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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我國隨著經濟之高度發展，企業經營者為達到多元化之經營目的，爰

紛紛成立關係企業，無論是水平式或垂直式之型態，我國關係企業之數量

有越來越多之趨勢，但就法令規範方面，仍有不足之現象，導致造成當關

係企業之負責人或主要控制股東惡意不法行為時，即造成經營弊端，相對

地，亦嚴重損及公司股東與債權人之利益，此問題值得吾人重視。關係企

業有特殊屬性，舉凡管理組織、企業規劃、人事管理、經管制度、生產模

式、行銷競爭、財務控制、公共事務等項均具有特質。而我國公司法及其

他相關法令對於關係企業之規範，比較外國法制，仍顯具有探討空間，觀

察我國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之規定，尚未完全採納先進國家「法人人格否

定理論」（The Alter Ego Theory），導致無法發揮真正公平正義之結果，尤

其當公司負責人或控制股東惡意掏空公司資產時，不易被揭發，縱令因揭

發而遭司法機關訴追時，因法律刑度不重，亦形成獲利極大而判刑甚輕之

現象，此極易扭曲社會價值，確實有待研究。 

關係企業之重大問題，在於其證券交易之違法行為，經查證券交易之

內涵，在於發行市場之真實性與流通市場之公平公正性，由法律規範加以

管理證券市場及參與之行為人，管理方式不但要求資訊公開、禁止詐欺及

操縱行為，以確保市場有效性之運作。此外，並對違法者課以行政、民事

及刑事責任，目的在於建立投資人對證券交易之信心，使得發行公司之資

本證券化，證券大眾化，因而發展整體經濟。但我國產業結構規模之變遷

與財經政策較為特殊，且證券流通市場存有缺失且管理政策應再求改進，

又逢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之衝擊，因而爆發若干關係企業之財務危

機，甚多上市或上櫃公司引發經營弊端。觀察此些關係企業之弊端，其問

題大多出於證券交易之違法行為，藉由股票流通市場之操作，達到不法意

圖。而弊端之嚴重性，不但損害公司與股東權益，且傷害廣大投資人，亦

衝擊整體經濟。 

我國近年來若干關係企業證券交易之違法行為，自刑事案例中研究，

可以發現問題出於證券市場之不法行為，包括市場操縱行為、內線交易、

非常規交易、無形資產高估或低估而為無揭示價格之股票交易、財務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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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之問題。其中有關操縱行為，舉凡沖洗買賣、違約交割、相對委託、

炒作股票、關係企業護盤，等均為關係企業之嚴重弊端。本論文乃就上開

問題詳加論述，並由基礎理論、法律規範、刑事案例、比較法學與批判法

學之方式，加以研究。希望藉由本論文之探討，並就作者執業律師實際參

與辯護若干刑事案例之深入瞭解，研究關係企業證券交易違法行為之關鍵

問題，提出詳細內容，供作各界參考斟酌。 

對於關係企業證券交易之違法行為，作者亦有若干建議，敘述如下： 

壹、法院審理時，要求證券交易所與證券主管機關人員到庭與行
為人為交叉辯論  

每當證券交易違法行為發生時，必先經交易所對特定有價證券進行監

視，搜證資料相當齊備，且證期局也常將該個案涉及不法之情況做出詳細

報告，而交易所與證期局深具專業知識，對於證交法規範不法行為之主觀

因素與客觀要件知之甚詳。從而，建議法院執法人員於審理必要時，得斟

酌交易所與證期局對個則案件以書面再度表示意見或到庭與行為人進行

交叉辯論，如此可以彌補我國欠缺陪審制度之不足，亦更能發現真象，為

妥適之裁判。 

貳、第一時間之測謊（Lie Detection）  

測謊鑑定，係依一般人在說謊時，會產生遲緩、緊張、恐懼、不安等

心理波動現象，乃以科學方法，由鑑定人利用測謊儀器，將受測者之上開

情緒波動反應情形加以紀錄，用以判別受測者之供述是否真實。故測謊鑑

定，倘鑑定人具備專業之知識技能，復事先獲得受測者之同意，所測試之

問題及其方法又具專業可靠性時，該測謊結果，如就否認犯罪有不實之情

緒波動反應，雖不能採為有罪之唯一證據，但非無證據能力，仍得供裁判

之佐證，其證明力如何，事實審法院自得依職權自由判斷。 

實務上，很多不法行為之案例，在發生時，經由台灣證券交易所搜證

與證期局之整理判斷，移送司法警察機關調查後，於法院最後以無罪確

定。此問題若司法機關於調查階段時能在第一時間對相關行為人做測謊工

作，將有助於偵查與審理。最高法院曾以八十五年度臺上字第五七九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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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八十七年度臺上字第三九二八號判決、八十八年臺上字第二二九號

判決認為如果事隔數年後之測謊結果之證明力薄弱。如調查機關於第一時

間能對不法行為關係人為測謊鑑定，將可供司法裁判機關作為判斷行為人

主觀因素之判斷參考1。 

參、法院裁判心證之形成，應綜合斟酌行為人主觀因素與客觀條
件  

綜合證券交易法不法行為有其主觀與客觀犯罪構成要件，法律規定之

內容難免有不確定之概念，而在採成文法之制度下，有待司法實務裁判具

體明確化。為求審判結果之真實公平性，於心證形成時，應綜合斟酌行為

人之主觀因素，及其他客觀要件，包括市場流通之股數、與其他類股或類

似該公司股票之比較、每股平均淨值、比較買入價格、公司營運情況（包

含公司潛力、商機、經營層與公司業績）、比較買入前後該平均成交量、

市場走勢、股價變動是否為經濟發展之結果、當時交易是否熱絡。具體而

言，對於行為人買賣有價證券之程式性質是否合乎正當性，與價格是否合

理性，綜合判斷，期臻公允。 

肆、專業法庭之建立  

關係企業之證券交易，涉及之內容較具特殊性質，而且證券交易本身

亦複雜困難，因此，在判斷是否構成違法行為時，必須有高度財經背景之

專業知識，始能允當。尤其，有價證券之流通市場，應有技術分析之層次

考量，配合發行公司本身之財務、經營管理、會計介面等因素，才能認定

並發覺其經濟動機之主觀因素。 

現行司法制度，在法院配置與實務，固然已逐漸適才適所，且已就某

些專業案件分配由獨立法庭偵查審判，例如涉外案件、智慧財產、交通事

故、家事糾紛、海商保險等案件，紛設專業法庭負責處理，此在檢察系統

亦是如此，但針對證券交易之訴訟，尚未能建立專業法庭與偵查，確屬憾

事。雖然，現行司法制度，已對金融財經之訴訟案件，於分案時獨立處理，

但在偵查或審判時，亦僅儘量由具有專業背景之法官或檢察官辦理，而未

                                 
1. 傅朝文，測謊在司法實務上應用之研究，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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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全面專業之程度。何況，法院之訴訟案件甚多，而證券交易案件本身

即屬非常複雜，在偵查審判中，如非專業法庭，更難使司法結果具有正確

性。從而，專業法庭與偵查系統之建立，確有必要。 

伍、法律修正之若干謅議  

一 .炒作行為  

證券市場具有自由性質，無論法人或自然人均可依法買賣，而在

資本市場中，有較大金額之投資者，俗稱「大戶」。另有自然人投資

者，因其以累積儲蓄買賣證券，俗稱「中實戶」、「散戶」。股市風險

高瞬息萬變，任何消息，有時即使股價大幅漲跌。而我國股票市場之

金額管道運作尚未成熟，有些中實戶或大戶常求向「丙種墊款」金主

以求迅速彌補資金缺口。 

所謂「丙種墊款」係指違法信用交易之特殊情況，證券交易法第

六十條為合法信用交易之規範，一般民間之丙種墊款，係投資人欲買

股票而資金不足或想擴大信用交易，而向金主借貸，此時投資人須自

行出資一定比例（通常為三成），其餘資金則由金主借出，但必須以

金主指定之人頭帳戶買賣，利息則每萬元每日 5元∼8元不等，但若

股價跌至成本時，金主亦要求補成數，否則金主令將股票賣出，此與

「證券金融公司」之做法相似。 

在證券市場自由化之性質，我國自然人投資人不如證券自營商或

投信法人、外資機構投資者。且民間有一普遍現象，即商借親友戶頭

之論理，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股票之範圍，包括配偶、未成年子女或： 

(一)直接或間接提供股票與他人或提供資金與他人購買股票。 

(二)對該他人所持有之股票，具有管理、使用或處分之權益。 

(三)該他人所持有股票之利益或損失全部或一部歸屬於本人。 

因此，如不將法條更加明確化，則很多人投資股票極易形成「犯

罪投資集團」，不但阻礙資本市場之發展，也造成主管機關與司法裁

判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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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曾於一九九七年委託學者針對此問題

研究，建議修正第一項第四款之規定，增訂其主觀不法意圖要件，並

將原條文中之「連續」二字，改為「反覆」，蓋此處之概念與刑法上

連續犯之概念不同，不宜採取相同用語，以避免滋生疑義。增訂「委

託買賣」之行為類型，蓋行為人反覆委託買賣亦會造成市場熱絡之表

像，致使其他投資人產生誤解，亦有規範之必要。又所謂高價、低價，

認定不易，故刪除之，改以誘使他人交易為要件，以符合本款之立法

原意。 

依此，建議將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之內容修

正為：「意圖? 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

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券，反覆買賣或委託買賣，以誘使他人

為交易者。」2。 

二.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概括條款」之修正為「安

定操作條款」  

關係企業護盤行為之違法性，在於扭曲市場交易機能，使股票價

格非因自然因素形成。實務上，雖多以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

條第一項第六款判罪論科，但在學理上，亦不無商榷之處。此項爭議，

若就採證論理法則，依罪刑法定主義，證據能力與證據力應從嚴解

釋，而所謂「護盤行為」，即為「維持股價」，此行為係以當時揭示價

格委託買賣，並不符合「高價買入或低價賣出」之構成要件。縱使，

                                 
2. 臺北市證券商業同業公會研究計劃「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規定之檢討與建議」，頁 17，一九
九七年十一月版。上開研究計劃參考美國法制之規範。美國 1934年證券交易法第九條第一項第六款
（Section 9 (a)(6)）之規定：  
“To effect either alone or with one or more other persons any series of transactions for the purchase and 
/or sale of any security registered on a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 for the purpose of pegging, fixing, or 
stabilizing the price of such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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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翻譯為：「單獨或者與一個或更多的其他個人，為了限定、固定或者穩定在全國證券交易所登
記註冊的任何證券的價格，影響購買和出售此種證券的一系列交易，違反委員會為了公共利益或者
保護投資者而必須適當地制定的規則和規章」。  
因此，有人認為應斟酌修正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之規定，加註第三項：「前揭各項之具體規
範，由主管機關訂之」。但此顯違反我國證券交易法具體授權主義之精神，也可能違反罪刑法定主
義，並不妥當。此種情形賦予主管機關以行政命令規範刑事責任要件，並非良策，應與證券交易第
十八條之二第二項、第二十五條之二、第三十條第二項等規定，嚴加區別，方始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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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體市場及同類股成交價持續下跌之際，「維持股價」之行為，亦

僅導致「相對高價」之現象，但「相對高價」為比較性之主觀現象，

尚難謂為操縱行為。從而，若依罪刑法定主義原則，護盤行為若論以

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尚有未洽。 

「安定操作」之概念，來自台灣證券交易所依據證券商管理規則

第二十六條第三項於民國九十二年五月六日公告施行之「上市有價證

券安定操作交易管理辦法」中，第二條規範「主、協辦承銷商為順利

達成有價證券之募集與發行，於得進行安定操作期間，自有價證券集

中市場，購買已發行之同一有價證券」，其目的在於上市公司辦理現

金增資或辦理公開募集時，避免市場價格低於承銷價，影響資金之募

集3。但由於進行安定操作時，行為外觀難免有影響交易市場機制，

但其目的又在於維護市場募集資金之功能，並無不法直接犯罪故意。

因此，安定操作之交易，具有阻卻違法性。此外，四大基金及國安基

金為安定市場，避免遭受非經濟因素影響引起不正常波動，亦可基於

「國家金融安定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之規定，必要時進場護盤，有

利於股價穩定與國家經濟。尚且，美國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除對「安

定操作」加以規範外，亦特別允許在具備一定條件下之合法「安定操

作」4，因此，「安定操作」有其必要加以規範並管理交易。 

現行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充滿不確定之法

律概念，且並非「不該當於前五款者，即屬第六款之規範對象」，職

此之故，應將第六款廢除，但制訂「安定操作」取代之，考量安定操

作雖有操縱行為之外觀，若符合法令，在一定要件下之安定操作，為

法之所許，但若無法源，即屬違法，予以明文規定，以求明確。因此，

應可斟酌廢除第六款，將之改為：「意圖固定或安定某種有價證券之

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券連續買入或賣出。但法

                                 
3 但依該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安定操作之買進價格不得高於承銷價」，以避免承銷商藉口安定操作而
進行操縱股價。  

4 合法之情況即指並不違反美國證管會（ SEC）為了公共利益或保護投資者而公佈之規則與規章，此據
美國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 Section 9(a)(6)後段規定：“ … in contravention of such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the Commission may prescribe as necessary or appropriat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of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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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5。在此修改之後，除依「上市有價證券

安定操作交易管理辦法」與「國家金融安定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

如有行為人意圖固定或安定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而護盤者，即屬

違法，並刪除現行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應較符合

罪刑法定主義，且符合交易市場之公平公正性6。關於證券交易法第

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之「操縱概括條款」，因為具有不確定之

法律概念，如探討修正或廢除該條款之規定，亦必須斟酌後遺症。在

法律邏輯上，如廢除第六款之規定，極易造成「如不違反第一款至第

五款之行為即合法」之假像與錯覺。例如現今社會網路甚為發達，若

有行為人以網路進行全國大串連而買賣某特定股票，藉以達到操縱股

價之目的，此種情況甚難課以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

之刑責，如廢除同條項第六款，則無法明文科責。至於將第六款之修

正為安定股價機能，允許行為人向主管機關報備或准許後，進行安定

操作，此亦有應斟酌之處，因為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已存有公

司庫藏股制度，如此可能造成混淆，且不易界定責任。 

                                 
5 台灣證券交易所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與七月一日「司法暨檢調機關座談會」，與會者亦贊同
此項修正。  

6 除此之外，應再斟酌其他配套措施，以便防弊。針對關係企業庫藏股與交叉持股，可參考美國法制： 
(一)禁止公司直接或間接行使自己股份之表決權。  
(二)禁止關係企業中被母公司持有過半數股份之子公司（從屬公司）行使對母公司（控制公司）之
表決權。  

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Revised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簡稱RMBCA）Section 7.21關於 Voting 
Entitlement of Shares 之規定，第(b)項中規定如下：  
“Absent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e shares of a corporation are not entitled to vote if they are own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a second corporation, domestic or foreign, and the first corporation own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 majority of the shares entitled to vote for directors of the second corporation.”（在無其他
特別情形下，直接或間接被母公司持有過半數股權，足以對董事選任有投票權之本州或境外之子公
司，若直接或間接擁有母公司股份者，該股份無表決權）。  
美國法對於公司取得自己股份，採取較寬鬆的態度，原則上並不禁止公司取得自己股份，而對取得
自己公司股份，視為「庫藏股」或「已授權但未發行之股份」。同時，美國法雖允許公司合法取得
自己股份，惟對於其表決權之行使則予以限制。禁止自己股份之表決權，理由係為防止公司經營者
或董事利用該股份操縱股東會，包括董事之選舉。  
因美國法上並不禁止公司取得自己股份，故對於從屬公司取得控制公司股份，即母子公司交叉持股，
亦未加禁止，亦視同公司取得自己股份，而一併對其表決權行使加以禁止。其理由，與取得自己股
份相同，乃為避免母公司經營者利用其對子公司之控制，操控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份之表決權，構
成經營者控制，易為有利於己有害於母公司小股東權益之行為，危及企業經營之健全性，值得我國
借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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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違約交割之廢除刑罰  

查「不實際成交」在人工撮合市場或有可能，但民國七十七年底，

我國證券交易市場全面採取電腦化交易制度後，在集中交易市場之買

賣委託申報輸入電腦後，經交易所撮合人員依電腦程式設定之競價成

交原則配對撮合即已成交，買賣契約即告成立，證券商即有交割之義

務，故此所謂「不實際成交」在電腦交易市場已不復存在。現行法此

構成要件行為實無實益。 

(一)司法實務運作之爭議 

我國實務上對於違約交割之裁判，雖經被告及其辯護人就有關

法律性質提出抗辯，並就上開法律理論矛盾爭議作出反映，但裁判

多以適用間接正犯論科，此見解主要認為一般自然人之投資人係利

用證券經紀商之行為，達到違約交割之犯罪結果，證券經紀商係屬

行為工具。但此種適用間接正犯之實務裁判，仍有探討之餘地。 

1.間接正犯以被利用人實施犯罪構成要件行為為前提 

按所謂「間接正犯」係直接正犯之相對概念，乃指行為人利

用他人做為犯罪之行為工具，而為自己實現構成要件，以遂其犯

意之正犯。經由行為工具所完成之行為，在法律評價上為實行自

己之犯罪，被利用之他人，只是間接正犯手中之犯罪工具；另實

務上認為「間接正犯係利用無刑事責任之人實施自己所欲犯之罪

而成立，故必以被利用人之行為係犯罪行為為先決條件，如被利

用人之行為不成犯罪，則利用者，自亦無犯罪之可言。」最高法

院二十七年上字第六七二號判例著有明文。 

故間接正犯之成立，須被利用之工具已實施該當於構成要件

之行為，該利用者始能成立該犯罪之間接正犯，於本款之犯罪型

態中被利用人－證券經紀商或證券自營商，須於集中交易市場不

履行交割之義務，一般投資人始能成立間接正犯。 

關於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違約交

割」之爭議中，是否修正或廢除方面，亦應斟酌證券經紀商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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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之法律關係，如果將該條款廢除，似應考量早期例如票據法

廢除時改以詐欺罪論處。換言之，如果廢除違約交割之刑事科

責，應考量是否會導致股票流通市場秩序混亂以及廢除該條款後

亦可能造成之負面衝擊。此外，在修正法條之邏輯法則上，可斟

酌論以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有關詐欺之規範處置。 

2.證券商並無成立本款構成要件之可能性 

(1)在現今證券市場上，證券商不履行交割義務乃係不可能之情

況。蓋當投資人不於期限內（依照證交所營業細則第五十七條

指有價證券買賣成交日後第二營業日）對證券商（指被利用人）

支付買賣有價證券所需款項，證券商依證交所營業細則第九十

一條規定：「委託人不如期履行交割義務者，即為違約，證券

經紀商除應於委託人違約當日下午六時前向本公司申報違約

外，同時通知委託人外，並應立即代辦交割手續。」，故縱投

資人不履行對證券商之義務，證券商仍會在證交所辦妥一切交

割義務，再向投資人依委託契約求償；且由前所述，證券商為

該在集中交易市場有價證券買賣契約之當事人，證券商本應負

契約上交割之責任，若其未履行，可能會受到主管機關撤銷營

業許可之處分，職是，難以論一般投資人利用證券商去實現該

當構成要件之行為。 

2.另查，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即反操縱條款）之規範

目的，一方面保障證交所與證券商之權益，另方面則為維護證

券市場交易秩序，保障投資，以防有心人士之操縱市場行為，

破壞證券市場之自由運作。蓋證券集中交易市場之主要功能之

一在於形成公平價格，而公平價格之形成繫於市場機能之健

全，亦極須維護證券市場的自由運作，而操縱市場行情之行

為，將會扭曲市場的價格機能，因此必須加以禁止。 

然投資人若未於期限內支付證券商買賣有價證券之所需

款項，證券商依法律規定或依契約皆負有交割義務，並未造成

證券市場交易之不安定，即證券市場公平價格形成機制未遭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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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仍得繼續自由運作，更未造成其他廣大投資人之恐慌，故

證券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所保護之法益既無破壞，則如何

論未給付證券商買賣所需款項之投資人構成違約交割之犯罪

主體？或論以間接正犯？ 

綜前所述，縱投資人未於期限內履行對證券商之義務，證券商

仍會在證交所辦妥一切交割義務，以維護證券市場之安定，此乃證

交所依據法令課予證券商責任，而投資人僅對證券商有民事上債務

不履行責任，證券商自得依委託買賣有價證券之契約對投資人求

償，投資人實無利用證券商實現違約交割之犯罪行為，甚亦未以證

券商為犯罪工具，進而為破壞保護法益之構成要件行為之情，故證

券商於完成交割義務後，證券市場交易秩序得以穩定，證交法第一

百五十五條第一項所保護之法益既未為破壞，則實難論投資人為

「間接正犯」。 

(二)修正方向之建議 

1.增訂「一般投資人」為行為主體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對違約交割規範之瑕疵，實務上

雖多以適用間接正犯對一般自然人之投資人論罪科刑，但間接正

犯理論，必須工具所為之行為違法，始足該當，而本條項違約交

割之行為工具－即證券經紀商，其所為以自己名義報價嗣又代為

交割，此行為並無不法，則在間接正犯之構成要件仍有差距，要

難以間接正犯之罪責相繩。職是，實務裁判確有遷就現實而不符

合罪刑法定主義。根本之道，應在於法律之修正，將證交法第一

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有關違約交割之條文具體修正，並應就

法理之一致性充分考量，具體將自然人之一般投資人納入規範之

對象，且考量刑法之功能與其他法律相同，主要乃在於規範人際

關係，確保社會共同生活之基本價值，以建立社會共同生活所不

可或缺之法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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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於證券市場健全成熟時，建議將「違約交割行為」除罪化 

社會共同生活中，無論為個人、社會或國家均存有所謂之生

活利益，凡以法律手段而加以保護之生活利益，此即為法益。由

於對較為重要之法益的破壞，或對於一般法益較為重大之破壞，

將足以減低個人之安全感，並危及社會之安寧秩序，故乃以刑罰

作為制裁法益破壞行為之法律手段。因此，刑法之功能乃在於法

益保護，亦即保護法益不受他人非法之侵害。比較美國與日本法

制，其證券交易法雖均明文禁止以不正當之方法或手段操縱股票

價格，此即為「Market Anti-Manipulation」，但並無單純針對違約

交割之行為科以刑事責任，而僅以民事責任之契約行為規範。觀

之我國證券交易法於一九六八年立法之初，係引用美國證券交易

法制度，當時並無違約交割之刑事處罰，及至一九八八年一月修

正時才予以增列，其修法背景在於「市場大戶」常有違約交割情

事。故建議於證券市場較為健全成熟時，似應斟酌廢除刑罰，以

符合潮流。 

3.就「足以影響市場秩序」此要件增訂判斷標準 

此外，應斟酌按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明文禁

止操縱市場行情的行為，其目的在於維護證券市場機能之健全，

以維持證券交易秩序並保護投資人，蓋證券集中交易市場的主要

功能之一，在於形成公平價格，而公平價格的形成，繫於市場機

能的健全，亦即須維護證券市場的自由運作（ free market 

concept），此為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所保護之法益。職是，除

具體修正對一般自然人之投資人之違法要件外，應考慮該法條中

所謂「足以影響市場秩序」之不確定法律概念之修正，期臻完善。 

四 .關於內線交易部分  

雖然我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並未明定「意圖為自

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之主觀要件，惟基於刑法之最後手段性之考

量，並借鏡援引美國法制，似可考量於證券交易法第一五七條之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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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此不法意圖要素，以限縮此

條應刑罰性之範圍。 

美國 1934年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 Rule 10-b-5中，明文規定禁止

之行為指「詐欺」（artiface to defraud）、「行為、業務或商業活動，而

對他人造成詐欺或欺騙之情事」（ to engage in any act, practice, or 

course of business which operates or would operates as a fraud or deceit 

upon any pers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any 

security），即存有如同我國所稱之「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

有」，職是，在我國現行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禁止內線交

易行為，在將來修法時，建議得參酌此不法主觀要件，明定「意圖為

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免過度擴張刑罰權之範圍。 

此外，其他相關修正建議尚有： 

(一)規範客體應擴及同股票性質之有價證券。 

(二)自內部人受領消息之人（ tippee）之範圍應參酌美國立法例之訊息

傳遞理論，限於(1)告知消息人違反受任人義務，洩漏內線消息；(2)

消息受領人明知系爭消息為重大且未公開之消息；(3)消息受領人利

用內線消息買賣股票，此等要件下始受內線交易之規範。 

(三)日本證券交易法第一九Ｏ條之二規定，內線交易之禁止規定，在

內部人離職後一年內同樣適用；英國法則規定離職後六個月內仍然

適用。美國法方面，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第十條第二項及證管會

規則 Rule 10b-5均規定其適用對象為任何人（any person），並不

以具有董事、經理人等身分為前提，故無類似英、日之規定。因此，

參酌上述立法例規定之目的，? 確保內線交易禁止規定之貫徹，我

國未來修法似得參考英、日之規定。 

(四)從立法論上而言，基於消息傳遞責任（tipper/tippee liability）理論

之觀點，消息受領人的責任在美國法上係屬於衍生的、傳來的性質

（derivative）。換言之，必須是告知消息人違反其義務而洩密，否

則消息受領人不可能擔負任何內部交易人之責任，因此，既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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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刑法第一五七條之一第三項但書之事由時，告知消息者可以

不負賠償責任，則消息受領人於將來修法時，似得考慮一併免責，

以免與理論有所扞格。 

陸、立法策略之思維  

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在近年來，為因應社會多元化與國際化，雖已為

數次之修正，但現在仍積極研擬修正中。在法律修訂方法，應考量立法策

略之思維，配合立法論理原則。修正時應使法律規定之內容一致化，例如，

我國關係企業之定位，在公司法之規定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持股比例為

百分之五十以上（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一、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二、第

三百六十九條之三參照），而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條第一款規定「控制

性持股」，係指持有同一銀行、保險公司或證券商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

數或資本額超過百分之二十五，或直接、間接選任或指派一銀行、保險公

司或證券商過半數之董事。據此以觀，控制關係之持股比例，有時為百分

之五十、有時為百分之二十五，缺乏一致性，亦為立法論理原則應商榷之

處。 

此外，將來若修正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時，應考量「社會期待」而拋

棄其他政治考量，例如就員工分紅配股是否應認列其為費用之問題，固有

仁智之見。但普遍上社會期待應將之列為費用，以保障股東之權益，且避

免公司股本無端膨脹而喪失競爭力。類此問題，不應有政治選舉考量（執

政者怕公司員工反彈而影響選票），而應採納專業會計人士之建言，斟酌

是否有限度之員工分紅配股與將之列入費用，強化資產之真實性與財務報

表之正確性。 

立法策略之思維中，可以考量參考美國法制之規範。因為，美國公司

法與證券交易法，因其社會高度之商業化與金融產品化，所以其法案規定

與法院裁判建立之原理原則，較為進步。因此，在修正公司法與證券交易

法時，不妨大量參考美國法制，例如美國 1934年證券交易法 Section 20，

規定“Liabilities of Controlling Persons and Persons Who Aid and Abet 

Violations”，對於「教唆」、「幫助」、或「控制他人」而由該他人（工具）

去違反證券交易法者，除非能舉證為誠信行為，否則均課以相同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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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person who,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ontrols any person liable under 

any provision of this title or of any rule or regulation thereunder shall also be 

liable jointly and severally with and to the same extent as such controlled 

person to any person to whom such controlled person is liable, unless the 

controlling person acted in good faith and did no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duce 

the act or acts constituting the violation or casue of action.”美國法此種控制

關係與科責立法策略，顯然比較進步，值得參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