudulent 

Statement）定位為：「事實敘述記載之不實、錯誤記載、或誤導」、「對

於避免誤導之故意省略」、「錯誤記載將引致操縱行為、詐欺行為或其他

不正當結果者」，以上各種情況之記載皆不受「安全港法則」之保護77。 

四.對於「經營研討與分析」（Management’s Discussion and Analysis）之未來

情況揭露，應具備四個要件（Requirements for Forward-looking or Prospective 

Information）78 

                                 
75.同前註 68，at 157-158。  
76. See Janet Heck Doyle, Disclosure of Forecasts and Projections, Insights, February, 1992. Securities Disclosure. 

Prentice Hall & Business, Inc. at 11. 
77.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rule the term “fraudulent statement” shall mean a statement which is an untrue statement of 

a material fact, a statement false or misleading with respect to any material fact, an omission to state a material fact 
necessary to make a statement not misleading, or which constitutes the employment of a manipulative, deceptive, 
or fraudulent device, contrivance, scheme, transaction, act, practice, course of business, or an artifice to defraud, as 
those terms are used in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the Securities Act of 1933 ) or the rules or 
regulations promulgated thereunder. 

78. See Jean W. Gleason, SEC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for Forward-Looking or Predictive Information, With 
Emphasis on Projections and Management’s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Practising Law Institute, Corporate Law 
and Practice Course Handbook Series, PLI Order No. B4-6896, November 2, 1989.at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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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須揭露：已知之趨勢或任何已知之需求、承諾、或已經確定或不確

定之因素事件，而該因素事件將導致或可能導致發行公司流動資產之增

加或減少。（ disclosure of “know trends or any known demands, 

commitments, events or uncertainties that will result in or that are reasonably 

likely to result in the registrant’s liquidity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in any 

material way”）。 

(二)必須揭露：任何已知之產業資源趨勢（不論是有利或不利），而該趨

勢可能影響到發行公司之資本者（disclosure of “any known material trends, 

favorable or unfavorable, in the registrant’s capital resources and any 

expected material changes in the mix and relative cost of such resources”）。 

(三)必須揭露：任何已知或不確定之趨勢，而發行公司合理判定該趨勢會

對企業之產品銷售或收益造成正面或負面衝擊。如果發行公司知悉某種

關係到成本與收益之訊息變動，此種變動絕對必須揭露（disclosure of 

“any known trends or uncertainties that have had or the registrant reasonably 

expects will have a material favorable or unfavorable impact on net sales or 

revenues or income from continuing operations.” If the resistant knows of 

events that will cause a material chang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sts and 

revenues, such change must be disclosed） 

(四)必須著重於：訊息因素與經營之不確定性，而該訊息與不確定性將可

影響將來營運結果與財務狀況（focus on “material events and uncertainties 

known to management that would cause reported financial information not to 

be necessarily indicative of future operating results or of future financial 

condition.”）。 

比較美國法制，其對於「警示告知原則」（Bespeak Caution Doctrine），我

國之財務預測或更新財測，除發行公司提供資料俾供會計師查核，完成後報請

證券主管機關審查，會計師查核報告中亦有警示告知用語，通常為：「由於交易

事項及經營環境未必全如預期，因此預測與實際結果通常存有差異，且可能極

為重大，故本財務預測將來未必能完全達成。本公司編製九十年度財務預測之

目的，係做為內部經營管理指標，並依「公開發行公司財務預測資訊公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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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要點」第十八點之規定辦理，以提供主管機關及投資人有關未來營運之資

訊」。我國之法制規範，尚嫌不足，應予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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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關於財務預測訴訟案例之實証法學研究 

壹、事實方面  

京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京元公司）向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上市，經證交所上市審議委員會通過，而後證期局亦核准其上市申請案，

並依據該公司財務預測訂定承銷價格，經公開投標及申購二萬張後，該公司乃

掛牌上市。 

嗣京元公司經核准上市後，乃陸續在市場上發佈有利該公司之消息，且其

財務預測之前景樂觀乃吸引數投資人投資，惟不久之後，京元公司自結上半年

財務報表，其稅前盈餘與原先財務預測相較，僅達財測目標之百分之二點一五。

投資人乃認為京元公司未即時揭露營運衰退之事實，充分而真實地公佈獲利不

如預期之訊息，為求符合上市之門檻及承銷價，擬定過度樂觀之財務預測，使

投資人陷於錯誤，使當初相信京元公司財務預測之廣大投資人購入股份而受有

損害，而向京元公司請求損害賠償。投資人除提起民事訴訟，由台灣新竹地方

法院以九十一年度重訴字第一六二號審理中〈尚未裁判〉，另亦對被告公司及其

法定代理人提起刑事告訴，指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百七十四條

與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罪嫌，刑事部份經台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以九十年度

偵字第七三二九號不起訴處分。 

貳、本件爭點  

一 .京元公司有無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誠信交易之規定？ 

二.財務預測之性質為何？亦即投資人指稱京元公司因財務預測不準確違反

「實施要點」，進而推論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及第三十二條，應依證

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及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負刑事責任，是否正確？ 

三.因京元公司不準之財務預測，致投資人大量買進京元公司之股票，是否符

合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詐欺罪之犯罪構成要件？ 

四.投資人等購入京元公司股票而受有損害與京元公司財務預測不準，有無因

果關係？ 

五.「公開發行公司財務預測資訊公開體系實施要點」，得否做為刑罰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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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兩造爭執要旨  

一 .京元公司有無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誠信交易之規定？  

(一)投資人主張 

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或買賣，

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至他人誤信之行為。京元公司為求股票順利

上市，背於事實為前述虛偽且足至投資人誤信之行為，自該當於本條第

一項之要件，故被告等自應負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款之刑事

責任。 

(二)京元公司抗辯 

謹按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規定「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或買賣，不

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發行人申報或公告之財務

報告及其他有關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違反前二

項規定者，對於該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或出賣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

負賠償之責」，係參考美國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二項第五款

(Rule 10-b-5)而立法，其構成要件除被告必須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外，投資

人原告且須證明因果關係及損失，至於客觀要件尚有：欺騙行為

（deception）、與買賣有關（ in connection with purchase or sale of a 

security）、被告知情（scienter）、消息重要。 

美國證券交易所施行細則 10-b-5，係自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第十條第二項（SEA 10-b），茲分述該

法條與施行細則如下： 

美國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第十條第二項： 

10-b任何人，無論是直接或間接地，透過州際商務通訊手段或者工具�

或者郵件，或者全國性證券交易所之設施：(b)對於在證券交易所已經

登記之證券或未經登記之證券，於涉及證券買賣之情形，使用或實施

任何形式之操縱、欺騙或計謀，只要這些行為違反了聯邦證券交易委

員會基於公眾利益或保護投資者權益而制訂之必要的適當的規則及管

理規定，即構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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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二項第五款： 

10b-5操縱及詐欺工具之使用 

任何人，無論是直接或間接地，通過州際商務通訊手段或者工具，

或者郵件，或者全國性證券交易所之設施：(1)計畫、密謀或設置圈套進

行詐欺(2)對於當時情況而言必須紀錄之重大情況，進行不真實之陳述或

予以隱瞞；(3)從事任何對於證券買賣構成了或可能構成詐欺之行為、業

務或其他商務活動。以上行為皆構成犯罪。 

經查京元公司申請掛牌上市之程式，並無不法。除依「台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與「審查準則補充規定」，

由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審議委員會暨董事會通過外，且經證期

局審查核准。其上市程式非常嚴謹，除財務報表及相關文件應經簽證會

計師查核、輔導證券承銷商評估、簽證律師審查外，且經交易所與證期

局就全部財務報表與相關文件暨輔導承銷券商、律師、會計師之查核報

告，為嚴格實質調查，經核准屬實後 方准允上市，投資人指摘京元公�

司有違誠信交易，尚有未合。 

交易所與證期局於審查京元公司上市案件時，尚須依前開交易所審

查準則第九條各款所列不宜上市情事為實質審查。而依九條之規範包含

十三款依上市審查準則第九條之「不宜上市情事」，京元公司必須提出

財務報表及其他相關資料俾供審查，京元公司均已提出相關資料，經認

定並無不宜上市之情事。其中針對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遇有證券

交易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所列情事，或其行為有虛

偽不實或違法情事，足以影響其上市後之證券價格，而及於市場秩序或

損害公益之虞者」、第九款規定「所營事業嚴重衰退者」，均需由證券

承銷商就其認定標準為審查，其審查意見亦指合乎上市標準，並無不宜

上市之情事。綜合前述，京元公司並無違反證券交易所第二十條誠信交

易原則。 

二.財務預測之性質為何？亦即投資人指稱京元公司因財務預測不準確違反

「實施要點」，進而推論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及第三十二條，應依證

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及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負刑事責任，是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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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一)投資人主張 

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公開說明書，其應記載

之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發行人及其負責人，自應依據同法

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負擔刑事責任。 

本條所謂之「主要內容」，包括一般謹慎投資人在購買證券時所應

獲悉之事實，或對其購買決定可能有影響之事實。一般認為，公司財務

預測制度目的在提供投資人投資證券時一項客觀之判斷依據，對於投資

人投資決策自有影響，故公開說明書中所載之財務預測自屬本條之「主

要內容」。 

京元公司編製財測之行為，明顯違反「公開發行公司財務預測資訊

公開體系實施要點」以下之規定： 

1.第十六點：已公開財務預測之公司經發現財務預測有錯誤，可能誤導

使用者之判斷時，應於發現之日起二日內公告申報說明原財務預測編

製完成日期、會計師核閱日期、所發現錯誤致原發布資訊已不適合使

用之情事及其影響，並於發現之日起十日內公告申報經會計師核閱之

更正後財務預測。然京元公司於四、五兩月營收結算時，已確知第二

季之實際營收與原先之財務預測相去甚遠，卻仍未依本要點規定更正

財務預測。 

2.第十八點：已公開財務預測之公司，應隨時評估敏感度大之基本假設

變動對財務預測結果之影響；當編製財務預測所依據之關鍵因素或基

本假設發生變動，至稅前損益金額變動百分之二十以上且影響金額達

新臺幣三千萬元及實收資本額之千分之五者，公司應依規定公告申報

更新後財務預測。更新財務預測公告申報之程式，準用第十六點規定。

京元公司忽視基本假設重大變動之事實且未依本點規定即時更新財

測，致影響投資人權益甚明。 

前揭公開說明書中所列舉之財務預測重要基本假設中，引述過時資

訊及京元公司對產業之預測，與該更新財測編製時及公開說明書刊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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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發生之事實嚴重不符，故前揭財務預測所據以成立之重要基本假設及

基礎已有重大改變，京元公司非但未依「實施要點」第十六點及第十八

點之規定將財務預測更正或更新，反將基礎已變動之財務預測列於公開

說明書中，其企圖隱匿前開財測假設基礎變動之事實，以誤導投資人投

資之決策，殆無疑問。 

(二)京元公司抗辯 

1.財務預測之性質與財務報表有異 

查財務預測與財務報表尚有區別，所謂財務報表，依證券交易法

第三十六條與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七條之規定，應指「過去會計項

目之事實狀態之記載」，此依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二百二十八條之規定

（比較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修正公司法第二百二十八條之新舊條

文），係指：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盈虧撥補者、現金流量表、股東權

益變動表；至於財務預測，係指主管機關要求發行公司「就個別產業

之未來，事先所做之預測」，而個別產業本就在任何時點之認同有所差

異（例如同時對個別發行公司之股票，有人看多有人看空，否則集中

市場與店頭市場即無成交）。職是，發行公司所為財務預測，於會計師

為查核後，於核閱報告或公開說明書均必須載明「由於交易事項及經

營環境未必全如預期，因此預測與實際結果通常存有差異，且可能極

為重大，故本財務預測將來未必能完全達成」。據此以觀，投資人徒指

財務預測之更新為不法行為，尚有誤會。 

財務預測與實際結果可能產生差異，因此重要應在於有無內部人

交易（內線交易），而非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三十六條或第一百七

十四條之問題。經查京元公司更新財務預測，係因基本假設因素之變

動，而依法為之，且經主管機關進行實質審查，結果並無內線交易或

其他不法情事，至於缺失記點處分，僅為行政缺失或與證交所有價證

券上市契約之問題，依罪刑法定主義與直接相當因果關係之欠缺，投

資人之主張尚非可採。 

財務預測制度，亦為企業資訊透明化之一環，如因基本假設因素

變動，而調降財務預測，本屬正當性之行為，有其正面意義。股東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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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者其動機如屬投資行為，仍正因財務預測之調降與財務資訊透明化

而受惠，要難謂投資人因此而生損害，否則，若發行公司調高財務預

測，投資人豈非應賠償發行公司？ 

2.財務預測並非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所稱之「財務報告或其他有關業務

文件」： 

按「發行人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其他有關業務文件，其內容

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二項定有明文。

本項係民國七十七年修正時所增訂，其修正之理由乃因「發行人應編

送主管機關之財務報告或其他有關業務文件，有虛偽之記載情事者，

僅依第一七四條之規定處以刑事責任，對善意之有價證券取得人或出

賣人，仿外國法之規定而增訂之。」，惟本項所稱之「財務報告或其他

有關業務文件」之範圍，本項並無明文規定。學者表示：「按發行人本

應依第三十六、三十八條等規定申報、公告財務及業務資料，為確保

此等公開資料之正確性，以填補受害人之損害，遂增訂該民事責任之

規定，即發行人就該等資料內容有虛偽或隱匿者，應負賠償責任。」，

惟就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十八條觀察，並不包含財務預測。 

又「本法所稱財務報告，謂發行人及證券商、證券交易所依照法

令規定，應定期編送主管機關之財務報告。」，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定

有明文。而所稱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四條規定：「財務報告指財

務報表、重要會計科目明細表及其他依本準則定有助於使用人決策之

揭露事項及說明。財務報表應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

動表、現金流量表及其他附註或附表。」又根據公司法第二十條及第

二二八條之規定，其財務報表亦為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

動表及現金流量表。雖「財務編製準則」第十五條將財務預測納入其

範圍，應非屬應定期編送主管機關之財務報告，自非屬證券交易法第

十四條之財務報告，從而亦非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二項所稱之財務

報告。 

至於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二項所稱之「其他有關之業務文件」，

是否包含財務預測？遍觀國內證券交易法相關論述，皆未探討此一議

題。惟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二項之立法意旨，「其他有關業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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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虛偽記載情事者，依第一七四條處刑事責任」，基於刑罰乃最後手段

及謙抑思想之原則，對有關業務文件，不應擴大其認定範圍。從而，

財務預測報表非屬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二項所稱之其他有關業務文

件。 

3.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二條所稱公開說明書之主要內容，亦不包括財務預

測報表： 

按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二條之要件係在公開說明書之應記載主要內

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而「主要內容」一詞，證券交易法並未加以

定義。一般而言，是以該內容是否具有重大性（materiality）做為判斷

標準。該內容是否具有重大性，依學者曾宛如之見解為：「該項隱匿或

不實陳述是否會影響一個謹慎投資人對有價證券風險之評計，而非採

絕對影響力之測試。」，又依學者陳春山之見解：「而「公開說明書之

主要內容」係一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係指「可能影響理性投資人投資

決定之記載」而言，其內涵之解釋似可參酌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

第一五七條之一第四項及施行細則第七條之規定」。 

就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一五七條之一第四項

及施行細則第七條之內容分析，均僅針對已發生之事實，對股東權益

或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惟財務預測報表，係基於過去及現在

之事實，對未來前景之預測，自不能與前揭條文所列事項相提並論。

從而，財務預測報表並非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二條所稱公開說明書之主

要內容。 

三.因京元公司不準之財務預測，致投資人大量買進京元公司之股票，是否符

合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詐欺罪之犯罪構成要件？  

(一)投資人主張 

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

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構成詐欺取財罪。京元公

司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未即時揭露京元公司營運衰退之事

實，以詐術使投資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且受有損害，已構成刑法第

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詐欺取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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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京元公司抗辯 

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

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合先敘明。 

僅就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構成要件分析如下： 

1.客觀不法構成要件： 

(1)施用詐術：行為人必須有施用詐術之施詐行為，方可能構成本罪。

行為人使用之方法，若不能認為係詐術，即無由構成本罪。京元公

司之財務預測報告均經會計師核閱後始對外公佈，雖預測之結果，

因民國九十年國內經濟前景不如預期，而有些許之差距，但京元公

司之財務預測報告之公佈，不能認為係詐術。 

(2)被騙者陷於錯誤：行為人之實行詐術行為必須引致被騙者之錯誤，

方有構成本罪之可能，故若所用之方法，在一般上均不致陷他人於

錯誤者，即不能成立本罪。京元公司之財務預測公佈，雖為不準，

並非詐欺之施行，因而並無被騙者陷於錯誤之情事。 

(3)處分財產：本罪所規範之處分財產，僅限於受騙者將其本人或第三

人之物交付於行為人。依投資人之購買被告公司股票代繳稅額繳款

書觀之，投資人均係向訴外人購買股票，並未將其本人或第三人之

財物交付於京元公司，自不構成所指稱之詐欺罪。 

(4)財產損失：被騙者之處分財產行為，必須造成其本人或第三人之財

產損失，而且此等財產之損失，必須與行為人所得之物或財產上之

不法利益形成一種直接關係，亦即被害人之損失與行為人之獲利之

間必須形成一種對等關係，方能構成本罪。就本件而言，投資人購

買京元公司之股票時，京元公司股票之客觀價值即為投資人所購買

之價值，並無所稱之財產損失，嗣後雖因股市大盤下跌，京元公司

之股價亦下跌，惟投資人購買股票時，所支付之價額，與京元公司

股票當時之客觀價值相當，自無財產損失之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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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觀不法構成要件：行為人主觀上必須具有詐欺故意，以及為自己或

第三人獲取違法之財產利益之不法意圖，方能構成本罪。就本件而言，

京元公司公佈財務預測，雖與事後之實情，有些許出入，惟其不構成

詐欺之客觀不法構成要件，已如前述，主觀上，投資人向訴外人購買

京元公司之股票，這些訴外人僅為單純京元公司之股票投資人，京元

公司自不可能有為訴外人獲取違法利益之不法意圖。 

3.綜上所述，京元公司公佈之財務預測，並不符合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

第一項詐欺罪之客觀及主觀不法構成要件。 

四.投資人等購入被告公司股票而受有損害與公司財務預測不準，有無因果關

係？  

(一)投資人對此並未說明。 

(二)京元公司抗辯 

以我國九十年度，三百七十一家公佈財務預測之上市公司，其財務

預測與股價之關係分析如下： 

1.財務預測調降，股價不降反升者共六十三家。 

2.財務預測調降，股價下跌大於百分之五十，共十六家。 

3.財務預測調降，股價下跌小於百分之五十，共一百零九家。 

4.財務預測未調降，股價下跌大於百分之五十，共二家。 

5.財務預測未調降，股價下跌小於百分之五十，共五十七家。 

6.財務預測未調降，股價上揚，共八十一家。 

7.財務預測調升，股價上揚，共二十家。 

8.財務預測調升，股價未升反降者，共五家。 

綜上分析，顯見財務預測之調整，與股價之昇降，並無因果關係之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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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預測資訊內涵並非影響股價形成之重要因素： 

引起股價變動之主要原因在於供需法則的變動，但是造成股價變動

的各種因素有很多，一般國內外學者大致可歸納為市場因素、產業因素、

公司因素三者。在一九六六年外國學者 King的實證研究就指出影響股價

的因素為上述三者，但若比較其重要性的話，則依次為市場因素、產業

因素、公司因素。蓋市場因素的影響性是整個證券市場，會影響所有的

股票價格，而並非一個行業或一個公司的股價。從而，九十年時，我國

總體經濟因素表現不佳，造成股市大盤指數下挫，為影響京元公司股價

之主因，京元公司財務預測是否準確，並非影響京元公司股價之重要因

素。造成投資人等購入京元公司股票而受有損害，亦是因整體經濟因素

表現不佳，而非京元公司財務預測不準。 

五.「公開發行公司財務預測資訊公開體系實施要點」（以下簡稱實施要點），

得否做為刑罰之依據？  

(一)投資人主張 

京元公司負責人，故意於募集有價證券之公開說明書記載內容上有

虛偽及隱匿之情事，自應依「實施要點」第二十五點「公司管理當局應

本誠信原則，基於合理之基本假設允當編製並及時更新財務預測。如基

於故意或重大過失，致財務預測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依證券交

易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處理，對於該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或出賣人

因而所受之損害，並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負賠償之責。」，及證券交

易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負擔刑事責任。 

(二)京元公司抗辯 

1.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四條非空白刑法，「財務預測實施要點」第二十

五點亦非該條文構成要件之禁止內容，不得認定具有「財務預測實施

要點」第二十五點之情事即屬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四條。 

2.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四條僅處罰故意之行為，而「財務預測實施要

點」第二十五點創設處罰過失行為之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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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對檢察官不起訴處分之研究心得  

一.就告訴人指訴被告公司之財測有基本假設不合理及遲延更新之違法，涉嫌

證交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部份： 

(一)按申請於集中市場上市，須依「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

券上市審查準則」與「審查準則補充規定」為之，而被告公司依上開規

定向証交所申請有價證券之上市，業經証交所與証期會之嚴格審查與核

准，始得准許掛牌上市，此係就誠信原則、財務報表真實性、充分揭露

原則、相關事項合理評估、證交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二項影響市

場秩序或損害公益等各種積極、消極條件，做一切評估，認為均符合規

定，並無違法情事。 

(二)被告公司編製九十年度財測，於民國〈本節以下同〉九十年三月二十

七日第一次更新財測，於同年七月二十六日第二次調降財測，於同年十

月三十日做第三次調降財測，有財測報表暨會計師核閱報告四份可証。

按已公開財測之公司，應隨時評估敏感度大之基本假設變動對財測結果

之影響，當編製財測所依據之關鍵因素或基本假設發生變動，致稅前損

益金額變動百分之二十以上且影響金額達新台幣三千萬元及實收資本額

之千分之五者，公司應依規定公告申報更新後財務預測，故為「公開發

行公司財務預測資訊公開體系實施要點」第十八條第一項所明定。本件

經法院函詢證交所、証期會，被告公司核准上市後，三度更新財測，是

否有違反相關規定，有無經過處分等情，經證交所函覆以：被告公司經

核有延遲更新及基本假設不合理之情事，依證交所「審核上市公司財測

報告作業程式」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處記缺失乙次；

証期會亦函覆以：被告公司三次更新財測經証交所實質審閱有延遲更新

及基本假設不合理之情事，業依「審閱上市公司財務報告作業程式」規

定，處記缺失予以糾正在案。然查：1 被告公司於八十九年十月三十日

編製九十年度之財測，其所依據之基本假設為：當時整體半導體市場之

預測，IC測試產業預測、未來發展趨勢、市場佔有率及相關機器設備所

能提供測試服務之分析，並參酌公司歷史資料而得，被告公司自八十七

年起營業收入均呈大幅成長趨勢，成長率均高於 Dataquest及美國 SIA〈著

名半導體研究機構〉之預測年複合成長率，而被告公司於八十九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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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九月之營業收入有新台幣〈本節以下同〉二十七億一千五百八十三萬

六千元，而以被告公司自八十七年起營業收入均呈現大幅度成長趨勢，

均係前年度之倍數成長狀態，有被告提出關於 Dataquest及美國 SIC 之

預測年度複合成長率、及被告公司之歷史資料比較。故預計九十年度營

業收入為六十六億元，稅前淨利十七億一千一百七十五萬六千元之基本

假設，業經會計師核閱，應屬合理。而第一次更新財測之基本假設係被

告公司為擴充機器設備及償還借款，於九十年第二季發行可轉換公司債

二十億元及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六千四百萬股，而該計畫未包括於原預測

之重要基本假設內容中，故第一次更新九十年度之財測。2 被告公司截

至九十年二月份之稅前淨利為一億八千八百零四萬五千元，達成原預測

同期之百分之八十一點四一，未達更新財測之標準，是以被告公司認為

重大假設並無重大變化，於九十年三月二十七日編製九十年更新財測未

予以更新全年之營業收入，只依一、二月實際數及考慮預計發行公司債

之利息支出變化等相關影響，而調整稅前淨利，及考慮所得稅利變化而

調整稅後淨利，亦屬合理。且被告公司於九十年六月份自結同年一至五

月帳列營業收入二十億二千六百七十五萬七千元，與第一次更新預測同

期該金額達成率為百分之八十五點零四，稅前淨利一億九千一百三十八

萬五千元，達成率為百分之三十六點五九，雖已達公開發行公司財務預

測資訊公開體系實施要點更新財測之規定，惟據被告表示其預計未來營

業收入仍將維持下半年為旺季之傳統，故就全年營運而言，將不須更新

財測，且因當時被告公司營收雖有下跌趨勢，但因外界之相關資訊尚屬

不明，因此並無可資依循之資訊，作為更新之基礎，故才未立即更新財

測。再者，被告公司於九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所做第二次調降財測，因被

告公司係專業 IC測試公司，IC測試公司之後段製程，IC測試過程並非

無原物料之投入，故測試成本結構幾乎均為直接人工及製造費用兩項因

素，佔總成本結構均為百分之九十左右，由於固定成本比重較高，是以，

一旦營收狀況出現重大變化，其差異金額勢必直接衝擊財測之結果。惟

價格之變動雖對被告公司測試價格有影響，但非屬直接影響，DRAM價

格雖自八十九年第三季至九十年第一季有大幅滑落之情形，截至九十年

四月上旬價格上高於其生產成本，為 DRAM廠商所能接受，故 DRAM

廠商並未對 IC後段廠商進行大幅調降代工價格，是以被告公司之測試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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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未隨之大幅變動。故被告公司於第一次更新財測時，DRAM現貨售價

雖已有調降百分之四十左右，惟此價格尚未侵蝕到 DRAM廠商所能接受

之變動成本，是以並未對 IC廠商進行大幅度調降代工價格之動作，故被

告公司在此期間測試價格並無重大影響，此均載於被告公司之公開說明

書內容；又被告公司於九十年上半年稅前淨利達成率為負百分之一百一

十點八三，已達更新財測之標準，但因被告公司例行薪資等成本之嚴格

控管將使下半年預計成本費用較更新後預測數降低至稅前淨利差異在百

分之二十以內，故暫不更新財測。 

(三)按所謂財測者，係公司管理者，依預測當時種種主、客觀因素，對於

未來可能發生之情況所作之判斷，既稱預測，則其性質上恆有因嗣後實

際交易與經營環境之變異，而與嗣後實際發生之結果，常存有差異之情

形，主管機關亦於一定之條件下，容許各該財務預測於預測之後作相當

程度之修正。且財測就其性質而言，本即屬事前之估計，是被告公司既

已考量數項影響市場產業景氣變動之重要因素，而有三次調降財測之更

新報告，尚難認被告公司於編製九十年度財務預測及三次更新財測時有

何隱匿或虛偽之情事。是雖主管機關認為被告有違反前開實施要點規

定，未能及時更新財測、及財測之基本假設未合理評估者，故依據審核

上市公司財務報告作業程式予以記點處份，然此僅屬行政處分，並非當

然涉及刑事責任，不能據以做為被告因此涉有刑事責任之依據。 

(四)至於告訴人認為證交法第二十條第二項之財務報告包含「財務預測」，

因而認為被告公司違反證交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者，應依同法第一百七

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處罰者：按證交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之要件係在公

開說明書之應記載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而「主要內容」一詞，

證交法並未加以定義，一般而言，應以該內容是否具有重大性作為判斷

標準，且「公開說明書之主要內容」係一不確定之法律概念，應指「可

能影響理性投資人決定之記載」而言，所謂「虛偽」陳述，指明知不實

之事實而為陳述；所謂「隱匿」，指明知重要之事實而不予陳述，或陳

述不完整而言。其規定為「虛偽」，目的在確定該責任為故意責任，而

不含過失之情形。而財測係基於過去及現在之事實，對未來前景之預測，

與財務報表係就發行公司過去呈現之事實而為記載，屬就已產生之會計



第六章 關係企業公司財務預測制度與證券投資人之保護 

 411 

憑証與財務盈損而為之，自屬有異，是以財測是否能認為屬於證交法第

三十二條所稱公開說明書之主要內容，仍值探詢。況縱使屬於公開說明

書之主要內容，亦因上述原因，並不認為其內容有虛偽、隱匿之情事。 

二.就證交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部分：按告訴人指

訴被告涉嫌詐欺，惟詐欺之被害人財產之損失，應與行為人之施用詐術行

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經查，告訴人自承係於九十年四月六日至同年月

二十日止，陸續買入被告公司之股票，且在網站上看到被告公司第一次更

新資料之比對分析後，透過承銷商向第三人買進。而被告公司係在九十年

五月九日始掛牌上市，且財測均係經會計師核閱後始對外公佈，告訴人因

看到某網站之介紹始買進被告公司股票，其所憑之網站名稱為何？內容為

何？告訴人未能指稱，亦不能證明係被告公司或其法定代理人所架設，其

所載之財測是否真實，亦難以求證，故告訴人之買進股票與被告公司財務

預測不實之間，尚難證明有一定之因果關係。又告訴人主張財產受有損害，

係因購入股票後，價格下跌，然引起股價變動之因素繁多，有市場因素、

產業因素、公司因素三者，而九十年間我國總體經濟因素不佳，造成股市

大盤指數下挫，而被告公司因素所佔比率為何，難以估算，是難因為投資

者事後投資失利，即遽以認定二者間有一定之因果關係。綜合而言，本件

法院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厥屬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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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美國 2002年”Sarbanes-Oxley Act”對 
     公司財務制度及審查方法之改革與規範 

壹、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之源由與概說  

美國自從 2001年至 2002年之間，爆發若干大型上市公司與關係企業之醜

聞，例如 Enron公司製作虛偽財務報表、Worldcom公司無預警之宣佈破產等事

件。加上自從 2001年以來，受 911恐怖份子攻擊美國世貿中心大樓，摧毀許多

企業總部，且科技公司產業能見度不佳，致整體經濟狀況受到影響。不但經濟

嚴重衝擊，且影響資本市場極為重大。美國政府除對國際恐怖份子嚴懲打擊，

發動外交與軍事行動外，亦逐漸警覺該國經濟問題。其中 Enron公司製作不實

財務報告，欺瞞資本市場投資人，引發美國相關主管機關注意財務報表編製準

則與監督之嚴重性，除 Enron公司之簽證會計師事務所 Auther Anderson Firm因

而解體且主辦會計師身陷牢獄外，美國政府亦痛定思痛，積極改進各種會計監

督與公司財務報表之控制規範，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即為重要里程碑。

該法案被認為自 1934年證券交易法（The Securities Exchang Act of 1934）以來

最嚴肅、最重要、最全面、最深遠之公司財務制度與企業改革之控制法案。 

該法案由參議院與眾議院（The Senate and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綜

合協商後，由Maryland州民主黨參議員 Paul Sarbanes與 Ohio州共和黨參議員

Mike Oxley為主要起草人，經由美國總統 George W. Bush於二○○二年七月三

十日簽署79。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經美國總統簽署生效，已成為法律，在該法案

通過後，將影響全世界資本市場數十年，有人將該法案中文名稱翻譯為「企業

審計改革法案」80，或「企業改革法」81、「財會行業改革法」82、「公司改革法」
83、「企業責任法」84。但無論其中文翻譯名稱為何，但無庸置疑者，該法案對

                                 
79.資料來自 http://www.graycary.com/newsletter/corp/020729/Sarbanes-Oxley-Act-of-2002.pdf 
80.曾垂紀，「美企業審計改革法案值得效法」，刊於經濟日報民國九十一年八月十一日、九十一年八月十二
日第四版。  

81.經濟日報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一版。  
82.http://www.295.com.cn/news/firstnews/2002-08-1500054422.asp 
83.http://www.people.com.cn/GB/guoji/24/2002816/801051.html 
84.中共人民日報國際週刊，http://www.people.com.cn/GB/news/6056/2002815/8010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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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改善企業會計制度、強化監管機構與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利

益衝突（interest conflict）、內部關係人自我交易（self-dealing）、非常規交易（non 

arm’s length transaction）、董事圖利自己（executive compensation），均有極嚴格

之監督與管制85。 

隨著近年來經濟迅速發展，高科技與金融業融合，更特殊者，乃在於新的

金融衍生工具與服務方式之出現和發展，反而掀起放鬆管制浪潮，監管與市場

發展之間出現了脫節。利益衝突越來越明顯；過於分散之美國公司股權結構容

易造成經營管理權與所有權產生脫法現象，過分強調 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作用，使其在制度上“越位”，追求自身利益之最大值，而忽視股東

和投資人之利益。財務金融體制之缺陷又為公司虛偽假帳創造條件；美國新經

濟之發展，使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之界限變得模糊不清，會計帳目亦難辨別此

種界限。現有會計與審計之“自我約束”機制失靈，巨大商業利益驅使仲介機

構與上市公司勾結，從而喪失中立性、客觀性和公正性。再加上法律懲罰機制

滯後，最終為美國上市公司虛偽假帳提供客觀條件。當然，公司負責人做假帳

亦與個人道德問題有直接關係。 

Sarbanes-Oxley Act之最大貢獻，在於建立美國比較成熟完善之公司管理結

構，改革其存在重大缺點，促使公司財務制度更為健全並監督高層管理人員，

且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管制仲介機構必須保持中立性、客觀性和公正性，消滅

“財務造假”的溫床，不僅對經濟犯罪行為進行及時懲罰，同時作為衡量法律

發展之尺度，保證法制之獨立性、公開性、公正性、穩定性（程式性）、發展性
86。 

貳、近年來美國之企業弊端與公司重要白領階級之違法情況  

一 .美國企業弊端概況：  

自 2001年以來，美國爆發多起一連串之企業醜聞，有如所謂「地雷股

效應」，且震驚全世界。此一連串企業醜聞之主要重點，均多在於企業虛偽

財務報表與會計制度之缺失，諴然，亦引起美國政府之高度重視並嚴懲該

                                 
85.現行美國金融市場與資本市場之監管體制，大致而言，建立於 1930 年，其原因在於 1929 年美國股市大崩
盤，美國政府吸取教訓，乃於 1933年制定Williams Act，又於 1934年制訂證券交易法（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對資本市場訂立嚴格之管理規定，且影響至今。  

86.http://www.people.com.cn/GB/news/6056/2002815/8006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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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企業主管行為人。茲略述如下： 

(一)ENRON公司：二○○一年十月能源巨頭 Enron公司被揭露出虛報利潤

近美金六億美元與掩蓋十億美元之鉅額債務問題。 

(二)Worldcom公司：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國第二大長途電話服務

商 Worldcom公司被披露：在過去五季中，有三十八．五億美元費用被

做成資本支出，並隱藏十二億美元虧損。八月八日，該公司宣佈又發現

三十三億美元假帳。 

(三)XEROX公司：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影印機生產商 XEROX公司

被披露在一九九七年∼二○○一年間虛報營業收入高達六十四億美元，

遠超出二○○二年四月份美國證管會（SEC）與該公司達成和解協定所

預估之數位。 

(四)MERCK公司：二○○二年七月八日，全球第三大藥品製造商MERCK

公司承認虛報收入一百二十四億美元，占其過去三年營業收入總額之十

％。 

(五 )QWEST 公司：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美國第四大通信運營商

QWEST 通信公司傳出涉嫌虛報營業額十四億美元及修改業績報告。該

公司隨後承認於一九九九年至二○○一年間，運用不適當會計手法，對

十一．六億美元之收入計算不當，將重新發佈其財務報告。 

(六)American On Line Warner公司：從二○○○年到二○○二年，該公司

以所謂“非傳統方式”計算收入，虛報金額約二．七億美元，證券交易

委員會和司法部已開始對其調查87。 

(七)Auther Anderson會計師事務所：美國公司假帳問題另一面則涉及到審

計業務的獨立性和會計事務所等機構之監管問題。在美國，各會計師事

務所除了提供審計業務外，還提供管理諮詢此一獲利更豐之業務。事務

所向同一客戶既進行財務審計，又提供諮詢服務，存在利益衝突。雖然

此問題早受到美國有關機構之關注，要求將審計與諮詢分離，卻未得到

良好之執行。據統計，到 1999 年，註冊會計師行業 51%的收入來自諮

                                 
87.資料來源：http://www2.ccw.com.cn/02/0230/a/0230a32_1.asp（電腦世界報第 30期 A17、A18、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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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業務。而 Worldcom公司在二○○○年向 Anderson事務所給付之審計

費為二三○萬美元，但諮詢等其他非審計費用卻高達一二○○萬美元，

Enron 公司之情況也類似。面對收益巨大的諮詢業務，事務所在財務審

計方面自然是“網開一面”。審計業務之獨立性自然受到極大影響。

Auther Anderson 會計師事務所亦因簽證多家企業不實財務報表而遭受

調查並起訴重要合夥會計師，該事務所亦因而解體88。 

二 .企業高級白領階級之犯罪與懲罰不相當：  

美國在二○○二年以來，引起公眾和輿論高度關注之上述醜聞公司多

位高級管理人員已被逮補。七月二十四日，美國第六大有線電視公司創始

人、前董事長兼首席執行長（CEO）與其兩個兒子──前首席財務長（CFO）

和前運營副總裁因涉嫌密謀將公司當做自己之私人銀行使用，並且對投資

者隱瞞三十億美元鉅額債務而被逮補。八月一日，Worldcom公司前首席財

務長與前審計室主任被補，罪名為被控在企業帳目做手腳，從而直接導致

該公司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一宗企業破產案。八月七日，美國著名生物技

術企業 ImClone公司前首席執行長（CEO）因四項罪名而被起訴，其中包

括證券詐欺與妨礙司法罪。該執行長曾經在六月份因被指控犯有向其家屬

洩露秘密而被補。 

美國司法部長在 Worldcom 公司兩位前高級主管被補之當天公開宣

佈，如果所控罪名成立，被告將面臨六十五年之最高刑期89。 

基本上，企業高級白領階級利用虛偽報表或其他不法行為犯罪，形式

上雖侵害社會法益似無關連，但其欺騙眾多投資人與殘害整體經濟，實質

上卻嚴重積極侵害國家法益與社會法益，據此以觀，理應嚴懲。但令人覺

得諷刺者，此種白領犯罪者遭起訴後判罪刑度之執行並不嚴厲，而其因「知

識詐欺犯罪」之所得，卻很鉅額。換言之，其所受懲罰與詐欺所得顯不相

                                 
88.資料來源同註 82，又據該網站資訊報導，法國 Vivendi Universal公司也爆出財務醜聞。Vivendi公司去年未
將其涉及購入 BskyB公司交易的十五億歐元（約合十三．五億美元）之貸款交易計入帳目中，如計入帳目
則公司業績將首次出現虧損，債務也將增加；此外，在日本則出現「索尼」公司可能存在會計問題之質疑，
此係繼金融服務及租賃巨頭 Orix Corp.之後，第二家在會計操作上令人懷疑之日本藍籌股公司。受此消息影
響，索尼公司股價下挫 5%以上，跌至二○○二年之低點 5470日元。Orix和索尼公司均被認為係日本運作
透明度最高之兩家公司，二者之外國投資持股比例分別為 40.2%和 38%，屬外方持股比例最高之日本公司。
分析人士指出，此顯示了美國國內對公司會計操作日益加重之敏感性正向全球各地傳播。  

89.http://www.295.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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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比較其他犯罪形態（例如竊盜、侵佔、殺人等罪），顯有法律不公平性

質之存在。茲引用 http://www.295.com.cn/news/firstnews/2002-08- 

1500054422.asp網站所報導之內容，概述之： 

(一)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一位垃圾債券大王，創辦發行垃圾債券的企業之先

河，然後以垃圾債券詐騙投資者。但是，與其罪行相比，受到懲處實在

太輕。一九九○年其承認犯有六項債券欺詐罪，然後服刑二年，罰款一

○○萬美元並且被終生逐出金融債券業。該垃圾債券大王出獄後在加州

成立以他名字命名之研究院，此為一個經濟智囊機構。此外，由於其為

患前列腺癌患者，因此又成立另外一家公司從事前列腺癌治療研究。目

前個人淨資產據估高達七．七億美元，在《福布斯》雜誌二○○一年的

全美四○○富豪排行榜上名列第三四○位。 

(二)美國前證券交易所一位投機商，一九九二年，其承認自非法知情人股

票交易中不當獲利一億美元，但是，只被判處三年徒刑，而且服刑兩年

出獄，但他被處罰約一億美元罰款。後來其與妻子離婚時取得二○○○

萬美元之分割財產及一幢二五○萬美元房屋。在出獄後過著神秘生活，

行蹤飄忽不定。在出獄後不久，美國《名利場》雜誌曾報道，其在加州

購置山頂豪宅，過著女人和美酒整天相伴之花天酒地生活。 

(三)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小型儲貸社危機中，有一位白領犯罪分子，創辦

林肯儲貸社協會向投資者發行數百萬美元垃圾債券，但該債券嗣後被證

實一文不值。案發之後，被法庭判處十年徒刑，但只需服刑四年。此外，

還因債券詐騙罪被聯邦法庭判處十二年七個月刑期，刑期同時計算。但

是，上述判決在一九九六年被推翻，三年之後，其承認犯有四項詐騙罪，

結果被判處五十個月刑期，但因當年已經服滿這些刑期，因此判決後不

用服刑，現於亞利桑那州鳳凰城，過著清閒生活。 

(四)英國一位元交易員則為轟動全球之新聞人物，因為在新加坡從事非法

衍生債券交易虧損十億多美元，竟然致使英國霸林銀行倒閉，雖非美國

白領犯罪分子，卻為金融證券業白領犯罪活動的典型事例。後來也只服

刑六年，但卻從此成為名人，出獄之後到處發表演說，每場演講收費標

準一萬美元。此外，撰寫自傳《流氓交易員》被改編成電影，而從自傳

中賺取鉅額版稅，單就預付定金即高達七十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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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國金融界有一位堪稱為傳奇人物，一九八三年，被指控犯有敲詐勒

索，逃稅四八○○萬美元及在一九七九年伊朗危機中違反美國政府禁

令，從伊朗購買價值二億美元石油。從被控之日起，即開始逃亡生涯，

藏身瑞士過著花天酒地生活，直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被引渡回美國受

審，但是在克林頓總統卸任前簽署大赦令，獲得赦免。 

參、Sarbanes-Oxley Act之主要內容90 

Sarbanes-Oxley法案共有十一章（TITLE），美國總統 George W. Bush於二

○○二年七月三十日簽署，為公司治理、企業改革、規範董事與公司利益衝突、

會計監督與財務報表真實性揭露制度之重大改革，此舉被稱為“對華爾街加崗

添哨”91。 

一.法案第一章規定成立「公開發行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第一章共有九個條文（Section），主要包

括92：  

(一)職責（Establishment;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1.登記可對公開發行公司提供審計服務之會計師事務所 

2.制訂會計業的審計、品管、道德規範及獨立性等準則 

3.對登記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檢查 

                                 
90.資料來自：http://www.graycary.com/newsletter/corp/020729/Sarbanes-Oxley_Act_of_2002.pdf 
91.布希總統簽署此法案，但有人譏評在此法案簽署之際，十多年前現任美國總統布希曾擔任某石油公司董事。
據美國媒體報導，就在該公司發佈虧損二三○○萬美元之季度財報前不久，布希以每股四美元之價格拋售
該公司股票。及至該年底，公司股票價格跌至每股一美元左右。布希卻已經將八十多萬美元賺到自家腰包。
若此事發生於二○○二年七月三日法案簽署後，則不但應受新法規之嚴懲，且應將獲取之利益歸入該公司
（資料來自 http://www.people.com.cn/GB/guoji/24/20020816/801051.html）。  

92.法案第一個 TITLE為「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條文項次為：  
Sec. 101. Establishment;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Sec. 102. Registration with the Board. 
Sec. 103. Auditing, quality control, and independence standards and rules. 
Sec. 104. Inspections of registered public accounting firms. 
Sec. 105. Investigations and 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Sec. 106. Foreign public accounting firms. 
Sec. 107. Commission oversight of the Board. 
Sec. 108. Accounting standards. 
Sec. 109. Funding. 



關係企業證券交易違法行為之研究 

 418 

4.對可疑的會計、審計缺失或不法，主動調查、並處分會計師事務所及

其成員 

(二)運作 

會計監察委員會需在 270天以內開始正常運作 

(三)委員會成員 

1.專任委員五人,需嫻熟企業財務資訊揭露及審計相關事務 

2.其中兩人需具會計師背景 

3.專任不得兼職 

4.本法案通過後 90日內，由 SEC ? 詢Fed 及財政部後任命 

5.任期：五年，任期交錯。即每年有一人到期、一人加入。不得連任兩

期以上。 

(四)強制登記(Registration with the Board) 

本法通過後 180日，未向會計監督委員會登記者，不得從事公開發

行公司審計業務 

(五 )對登記之會計師事務所為檢查（ Inspections of registered public 

accounting firms） 

對 100家以上公開發行公司提供審計服務之事務所，每年必須接受

檢查一次，100家以下者，每三年受檢一次 

(六)監督（Commission oversight of the Board） 

會計監督委員會受 SEC 之監督 

二.第二章係規定「獨立審計」（Auditor Independence），共有九條文（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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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93：  

(一 )審計人員執業範圍之排除（Services outside the scope of practice of 

auditors） 

包括簿記及代客記帳、財務資訊系統的設計與建置、鑑價服務、精

算、內部稽核外包、管理功能或人力資源、經紀／投資顧問／投資銀行、

法律服務、其他依法禁止等九種業務 

(二)預先審核（Preapproval requirements） 

公司董事會的審計委員會，對會計師提供之所有審計或非審計服

務，需予以事先核准 

(三)會計師輪換（Auditor partner rotation） 

會計師事務所必須輪換所有查帳專案的簽證會計師及複核會計師，

使兩者無法擔任同一客戶的簽證或複核會計師連續五年以上 

(四)利益衝突（Conflicts of interest） 

禁止查帳小組成員於查帳期間後一年內至客戶任職 

三 .第三章係規定「公司責任」（Corporate Responsiblity），共有八條文 

                                 
93.法案第二個 TITLE為「AUDITOR INDEPENDENCE」，條文項次為：  

Sec. 201. Services outside the scope of practice of auditors. 
Sec. 202. Preapproval requirements. 
Sec. 203. Audit partner rotation. 
Sec. 204. Auditor reports to audit committees. 
Sec. 205. Conforming amendments. 
Sec. 206. Conflicts of interest. 
Sec. 207. Study of mandatory rotation of registered public accounting firms. 
Sec. 208. Commission authority. 
Sec. 209. Considerations by appropriate Stat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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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主要包括94：  

(一)公司內審計委員會（Public Company audit committees） 

1.責任：負責查帳會計師的任用、公費議定及監督；即會計師應對審計

委員會、董事會＆股東負責 

2.獨立性：審計委員會之成員需由獨立董事擔任 

3.爭議處理：須訂出辦法處理有關會計、審計之抱怨，尤其是來自欲揭

發弊端的員工 

(二)公司對財報之責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for financial reports） 

主要行政主管與財務主管需簽證對外揭露之季報與財報，且所有公

開發行公司必須在法案通過後 30日內遵照辦理 

(三)財報不實利益之索回（Forfeiture of certain bonuses and profits） 

行政主管與財務主管對財報不實需負賠償責任，包括十二個月內的

利益、費用或出售證券而實現之利益。 

四.第四章係規定「強化財務揭露」（Enhanced Financial Disclosures），共有

九條文，主要包括95：  

                                 
94.法案第三個 TITLE為「CORPORATE RESPONSIBILITY」，條文項次為：  

Sec. 301. Public company audit committees. 
Sec. 302.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for financial reports. 
Sec. 303. Improper influence on conduct of audits. 
Sec. 304. Forfeiture of certain bonuses and profits. 
Sec. 305. Officer and director bars and penalties. 
Sec. 306. Insider trades during pension fund blackout periods. 
Sec. 307. Rules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for attorneys. 
Sec. 308. Fair funds for investors. 

95.法案第四個 TITLE為「ENHANCED FINANCIAL DISCLOSURES」，條文項次為：  
Sec. 401. Disclosures in periodic reports. 
Sec. 402. Enhanced conflict of interest provisions. 
Sec. 403. Disclosures of transactions involving management and principal stockholders. 
Sec. 404. Management assessment of internal controls. 
Sec. 405. Exemption. 
Sec. 406. Code of ethics for senior financial offi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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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期財報之揭露（Disclosures in periodic reports） 

公開發行公司財報需依一般會計原則編制，且須揭露所有資產負債

表外之交易與利益衡突。本法通過後 180日內，SEC將發布季報與年報

中需揭露之資訊（包括正常營運外之重大合約之簽訂與解，供應商與客

戶合約之更動、新債、銷帳、重整或其他結束經營動作、信評改變、公

司股票交易異常、會計師更換等），且強化擬制性（pro forma）財報之

規範，明文規定擬制性財報不得有不實記載。 

(二)禁止貸款予高階主管與董事之利益衝突（Enhanced conflict of interest 

provisions） 

公開發行公司禁止直接或間接或以其他補助方式，擴張或維持信用

以貸款予董事或高階主管。例外於常規性的家庭貸款或消費性貸款，且：

(A)符合營業習慣；(B)此種貸款為公開發行公司普遍性提供；(C)合於市

場貸放條件時得為之。 

(三 )內部關係人交易之揭露（ Disclosures of transactions involving 

management and principal stockholders） 

1.揭露時間：交易發生次日結束前 

2.電子資訊公告：公開發行公司須在一年內，將所有內部人股票交易，

以媒體申報方式傳給 SEC，並在申報後一日內上網公告 

(四)道德規範（Code of ethics for senior financial officers） 

公開發行公司必須揭露其管理階層是否已制訂並遵循一套行為與道

德規範，而美國證管會（SEC）須在九十天內頒佈此規定之施行細則。 

五.第五章係規定「證券分析師之利益衝突」（Analist conflicts of Interest），

只有一條文，規定禁止投資銀行的業務人員，作為研究分析人員的主管，

且不能審核分析師的研究報告。投資銀行若正承銷一家公司之證券，亦不

得發行有關該公司之研究報告。此外亦保護分析師免於因看空某股票而遭

                                                                                                           
Sec. 407. Disclosure of audit committee financial expert. 
Sec. 408. Enhanced review of periodic disclosures by issuers. 
Sec. 409. Real time issuer 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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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復96。  

六 .第六章係規定「強化美國證管會之功能」（Commission Resources and 

Authority），共有四條文，將 SEC 之年度預算增為七．七五億美元97。 

七.第七章係建立研究報告之機制（Studies and Reports），共有五條文，要求

SEC對會計師業務、信用評等公司及投資銀行等與其服務企業間各種利益

衝突，應進行相關系列研究98。  

八.第八章與第九章係對虛偽財務會計之刑事處罰提高並加重白領階級犯罪

刑責（Corporate and Criminal Fraud Accountability）、（White-Collar Crime 

Penalty Enhancements），第八章有七條文，第九章有六條文，主要內容為
99：  

(一)加重偽造文書、毀損文件的罰則，刑期最高提至二十年。 

(二)修改破產法中，若干違法證交法裁定時裁定可撤銷之規定，以保護弊

案受害人，使舞弊者無法利用破產法脫產。 

(三)證券舞弊：視情形不同，加重刑罰至二十年或二十五年。 

                                 
96.法案第五個 TITLE為「ANALIST CONFLICTS OF INTEREST」，條文項次為：  

Sec. 501. Treatment of securities analysts by registered securities associations and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s. 
97.法案第六個 TITLE為「COMMISSION RESOURCES AND AUTHORITY」，條文項次為：  

Sec. 601. Authorization of appropriations. 
Sec. 602. Appearance and practice before the commission. 
Sec. 603. Federal court authority to impose penny stock bars. 
Sec. 604. Qualifications of associated persons of brokers and dealers. 

98.法案第七個 TITLE為「STUDIES AND REPORTS」，條文項次為：  
Sec. 701. GAO study and report regarding consolidation of public accounting firms. 
Sec. 702. Commission study and report regarding credit rating agencies. 
Sec. 703. Study and report on violators and violations. 
Sec. 704. Study of enforcement actions. 
Sec. 705. Study of investment banks. 

99.法案第八個 TITLE為「CORPORATE AND CRIMINAL FRAUD ACCOUNTABILITY」，條文項次為：  
Sec. 801. Short title. 
Sec. 802. Criminal penalties for altering documents. 
Sec. 803. Debts nondischargeable if incurred in violation of securities fraud laws. 
Sec. 804. Statute of limitations for securities fraud. 
Sec. 805. Review of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for obstruction of justice and extensive criminal fraud. 
Sec. 806 Protection for employees of publicly traded companies who provide evidence of fraud. 
Sec. 807. Criminal penalties for defrauding shareholders of publicly traded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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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舞弊揭發者之保護：對報復舞弊揭發者之人，處罰金或最高十年之刑

期。 

(五)公開發行公司主管明知必須但未依新法對財報簽證者，最高可處一百

萬美元或十年有期徒刑或併處；蓄意違反者，處五百萬美元或二十年刑

期或併處100。 

九.第十章係規定「公司稅賦之返還」（Corporate Tax Returns），只有一條文，

規定公司執行者必須於公司申請退稅時在該文件上簽名表示負責101。 

十.第十一章係強化美國證管會（SEC）對公司財報詐欺之處罰權限（Corporate 

Fraud and Accountability），共有七條文，主要包含102：  

(一)凍結資產（Temporary freeze authority for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在調查過程中，SEC可請求聯邦法院對公司給付高階主管的非常規

款項凍結四十五日，並將其存入託管帳戶，一方面避免涉案主管脫產，

也確保其清白時之應得利益。 

(二 )禁止任用（Authority of the Commission to prohibit from serving as 

officers or directors） 

                                 
100.法案第九個 TITLE為「WHITE-COLLAR CRIME PENALTY ENHANCEMENTS」，條文項次為：  

Sec. 901. Short title. 
Sec. 902. Attempts and conspiracies to commit criminal fraud offenses. 
Sec. 903. Criminal penalties for mail and wire fraud. 
Sec. 904. Criminal penalties for violations of the 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of 1974. 
Sec. 905. Amendment to sentencing guidelines relating to certain white-collar offenses. 
Sec. 906.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for financial reports. 

101.法案第十個 TITLE為「CORPORATE TAX RETURNS」，條文項次為：  
Sec. 1001. Sense of the Senate regarding the signing of corporate tax returns by chief executive officers. 

102.法案第十一個 TITLE為「CORPORATE FRAUD AND ACCOUNTABILITY」，條文項次為：  
Sec. 1101. Short title. 
Sec. 1102. Tampering with a record or otherwise impeding an official proceeding. 
Sec. 1103. Temporary freeze authority for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1104. Amendment to the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Sec. 1105. Authority of the Commission to prohibit persons from serving as officers or directors. 
Sec. 1106. Increased criminal penalties under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Sec. 1107. Retaliation against in inform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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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有權禁止違反相關證券法令之個人，繼續或永遠不得擔任任何

公開發行公司的董事或高階主管。 

肆、Sarbanes-Oxley法案對公司會計財務與審計制度之重大改革  

一 .強化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制度：  

(一)公開發行公司必須成立「審計委員會」（Audit Committee），而該委

員會之成員必須為公司之獨立董事，委員會之職責包括任職簽證會計

師、審查會計師之酬金與監督會計師是否盡責，並應要求會計師直接對

委員會報告財務資枓。此外，審計委員會必須建立一套程式，處理有關

員工對於財務事項之秘密與匿名之申訴（the confidential, anonymous 

submission by employees of concerns regarding questionable accounting or 

auditing matters）。且該程式必須完整，包括申訴如何收受、保存與處理

結果（the receipt, ret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omplaints）（Secetion 301）。 

(二)加重公司高級主管之責任： 

公司主要執行業務者（ the principal executive officers）、重要之財務

主管（the principal financial officers）、或相關財務人員（Persons performing 

similar functions）必須在公司揭露之季報或年度財務報表上簽署表示負

責（certify in each annual or quarterly report）。而簽署（certification）負

責之情況表示103： 

1.確實已經實質審查財務報表。 

2.依據簽署者之專業知識，證實該財務報表並無虛偽、隱匿或誤導之情

形（the report does not contain any untrue statement of a material fact or 

omit to state a material fact… not misleading） 

3.財務報表確實公平揭露公司在該階段之財務狀況與經營成果。 

4.簽署者必須對公司內部控制之建立與維持負責（ responsible for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internal controls）。 

                                 
103.Section 302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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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公司執行長與財務長因不實財報獲取特定不法利益之追索與禁令： 

1.法案中 Section 4 規定，若有財報不實之結果，公司執行長（Chief 

Executive Officer）與財務長（Chief Financial Officer）必須在十二個月

內返還特定之紅利與利益予公司（ reimburse the issuer for certain 

bonuses and profits），且此為強制追索性質（forfeiture）。 

2.此外，法案 Section 1103規定，證管會（SEC）有權在調查不實財報之

過程中，請求聯邦法院發出暫時性之命令（the Commission may petition 

a Federal district court for a temporary order），將公司之董事、高級主

管、合夥人、控制股東（controlling persons）、代理人或僱用人因不實

財報而獲取之利益資產凍結四十五天，並將該資產存入託管帳戶，防

止上開人員脫產，並保障公共利益。 

3.法案 Section 1105規定，美國證管會（SEC）有權發布命令，對於違反

證券交易法第十條第二款（Section 10(b)）104之任何人，禁止其在特定

期間或永遠不得擔任公司經理人或董事。 

(四)公司應制訂對高級財務主管之道德規範（倫理規範）： 

法案 Section 406規定，所有公開發行公司必須制訂一套道德規範，

約束高級財務主管（Senior Financial Officers），而此倫理規範亦須適用

公司控制者、會計主管或其他從事類似業務之人（ applicable to its 

principal financial officer and controller or principal accounting officer, or 

persons performing similar functions）而且，道德倫理規範必須明確包括
105： 

                                 
104.此指 1934年證券交易法第十條第二項（The Section 10(b)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而言，該
條項係禁止「操縱與誤導證券交易之手段」（the Use of Manipulative and Deceptive Devices），原文如下： 
“To use or emplo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any security registered on a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 or any security not so registered, any manipulative or deceptive device or contrivance in contravention of 
such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the Commission may prescribe as necessary or appropriat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or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vestors.”  
意旨略謂：對於購買或出售在全國證券交易所登記註冊之證券與未登記註冊之證券，使用操縱與詐欺誤導
之手段或方法，違反證管會為保護公共利益或保障投資人權益而頒佈之規章者，均屬違法。  

105.因道德倫理規範（Code of Ethics）本身具有不確定之概念，因此，法案亦要求證管會（SEC）在一百八十
天內必須就此倫理規範頒佈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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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為必須合乎誠信與道德標準，尤其在專業方面與處理公司及個人間

之利益衝突時，應遵守規範。 

2.對於公司財務報表之揭露，必須公正、完整、正確，且不得拖延。 

3.嚴格遵守政府頒佈之法律與規則。 

(五)強化揭露財務資料之正確性： 

法案 Section 401規定，公開發行公司之財務報表必須合乎公認之會

計準則（in accordance with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應具有「財務報告之正確性」（Accuracy of Financial Reports）。此外，

證管會（SEC）亦將在一百八十天內頒佈規定，要求所有之公開發行公

司依該規則揭露更多之重大訊息，包括：資產負債表未載明之交易

（off-balance sheet transactions）、正常營運以外重大契約之簽訂與解除、

客戶與供應商之變更、信用評價之改變、公司股票之交易異常現象。此

外，公司所發布之「擬制性質之財務資訊」（pro forma financial 

information）亦必須符合公認會計準則，不得有不實之內容或誤導之情

形。 

二 .加重企業主管舞弊行為之處罰：  

Sarbanes-Oxley法案大幅加重企業舞弊者之處罰，不但對於貪心過重、

心懷不軌之會計師及高級企業主管藉由財報簽證、證券交易與資訊通信詐

欺、重要財務文件之故意變造等行為，科以重罰，且訂立對於揭發舞弊之

檢舉人保護條款，內容如下： 

(一)財報簽證故意違背規定或明知財報不實仍為簽證之處罰： 

法案公佈實施後，依據此法案明知必須在財務報告上簽證（簽署）

（certify），但未遵守法案簽證簽署者，將處以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

以美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且可以同時處刑併科罰金。而若明知財務報

表不實，仍故意簽署簽證者，則處以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以美金五

百萬元以下罰金，且可以同時處刑併科罰金106。 

                                 
106.Section 906規範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For Financial Reports,特別加重刑罰（criminal pen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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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證券交易詐欺與資訊通信詐欺之加重處罰： 

1.法案 Section 1106 修訂 1934 年美國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

（Section 32(a)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關於罰則規定

加重，就故意違反證券交易法之財報不實之罰責，由原來最高一百萬

美元之罰金加重至五百萬美元，科刑由原來之最重本刑十年有期徒刑

加重為二十年有期徒刑。至於證券交易所之處罰，由原來之罰金二百

五十萬美元提高至二千五百萬美元。 

2.法案 Section 1107 規定對於報復舉發者之行為（ retaliation against 

informants），得科五百萬美元以下之罰金或處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且

可同時處罰併科罰金。而所謂報復行為，包括故意傷害行為、違法解

雇或阻撓舉發者提供真實資料給予主管官員。 

3.通信與電報詐欺之加重處罰： 

法案 Section 903修訂違反聯邦法律關於通訊詐欺之處罰，由原來

之五年有期徒刑提高為二十年有期徒刑（MAIL FAUD-Section 1341 of 

title 18, United States Code, is amended by striking “five” and inserting 

“20”.）。而對於電報詐欺（WIRE FRAUD），則亦由最重本刑五年有期

徒刑提高為二十年有期徒刑107。 

(三)毀棄、隱匿、變造、偽造財務資料或審計文件之加重處罰108： 

1.公開發行公司負責審計與會計之人員，必須依據 1934年證券交易法第

十條第一項第一款（Section 10A(a)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之規定，必須於每一會計年度結束後，將審計或審查之工作底

稿（all audit or review workpapers）保存五年。而證管會（SEC）得就

前揭工作底稿作出細則規範。如有違反者，得處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在司法審理或證券主管機關調查程式中，若有人意圖妨害司法或阻撓

調查，而故意毀棄（destruction）、隱匿（conceals）、偽造（falsification）、

變造（alteration）、刪減（mutilates）者，將得處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107.Section 1343 of title 18, United States Code, is amended by striking “five” and inserting “20”. 
108.Section 801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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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項規定，於破產程式中亦有適用。 

(四)揭發舞弊之檢舉人保護條款： 

法案除上述對於舉發之報復行為科以重刑外，另於 Section 806 規

定，對於檢舉人因揭發舞弊而遭受損害或僱傭歧視（discrimination），

必須給予補償，而且如該檢舉人遭舞弊者訴訟報復時，必須給予補償訴

訟費用與合理律師費。 

三 .規範查核獨立原則，限制公司查核會計師之業務：  

(一)法案 Section 201 將美國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第十條第一項(Section 

10 A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修正,強調公開發行公司之查

核會計師必須秉持「審計獨立原則」(Auditor Independence)，且禁止查

核會計師對該公司提供「審計範圍以外之服務」（services outside the 

scope of practice of auditors），此項機制，目的在於防止會計師提供客戶

關於非屬審計之管理顧問服務，避免脫法行為與舞弊問題。而限制行為

（prohibited activities）包括： 

1.就查核公司關於會計紀錄或財務報表之簿記或記帳。 

2.財務資訊系統之設計與建置（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3.估價或鑑定服務。 

4.精算服務（actuarial services）。 

5.將內部查核工作轉包他人（internal audit outsourcing services）。 

6.提供管理功能或人力資源（management functions or human resources）。 

7.為查核公司仲介或經紀生意、擔任投資顧問或提供投資銀行之服務

（broker or dealer, investment adviser, or investment banking services）。 

8.法律服務或與審計無關之專業服務（expert services unrelated to the 

au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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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其他經由 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Board 規定所禁止之服務項目109。 

(二)簽證會計師之輪換（rotation）：法案 Section 203規定，公開發行公司

之簽證會計師事務所，必須就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師輪換，不得由特定

會計師對同一客戶擔任五年以上之查核審計簽證工作。且該法案亦訂立

「旋轉門條款」，禁止查帳小組成員在查核期間屆滿後一年內至該客戶

公司內任職。 

四 .成立「公開發行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嚴格監督簽證會計師與事務所：  

為保護投資人之權益與公共利益，確保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表之真實

性與審計簽證制度之獨立性，Sarbanes-Oxley法案 Section 101規定成立「公

開發行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此委員會之運作有如非營利法人（operate as 

a nonprofit corporation），存續期間一直到美國國會另立法案解散為止，而

該委員會並非聯邦政府之組織，但直接受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SEC）監

督與授權，委員會成員有五人，任命基礎在於成員必須嫻熟企業財務資訊

揭露制度與審計相關事務，且對一般投資人利益之保護具敏感度之傑出專

業人士，其中二名委員必須具有會計師資格。委員必須為專任，不得兼職

（serve on a full-time basis），亦不得於任職期間從事商業行為（business 

activity），更不能收受任何會計師事務所之酬勞或分紅；委員任期為五年，

但只得連任一次。委員會之職責（Duties of the Board）在於： 

(一)強制登記所有公開發行公司提供審計服務之會計師事務所，若未辦理

登記而執行審計業務者，即屬違法，此強制登記（mandatory registration）

之細則，規定於法案 Section 102。 

(二)依據 Section 103，負責建立制訂審計準則、審計制度品質管制、企業

高級主管倫理道德規範、會計審計獨立準則。 

(三)監督已強制登記之簽證會計師事務所，並查核會計師有無違反 Section 

104或其他不法情事。 

                                 
109.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 係 Sarbanes -Oxley法案最重要且引人注目之設計機制，該組織
係由公開發行公司共同繳款成立，直接受證管會（SEC）指揮，職責在於監督所有公開發行公司之查核會
計師及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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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據 Section 105之內容，對會計師事務所或相關人員，有權依法調查

並可作適當之處罰（impose appropriate sanctions）。 

(五)確保投資人權益與公共利益，制定必要之標準規範，提昇會計師之審

計服務（improve the quality of audit services）。 

(六)對一百家以上公開發行公司提供審計服務之會計師事務所，委員會每

年定期檢查其是否有違規行為，至於簽證一百家公開發行公司以內之會

計師事務所，委員會則每三年檢查一次。檢查結果如發現缺失，委員會

有權主動調查並處分該會計師事務所或成員。 

五.加強利益衝突之規範（enhanced conflict of interest provisions），限制公司

資金貸與業務執行者（prohibition on personal loans to executives），嚴格要

求揭露關係人交易（disclosures of transactions involving management and 

principal stockholders）：  

(一)將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第十三條增訂利益衝突條款並限制發行公司

貸款予業務執行者110。明文規定公開發行公司除「既有常規性質消費者

貸款業務中，以市場利率及合理條件」所為之貸款外，不得以直接或間

接之方法，或透過關係企業，貸款予公司董事、業務執行者或從事相關

業務之人士，否則即屬違法。 

(二)法案 Section 403規定關係人揭露原則（disclosures required），關係人

之定義包含董事、經理人（officers）、主要股東（principal stockholders），

而且包含直接或間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股權之

人。至於關係人交易之揭露，必須在「交易發生之次日」為之（ before the 

end of the second business day following the day on which the subject 

transaction has been executed），否則即為違法。此外，發行公司除應向

證管會（SEC）申報外，公司應有「電子化檔案設置」（Electronic Filing 

and Availability）將揭露事項提供於公司網站上（provide the statement on 

that corporate website）。 

                                 
110.一九三四年美國證券交易法第十三條（Section 13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主要係規定「定期
性與其他相關連之報告文件」（Periodical and Other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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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Sarbanes-Oxley法案就美國證券交易法之修改與增訂  

Sarbanes-Oxley法案中，將美國 1934年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加以修訂（amending）、增訂（adding），其重要部分如下111： 

一.Sarbanes-Oxley法案 Section 2將證券交易法 Section 21修訂，針對調查、

保全處分與追訴權者（ investigations, injunctions and prosecution of 

offenses），增加「公開發行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亦屬權責機構。  

二.Sarbanes-Oxley法案 Section 201將證券交易法 Section 10A增訂「審計獨

立原則」（Auditor Independence），針對公開發行公司之簽證查核會計師

之業務予以限制，明文禁止會計師對查核之客戶提供「審計範圍以外之服

務」（services outside the scope of practice of auditors），並將禁止行為

（prohibited activities）列舉。此外，亦增訂規定審計業務必須得到公司「審

計委員會」（the Audit Committee）之事先認可（Preapproval Requirments），

才能對投資人公佈資訊。而且增訂查核會計師之輪換（Audit Partner 

Rotation），規定簽證會計師不得擔任同一客戶查核工作五年以上。  

三.Sarbanes-Oxley法案 Section 205對證券交易法 Section 3(a)增訂審計委員會

之定義為：“a committee (or equivalent body) established by and amongst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an issuer for the purpose of overseeing the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processes of the issuer and audits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he issuer.”  

四.Sarbanes-Oxley法案 Section 206，對證券交易法 Section 10A增訂「利益衝

突」（Conflicts of Interest），且明定審計委員會準則（Standards Relating to 

Audit Committee）、簽證會計師事務所責任（Responsibilities relating to 

Registered Public Accounting Firms）、審計獨立性（Independence）、申訴

處理（Complaints）、聘任顧問之職權（Anthority to Engage Advisers），

與預算（Funding）。 

                                 
111.此外，該法案亦對美國一九三三年證券法（ Securities Act of 1933）有所修訂。例如法案 Section 108規定，
修改 1933 Act中 Section 19有關「會計標準」（Accounting Standards），包括「會計標準之承認」（Recognition 
of Accounting Standards）與「年度報表」（Annu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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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Sarbanes-Oxley法案 Section 401，對證券交易法 Section 13關於財務報表

揭露之規定（Disclosures Required），增訂「財務報告文件之正確性」

（Accuracy of Financial Reports）、揭露資產負債表以外之交易（Off-Balance 

Sheet Transactions）、公司發布擬制性財報之真實性規則（Commission Rules 

on Pro forma Figures）112。  

六.Sarbanes-Oxley法案 Section 402，對證券交易法 Section 13關於利益衝突

條款（Conflict of Interest Provisions）之規定，增訂公司對業務執行者貸款

之禁止規範（ Prohibition on Personal Loans to Executive）。此外，

Sarbanes-Oxley法案 Section 403亦對證券交易法 Section 16增訂關係人交

易揭露原則（Disclosures of Transactions Involving Management and Principal 

Stockholders 

）。  

七.Sarbanes-Oxley 法案 Section 501，規定證券交易法 Section 15C 應增訂

Section 15D，內容針對證券分析師之利益衝突（Analyst Conflicts of 

Interest）、分析師之保障（Analyst Protection）、證券協會或證券交易所對

證券分析師之公告週知（to disclose in public appearances）。  

八.Sarbanes-Oxley法案 Section 602規定，對證券交易法 Section 4B應增訂證

管會（SEC）有權對簽證會計師檢查（censure）有無「不當之專業行為」

（improper professional conduct），並增訂不當專業行為之認定標準113。 

九.Sarbanes-Oxley法案 Section 603規定，對證券交易法 Section 21(d)應增訂

聯邦法院有權禁止低價值股票之發行（Federal Court Authority to Impose 

Penny Stock Bars），法院有權對發行「不值錢之股票」（penny stock）者

禁止流通，並可對仲介者、經紀商、發行人發出禁令，不准發行、交易或

                                 
112.所謂「擬制性」（Pro Forma）之財務資料，係指財務報表之編製含有預估因素，而該因素之預估有其必要
性，如因素實現後，可能重編財務報表，則重編前之報表即有擬制性質。例如對未來純益之預估而編製報
表，因未來純益資料尚未實現，所以該財務報表將來可能必須重編（參照鄭丁旺博士著「中級會計學」下
冊第 545頁至 547頁，2002年一月版）。  

113.不當之專業行為（improper professional conduct）包括：  
一 .明知而故意違反公認之專業準則（intentional or knowing conduct that results in a violation of applicable 

professional standard）。  
二 .明顯無正當理由之過失行為（negligence in the form of highly unreasonable conduct that results in a violation 

of applicable professional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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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誘買賣（inducing or attempting to induce the purchase or sale）114。  

十.Sarbanes-Oxley法案 Section 1103規定，證券交易法 Section 21C應增訂證

管會（SEC）有權對違法者凍結資產（Temporary Freeze Authority for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包括暫時凍結資產之命令（ Issuance 

of Temporary Order）與其他技術性之細節（Technical Amendment）。且證

管會（SEC）有權禁止違法擔任董事或經理人（Authority of the Commission 

to Prohibit Persons from Serving as Officers or Directors）。此外，證券交易

法 Section 32(a)之罰金與徒刑處罰均應予提高115。  

陸、具體研究心得  

Sarbanes-Oxley 法案經由美國總統於二○○二年七月三十日簽署後，正式

成為法律，其中對公司財務制度、審計方法、檢查標準，與其他必要防弊措施

均有明確規範，堪稱為重大改革，勢必強化美國整體經濟與資本市場，且可能

產生全球性之影響，該法案對於我國在美國發行 ADR 存託憑證（American 

Depositary Receipt）之公司亦有適用，該發行 ADR之企業包括：台積電、聯電、

旺宏、日月光、友達；我國自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經歷政黨輪替、

工時調整、產業出走中國大陸與不可抗力之地震，加上受到全球高科技產業不

景氣之影響，整體經濟嚴重受到衝擊，且爆發若干「地雷股」效應與集團企業

之弊端，在政府主管機關大力「拼經濟」之際，他山之石，Sarbanes-Oxley 法

案值得效法。在此之際，似應就相關內容比對檢討，摘取足以適用我國之處，

並採必要措施，斟酌美國 Sarbanes-Oxley法案將制定會計準則的責任賦予 FASB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其經費來源原由各會計師事務所，改為由所有須依

證券相關法令受 SEC管理的公開發行公司，改變會計師界對會計準則制訂近乎

壟斷之影響。加上原由 AICPA（美國會計師公會）負責制訂之審計準則及行為

準則，轉由新設立之半官方 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116負責

為之；此外，有待加強改進之必要措施，包括強化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與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經營與企業所有分離原則、企業經營與企

                                 
114 Sarbanes-Oxley法案 Section 603同時規定 1933年證券法（ the Securities Act of 1933）Section 20應增訂相
同內容，即“Authority of a Court to Prohibit Persons from Participating in an Offering of Penny Stock” . 

115.參閱前揭 Section 906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Financial Reports 關於毀棄、隱匿、偽造財務資料或審計文件
之加重處罰。  

116.引自曾垂紀撰「美國企業審計改革法案值得效法」一文，刊載於經濟日報二○○二年八月十一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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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監察制衡原則、促進公開發行公司委託書使用之積極功能、管制董事監察人

濫權問題、區分董事商業判斷原則（Business Judgement Rules）與忠實義務

（Fiduciary Duty, Duty of Care, Duty of Loyalty）、增強股東代表訴訟之作用

（Derivative Lawsuit）、提高公司高級主管之責任與刑罰、確立公司內部財務與

審計獨立原則（Audit Independence）、嚴格規範關係人交易之揭露、對非常規

交易（Non Arm’s Length Transaction）之構成要件具體化、修改會計師法、會計

準則審查準則之編製機構斟酌由政府專責辦理、賦予證券主管機關調查權、建

立專業法庭，等項。期許 Sarbanes-Oxley法案能影響我國企業改革與財務制度，

促使整體經濟與資本市場，更臻健全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