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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關係企業與證券市場違法行為之牽連 

第一節 關係企業之界定與立法課題 

壹、關係企業之界定  

一 .關係企業之定義  

隨著經濟之高度發展，企業經營者為達各種目的，爰成立數家公

司以經營企業。集團企業或關係企業，紛紛取代單一公司之經營形

態。而有關「關係企業」之定義，似乎並不一定，既使在美國法，亦

無統一規定，法院及多數學者一般將「母公司」界定為「對他公司持

有過半數股權而實際控制他公司者」，此時被控制之公司為子公司。

因而「關係企業」與「集團企業」、「企業結合」之意義應屬一致。此

外，對關係企業之定義，有下列諸端： 

(一)集團企業是由若干個獨立之企業，基於某種特殊之關係結合而成

之企業群或企業體，通常稱之為「企業集團」或「團體企業」。所

謂特殊關係，以目前情形分析，約可分為企業彼此間之認同、股權

關係、業務結合關係、姻親結合關係與法律地位1。 

(二)結合企業係以法律上各自獨立之企業，相互間有其結合關係，其

結合關係有多數參與、從屬企業、關係企業、相互參與之企業與訂

立契約之兩造等。一個控制企業與一個或數個從屬企業，在控制企

業統一管理下聯合者，即形成關係企業，各企業皆為關係企業之分

子企業。企業訂有控制條約或其中一企業編入他企業者，視為在統

一管理下結合。從屬企業推定其與控制企業形成一關係企業2。 

(三)關係企業之範圍包括： 

1.個別企業投資達其他個別企業股份百分之五十以上者，間接參與

包括在內。 

                                 
1. 陳希沼，台灣地區集團企業之研究，台灣銀行季刊第廿七卷第三期，頁 62，1976年版。  
2. 德國股份法第十五條、第十八條第一項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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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負責人為同一人而控制企業經營者。 

3.個別企業間「主要股東」股權集中程度（包括企業相互投資之股

權）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4.個別企業間董監事百分之五十以上相同者。 

5.個別企業間雖主要投資人不同，但透過少數投資者或經營者而經

常發生財務、資金、經營產銷、管理、背書及保證之密切關係者
3。 

(四)企業間存在有某種特殊而持久之關係，透過這種關係影響各分子

企業的經營方式和決策標準，由這種關係而結合之企業，也就是所

稱之關係企業4。 

(五)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為控制公

司，受控制之公司，為從屬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認為有

控制關係： 

1.公司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受他公司指揮監督者。 

2.公司持有他公司之股份或對他公司之出資超過他公司已發行股份

表決權總數或資本總額之半數者。 

3.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行股份表決權總數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上為

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者。但經證明無控制關係者，不在此限。 

4.公司與他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執行業務股東或代表公司股東及

總經理有半數以上相同者。 

5.公司與他公司間之營業或其他法律行為，有不合營業常規之安排

者。前述第三至第五種之公司，即互為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5。 

                                 
3. 台灣省合作金庫調查研究室編，「集團企業徵信方法之研究」，頁 6，1979年版。  
4. 賴英照，關係企業法律問題及立法草案之研究，中興法學第 18期，頁 96。  
5. 經濟部民國七十六年擬訂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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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係企業形成之目的與類型  

(一)目的 

關係企業形成之目的，有下述幾項： 

1.擔保原料之供應與市場之銷售，自原料到成品，連成一貫，產銷

合一，形成關係企業。將同一生產階段之企業結合在一企業之

下，為達合理化之目的，乃統一指揮，達到充分利用生產設備及

調整生產程式之目的而形成。如此，可以獲得大規模生產之經濟

利益，增強營利能力，國內外競爭力也可提高。因資金雄厚，較

有能力從事技術改進，品質改良及研究發展創新等，也可增加經

濟利益。為爭取外銷機會，發展企業外多角經營方式，便利管理。

企業一旦發展成一貫化經營之關係企業，可以其龐大之人力、財

力、物力等，在國內甚至世界各地設置分公司，除便於蒐集訊息，

搶先交易外，更可有效控制生產原料之供應來源，另一方面也可

壟斷商品之銷售，獲取壟斷利益。重視管理技術之發展，進步之

管理制度和分權組織，以增加經營效率，從而增加獲利力與競爭

力。從鼓勵培養公司負責人之立場以觀，關係企業較有培養後進

之機會。 

2.從財務立場觀之，關係企業因分散投資，可減免租稅，分散風險，

便利資金週轉。 

3.對於關係企業形成之原因，尚有各種特殊原因之假設，臚列如次： 

(1)台灣市場狹小，對於相同產品之需求量有限，供給達一定程度

後，再有增加，將因銷售困難而使投資報酬遞減甚速，因此，

投資者乃積極尋求其他產品項目或投資機會，另創新事業。 

(2)企業家缺乏：此處所謂企業家，乃指具有特殊氣質與冒險精神

之人士而言。在於一自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之變遷環境

中，此種企業家一般較為缺乏。因此少數業者遇有機會，常能

捷足先登，因而發展眾多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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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本市場尚未充分建立，遇有投資機會，即使一般人有此眼光

魄力，但不易籌措必要之資金。反之，經營有成之企業家，已

在社會上及金融圈內建立良好信譽，籌措資金並非難事，因此

又加強上述第二點之趨勢。 

(4)國際市場影響：由於外銷在台灣經濟中之重要性，許多新興事

業皆係配合國際市場之需要而成立。在此情況下，由於外銷產

品項目之時常變動，逐使一集團企業之構成分子單位不但增

多，而且複雜化。 

(5)管理權與所有權之結合：如果二者分離，則二企業間，儘管投

資者相同或接近，但他們對於所投資事業之影響，較為間接。

可是在台灣目前情況下，多數資本主即實際負責人，因此間接

造成他們所投資之各事項間關係之密切。 

(6)家族企業之普遍存在：一方面，已存在之若干獨立企業，由於

負責人間所存在之家族關係，連帶造成各企業間之密切關係；

在另一方面，由於家族分子間之關係，衍生為平行之企業個體

關係。 

(7)政府工業政策或稅法之影響：政府為鼓勵工業投資，對於新創

事業每有減免賦稅之優待條件。經營企業者為享受這種優待，

遂願就新增部份創設一獨立事業。 

(8)投資者企圖控制合資事業之願望：近年來，台灣與外國人士合

資經營事業者甚多。雙方都不願放棄或減弱對此一合資事業之

控制作用。在此願望下，亦以另設一企業單位較能符合要求，

即使這一企業與原有企業經營相同或類似之業務。 

(9)管理能力之限制：隨同企業規模擴大，管理工作之困難程度亦

倍增。由於台灣多數企業界主持人對於管理中小型企業較具經

驗及信心，因此，寧願增設企業單位，而不願擴大原有事業之

規模。 

關係企業之形成，其動機無非是追求財務、行銷、生產、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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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等綜合收益。但亦含有非經濟因素之心理狀態，包括恐懼感之

預期與追求成就之慾望。企業者對未來環境之變化無法預期，希望

以巨大之企業體尋求較大之利潤，以求心理平衡。而且另一方面可

以社會地位，滿足個人之榮譽感。形成關係企業之前提，內在主觀

意願，包含：榮譽心、競爭能力、市場開拓、人口特徵、企業特性、

外在環境壓力、利益評估、業主傾向、法令規章、經營狀況等之考

慮。而外在客觀需要，有：規模經濟、綜合收益與其他利益評估，

在現有規模太小應予擴大之情況下，考量政治、經濟、法令、教育、

人口、政府措施，配合股東與經營者、經營專業化、管理智囊團、

多角化經營、巨型企業條件。而以商情預測、分析法令規章、籌措

資金與生產因素等過程，形成關係企業。 

(二)類型 

關係企業之類型，可分為如下述： 

1.依企業形成之途徑劃分，可分為： 

(1)水平的結合：指企業性質相同或相近，同業間之結合。 

(2)垂直之結合：指企業性質不同而由於業務關係之相互需要而結

合，其目的在於達到有效的控制原料與市場銷售。 

(3)補足性之結合：指企業副產品或廢品之再利用，結合之目的在於

產品之下游剩餘品之重新利用，以達到資源之較大利用程度。 

(4)機能性之結合：指企業相互因業務之需要而分擔性結合，目的在

利用或充分發揮企業體之既有之製造銷售等功能6。 

2.此外，尚可就「支配或服從關係之有無」、「資本結合之有無」、

「同系資本之結合與不同系列之資本結合」、「經濟結構別之結合

與產業別之結合」、「職能別結合與否」、「企業規模結合之區分」，

而予以分類。而目前台灣區之關係企業，大致而言，可歸併三種形

                                 
6. 例如台灣之紡織界為水平之結合，化學工業將原料企業為垂直之結合，油脂業對飼料業係補足性之
結合，汽車生產企業與銷售代理商為機能性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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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1.母子型：係由一投資人或企業同時掌握數企業之所有權，而以其

本來之企業為中心，有轉投資之現象。 

2.平行型：表示若干企業各有不同之投資人，但投資者間存在某種

關係，透過這種關係之結合，發展關係企業體制。 

3.交叉型：此種關係企業係由若干投資者同時交叉投資若干個不同

之企業，例如台塑關係企業，遠東紡織關係企業。 

三 .關係企業之屬性  

(一)管理組織方面： 

設管理處為分子企業之最高管理單位以運籌帷幄各分子企業

之產銷，分子企業間彼此在組織系統上，地位相同，並各擁有繁簡

不一之組織系統，組織功能之發揮有賴良好授權制度、稽核制度、

績效評估、計劃評核術等之運用與管理情報回饋情形。彈性的管理

組織即不設有形的總管理處之類機構，而由各分子企業在自己之組

織系統上發揮其經營能力，各分子企業首腦以定期開會方式溝通意

見。組織大易使員工及中級管理部門難以萌生認同感。決策層次增

加，常導致管理缺乏效率。 

(二)規劃方面： 

設有參謀作業之幕僚人員，以合議方式專司集團企業營運之規

範，對於行銷與生產、財務、人力、研究發展等，有完整之計劃。

決策之完成皆經過嚴謹之規劃，並設立有關項目之預算，輔助各項

政策執行。能建立標準化之作業程式，以提高工作效率。在策略規

劃上能引用複雜之科技提高管理技巧。 

(三)人事方面： 

業務競爭能力雄厚，工作保障率高，企業機構龐大，組織層次

詳密，提供學習、訓練及擢升機會，注意發展部屬員工激勵與意見

溝通，較能羅致優秀之經營人才。人事體制明晰，福利措施與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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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完整，重視幹部之遴選與培育。 

(四)制度方面： 

多數關係企業帶有濃厚之家族色彩，經營規模膨脹，各項制度

即發生瓶頸現象。所有權與經營權限分別，釐訂有效之各種管理規

章，以制度來進行管理上之控制與指導。關係企業經營之良窳，繫

於制度之釐訂是否完善及其執行之程度。 

(五)生產方面： 

生產規模易趨一貫化作業生產體系，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趨於

壟斷性生產，原物料與勞力市場上具有強大之議價能力。購置設備

之資力強大，生產設備精良。生產管理較易達成經濟效益原則，採

購政策能吻合經濟訂購量，較能發揮生產上之營運槓桿原理。 

(六)行銷方面： 

商譽印象強烈，有廣大之銷售網。生產規模經濟，薄利多銷，

或產品之獨特性極易形成賣方壟斷或聯合寡占市場。同類商品價格

之領導，為求取利潤，實施「差別訂價」政策。關係企業間產品銷

售之前後聯銷關係密切，市場競爭劇烈，產品生命期趨短，易以發

展新產品以因應行銷競爭需要。 

(七)財務方面： 

資力雄厚，惟部分關係企業舉債經營程度極深。關係企業業務

風險分散，故可擔當較大之財務風險，即以舉債經營之依存度可以

較高。關係企業間對於資金需要盈虛互見，有無相通，故在財務策

略釐訂上較具彈性。資本性支出財務易於控制，交易性需要資金關

係複雜。分子企業間便於盈虧分配，以逃避獲利情況良好子企業之

稅負。 

(八)獲利方面： 

產品市場之壟斷性或大幅度之市場佔有率，有助於銷售利潤之

獲得。在經營上經濟規模的達成，易於獲致經濟效益，節省管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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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獲利情況良好，有助於關係企業資本結構之改善，良性循環之

結果，更將助長關係企業之獲利能力。 

(九)公共事務方面： 

政府政策為企業經營條件之一，政府釐訂政策之方針嚴重影響

關係企業之經營政策，因此對政治活動較熱心，冀能透過選舉，直

接參與立法或預聞政府政策之動向。關係企業規模鉅大，員工數以

萬計，經營失敗勢將引起社會問題及經濟資源之鉅大損失。由於關

係企業較具公共性，因而其反饋效果對政府財經政策之釐訂有相當

程度之影響。 

(十)社會歸屬： 

規模鉅大，成員眾多，極易造成社會問題。因此對社會歸屬性

強，社會責任與意識較濃。消費者主權之發揮及環境保護之要求，

使關係企業之經營須以社會權益為依歸。 

貳、關係企業結構規模之變遷與財經政策之問題  

一 .產業結構之變遷  

政府於民國三十八年遷臺以來，經過三十多年之勵精圖治，使我

國在經濟上已成為開發中國家之成功典型。每人國民所得從民國四十

一年之一千九百十三元，增加到民國七十年之九萬七千六百六十元，

成長率達五十倍之多。財政本身並非目的，而是達到整個國家目標或

政策之手段。財政觀念之轉變，包括注意長期預算平衡的功能性、發

揮公債之功能、繼續適度提高所得稅之比重、以財政措施促進節約能

源並鼓勵海外天然資源之開發、以財稅措施促進工業升級、壯大金融

市場配合促進經濟發展等是。政府財經政策之努力，亦著重於：減緩

公共支出之膨脹，建立公共部門投資計劃之成本效益評估制度，加強

非課稅收入，有效運用開發基金激發民間投資意願、改革稅制、強化

稅務行政效率、強化關務措施，對金融機構、貨幣市場及資本市場之

努力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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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擴大資本市場，開辦店頭市場交易，在證券營業處所買賣

金融債券、公司債、公債，且為達資本證券化，證券大眾化，健全證

券法制，強化證券管理。 

一個國家之產業結構係由農業、工業、服務業所構成。一般所謂

之產業結構高度化，實由兩個角度以觀：一為產業內部結構變化（由

農業到工業、服務業），再為工業內部變化（從輕工業到重工業）7。

股份有限公司紛紛形成關係企業並且發行有價證券，以吸收社會廣大

群眾資金，擴展生產營運規模，並助企業財務之擴展8。 

我國經濟規模日趨擴大，工商企業對中長期資金之資需求，倍於

往昔，一個健全發展之資本市場更見重要。證券管理係為加強證券業

務，以達到資本證券化，證券大眾化之目標，並積極推動債券市場之

發展，使資本市場日益活潑與健全，發揮溝通儲蓄與投資功能。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有價證券，就公司利益，固然是關係重大，於

證券投資人，亦以經濟利潤為依歸。惟股東因受股份有限公司責任之

保障，但以我國股份有限公司之制度，因家族色彩濃厚，雖發行證券

上市，仍因部分公司負責人或特定控制股東，缺乏企業道德觀念，虛

飾財務報表，矇騙投資大眾，及會計師簽證品質水準不夠，不惟使得

信賴其簽證之投資大眾及其他股東受損失，並致公司權益未能滿足受

償。 

鼓勵優良公司發行股票及上市增加市場流通品質，以擴大資本市

場規模，一直為財經政策之一。另健全證券法制，並予嚴格執行，督

導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及改進會計簽證制度，防止交易市場之惡性炒

作，不但直接關係股東及投資人之利益，而且間接地亦影響公司權益。 

二 .我國證券市場之缺失與管理政策應再求改進  

如前所述，證券發行公司之財產與公司利益，息息相關。而擴大

資本市場及健全證券管理，亦為當前財政政策之努力方向，為求資本

                                 
7. 資料來自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  
8. 資料來自經濟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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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化，證券大眾化，而擴充股份有限公司資金之來源，以確保公司

股東，投資大眾及公司債權人之利益，實有必要研究證券市場之缺失

之證券管理政策。 

我國證券市場之缺失，在於：資本市場不發達，上市公司之資本

額不大，而發行市場尚不發達，企業無法進行大規模之投資設備與研

究開發。上市公司由原股東持股比例分配。流通市場以小額個人投資

為主，短期投機色彩濃厚。 

我國證券制度之問題，在於：股東僅重視配息，而不關心公司長

期發展。股東對上市公司進行資產重估時，給予壓力以利配股。公司

會計監察機能不充分，簽證信賴度不強。證券業者財力不夠雄厚，影

響發展。上市公司缺乏辦理增資之機動性，易錯失良機。股東擁有新

股優先認購權，可能造成大眾資金無法導入。證券公司未對投資者指

導，欠缺輔導功能。公開內容之制度未建立，投資者亦缺乏共識。交

割事務繁雜，常有場外交易情形發生。 

此外，當前證券市場面臨之難題，尚有：會計師未盡財務報告簽

證之責任，失去公正超然之立場。發行公司董監事利用股票上市作為

個人圖利工具，損害投資者及公司債權人。關係企業交叉持股存有潛

在問題，發行公司董監事因熟悉公司業務，聯合投資而炒作股票牟取

利益。藉收購委託書介入公司經營，造成許多弊端。證券商從業人員

發表不正確之消息，擾亂交易秩序。法令制度不夠完備，執行不夠徹

底等是。 

其次，證券管理欲求改進，必須明瞭證管機關之職責範圍。行政

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以下簡稱證期局）對上市公司之

監督管理，有其一定之職責範圍，不能負無限之保險責任。質言之，

只能要求上市公司守法，在公司內部運作中遵守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

之規定，機構權責合理劃分，執行公開原則之證券發行，反映股價實

況；至於公司內部人員濫權，利用未公開消息買賣股票或以其他方法

傷害股東及公司債權人，亦應予以控制。對問題公司，應研究扮演正

面角色，如教育、法律救助等方式，給予投資者及公司債權人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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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是努力之方向。 

參、關係企業之重要立法課題  

一 .我國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之規定  

(一)關係企業之定義：指獨立存在而相互間具有下列關係之企業：  

1.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公司。 

2.相互投資之公司。 

(二)控制與從屬公司： 

1.公司有他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公司已發行有表

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為控制公司，該他公司為從屬

公司。 

2.除前項外，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

者亦為控制公司，該公司他為從屬公司。 

(三)控制與從屬關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 

1.公司與他公司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者。 

2.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

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者9。 

二 .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之立法缺失  

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在體認落後外國立法之情況下，起草於一

九八一年，再送進立法院六年，千呼萬喚終於完成立法，時空變化，

確實趕不上工商社會。綜觀關係企業專章，確有若干缺失，茲論述如

後： 

                                 
9. 德國股份法就關係企業加以規範，而區分關係企業為二：一、為事實上關係企業，另一為契約關係
企業。前者包括「多數參與之企業」與「被多數參與之企業」－持有表決權或股權超過百分之五十
以上。從屬企業與控制企業、相互參與之企業等是。後者則指企業間存有輸納盈餘、部分輸納盈餘、
盈餘共同體、營業租賃、營業委託經營、控制契約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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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充分明確定義「控制與從屬關係」：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

一規定關係企業係指「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公司」與「相互投資之

公司」。對於後者，於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九明定「公司與他公司相

互投資各達對方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者，為相互投資公司」，但對於前者之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則僅

規定： 

1.公司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公司已發行有

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為控制公司，該他公司為從

屬公司。 

2.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亦為控制

公司，該他公司為從屬公司。 

3.公司與他公司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者，公司與

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上為

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者，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 

職是，增訂公司法條文僅就關係企業加以界定，並就「控制與從屬

關係」訂立「推定條款」（即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三），並未明確定義

「控制與從屬關係」。 

(二)不確定法律概念多，未來爭議大： 

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四規定若控制公司直接或間接使從屬公司

為「不合營業常規」或「其他不利益之經營」，而未於營業年度終

了時為適當補償，致從屬公司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若控制

公司負責人使從屬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經營」或「其他不利益經

營」者，應與控制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從屬公司之債權人或繼續

一年以上持有從屬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額或資本總額百分

之一以上之股東，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從屬公司之權利，請求對從屬

公司為給付。 

新增關係企業專章中並未對何謂「不合營業常規經營」或「不

利益經營」加以說明或列舉定義，其屬不確定法律概念甚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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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屬包容性廣泛之低度立法，但將來執行時勢必引起爭議。若單純

依法條解釋，係以「營業年度終了時」為判斷基準點。換言之，控

制公司是否使從屬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經營」或「不利益經營」，

僅在營業年度終了時，就該從屬公司是否虧損，而為判斷，此種立

法，尚有未洽。 

雖然台灣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規定：「營利事業與國內外

其他營利事業具有從屬關係，或直接間接為另一事業所有或控制，

其相互間有關收益、成本、費用與損益之攤計，如有以不合營業常

規之安排，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稽徵機關為正確計算該事業之

所得額，得報經財政部核准按營業常規予以調整。」，但此係「不

合常規經營之調整」，雖已執行很久，在法律架構上，仍不能解決

不確定法律概念之爭議。例如：控制公司要求從屬公司購買一批股

票，不久即逢「中國導彈演習」致股價滑落。該營業年度之會計報

表勢必提列損失，此時從屬公司與股東或債權人均得對控制公司與

負責人主張損害賠償。但至翌年又因兩岸政治明朗穩定，股價指數

衝破萬點價量俱揚，從屬公司大獲其利，此時法律之普遍妥當性豈

不遭受衝擊？就此部分之不確定法律概念，將來只能由法院依個案

事實認定，斟酌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間之業務關係，以及一般社會

普遍性觀念，配合美國法之 BUSINESS JUDGEMENT（合理交易之

判斷），來做為研判。 

(三)未對公司經理人與監察人重疊或營運幕後決策者加以規範：原來

公司法增訂關係企業規範專章，草案中不但明確界定控制關係，而

且對於代表公司股東、總經理與監察人有半數以上相同者，亦涵蓋

在內。但現通過之專章卻付諸闕如，實令人遺憾。又台灣企業經營，

許多非公司大股東或董監事，但在幕後卻擔任營運上之真正決策

者，此種「幕後決策者」並非關係企業專章規範之對象，亦為不公

平。雖然第三百六十九條第二項中所指稱「公司負責人」，係指公

司法第八條所規範之企業負責人。條文中指稱「應負賠償責任負責

人」，必須確有發生行為之負責人，例如控制公司之董事會中，參

與決議，「同意」使從屬公司發生不利益經營之董事，就應同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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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應負賠償責任之負責人」，但若該董事曾表示異議，且有紀

錄可循或書面可以證明，即可免除責任。但無論如何，對企業營運

幕後決策者，現行增訂關係企業專章，無法對其課以法律責任。 

(四)無法規範「企業結合」、「企業控制契約」或外國之控制公司：

台灣為成文法制，法律條文拘束力很大，相對情形，如法無明文，

爭議馬上產生。德國股份法對關係企業以契約相互約束或事實結合

者，仍納入管理。台灣關係企業專章對此並無規範。 

換言之，若有企業間，刻意規避持股或投資過半數，董事或主要股

東信託第三人，相互投資比例降至三分之一以下，但事實上仍以結

合或秘密協議經營，則不受關係企業專章管理。此外，對控制公司

設置在國外之情形，由於公司法只規範在台灣組織設立登記之公

司，外國公司如果未在台灣登記設立，則關係企業專章有其適用上

之困難。 

(五)從屬公司若損害控制公司，控制公司之請求權：專章雖然明定控

制公司若使從屬公司為「不合常規營業」或「不利益經營」時，控

制公司應彌補從屬公司。但若因而使控制公司受害但從屬公司受益

時，則無規定。 

(六)未貫徹法人人格否定理論(ALTER EGO THEORY)：現行公司法缺

失甚多，而以「公司負責人不必對公司債務負責」最為可議。許多

公司債權人對債務人公司負責人無可奈何，只得求諸「法律外解

決」。這次專章雖然對於關係企業控制公司負責人課以損害賠償責

任，但局限於使從屬公司為「不合常規營業」或「不利益經營」，

並未規範負責人應承擔公司債務。在美國判例中有所謂「法人人格

否定理論」，亦即在公司營運有詐害債權人之情事，負責人應與公

司負同一責任，以符合公平原則，但台灣關係企業專章中並未落實

此一理論。關於法人人格否定理論，仍有待將來法院以實務裁判落

實之，而該理論在英美法判例中，已成千上萬，但在我國法律上並

未明文規定，且未有判例或實務判決引用，確實遺憾。 

(七)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應以故意或過失為要件，訴訟實務上將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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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關係企業專章規定控制公司使從屬公司為不利益之經營，致

使從屬公司受有損害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未來訴訟實務上，對於從屬公司「不利益」之爭議，是否以控

制公司有損害從屬公司利益之故意或過失為要件？或是採無過失

主義之法定賠償請求權？依據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四規定，控制公司

對於從屬公司之損害賠償，係以單一營業年度總和計算為基準，而

非採個案認定。此就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二規定，公開發行股票之

從屬公司及控制公司，應在年度終了分別製作關係報告書及合併報

表，使公司股東及債權人等，取得更多之交易資訊，以便行使損害

賠償請求權，堪資佐證。既然如此，則損害賠償請求權應非以故意

或過失為要件，而純以營業年度總和認定對從屬公司之損害，與公

司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

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情形

相同，均屬不以故意或過失為要件之法定賠償請求權。但若如此，

因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關係密切，業務往來頻繁，若其中特定一筆

交易，因基於商業因素考量而致從屬公司受到損害，但仍有其他交

易使從屬公司獲得利益，實務訴訟上，將產生困擾。基本上，損害

賠償之債，有其主觀之責任原因。除約定損害賠償責任外，法定損

害賠償之債以故意或過失責任為原則，以無過失責任為例外。公司

法關係企業專章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似不屬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

之損害賠償，而係純依法律規定者，責任原因以法定要件為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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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證券交易之內涵 

壹、證券交易之立法原則與發展趨勢  

一 .證券市場真實性與公平公正性之立法原則  

證券交易之立法原則，在發行市場著重於真實性，在流通市場著

重於公平公正性，例如我國證券交易法第一條開宗明義規定：「為發

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特制定本法」，就其內容，係由法律規範

加以管理證券市場及參與行為之人，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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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與刑事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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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民間資金投入證券

市場，同時使市場之資金需求者能夠取得資金，提高就業，發展經濟。

證券市場不但應保障投資人之利益，使其獲得正確之決策資訊，且規

範市場免於操縱，杜絕詐欺行為，防止內部人獲取不法利益，並建立

權利受侵害時之法律救濟途徑。 

證券市場尚有另一種重要之立法原則，即為保障「公共利益」。

此種對公共利益之保障，實際上與保障投資人權益，係屬相輔相成，

而且同時並進。此立法原則兼顧「維持公正及有秩序之證券市場」、「提

升競爭」、「防止詐欺及保全證券市場之正當性」、「鼓勵負責任之經濟

及財務創新與公平競爭」10。 

我國證券交易法自民國五十七年公佈實施以來，歷經多次之修

訂，對於發行市場之真實性與流通市場之公平公正性，深為重視。觀

察歷次修正，特點包括：兼採審核制與申報制、「再次發行」（Secondary 

Distribution）納入管理、承銷制度之改革、股票公開收購（Tender offer）

之引進、市場操縱責任之明確化、信用交易制度之改進、容許綜合證

券商、劃撥交易與集中保管事業、強化交易所組織、定期報告之加強、

股東會及股權管理、公開說明書民事責任合理化、內部人交易之責

                                 
10. 餘雪明，證券交易法，頁 3-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二○○○年十一月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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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金融商品多樣化如投信、投顧之全權委託業務、有關認股權之必

要規定、規定發行公司相關人員非常規交易之刑事責任、承認無實體

之有價證券等重要項目11。 

現階段我國證券市場之立法與政策方向，大致上在於擴大股市規

模、加強法人持股比例、邁向國際化與加強監督管理。就擴大股市規

模方面，著重於藉由擴大績優公司上市解決供給問題，並防止暴漲暴

跌之過去經驗，另外，透過法人持股比重之增加以資穩定股市，改進

投資人之投機習性。在證券投資國際化方面，准許外國績優法人投資

機構可直接投資國內股票，允許我國券商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允許

國內公司到海外發行存託憑證及海外可轉換公司債，並進一步放寬外

人投資限額，允許外國券商在我國設立分支機構。在證券監督管理方

面，包含：實施公司財務預警制度，健全會計師簽證品質之監督，並

推動完成會計師業務評核，全面實施股票交易款券劃撥制度，降低違

約交割之情況。 

在證券承銷方面，主管機關在民國八十四年開始推動新版承銷制

度，涵蓋股票上市及上櫃前股權分散之承銷，以及現金增資之募集資

金。新制包括兩種方式，一為競價拍賣，另一為詢價圈購。前者即由

承銷商提出承銷量之一定百分比，制定底價，由投資人投標競價，最

後以能滿足可標數量之最低價格為得標價格，所有得標人以此價格繳

款，承銷商一般保留承銷量之一半，以此得標價為基準，提供一般投

資人抽籤，每人限購一張。至於詢價圈購，係由承銷商依一定公式制

度價格範圍，再由投資人填寫圈購單，列明圈購價格與數量，一般而

言，亦限制最低圈購量，再以能滿足可標數量之最低圈購價格為得標

價格，所有得標人以此價格繳款。上述方式，投資人認購價格均非常 

                                 
11. 我國證券交易法歷次修正，較值得注意者有二個爭議，一為授予主管機關之調查權，另一為「納款
免刑條款」－除罪化。此二問題爭議頗多，有人認為擴張行政機關之權限，有人認為造成「富人無
罪」之假像，因而均未能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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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市場，足以防止暴利之取得12。 

二 .證券管理之發展趨勢  

股票交易市場影響資本市場與整體經濟極為重大，對於證券管理

向為各國主管機關非常重視，其發展趨勢包含自動化、投資人機構

化、國際化與全球化、商品化、同質化與合作管理13。 

證券市場國際化，有助於企業成為國際化之商業組織，且較能分

散風險，面對證券市場國際化之發展趨勢，各國政府均協助企業進行

跨國募集資本，亦對證券商制訂競爭策略，運用國內本土性質之競爭

優勢，並吸收國外證券管理經驗，培養優秀國際性之技術人才，成為

領導地位14。 

各國經濟規模日趨擴大，工商企業對中長期資金之需求，倍於往

昔，一個健全發展之資本市場更見重要。證券市場發展趨勢，不斷精

進，以達到資本證券化，證券大眾化之目標，使資本市場日益活潑與

健全，以發揮溝通儲蓄與投資功能。質言之，鼓勵公司發行股票上市

不但能促進公司獲得營運資金，亦成為財經政策重要之一環。而股份

有限公司因受閉鎖性質之影響，如果發行股票上市，而不能改進證券

管理制度並促進證券市場發展計劃，則不但對公司財產產生影響，亦

會損及公司債權人之利益。惟證券市場仍有其缺失與問題，流通市場

以小額個人投資為主，短期投機色彩濃厚。因此，如何健全證券市場

                                 
12. 我國證券市場之發展，依學者劉憶如之分析，可分為六個階段：（參見氏著，證券交易，頁 42-43，
華泰書局一九九九年二月版）  
一 .萌芽時期：1949年至 1953年  
二 .店頭交易時期：1954年至 1959年  
三 .集中市場建立時期：1960年至 1968年  
四 .漸上軌道時期：1968年至 1987年  
五 .高速成長期：1988年至 1989年  
六 .逐漸健全期：1990年至 1998年  

13. 同註 8，頁 8。  
14. 我國於 2002年一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資本市場將更加廣
闊，且證券市場之資本流動性及競爭將更趨激烈。先進國家之證券商及投資人亦將挾其豐沛之人力、
財力與管理技術之優勢，積極介入證券市場，而形成激烈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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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增長公司財產，確保公司債權人之利益，亦屬問題之一。諸如：

證券管理之途徑，確立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加強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

東會委託書之管理，金融早期警報系統之建立，改進證券投資信託制

度，發揮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之功能，有效管理店頭市場，落實證券信

用交易，管制發行公司內部消息，禁止利用公司未經公開之重要資訊

圖利，確實行使歸入權等是。近年來，企業經營方式以「關係企業」

模式為之者，相當盛行，關係企業在經濟之發展上具有重要之地位，

其因而產生之法律關係亦不容忽視，通常，關係企業係基於營業目的

之不同而分立，但在經濟不景氣之情形，其經營型態很容易造成連串

性的倒閉，此時，公司之利益將受到很大影響。而關係企業之間，常

藉由在股票流通市場證券交易之違法行為達其不法意圖，因此，在國

際化與自由化之同時，亦應重視其弊端，並為妥適之因應措施。 

證券市場另一重要之發展趨勢即為投資人機構化，換言之，一般

自然人逐漸參與法人組織，而形成機構投資人，較能受到保障，且易

於正確投資判斷。此種現象，使得資本市場之證券，慢慢由共同基金、

退休基金、養老基金、保險業者、銀行信託部將持有。此種發展，藉

由投資人機構化，間接對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產生重大

影響。在美國，機構投資人之持股，由一九五○年占 6.1%，及至一

九七○年占 19.4%，一九九○年占 47.2%，而至一九九七年則高達

48%，個人持股僅占三分之一左右，法人交易占比例高達七．八成，

比較我國自然人持有仍占五成以上，交易則占九成以上，值得密切觀

察其趨勢15。 

此外，證券市場國際化之影響，包含： 

(一 )證券市場資金進出規模與市場參與者增加，因而擴大成規模市

場。為因應市場規模擴大，相關證券商品種類將多樣化。 

(二)市場管理規範趨向國際慣例。 

(三)證券商將面對高度的競爭，伴隨著證券市場日益成熟，產品創新，

                                 
15. 同註 8，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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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投資型態大幅改變，效率勢將擴增，本土的券商將面對著國

際券商更進一步的威脅。 

(四)證券商將跨業經營 

(五)發行市場將因資本市場之擴大，使籌資者將更易募得資金。在資

本移動自由化，未來資金將無國界限制。 

(六)外國法人投資股市增加，將帶動股市中法人投資比重提高，自然

人散戶比重下降。 

(七)本國資本市場將進一步與國際金融市場結合。因而加深國際化程

度。同時，國際組織與企業發行更多的證券以及資產、債權等。 

貳、發行市場與流通市場  

證券市場可區分為二大部分，一為證券發行市場（或稱初級市

場），二為證券流通市場（或稱為交易市場、次級市場），茲分述如下
16： 

一 .證券發行市場  

股份有限公司為求經營發展，必須有充足之資金，而資金之來源

除向金融機構借貸外，另一主要來源即為進行公開發行有價證券之程

式，亦即向投資大眾公開募集，此種有價證券之募集行為，乃形成發

行市場。質言之，發行市場係指新證券首次向社會大眾公開市場發行

銷售，由證券發行人、購買人與仲介機構組合而成。證券發行市場之

主要組成份子包括：證券發行人（即證券發行機構，資金之需求者）、

投資人（即投資購買有價證券之人）、證券承銷商（即居間為證券發

                                 
16. 林仁光，證券交易法制之發展（上），月旦法學，第 65期，頁 36，二○○○年十月版。發行市場
與交易市場的形成，除了發行公司及投資人外，必須有一些證券專業人員與機構的存在，才能使發
行市場與交易市場順利的運作。這些專業人士與機構，例如證券營業員、證券分析師、證券商、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金融公司、證券集中保管公司、證券交易所、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等等，在證券市場中扮演著投資者與投資者間或投資者與發行公司間的橋樑；或提供投資
人原始或分析過的資訊，幫助投資人做出投資決定；或提供交易的場所，使投資人能發現合理的交
易價格；或提供投資有價證券的融資，使證券市場更加活絡；或提供有價證券集中保管服務，使證
券無紙化，去除證券交易必須交付有價證券之實體證券的煩擾，同時也可減少偽造有價證券的行為。
這些證券專業人士及機構所形成的市場亦可稱之為證券服務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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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機構與投資人之媒介）。 

發行人公開招募股份時，應先具備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募股

之申請審核）、第二百六十八條（公開發行新股之申請核准）及第二

百七十三條（公開發行認股書之備置），並遵照證券交易法第十三條

第三十條之規定條件申請。 

(一)上市： 

初次申請股票上市案件，係由台灣證券交易所負實質審查之

責，主管機關證期局就證交所、承銷商之審查作業予以覆核，准其

上市契約備查，並採事後抽查或對重大疑義案件詳查。 

(二)上櫃： 

民國八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設立，於八十七年九月十一日經授權由櫃檯買賣中心負其實質

審查上櫃案件，主管機關證期局就櫃檯買賣中心、承銷商之審查作

業予以覆核，並採事後抽查或對重大疑義案件詳查。 

(三)增資： 

1.對增資案之審核係依據「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規定辦理，除異常案件採申請核准外，其餘增資案件改採申報生

效制。 

2.為確實督導增資計畫之執行，上市（櫃）公司申報資金運用情形

季報表及變更資金運用計畫應輸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而對於募

集資金計畫之執行狀況、增資效益是否顯現及有無資金挪用、計

畫任意變更之情形，均列為下次募集資金計畫之審核重點17。 

證券發行市場中，股份有限公司公開發行有價證券時，必須提供

投資人充分之資訊，例如財務報表及公開說明書不得有虛偽隱匿之情

形，此即為發行市場之真實性原則，此原則為各國證券管理所重視。 

                                 
17. 朱書芸，證券市場國際化－我國發行市場流通市場之新挑戰，育達學報，第 15期，頁 236-244，2001
年 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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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證券流通市場  

有價證券公開發行之後，尚須有交易之機制，使有價證券持有人

能自由買賣、轉讓有價證券，如此才能發揮發行市場之功能。質言之，

健全之交易市場與發行市場相輔相成。 

流通市場又稱次級市場。指證券發行進入市場之後的交易活動，

買賣交易之市場。主要組成因素包括：投資人（個人投資者及機構投

資者）、證券交易所（包括集中交易的證券交易所和分散交易的店頭

市場）、證券商（代客買賣者）、證券金融及保管公司（信用交易機構）；

流通市場依其交易型態可區分為集中市場、櫃檯買賣市場18。 

(一)集中市場： 

在某特定期間內，所有參與證券買賣之自營商或經紀商透過電

腦終端機與台灣證券交易所連線，由電腦撮合以公開競價方式買賣

上市公司之有價證券。證券集中交易市場主要任務，在確保證券交

易得以有效且公平進行，近幾年來極為注重證券市場之健全發展，

已逐漸落實「資本證券化，證券大眾化」之目標。集中市場即是由

證交所提供場地，供自營商以及經紀商在此買賣上市公司股票的場

所。證交所本身不買進也不賣出也不決定價格。 

(二)櫃檯買賣市場： 

為擴大證券市場規模，鼓勵中小企業上櫃，發展資本市場，核

准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建立櫃檯買賣交易制度與

電腦資訊報價系統，再於民國八十九年三月推動「櫃檯買賣第二類

股票制度」。 

如果沒有交易市場的存在，投資人勢必不太願意投資於有價證

券，因為有價證券若無法自由轉讓，該有價證券便不具流動性，投

資人所投入的資金便因此遭受凍結，如此一來，投資人運用資金投

                                 
18. 此外，尚有學者另認為再包括「盤後交易市場」與「場外交易市場」，前者指在證券自主要市場發
行之後，一個讓投資人自另一投資人買進證券而非自證券發行者買進證券的市場，也被稱為“次要
市場”（ Secondary Market）。後者係指證券交易所以外的證券交易市場的總稱（同前註，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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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理財的目的，將受到很大的影響。由此可見交易市場存在的重要

性，是與發行市場相互呼應的。一個有效率公平的交易市場，將幫

助發行市場的成長，也因此能幫助企業募集資金繼續成長，使國民

經濟能永續的發展。證券市場，無論是證券發行市場、證券交易市

場或證券服務業市場，都必須適度的予以規範，使得股份有限公司

能利用證券市場募集資金，投資人能選擇適當的投資標的，在公

平、有秩序、透明的環境下進行證券交易，讓經濟穩定的發展19。 

                                 
19. 蔡鴻璟，證券流通市場之法規與結構，證交資料第 354期，頁 1-3，1991年 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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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關係企業證券交易之重要違法案例研究 

壹、訴訟案件之總整理  

一 .國揚集團  

(一)主要犯罪事實 

掏空公司：因「護盤」而導致公司資金缺乏，進而以不法侵佔

與不實財務會計憑證方式，挪用公司資金，對集中市場買入自己公

司股票維持向銀行質押價格，使銀行或證券金融業者不向公司追

償。 

(二)司法裁判 

1.偵查階段： 

(1)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87年度偵字第 24756號、88年度偵

字第 1942號起訴書。 

2.一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臺北地方法院 88年度訴字第 164號判決。 

(2)侯西峰（董事長兼總經理）－有期徒刑五年十個月。 

陳秀珍（董事長特別助理）－有期徒刑五年八個月。 

謝正雄（財務部經理）－有期徒刑三年。 

劉淑慧（財務部專員）－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 

3.二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高等法院 89年度上訴字第 3878號判決。 

(2)侯西峰（董事長兼總經理）－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 

陳秀珍（董事長特別助理）－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 

謝正雄（財務部經理）－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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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今法院處理進度 

最高法院審理中（部分確定）。 

二 .國產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禾豐集團關係企業  

(一)主要犯罪事實 

1.掏空公司：禾豐集團開具關係企業人頭公司之本票或支票，套取

挪用國產公司資金，供負責人個人及其家族買賣股票及支應龐大

借貸本息，且製作關係企業間買賣或工程契約以應付查帳。 

2.以「沖洗買賣」及挪用國產公司資金買進該公司股票之方式進行

護盤，致公司缺乏資金而不履行交割義務，使股價無量暴跌。 

(二)司法裁判 

1.偵查階段： 

(1)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87年度偵字第 24674號、第 24675

號、88年度偵字第 1660號、第 1940號、第 1941號起訴書。 

2.一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臺北地方法院 88年度訴字第 203號。 

(2)張朝喨（禾豐企業副執行長）－有期徒刑十年。張朝翔（禾豐

企業執行長兼國產汽車負責人）－有期徒刑七年。林明宏（禾

豐企業總管理處助理）、遊文煌（國產汽車財務處協理）－有

期徒刑三年。黃瑛瑤（國產汽車財務處副理）－有期徒刑兩年

六個月。林義翔（禾豐企業總管理處襄理）－有期徒刑一年六

個月。 

3.二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高等法院 89年度上訴字第 1787號 

(2)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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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審判決與刑度： 

(1)最高法院 91年度臺上字第 6328號 

(2)原判決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5.更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一年度上更（一）字第九三六號。 

(2)張朝翔（禾豐企業執行長兼國產汽車負責人）－有期徒刑五

年。林義翔（禾豐企業總管理處襄理）－有期徒刑一年二個月。

張朝喨（禾豐企業副執行長）－有期徒刑六年。 

(三)現今法院處理進度 

由最高法院審理中，尚未判決確定。 

三 .宏福集團  

(一)主要犯罪事實 

1.宏福集團為因應集團週轉之需，除以不動產低價高賣之方法，套

取宏福建設公司資金，又大量使用人頭戶，且為維繫股價而大量

以人頭戶為沖洗買賣，並以關係企業介入買賣宏福建設公司之股

票，再以買入股票質押借款後，又循環買入股票質押又買入，終

至無法護盤時股票下市。 

2.以掏空公司資金供關係企業違法買賣上市公司之股票：將宏福建

設公司之不動產與轉投資其他關係企業之股票，用以向銀行辦理

質押借款，再以「同業往來借貸」名義，貸與關係企業，而以不

實科目記載方式侵佔巨集福建設公司資金。 

(二)司法裁判 

1.偵查階段：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88年度偵字第 18591號、88年度

偵字第 20543號、88年度偵字第 20544號、第 27047號、第 27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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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88年度偵字第 6691號、第 10463號、第 17967號、90年度

偵字第 6590號提起公訴。 

(三)現今法院處理進度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 90年度訴字第 834號審理中。 

四 .東隆五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主要犯罪事實 

1.掏空公司：東隆公司負責人以虛偽不實之暫付款申請單及轉讓傳

票，向銀行購買可轉讓定期存單（NCD），而以其向銀行質借款

項，用以償還私人債務而侵佔之，並出售保管之東隆公司長期投

資中之公司股票，予以侵佔，致東隆公司遭受重大損失。 

2.違約交割：東隆公司總經理連續下單並成交買進東隆五金公司股

票，均經有人承諾接受，但因資金調度困難，無法履行交割，致

東隆五金公司股票因違約交割發生而市值嚴重縮水，嚴重影響股

市正常之交易及秩序。 

(二)司法裁判 

1.偵查階段： 

(1)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87年度偵字第 22328號、第 22887

號、第 22202號、第 22325號、88年度偵字第 749號、第 750

號提起公訴。 

2.一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臺北地方法院 88年度訴字第 292號。 

(2)範芳源（董事長）－有期徒刑三年。 

範芳魁（總經理）－有期徒刑八年。 

3.二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高等法院 88年度上重訴字第 3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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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維持一審判決。 

范芳源（董事長）－有期徒刑三年。 

範芳魁（總經理）－有期徒刑八年。 

4.三審判決與刑度： 

(1)最高法院 91年度臺上字第 3037號。 

(2)原判決撤銷發回高院審理。 

5.更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高等法院 91年度上重更（一）字第 25號 

(2)範芳源（董事長）－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 

範芳魁（總經理）－有期徒刑九年二個月。 

(三)現今法院處理進度 

最高法院審理中，尚未判決確定。 

五 .東隆五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內線交易部分）  

(一)主要犯罪事實 

東隆公司之內部人及關係人，於知悉該公司財務危機尚未公開

前，大量賣出股票，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 

(二)司法裁判 

1.偵查階段： 

2.一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嘉義地方法院 90年度易字第 383號。 

(2)被告范耀琪無罪（東隆公司前任副董事長、永順投資公司董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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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90年度上易字第 1740號。 

(2)上訴駁回。 

(三)現今法院處理進度 

二審判決確定。 

六 .順大裕股份有限公司  

(一)主要犯罪事實 

1.掏空公司：該公司負責人及相關人士利用職務之便，以明知為不

實之事項，填製統一發票，持供銀行作為付款憑證，而向該行詐

得低利信用貸款。 

2.內線交易：該公司負責人及關係人利用虛偽出售順大裕公司不動

產之消息，以人頭戶大量買進公司股票，從事內線交易，並利用

沖洗性買賣之不法行為，製造順大裕股票交易活絡之假像，直接

從事影響順大裕股票交易價格之操縱行為。 

(二)司法裁判 

1.偵查階段： 

(1)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88年度偵字第 3531號、19506號、

87年度偵字第 26475號、26628號、26290號、26291號、26716

號、26848 號、26849 號、26969 號、第 27195 號、第 27333

號、第 27387號、第 27361號、第 27386號、第 27458號、第

27459號、88年度偵字第 828號、第 1416號、第 1683號、第

3320號、第 3531號、第 3987號、第 4327號、第 4329號、第

4510號、87年度偵字第 27335號、第 27425號、第 26934號，

88年度偵字第 857號、第 974號、第 1834號、第 2639號、第

4846號、第 5357號、第 553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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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台中地方法院 88年重訴字第 2480號判決；台灣台中地方

法院 88年訴字第 367號判決；台灣台中地方法院 88年訴字第

528號判決。 

(2)張文儀（董事長）－有期徒刑六年、褫奪公權三年。曾正仁（廣

三集團實際負責人）－有期徒刑十二年、有期徒刑八年。黃芳

薇（財務經理）－有期徒刑十一年、有期徒刑四年。其餘被告

等分處九年至四月不等之有期徒刑或罰金。 

3.二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1年度上重訴字第 19號；台灣高等法

院台中分院 90年上重訴字第 20號；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0

年上重訴字第 21號。 

(2)張文儀（董事長）－有期徒刑五年十個月、褫奪公權三年。 

曾正仁（廣三集團實際負責人）－有期徒刑二十年、有期徒刑

八年四個月。黃芳薇（財務經理）－有期徒刑四年、有期徒刑

七年。其餘被告等分處不等之有期徒刑或罰金。 

(三)現今法院處理進度 

最高法院審理中，尚未判決確定。 

七 .萬有紙廠股份有限公司  

(一)主要犯罪事實 

1.不動產買賣：萬有公司之負責人將私人土地移轉登記於關係人公

司，再高價轉讓予萬有公司，由關係人或負責人以人頭名義，賺

取鉅額價差，導致公司財務發生困難。 

2.信用貸款、消費性聯保貸款、股東往來辦法詐欺：萬有公司之負

責人以公司負責償還本息，誘使他人借貸款項及辦理消費性聯保

貸款，供萬有公司週轉，並「訂定股東往來辦法」以償還積欠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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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之薪資，但公司嗣後並未支付本息。 

3.內線交易：萬有公司之內部人或關係人於公司發生退票重大消息

公開前，大量賣出持有之萬有公司股票。 

(二)司法裁判 

1.偵查階段：台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87年度偵字第 4265號、4596

號、4617號、5545 號、5546 號、5646 號、88年度偵字第 457

號。 

(三)現今法院處理進度 

台灣雲林地方法院審理中。 

八 .美式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一)主要犯罪事實 

掏空公司：美式家具公司負責人自公司套取資金至個人投資之

公司，以支應其個人及其公司買賣股票及借貸本息，挪用侵佔公司

資金，造成美式集團財產虧空，上市之美式家俱亦因股價連續下

跌，而遭變更為全額交割，嚴重損害美式家俱及投資大眾之權益。 

(二)司法裁判 

1.偵查階段： 

台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 88年度偵字第 3763號。 

2.一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彰化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易字第 1517號。 

(2)謝貞彬（美式家具及子公司實際負責人）－有期徒刑六年。 

林聰永（美式家具財務副總）－有期徒刑三年。 

(三)現今法院處理進度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審理中，尚未判決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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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大中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一)主要犯罪事實 

掏空公司：大中公司負責人為維持公司股價及掌控經營權，以

書寫「連絡單」之方式挪用公司資金，以購買公司股票，並作為支

付個人利息及交際費用，另以虛偽不實之會計科目名義，編製支出

傳票憑證及財務報表，且簽發本人之同額本票，作為公司債權憑

證，但因股價持續下跌，終無力再籌措資金護盤，致無資金支付而

違約交割。 

(二)司法裁判 

1.偵查階段： 

(1)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88年度偵字第 3832號、5358號、

6300號、6759號、10048號、14611號、16145號。 

2.一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台中地方法院 88年度重訴字第 2451號。 

(2)劉文斌（大中公司暨子公司負責人）－有期徒刑十二年。 

洪美美（榮周集團財管組專員）、李滿堂（豐順證券總經理）

－有期徒刑二年。曾國年（財務部副理）、張惠玲（財務管理

組課長）、黃文鬱（財務課副課長）、劉新統（榮周集團副總經

理）、簡淑惠（華遠公司負責人）、蔡宗銘（華成公司負責人）

－有期徒刑一年十個月。 

3.二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0年度上重訴字第 28號。 

(2)劉文斌（大中公司暨子公司負責人）－有期徒刑六年。 

洪美美（榮周集團財管組專員）、李滿堂（豐順證券總經理）

－有期徒刑二年。曾國年（財務部副理）、張惠玲（財務管理

組課長）、黃文鬱（財務課副課長）、劉新統（榮周集團副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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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簡淑惠（華遠公司負責人）、蔡宗銘（華成公司負責人）

－有期徒刑一年十個月。 

(三)現今法院處理進度 

最高法院審理中（部分確定） 

十 .正義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主要犯罪事實 

正義公司之負責人明知無銷貨予其經銷商以及使用正義、維

力、維貿公司之資金購入之定期存單已遭融資變現等事實，仍據以

製作該公司財務報告，虛飾盈餘，並進而提供上開虛偽之財務報告

及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申請上櫃買賣該公司已公開發行之股票，

對於公開說明書之內容為虛偽記載，矇使證管會准予備查，並將製

作不實之公開說明書，交付予投資人而出賣持有股票。 

(二)司法裁判 

1.偵查階段： 

2.一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高雄地方法院 86年度訴字第 3344號。 

(2)張登旺（董事長）有期徒刑一年八個月。 

3.二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88年度上重訴字第 14號。 

(2)張登旺（董事長）有期徒刑五年。 

(三)現今法院處理進度 

最高法院審理中。 

十一 .台灣日光燈股份有限公司  

(一)主要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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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掏空公司：台光公司之負責人與其子公司負責人，共同以子公司

業務需要名義而向母公司借款之方式，掏出之台光公司資金，用

以從事買賣台光公司股票操控股價之用，嗣後因爆發事端使台光

公司股票及有價證券變更為全額交割股。 

2.內線交易：台光公司之負責人及關係人利用其為公司內部人知悉

公司資金拉? 公司股價之機會，利用自有資金搭配丙種融資及人

頭戶，買賣台光公司股票。 

(二)司法裁判 

1.偵查階段：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88 年度偵字第 12401 號、

12402號、12403號、12404號。 

2.一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八年度易字第八五一、一三○八號。 

(2)被告均無罪。 

3.二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九年度上易字第一八六七號。 

(2)上訴駁回。 

(三)現今法院處理進度 

二審上訴駁回已確定。 

十二 .台鳳集團  

(一)主要犯罪事實 

1.操縱股價：台鳳集團之負責人及相關人員利用經刻意製造之利多

消息、鎖單、丙種墊款、「合作」、及連續以高價買入及以低價賣

出等方式，達成操縱及慣壓、拉? 臺鳳公司股票。 

2.內線交易：台鳳集團之負責人利用虛偽出售土地之策略聯盟事實



第二章 關係企業與證券市場違法行為之牽連 

 49

拉? 股價，另利用職務之便知悉土地交易消息，而於公告前買入

台鳳公司股票，坐收內線交易之不法利益。 

3.掏空公司：該公司長短期投資及資產涉嫌遭侵佔或挪用。 

(二)司法裁判 

1.偵查階段：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87年度偵字第 26198號、88

年度偵字第 21761號、21762號、21763號、21764號、21765號、

21766號、27198號、27199號、89年度偵字第 01884號、01885

號、01886號、01887 號。 

2.一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臺北地方法院 89年訴字第 302號 

(2)黃宗宏（台鳳公司董事長暨副董事長、子公司之負責人）－有

期徒刑六年六個月、併科罰金七千萬元。陳台盛（從事股票投

資買賣）－有期徒刑六年。－黃任中（黃龍公司、金星公司、

金龍公司實際負責人）－有期徒刑六個月。林家榛（環球證券

營業員）－有期徒刑四年。傅萁（從事股票投資買賣）－有期

徒刑六年。林為康（聯合證券營業員）－有期徒刑四年。其餘

被告分處不等之有期徒刑與罰金。 

(三)現今法院處理進度 

台灣高等法院審理中，尚未判決確定。 

十三 .新巨群集團  

(一)主要犯罪事實 

1.掏空公司：新巨群集團之負責人及相關人員，大量買進其他公司

股票，嗣取得經營權後，即動用該等公司資金炒作股票及護盤。 

2.沖洗買賣：新巨群集團之負責人及相關人員為炒作相關公司股

票，進行沖洗買賣及「護盤」。但因資金短絀，遂以不移轉證券

所有權而偽作買賣，且嗣後更因違約交割，使集團各股無量崩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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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負責人背信部分：（1）將子公司之全數無償配發予員工之股票，

抑留不發八成而供作他用。（2）於新巨群集團關係企業間之不動

產交易中，隱匿為銀行設定鉅額抵押之事，致生損害於關係企業

之利益。（3）未獲董事會同意及評估損益情形下，與他公司簽訂

租賃契約，並給付鉅額之押租金。 

4.虛偽發行、挪用資金：於公開說明書內，為增資發行所得之股款

全數用於投資台灣高鐵工程之不實記載，於投資人認購後，將增

資款挪用以成立子公司供炒作股票之用。 

(二)司法裁判 

1.偵查階段：88年度偵字第 751號、3620號、8786號、13767號、

24764號、6073號。 

2.一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臺北地方法院 89年度訴字第 521號 

(2)唐潤生（新巨群集團職員）－有期徒刑四年。 

吳肇琨（台芳公司董事）－有期徒刑二年。 

李秀惠（新巨群集團職員）－有期徒刑兩年六個月。 

(三)現今法院處理進度 

台灣高等法院審理中，尚未裁判確定。 

十四 .峰安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主要犯罪事實 

1.販賣發票：峰安公司負責人為圖峰安公司之股票上市及維持業

績，虛設公司，並虛列銷售物品使峰安公司營業額達到上市條

件，另外並銷售該等公司之統一發票，將所得款項存入人頭帳戶。 

2.掏空公司：峰安公司負責人及相關人員假藉修繕工程名義，指示

填具暫借款申請單，簽發支票並加以兌領及提領峰安公司大量資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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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得虛設公司發票：峰安公司負責人及相關人員使用其他公司之

不實發票，偽作付款假像，而後資金再回流或侵佔公司資金。 

(二)司法裁判 

1.偵查階段：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 89年度偵字第 9289號。 

(三)現今法院處理進度 

台灣高雄地方法院審理中 

十五 .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一)主要犯罪事實 

不動產交易：遠東公司負責人及相關人員以虛灌建房地成本不

實購地案成本明細表、不實鑑價報告及提供不法利益與臺開公司負

責人及相關人員，達成遠倉公司以高於市場合理價格售地予臺開公

司之目的，詐得高額不法利益，損害臺開公司之財產及股東、債權

人之權益。 

(二)司法裁判 

1.偵查階段： 

(1)89年度偵字第 15999號、16662號、22858號、23698號 

2.一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臺北地方法院 90年度訴字第 87號 

(2)王令麟（遠倉公司負責人）－有期徒刑肆年，併科罰金一千萬

元。周繼鵬（東森育樂公司負責人、遠倉公司之總經理特別助

理）－有期徒刑三年。蔡豪（臺開公司之法人代表）－處有期

徒刑二年四月，併科罰金三百萬元。 

(三)現今法院處理進度 

台灣高等法院審理中，尚未判決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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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中國貨櫃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一)主要犯罪事實 

1.詐欺部分：被告利用人頭帳戶，以虛設公司之資金買入中櫃公司

之股票，並拉? 股價在高價賣出後同時由虛設公司戶頭承接。 

2.掏空公司：中櫃公司負責人及相關人員以未經董監事會及證期局

同意即轉投資設立子公司、辦理子公司增資、高價購買負責人所

虛設公司部分股權之方式，掏空公司資金。 

3.散佈不實消息：中櫃公司負責人欲拉? 股價，對外散佈不實合作

投資案及不實成立子公司之消息，並以其虛設之公司購入大量中

櫃公司股票，拉? 價格後即大量賣出，獲得高額不法利益。 

(二)司法裁判 

1.偵查階段：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89年度偵字第 9737號。 

(三)現今法院處理進度 

臺北地方法院 90年度訴字第 75號審理中。 

十七 .啟阜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主要犯罪事實 

1.掏空公司：啟阜公司之負責人及相關人員共同設立子公司及出資

以經營不實之土地開發案，並逕以子公司名義發行商業本票，再

以啟阜公司資金，藉不實名義，買回商業本票，將啟阜公司資金

挪為填補子公司資金缺口，另再以公司名義借貸，該資金用以支

出詐稱購買土地等所需資金。 

2.內線交易：啟阜公司之內部人及關係人，基於職業關係知悉啟阜

工程因投資不善，財務嚴重虧損之訊息，於訊息公開前即將持有

之啟阜公司股票賣出，嚴重影響投資股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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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法裁判 

1.偵查階段： 

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89 年度偵字第 16056 號、19882

號、19883號。 

2.一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台中地方法院 90年度重訴字第 44號 

(2)判決無罪 

3.二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3年度上重訴字第 9號 

(2)判決無罪 

(三)現今法院處理進度 

最高法院審理中，尚未判決確定。 

十八 .太新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一)主要犯罪事實 

內線交易：太新公司之負責人及關係人利用職務身份知悉公司

營業大幅成長之消息，於更新之財務預測未公開前，連續提供資金

與其有親戚或雇傭關係之人，大量買入或賣出與其身分、資力顯不

相當之太新公司上櫃股票。 

(二)司法裁判 

1.偵查階段：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88年度偵字第 2026號。 

2.一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臺北地方法院 89年易字第 11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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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告均無罪。 

(三)現今法院處理進度 

台灣高等法院審理中，尚未判決確定。 

十九 .桂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主要犯罪事實 

1.掏空公司：桂宏公司之負責人及相關人員以侵佔資金、偽造買賣

成交單、虛偽製作會計憑證、財務報表等反覆挪用之方式，侵佔

桂巨集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資金，投入股市炒作或償還貸款利息及

其他個人債務。 

2.違約交割：桂宏公司之負責人以沖洗買賣方式? 高股票價格，並

於財務年報、半年報及季報中為虛偽記載，且以子公司名義買進

桂宏公司股票，卻因資金不足致違約交割。 

(二)司法裁判 

1.偵查階段： 

(1)台灣台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89年度偵字第 13762號。 

2.一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台南地方法院 90年度訴字第 157號 

(2)謝裕民（桂宏公司及子公司實際負責人）－有期徒刑六年併科

罰金新台幣一百萬元。陳昭榮（董事長室副理）、陳小（財務

部副理）－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五年）。 

(三)現今法院處理進度 

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審理中。 

二十 .立大農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主要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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掏空公司：（1）立大公司負責人未獲授權，即自公司帳戶內

提領款項或簽發支票，匯入相關人之帳戶，並以虛偽買賣土地案向

立大公司提領款項，侵佔立大公司資金，用以支付個人銀行貸款本

息及進行股市護盤等。（2）將客戶貨款轉為己用，並私自轉售公

司貨物，再以製作不實發貨單等方式，侵佔貨款。（3）利用擔任

轉投資公司負責人之便，提領公司帳戶內之款項，侵佔公司資金。

（4）侵佔經銷商所繳之保證金。（5）明知無法清償，仍以本人及

冒用其子名義向子公司訂購貨物，欲加以拍賣清償債務，嗣後拒絕

付款。 

(二)司法裁判 

1.偵查階段： 

(1)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 90年度偵字第 216號、249號、682

號、1097號、1098號、6446號。 

2.一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高雄地方法院 90年訴字第 1488號。 

(2)王汝添（立大公司董事長）－有期徒刑四年。王汝晟（立大董

事長）－有期徒刑五年。王汝昭（立大公司董事長）－有期徒

刑四年六個月。孫王素珠（業務部人員）、曾王素琴（業務部

人員）－有期徒刑一年。王汝祥－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 

3.二審判決與刑度 

(1)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1年度上訴字第 1455號。 

(2)王汝晟（立大董事長）－有期徒刑四年。王汝添（立大公司董

事長）－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王汝昭（立大公司董事長）－

有期徒刑三年。孫王素珠（業務部人員）、曾王素琴（業務部

人員）－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三年）。 

王汝祥部分上訴駁回（緩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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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今法院處理進度 

最高法院審理中，尚未判決確定。 

貳、關係企業證券交易違法行為重要案例之研究分析  

一 .國揚集團  

(一)事實要旨 

國揚集團所產生之弊端在於「護盤」而導致公司資金缺乏，進

而以不法侵佔與不實財務會計憑證方式，挪用公司資金，對集中市

場買入自己公司股票維持向銀行質押價格，使銀行或證券金融業者

不向公司追償。 

國揚集團，包括漢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及另以投資股票為主要

營業項目之三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十七家公司20於民國八十四年

十月間，又取得公開發行股票之國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營權，其

關係企業尚有漢神名店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漢神實業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利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環球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漢神職籃

股份有限公司及公開發行股票之廣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對外總稱

「漢陽集團」。 

該集團用三功公司等十七家公司及一百六十一名人頭帳戶，以

融資方式，買入國揚、廣宇及福益等上市公司之股票，再將買入股

票持向金融機構及民間金主質借資金，又以該資金投入股市，以此

循環擴張信用之方式買賣股票，為避免質借及融資之國揚、廣宇、

福益等上市公司股票之股價下跌，導致擔保品押質不足遭斷頭賣

出，故需維持國揚公司之股價在其平均質押價新台幣（下同）五十

元以上，自八十六年十月間起，至八十七年十一月七日止，以反覆

挪用之方式，連續侵佔國揚公司之資產，並將侵佔所得轉入前開人

                                 
20. 國揚集團其中國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上市公司，原非該關係企業，但因關係企業負責人侯西? 利
用關係企業大量買入股票而取得經營權，此即為「借殼上市」之肇始案例，該集團之關係企業有三
功公司、漢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承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漢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漢麒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創陽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佑承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漢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十七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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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帳戶內，再投入股市或償還貸款利息及其他債務，前後挪出金額

高達二百八十三億八千九百零四萬五千元，扣除期間內曾陸續墊還

之二百二十二億一千五百萬元，實際侵佔六十一億七千四百零四萬

五千元。 

有關國揚公司於各銀行帳戶間資之調度流程，如有存款不足之

情形，係由財務部承辦專員填製資金調撥單（原始憑證），經理及

副總經理批核，經送特別助理核准，再轉由會計部製作轉帳傳票（記

帳憑證），經特別助理簽准，財務部始得憑之調度各該帳戶之資金。

趁調節銀行帳戶資金之機會，連續以明知為虛偽不實之資金調撥名

義，填製於資金調撥單上，送交不知情之副總經理批核，利用不知

情之會計部人員製作不實之轉帳傳票等會計憑證，再以調撥該公司

設於富邦銀行仁愛分行等廿六家銀行帳戶內之資金，向撥出帳戶調

出現金後，實際上並未調入應撥入帳戶內，而將調出之款項直接向

撥出帳戶所屬銀行購買同額之台灣銀行付款支票，再將購得之台支

轉入前述人頭帳戶，以供交割股款或償還貸款利息及其他債務之

用，藉此方式反覆挪用之現金前後共計二百五十四億三千三百萬

元，其間陸續歸還二百二十二億一千五百萬元，實際侵佔之現金數

額為三十二億一千八百萬元。及至八十六年十二月及八十七年三

月、六月、九月，即國揚公司製作該年度、半年度及第一季、第三

季之財務報告及各項表冊時，或於事前籌借現金補回侵佔之款項，

或於盤點後再將可轉讓定期存單、股票質押或賣出，憑以製作內容

虛偽不實之財務報表，再授意財務部經理於其報表上為虛偽之記

載，隱匿虧空資產之情事，交由不知情之會計師事務所核閱或查核

簽證，製成財務報告據以公告、申報。迄八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國

揚公司被挪用虧空之資金缺口高達二十二億元左右，然為應付第三

季之查帳，使帳面平衡，其方法係先行簽發以國揚公司為受款人、

面額共計二十二億元、付款人分別為五家不同銀行之支票五紙（分

成五億元之支票四紙及二億元之支票一紙，以下各紙支票分別以

甲、乙、丙、丁、戊舉例說明），於八十七年九月三十日交由財務

部分別存入短缺資金之萬泰松山、合庫城東、華銀復興、土銀仁愛

及富邦仁愛等五家銀行帳戶辦理託收，以補足缺口，再於翌日（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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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一日）由財務部以前述資金調撥方式，自其他帳戶調出五億元換

購台支，存入甲付款銀行之帳戶，以兌現在萬泰松山分行託收之甲

支票，隨即向萬泰松山分行要求提出票款五億元，經該分行支存業

務承辦人甲付款銀行電話詢問，確認甲支票已扣帳兌現，不待翌日

入帳，同日即先提款五億元換購台支，再存入乙支票之付款銀行帳

戶，以兌現在合庫城東支庫帳戶等待交換之乙支票，再自該帳戶提

出五億元換購台支，存入丙付款銀行之帳戶，以此方式於同日接續

軋平前述甲、乙、丙、丁、戊等五紙支票，再請各支票託收帳戶之

銀行出具九月三十日之存款對帳單，即與其等所製作內容不實之第

三季財務報表現金帳目相符，以提供會計師核閱。迄八十七年十一

月初，因股市盤面長期不佳，長期介入護盤之國揚、廣宇及福益等

三種股票價格大幅下跌，乃以漢華、承陽、漢聯、三功等四家公司

之股票（該四家公司均為非公開發行公司，且主要投資標的即為國

揚、廣宇及福益等三家上市公司之股票），作價出售予國揚公司，

以充抵虧空之現金及可轉讓定期存單，另己遭侵佔處分之長期投資

股票部分，則由國揚公司作帳賣出，以平衡帳目，藉以矇蔽主管機

關證期局及股市投資人。惟國揚公司對於股票之投資，本訂有「投

資管理辦法」，且證期局對於上市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亦訂有「公

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要點」之規定，竟未循此規定辦

理，逕以高於當時盤面價格計算國揚、廣宇及福益之每股股價分別

為四十七點五元、三十六點五元及三十一點七元，據以高估三功、

漢華、承陽、漢聯等四家公司之股價（三功每股一萬九千二百七十

一元、漢華每股二十一元、承陽每股四十元、漢聯每股四十九元），

由國揚公司以總價六十五億四千八百三十七萬一千八百元之價

額，作帳向負責人買進三功、漢華、承陽、漢聯等四家公司之股票；

另所侵佔無法返還國揚公司之長期投資股票部分，則由國揚公司以

六億零六百零四萬五千元之價格，作帳賣出予負責人及富邦產物、

富邦人壽公司。依上開買進、賣出原則，分別製作不實之有價證券

買賣申請單、請款單、收款單及轉帳傳票等會計憑證，其買賣申請

日期則倒填為同年十月三十日及卅一日，以沖平帳面上虧空之國揚

公司現金、定期存單及股票等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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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弊端之研究分析 

本案由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被告包括國

揚公司董事長、特別助理、財務經理、財務專員四人，其涉嫌罪名

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之業務侵佔罪、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

條第一款及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五款之罪，有正犯與從犯

（幫助犯）之關係。但法院裁判並未論處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四

條第五款罪刑21。 

國揚集團之經營弊端，在於大量成立子公司，形成關係企業，

而經營者完全掌控整個關係企業之支配權，運用關係企業法人人格

地位，目標鎖定在關係企業中之上市公司，高度運作財務槓桿，不

當擴充信用，以關係企業公司資金買入上市公司股票，再以股票質

押借款後，又以借得之款項買入股票，如此循環使上市公司股票價

格上漲，不但引誘一般投資人誤入陷阱，又使其掌控之上市公司虛

增資本，該上市公司因股價上漲而市值大增，再套取侵佔公司資

金。而該集團為使財務平衡，被迫必須將上市公司之股價維繫在特

定部位，以免股價下跌而遭金融機構要求補足擔保品，此種現象即

為「護盤」，亦為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之概括

操縱行為之禁止對象。而此種護盤之違法行為，於經濟不景氣之衝

擊下，加上該集團因維繫股價大量買入，致關係企業中上市公司之

股票大多為其持有，股票集中持有但一般投資人持有數量甚少，股

價自然下跌，該集團終於無法支撐，而爆發財務困難，無法調度資

金，弊端乃被揭發。 

此外，國揚關係企業之違法弊端尚有大量使用人頭戶之問題，

此種人頭戶之組成，有些是關係企業員工或其家屬，有些為員工或

家屬之友人，另有些為證券商營業員提供之人頭戶。大量使用人頭

戶之目的，除可分散下單外，尚可大量以融資買入股票，擴張信用

交易，但相對亦可能產生嚴重之系統風險。因為融資買入股票，依

                                 
21.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87年度偵字第 24756號、88年度偵字第 13371號起訴書、台灣臺北地方
法院 88年度訴字第 164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 89年度上訴字第 3878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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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頭戶與證券金融業者簽訂之融資融券契約書規範，如股價下跌

時，證金公司在通知補足擔保品後如投資人未為之，證金公司即可

處分股票。此種結構極易造成關係企業在上市公司股價下跌時必須

承擔鉅額之資金，以便繼續買入股票，才能避免斷頭處分。而惡性

循環之結果，最後到達臨界點後，財務危機立即引爆而無法收拾。 

其次，該集團之違法行為，尚包括以上市公司之資金向關係企

業中未上市上櫃之非公開發行公司購買股權，但未遵守法令之規

定，未符合程式之正確性與價格之合理性，將股權價格高估，此種

方法形同掏空上市上櫃公司之資產，而利益輸送予子公司。舉例而

言，國揚公司購買關係企業中之三功公司，股價每股高達一萬九千

二百七十一元、承陽公司每股四十元、漢華公司每股二十一元、漢

聯公司每股四十九元，總價購買金額高達六十五億四千八百三十七

萬一千八百元，此種模式，核與掏空無異。 

國揚集團之弊端與其他關係企業之違法行為有一甚為特殊之

處，即以台支票據作為付款舞弊。質言之，其方式為先由關係人開

立以關係人為發票人之支票五張向國揚公司借款二十二億元，此時

國揚公司帳目上存有該二十二億之應收帳款，係屬於資產，編列在

資產負債表中之資產科目。但為弭平該二十二億之應收帳款，造成

已獲清償之假像，乃由關係人先由國揚公司財務部調撥資金購買台

支，先行存入銀行，再要求銀行間以電話查證，獲得台支入帳後，

再向該銀行提領台支，如此循環，最後將國揚公司二十二億元應收

帳款清償，但實際上僅為帳目作業，到最後又將原先用來弭平資金

之五億元返還國揚公司財務部入帳。如此一來，便成關係人原先借

走之二十二億元，並未支出任何款項，但卻消除國揚公司之應收帳

款二十二億元，會計帳面上亦無法找出問題。此一現象，形式上似

只為關係企業之弊端，但如深究細節，銀行相關人員亦難免責任，

甚至有幫助違法之行為，否則依一般常態，顯然無法達成此目的。

而本案中，檢調單位並未追究銀行責任，亦未對萬泰銀行松山分

行、合庫城東支庫、華銀復興分行、土銀仁愛分行及富邦仁愛分行，

詳加調查有無違法，令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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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產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禾豐集團關係企業  

(一)事實要旨 

禾豐集團基本上以國產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為核心，在民國八十

七年間出現財務危機時，亦以國產汽車公司為主要弊端所在。禾豐

集團旗下之關係企業甚多，產生之問題也最多，關係企業中除國產

汽車公司外，尚有豐禾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瑞祥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世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永鴻股份有限公司、永霖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昭晟實業有限公司、飛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安禾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等數十家公司22。 

禾豐集團於國產汽車公司出現財務危機後，法院對於該集團執

行長與國產汽車公司、豐禾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財務協理（集

團財務處最高主管）、財務部副理、集團總管理處特別助理、總管

理處襄理（專責喊盤下單操縱買賣國產汽車公司股票），提起公訴

並加以審理。 

另外，證期局移送該集團關係企業中某些掛名公司負責人共九

人，則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證期局認為該集團關係企業

負責人若干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違

約交割規定，而犯有同法第一百七十一條之罪嫌，但經檢察官調查

後，認為犯罪嫌疑不足。八十七年一至五日間，禾豐集團為套取挪

用國產汽車公司資金，開具禾豐企業集團旗下之相關企業人頭公司

昭晟實業有限公司、飛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金長城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之商業本票或支票後持向國產汽車公司財務處請領款項，而國

產汽車公司除因公司間業務交易行為融通資金之必要之外，不得貸

款與股東或任何他人，竟如數撥款，而上揭情事均非實際交易行為

且乏實質之交易憑證，仍以借方會計科目為應收票據，貸方會計科

目為支票或銀行存款之方式偽製轉帳傳票，俟取得未書立? 頭之台

                                 
22.參照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二四六七四號、二四六七五號、八十八年度偵字第
一六六○號、第一九四○號、第一九四一號起訴書。台灣臺北地方院檢察署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二四
六七四號、第二四六七五、第二四六七六號不起訴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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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銀行支票後，再交由匯入集團負責人大安商業銀行復興分行一六

一七－八號個人帳戶內，供負責人個人及其家族買賣股票及支應龐

大借貸本息（包括銀行、外資、券商、民間及丙種金主等），每月

不定期開具支票給付，或由每日彙整買賣股票對帳單製作股款支付

明細，並將股款分別匯入使用人頭之銀行帳戶內完成交割，循環挪

用侵佔金額達三十四億四千六百萬零一千五百三十五元。自同年六

月間起，因長期利用短期借貸或持有之股票向金融機構質借循環操

作買賣股票失利，虧損累累，資金緊絀，為免質借及融資追繳擔保

品或斷頭，亟需更多資金週轉，是以上揭手法繼續挪用國產汽車公

司之金額頻繁暴增，迄至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止，復循環挪用侵

佔資金高達一百八十億二千四百三十三萬一千一百零四元。時至八

十七年九月間，發現挪用資金缺口高達三十七億多元，無力償還，

為應付查帳，乃製作關係企業間買賣或工程契約，以昭晟公司、飛

傑公司、金長城公司、麗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無商業交易行為（麗

維公司除外）之客票，作為國產汽車公司預付禾豐公司十億元、瑞

翔公司六億四千一百十一萬四千七百九十一元、磊鉅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八億四千九百零二萬三千四百三十元之貨款及巨源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億七千六百九十八萬元、世祺公司八億五千七百七十八萬

三千七百七十八萬三千七百元之工程款，金額總計三十七億五千七

百九十五萬元七千六百六十元（含稅），並在合約未明確註記標的

之規格、數量及單價等相關資料下，填製會計科目借方為預付款、

貸方為應收票據之不實轉帳傳票，藉以沖轉渠等所挪用國產汽車公

司部分資金，並規避會計師及主管機關之查核。八十七年八月間

起，國產汽車公司不堪長期挪用，財務已現困難，然集團負責人亟

需鉅額資金週轉解套，竟以國產汽車公司投資購買其父親個人所擁

有美國夏威夷(Hawaii) ALANA WAIKIKI 飯店之控股公司 TOP 

CAY INVESTMENTS LIMITED BVI股權名義，擬具一紙八十七年

十月一日股權轉讓同意書，再以前述偽作應收票據手法，提供集團

負責人個人及無商業交易行為之昭晟公司八十七年十二月到期之

客票作形式擔保，在國產汽車公司未取得股權之際，即於同年十月

廿二日至卅一期間，陸續挪用侵佔國產汽車公司銀行存款三十八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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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五百萬元，用以支應集團負責人個人及家族購買股票交割款或借

貸本息。另集團負責人意圖製造國產汽車公司股票交易活絡假像及

操縱維持股價之目的，一方面引誘更多投資人進場買賣國產汽車公

司股票，一方面使個人或關係企業持有之國產汽車公司股票易於向

金融機構或民間金主高額質借，套取資金，藉以牟利，為操縱渠等

所持有該公司之股票市值，逕自決定該股票市場價，乃接洽券商辦

理開立人頭戶及向丙種墊款等事宜。於八十七年一月十九日起至同

年二月廿一日間，以分散不同名義為非法買賣有價證券，而逃避法

律責任之方式，對國產汽車公司在集中交易市場上之有價證券，連

續分別以禾豐企業集團旗下之關係企業豐禾公司、磊鉅公司、昭晟

公司、永霖公司及集團職員人頭戶之名義，經由金豪、大永復興、

建弘、宏華臺北、群益、京華萬華、太平洋南京、亞洲、京華三重、

元大、菁英館前、大慶等證券商，在同一營業日之相近時間內，連

續以『既買又賣』及『高買低賣』等委託買賣方式，在證券集中市

場以不移轉證券有權而偽作買賣（即沖洗買賣），於上述二十一個

營業日中，計有十九個營業日買進及賣出國產汽車公司股票成交量

均逾越該股票各該成交量百分之二十以上，其中買進數量合計五

四、八○二千股，占成交總量百分之三七、三八，賣出數量合計達

五七、五五三千股，占成交總量百分之四○、三八，且每一個營業

日，使用該等帳戶成交買進自己或相關投資人集團成員帳戶賣出之

該股票（即相對成交），其數量亦均逾該股票各該日總成交量比率

達百分之五以上（最高比率達百分之四二．八九），超過四四○交

易單位元，總計相對成交數量達二六、三四八千股，占該股票查核

期間總成交量之百分之十六．九二。嗣因負責人家族企業爆發財務

危機，為強力護盤渠等持有之國產汽車公司大量股票，避免融資追

繳斷頭，更自八十七年六月起至十月間，從國產汽車公司挪用大筆

資金買進該公司股票，而將國產汽車公司股價操縱維持在五十八元

至六十一元間，後來無力護盤，且已掏空國產汽車公司資金，致該

公司十一月二日所簽發之面額六億元支票無法兌現，迨十一月二、

三及四日連續三日不履行交割義務，違約金額高達七億四千七百三

十三萬九千二百五十八元，致使台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於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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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大跌一百四十六點，十一月四日大跌一百六十六點，國產汽車

公司股票亦自十一月三日起無量暴跌，每日均以跌停收盤，並於十

一月二十日起停止交易，股票融資貸款股數約六三七、六三九、二

一九股，金額累計達二百四十五億五千二百五十六萬九千元。 

(二)弊端之研究分析： 

1.以公司員工之名義，大舉向銀行借貸：關於在近年來若干關係企

業發生弊端中，銀行幾乎為最大受害債權人，而關係企業除本身

公司向銀行借款之外，仍以公司員工做為人頭，向銀行借貸，所

得之資金則歸公司或集團負責人「護盤」使用，嚴重違反銀行貸

款「分散借貸、集中使用」之規定。 

2.公司員工為連帶保證人，以關係企業向銀行借貸：除了以員工為

借款人外，有時仍以關係企業中之公司為借款人，再以員工為連

帶保證人，向銀行借款，所得資金竟為負責人使用。 

3.公司員工之票據或關係企業公司之票據，供集團負責人使用，若

干關係企業集團負責人為向民國借得更多資金以便維持股價，竟

以公司員工名義向銀行申請支票，再持該支票或關係企業中之公

司支票向民間一般債權人或證券市場之丙種金主借錢，所得款項

再用以維護集中市場之上市公司股價。 

4.以公司員工名義（人頭），融資買賣股票：關係企業為維護其旗下

上市公司之股價，乃大量使用公司員工名義，融資買賣該上市公

司之股票，以便護盤，終於在金融風暴發生後，無法維持股價，

致生崩盤，股價無量下跌，人頭戶必須面對證券公司或證券金融

公司之追索。 

5.將上市公司轉投資到其他關係企業，再套取轉投資之資本：此為

非常普遍之現象，例如關係企業中上市公司轉投資一億元到關係

企業之某一家公司，則自該上市公司撥付一億元入轉投資公司帳

戶內，而該被轉投資之關係企業其他股東均為集團負責人所控

制，該子公司亦非公開發行股票，導致證期局無法查核，再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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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負責人指示子公司財務人員將一億元款項由子公司帳戶，以

「股東往來款」之項目，轉入其他個人帳戶，供集團負責人使用，

以套取上市公司之資金，嚴重損及債權人之利益。 

6.大量成立子公司，做為舞弊工具：在近年來發生弊端之關係企業

中，普遍存在之現象，即以轉投資方式成立大量子公司，不論是

由上市公司轉投資，或交叉持股，或由人頭員工做為子公司負責

人，顯然以大量成立子公司做為工具，不論昃向銀行借貸、連舉

債務、背書票據、融資融券、民間借貸、虛偽庫存貨量、拉? 或

維護母公司股價，以股東往來款方式移轉資金，均是掏空母公司

之工具與方法，值得重視。 

三 .宏福集團  

(一)事實要旨 

宏福集團為統籌旗下各公司之經營、資金及投資運作，於民國

八十三年二月間，成立宏福機構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掌控宏福企業

集團之經營、資金調度及股票投資之決策，自八十二年間起，宏福

建設公司公開發行之股票上市後，宏福集團即大幅擴張企業規模，

先後成立宏福人壽公司、宏福票券公司，又陸續取得大業電梯公

司、大業工業公司、自立晚報社之經營權23，為因應集團週轉之需，

除以不動產低價高賣之方法，套取宏福建設公司資金外，又以各關

係企業交叉持股之方式，利用各關係企業及其親屬、員工借戶等名

義，持有宏福建設公司股票，並以循環擴張信用方法，將股票持向

各證金公司、金融機構或民間金主質借融資以取得資金，再投入股

市買賣宏福建設公司之股票，藉以拉? 操縱宏福建設公司股價。嗣

於八十七年間，股市行情不佳，宏福集團操作股票所需款項，多以

質押借貸方式取得，遇股價下跌至一定幅度，如自有資金不足，即
                                 
23. 宏福集團旗下除股票公開發行並上市之宏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大業綜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外，其
關係企業尚有宏福人壽股份有限公司、宏福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宏福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重慶
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昭明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金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宜群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大業電梯股份有限公司、台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財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立福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立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雙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晉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佑祥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有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宏福育樂股份有限公司、自立晚報社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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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證金公司、金融機構或金主斷頭追繳保證金之壓力，該集團均

明知股價漲跌應由市場機制自由決定，不得以人為因素幹預操縱，

詎其為免斷頭損失，乃決定護盤將股價維持或? 高至一定價位，然

因資金短絀，竟製作不實帳目，連續將宏福建設公司之資金侵佔挪

至關係企業台力營造公司、財福營造公司，再轉入股東名下帳戶，

以此方法套出宏福建設公司資金，用以支應股票交割款、金主墊款

保證金或繳付銀行貸款之本金、利息。此外，宏福集團又自民國八

十六年十月間起，迄同年十一月間止，總管理處利用宏福建設公司

之不動產及有價證券，向萬泰商業銀行建成分行、安泰商業銀行營

業部、世華商業銀行建成分行、華南商業銀行城東分行、建成分行、

聯邦商業銀行東臺北分行、大安商業銀行板橋分行、大眾商業銀行

臺北分行、花蓮企業銀行清水分行、中興商業銀大安分行融資貸

款，所貸得之資金，均屬其等業務上持有之宏福建設公司所有款

項，惟其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並基於概括之犯意聯絡，

先後陸續侵佔挪用，並以不實之同業往來借貸名義，將款項轉入關

係企業台力營造公司、財福營造公司之銀行帳戶，金額各計八億六

千七百一十三萬六千七百五十元、三億八千九百一十萬元，並於填

製宏福建設公司之轉帳傳票及明細分類帳冊時，將該支出科目不實

記載為「其他應收款」，以掩飾其等侵佔之行為；另上開資金撥入

台力、財福二家公司銀行帳戶後，再於轉帳傳票及帳冊上，以「股

東往來」、「還股東」之名義，轉入股東或人頭戶銀行帳戶內，作

為總管理處統籌運用之資金，再匯轉入金主指定帳戶及股東或人頭

戶，其等以上開循環運用方式重覆挪用款項，在還款時，再於轉帳

傳票及帳冊上之科目上不實記載為「股東墊款」。其等前後以「還

股東」、「股東墊款」名義，連續侵佔宏福建設公司資金，高達十

六億五千餘萬元，該集團為配合彌補虧空責任，竟意圖損害宏福建

設公司利益，違背其應誠信處理公司事務之義務，於八十七年十二

月二十八日，召開臨時董事會議，決議通過將宏福建設公司資金貸

與台力營造公司、財福營造公司，以補正上開款項貸放程式之瑕

疵，並於八十七年度之財務報告，將台力營造公司、財福營造公司

上開未還款項合計十四億一千八百七十四萬四千元，全數提列備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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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帳，致生損害於宏福建設公司及全體股東之利益24。 

(二)弊端之研究分析 

巨集福集團之證券交易違法行為之特色，在於「總管理處」之

設置與運作，將其各關係企業之統籌支配權交由總管理處掌控，但

總管處因在公司法尚無明確地位25，從而，該集團乃將關係企業中

之重要幹部集合辦公，並負責整個關係企業與員工或人頭戶之資金

調度，但事實上，總管理處之成員均為編置在各關係企業之經理

人。又總管理處之重要幹部又另有職稱，例如總管理處副總經理、

總經理、投資部科處長等職位，以便協調工作。 

理論上，總管理處在我國現在關係企業中大有存在，而且非常

普遍26，其存在確有正面功能。總管理處之主要任務，包羅甚廣，

按其重要功能有：研究發展、建立制度、財務調度、人力調配或訓

練、負責整個關係企業之採購、資料處理，設置共用電腦、廣告或

促銷活動。 

宏福集團之關係企業成立總管理處，不但未能發揮其正面功

能，反而利用總管理處從事違法證券交易行為，此現象突顯總管理

處有重視規範之必要性，有待於將來修法時加以定位並規範之。 

巨集福集團之違法證券交易，牽涉到「變態交易」之問題，亦

                                 
24. 宏福集團之經營弊端，涉及範圍甚廣，除操縱上市公司（即宏福建設公司）股價外，另尚有：將土
地高價出售予上市公司、侵佔上市公司資金、辦理上市公司現金增資不實、違法貸款予關係人、向
員工詐取資金，此案經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88年度偵字第 18591號、88年度偵字第 20543號、
88年度偵字第 20544號、27047號、27048號、88年度偵字第 6691號、10463號、17967號、90年
度偵字第 6590號提起公訴，現由台灣臺北地方法院 90年度訴字第 834號審理中，尚未判決。  

25. 公司法於增訂第六章之一關係企業專章時，草案中曾將總管理處列入考量，明定總管理處之地位與
責任，當時擬訂條文為：「公司總管理處或類似專責機構非獨立法人，其人員因執行職務所生之債
務或侵權責任，依民法規定係由行為人負責，為顧及受害人之利益，特規定由行為人所屬之公司應
連帶負責，如所屬之公司不明或無法清償者，由各公司連帶負責」，但並未通過。  

26. 國內關係企業總管理處歷史最久，規模最大而功能最強者當推台塑關係企業。依據台塑關係企業總
管理處總經理室民國六十七年三月編，「新進人員參考資料」，內容載明：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
最初設立於民國四九年，至五五年七月變更為目前之名稱，並加強內部組織。其主要目的包括：(1)
統一各分子企業經營目標及長期計劃之厘定。(2)集中管理人才，達到分權經營，集中控制及績效評
核以代替個人統轄、指揮。(3)適才適所、集中運用，以節省人力物力。(4)各公司相同性質業務間之
協調、合作。(5)集中資金調度、器材購置，統籌辦理市場調查、銷售分析以及統一會計與人事制度。
故可說關係企業中專業化且具共同性的工作，都是彙總在總管理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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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大量使用人頭，且為維繫股價而大量以人頭戶為沖洗買賣27，並

以關係企業介入買賣宏福建設公司（為上市公司）之股票，再以買

入股票質押借款後，又循環買入股票質押又買入，終至無法護盤時

股票下市。此案牽涉關係企業違法證券交易行為，甚為典型。 

本案另一重大弊端，係涉及以掏空公司資金供關係企業違法買

賣上市公司之股票。首先，將關係企業中上市之宏福建設公司，所

擁有之不動產與轉投資其他關係企業之股票，用以向銀行辦理質押

借款，所借得之款項再以「同業往來借貸」之名義，貸與關係企業，

而在「轉帳傳票」、「明細分類帳」上，載明為「其他應收帳款」
28。當關係企業取得上開借貸資金後，再以「償還股東往來款」之

名義，將資金轉向股東，而為表徵股東貸與公司股款，事先則以股

東名義簽發支票做為股東往來憑證，但該批支票後來又未兌現。如

此一來，事實上股東借給公司之款項僅為不兌現之支票，並無實質

股東往來款項，但關係企業償還給股東，卻是實質金額，甚不合法。

嗣股東取得所謂「償還股東往來款項」後，再以該資金買入關係企

業中之上市公司股票（即宏福建設公司），此舉不但涉犯侵佔背信

罪，且涉及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之不實憑證罪名。 

宏福關係企業之弊端，主要在於關係企業之違法證券交易行

為，內含不實憑證與資金掏空，而又因母公司（即上市之宏福建設

公司）資金缺口擴大時，又以召開董事會，將掏空之資金決議通過

提列備抵呆帳，造成虧損，弭平帳面損失，嚴重損害股東權益。本

案起訴被告甚多，高達十一名，包含集團負責人、關係企業負責人、

實質負責人、財務會計主管、投資部主管，罪名包含證券交易法第

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一百七十一條、刑法第三百三十六

條侵佔罪、第三百四十二條背信罪與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之罪。 

                                 
27. 本案就違法證券交易法之部分，因其行為時均在民國八十二年至八十七年間，所以檢調單位均認其
涉犯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沖洗買賣（Wash Sale）罪嫌，但偵查時間甚長，偵
查中證券交易法修正刪除該條款，公訴人乃以同條項第六款之概括操縱行為提起公訴。  

28. 此舉係為規避「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制準則」第八條第五款對於「其他應收帳款」包含：不屬於
應收票據、應收帳款之其他應收帳款項目；使得形式上並不違反上開法條之規定，實質上卻是掏空
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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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巨集福集團之違法證券交易行為，檢調司法單位認為其涉犯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之部分，尚有爭議與商榷

之處。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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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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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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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且，護盤行為含有安定股票價格之性質，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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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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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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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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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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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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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安定操作」有其必要加以規範並管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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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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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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近年來其他若干關係企業證券交易之違法弊端行為  

(一)東隆五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該公司為國內知名專業門鎖製造公司，本業經營狀況原本良

好。惟因其第二代經營者利用職務之便，挪用公司資產炒作股票失

利，致公司資產被掏空，於八十七年九月間爆發財務危機。該公司

之內部人及關係人，於知悉該公司財務危機尚未公開前，大量賣出

股票，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該公司之弊端，觸犯刑法第三百三十

六條第二項之業務侵佔罪、公司法第十六條第二項之罪及商業會計

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填製會計憑證不實罪。並且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對於集中交易市場之有價證券有人承

諾接受而不履行交割之規定，應依同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論處31。 

(二)順大裕股份有限公司 

該公司負責人及相關人士利用職務之便挪用公司資產，暨公司

股票發生鉅幅違約交割。證交所及證期局將投資人買賣該公司股票

                                 
30. 台灣證券交易所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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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 88年訴字第 292號、台灣高等法院 88年度上重訴字第 39號、最高法院 91年度
臺上字第 3037號、台灣嘉義地方法院 90年度易字第 383號、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90年度上易字
第 1740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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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內線交易、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相關規定，移送偵

辦。證期局並又因該公司負責人等涉嫌挪用公司資金情事，將之移

送司法機關偵辦。該公司之弊端，觸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二項

之詐欺得利罪，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之明知不實事項填製

會計憑證罪，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證券交

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之規定，應依同法第一百七十五條

論科，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應依同法第一百七

十一條處斷32。 

(三)萬有紙廠股份有限公司 

該公司之弊端主要是將私人土地移轉登記於關係人公司，再高

價轉讓予萬有公司，由關係人或負責人以人頭名義，賺取鉅額價

差，導致公司財務發生困難，該公司因發生退票並未註銷，股票停

止買賣，其後復因該公司無法提出年度及第三季財務報告，因而終

止上市。證期局就該公司涉及內線交易與財務弊端移送法辦。其相

關之負責人觸犯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第一項之背信罪、刑法第二百

一十七條之偽造署押、印文、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詐欺

罪、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之內線交易罪，依證券

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五條論處33。 

(四)美式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該公司總裁因個人及其轉投資之公司發生財務困難，挪用該公

司及關係企業之資金，經證期局移送偵辦。其後並發現該公司現金

增資流向涉有不法情事，證期局乃再將相關事證再補移送併辦。該

集團相關人員觸犯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之業務侵佔罪34。 

(五)大中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大中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之弊端，涉及較廣，該公司為上市公

司，另有關係企業友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亦為上市公司，負責人除
                                 
32. 台灣台中地方法院 88年度訴字第 528號判決參照。  
33. 台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七年度偵字第四二六五號起訴書參照。  
34. 台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七六三號起訴書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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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該二上市公司外，另控制華嘉、華昇、華昱、華達、超富、華

遠、華陽、華城等八家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對外形成稱謂「榮周集

團」。緣自八十六年起，國內股市股價一路下滑，為維持大中、友

力公司之股價及掌控公司經營權，於八十七年元月間起，意圖為自

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基於概括之犯意，未經公司股東會及董

事會之同意，連續多次擅自以書寫「連絡單」之方式挪用上述大中

等十二家公司資金，委由豐順證券投顧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負責操

盤購買大中、友力等兩家公司股票，購買後再將錢匯入該帳戶，為

了避免會計師查帳時發覺，或為其他董監事查知，以「同業往來」、

「股東往來」或「預付款」等虛偽不實之會計科目名義，編製支出

傳票憑證及財務報表，且由關係企業集團負責人簽發本人之同額本

票，作為公司債權憑證以取信於人，共計挪用大中等上述十二家公

司資金新台幣三十七億六千三百九十六萬餘元，惟因股價持續下

跌，終無力再籌措資金護盤，以致因無資金支付而違約交割，嚴重

損害股市交易秩序及大中、友力公司股東之權益。該關係企業之弊

端，觸犯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業務侵佔罪、刑法第三百四十

二條背信罪、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

罪35。 

(六)正義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該公司之關係企業尚有維力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維力貿易

股份有限公司，統籌三家公司之資金調度，因正義公司資金吃緊，

為維持營運之繼續，乃將庫存之玉米、魚粉以不開立發票，而低於

市價之方式售予臨時之客戶，以週轉現金支付到期之銀行貸款。並

為掩飾公司庫存玉米、魚粉已遭低價變賣求現遭逢虧損之事實，乃

以已出售於其下游經銷商為由，連續在該公司指示不知情之業務部

人員填製不實之會計憑證（原始憑證），偽作銷貨予經銷商，再使

該公司不知情之會計人員在該公司日常帳簿虛列對其經銷商不實

                                 
35. 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三八三二號、五三五八號、六三○○號、六七五九號、
一○○四八號、一四六一一號、一六一四五號起訴書、台灣台中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重訴字第二四
五一號、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九十年度上重訴字第二八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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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應收帳款」及「應收票據」金額。進而憑此帳簿在正義公司財

務報告中各項表冊之主要內容為不實之登載，虛列盈餘，以掩飾該

公司經營虧損之事實。至該公司大宗物資玉米、魚粉等庫存早已變

賣無存，其仍使不知情之會計人員在該公司卻仍虛列該年度庫存，

以及進貨，嗣正義公司因財務困難面臨跳票危機，而引發貸款行庫

之調查，其為免被發覺，乃以存貨已出售下游經銷商為由，再以上

開手法虛開銷貨發票予其經銷商，計八億餘元，以沖銷不實之帳

目。再利用不知情之會計人員，據上開不實之銷貨發票製作不實之

帳冊，總計虛列上開十三家公司之「應收帳款」及「應收票據」，

分別為六億六千六百九十四萬一千元、十七億八千二百零六萬五千

元，均足以生損害於正義公司記帳之正確性、該公司股東之權益及

主管機關對公司業務及證券業務之管理。該關係企業弊端觸犯商業

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明知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及記入帳

冊罪、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五條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

罪、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證券交易法第一百

七十一條之違反同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之罪36。 

(七)久津案 

久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生產「波蜜果菜汁」而聞名，嗣因轉

型介入電子事業，因而同時經營食品業與電子相關產品，公司營運

在轉型後逐漸轉強，其稅後淨利因而不斷成長，相對帶動其在集中

市場掛牌之股票價格上揚。該公司於二○○二年發行新台幣十億元

之可轉換公司債（Convertible Bond，間稱 CB），轉換價格為十六

元，並於二○○三年三月十六日開始執行轉換。因該公司轉型介入

電子業後，營運獲利甚佳，因而所發行之 CB備受歡迎，甚至於喜

好套利之人士一方面購買 CB後，認為可因行使轉換選擇權取得股

份，一方面又因該公司在集中市場之股價上揚，認為在交易市場中

融券（放空）不但沒有風險且可套利。及至二○○三年二月間，該

公司在集中市場之股價已達二十元左右且股價不斷上揚，若以此估

                                 
36. 台灣高雄地方法院八十六年度訴字第三三四四號、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八十八年度上重訴字第一
四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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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如先在市場融券放空，再以 CB行使轉換撰擇權取得股票，並

將股票抵充融券，每股即可套利四元以上。但是，公司派人士企圖

拉? 股價，甚至公司前董事長涉嫌挪用公司資金炒作股票，從二○

○二年十二月間至二○○三年二月間，涉嫌以假交易方式膨脹營業

額，美化帳面數字後，對外宣稱公司大幅獲利，拉? 股價。在此種

所謂「多空交戰」之情勢下，持有 CB之債權人持續放空，並結合

非債權人跟進，但公司派人士又一方面拉? 股價造成軋空，雙方對

峙之後果，導致股價一路上揚，相對地，公司派亦必須持續買進且

維持軋空現象。後來，公司派並使出殺手? ，於二○○三年三月初

召開董事會決議於同年五月二十八日召開股東會，此舉迫使融券放

空者必須依法令規定於股東會開會二個月前進行融券補回（即買入

股票），換言之，必須在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前補券，雖然該

公司 CB在二○○三年三月十六日開始執行轉換，但該公司宣佈提

早召開股東之行為，迫使 CB債權人無法如期補券（行使轉換權並

非可即時取得股票），因而CB債權人及其外圍聯合融券放空之人，

必須被迫自集中市場買入股票，而造成軋空之現象，股價一路上

揚，但公司派人士卻亦因欲軋空 CB債權人，而又大量買入股票，

竟造成鉅額違約交割，金額達二十億元，弊端因而爆發，並遭檢調

單位偵辦37。 

五 .綜合研究分析  

近年來我國關係企業爆發許多經營弊端，除上述關係企業外，尚

有台灣日光燈股份有限公司、台鳳集團、新巨群集團、峰安金屬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中國貨櫃運輸股份有限

公司、啟阜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太新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桂宏企業

                                 
37. 本案尚在偵查階段並未起訴，因偵查不公開原則，所以無法取得正式官方資料與文件（例如起訴書
或裁判書類），有關案情論述均係依據網站資料或報紙刊載之內容，但均經嚴謹過濾與判斷，至於
資料參來源包括：經濟日報二○○四年一月二十日第 13版、一月十日第 2版、三月九日第 2版、聯
合報三月八日第 5版、經濟日報三月九日第 3版、三月十一日第 31版、第 6版、聯合報三月十一日
第 22 版、聯合晚報三月十日第 10 版、經濟日報二○○三年三月十五日第 21 版、三月十九日第 2
版、四月二十四日第 26版、五月三十一日第 21版、六月三日第 33版、六月二日第 25版、六月四
日第 20版、八月二十二日第 8版、八月十三日第 2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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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立大農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等38。 

綜合各關係企業間違法證券交易行為之情況，在於：企業交叉持

股問題、股票質押借款問題、負責人利益輸送或掏空公司資產問題、

成立大量關係企業，以子公司從事不法行為，公司內部控管與董監事

功能、會計師之查核、資訊透明化問題等。而所觸犯之法條罪名大多

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侵佔罪、第三百四十二條背信罪、商業會計法

第七十一條之不實憑證罪、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操縱行為、第

一百五十七條之一內線交易與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不實財務報表等相

關罪名。 

 

                                 
38.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二四○一號、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二六一九八號、八十
八年度偵字第七五一號、高雄地檢署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九二八九號起訴書、台灣臺北地方法院九十
年度訴字第八七號判決、臺北地檢署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九七三七號、台中地檢署八十九年度偵字第
一六○五六號、臺北地檢署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二○二六號、台南地檢署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三七六
二號起訴書、台南地方法院九十年度訴字第一五七號判決、高雄地檢署九十年度偵字第二一六號起
訴書、高雄地方法院九十年度訴字第一四八八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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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關係企業組織型態之特徵與證券交易 
違法行為之牽連 

壹、關係企業交叉持股操縱股價之法律問題  

一 .公司轉投資之限制與關係企業交叉持股之法制規範  

(一)法律規範之探討 

公司法第十三條於民國七十九年修正後，放寬對公司轉投資之

限制，除專業投資公司、或公司章程另有規定，或依規定經由股東

同意或股東會決議外，限制公司轉投資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

本百分之四十。此規範之立法理由，厥在於提升投資意願，因應經

濟發展需要，鼓勵公司多元化經營；上開法條之規定，因有股東會

決議俾供排除轉投資總額之限制，爰經常遭主要股東加以利用，以

轉投資成立子公司購買母公司之股份形成「交叉持股」，達到企業

經營弊端之目的39。此外，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修正公司法時，

有鑑於該法第一百六十七條之規範，應給予企業經營管理較大之空

間，除配合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一規定「員工庫藏股」而修正第一百

六十七條第一項外，且考量交叉持股之限制將使企業多角化擴展受

到抑制，至於其可能產生之弊端，除主管機關加強財務報表之查

核，尚有相關法令之處罰，例如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侵佔罪與第三

百四十二條背信罪，加以規範，爰刪除第一百六十七條之刑責。但

若經由交叉持股而造成公司之損害，公司負責人應就所產生損害負

返還及賠償責任再處以行政罰鍰，以符合社會公平正義之原則，乃

完成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修正與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一增訂40。 

現行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之規範，並非完全禁止公司對自己

                                 
39 民國七十九年修正公司法，立法院於審議公司法第十三條時，認為應同時考量防止企業非法利益輸
送而產生弊端，乃有附帶決議，要求行政院應於八十年九月底前將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或法案之修
正送立法院審議。經濟部乃成立公司法全盤研修小組，完成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草案，經立法院審
議通過，於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公佈施行。  

40 至於上市公司或上櫃公司，另於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修正公佈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關於
庫藏股俾供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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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之收回收買，而係禁止關係企業之交叉持股，其規範如下： 

1.被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從屬公

司，不得將控制公司之股份收買或收為質物。 

2.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

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合計超過半數者，他公司亦不得將控制公司

及其從屬公司之股份收買或收為質物。 

3.公司負責人違反上開規定，將股份收買或收回質物時，應負賠償

責任。 

此外，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八條亦明文禁止交叉持股，針對

金控公司之子公司或子公司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百分之

二十以上或控制性持股之投資事業，規定不得持有金控公司之股

份。此項交叉持股之限制，其目的在於避免資本重覆與股權結構複

雜化，而所謂「控制性持股」，則應依同法第四條第一款加以定義，

係指持有一銀行、保險公司或證券商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

本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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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定義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係採

形式判斷，以持股數決定有無控制性持股，第二部分係採實質判

斷，以有無實質控制權決定有無控制性持股41。 

(二)經濟部與證券主管機關之規範 

1.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公司法修正前，經濟部之釋示變更 

經濟部對於關係企業交叉持股之見解，就子公司購買母公司

之股份是否違反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之禁止規範，原先採肯定

                                 
41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八條之限制標準，除明文規定百分之二十之形式標準外，再加上「控制性持
股」之標準，使得本條產生無法相容的雙重形式標準，一為百分之二十，一為百分之二十五，不免
令人有混淆之虞！法條已規定「百分之二十」之標準，兩相比較，則「百分之二十五」之標準已為
贅文，相互予盾，因「百分之二十」實已涵蓋「百分之二十五」，使「百分之二十五」已無適用之
餘地，此一矛盾應為立法上之疏失，支援此見解者，例如學者戴銘昇，其於「金融控股公司法之評
析－論交叉持股之禁止」一文中（收錄於軍法專刊，第 49卷第 5期，頁 27-33），則建議應修改為：
「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或子公司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百分之二十以上或直接、間接選任
或指派過半數董事之投資事業，不得持有金融控股公司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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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42。 

惟其後因有個案經經濟部以涉嫌違反該法而移送偵辦，經台

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以八十年偵字第六二六七號為不起訴處

分，其理由略為：公司及其轉投資之公司係分別依據公司法成立

之公司法人，各有其獨立人格，兩公司雖為關係企業，但目前我

國並無關係企業法加以規範，是以公司透過轉投資之公司買回自

己之股份，但因二公司人格各自獨立，是否即可擴張解釋為「公

司自將股份收回」，自有可疑，基於罪刑法定原則，尚不得以該

法相繩。經濟部乃鑒於罪刑法定原則，參照該不起訴處分書之理

由，改採否定說之見解43。 

綜合而論，經濟部對於交叉持股之函令，在民國九十年修正

公司法之前，係認關係企業交叉持股為合法，而此函釋，在九十

年十一月十二日修正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時，該法條第四項、

第五項已明文限制關係企業交叉持股，職是，上開函示意旨應回

歸修正後之公司法規範，禁止關係企業交叉持股。 

2.證券主管機關交叉持股之規範 

證期局對公開發行公司交叉持股之相關管理，主要者為：公

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要點－針對取得有價證券若達

一定標準，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以保障

投資，落實資訊公開。此外，依據「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

處理準則」第九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六款規定，證交所及櫃買中

心網站有現金增資進度供投資人查詢，並對現金增資項目變更用

途之申報，除將由原出具評估報告之承銷商及簽證會計師複核

外，並嚴格審核與詳加追蹤；尚且，就「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

會使用委託書規則」嚴格執行，禁止收購委託書、場外徵求，並
                                 
42 經濟部 76年 6月 29日商 31726號函釋參照，而該函釋之依據為法務部七十六年六月十五日法（七
六）參六九三四號函示：「查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其立法意旨在其公司資本之充
實與不變，以保障公司債權人及投資大眾之權益。股份有限公司轉投資其他股份有限公司，而具有
實質控制關係時，居於控制地位之公司透過轉投資之公司買回控制公司之股份，與買回自己之股份
無異，有違前開立法意旨，似應為我公司法所不許。」  

43 經濟部 81年 10月 16日商字第 226656號函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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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徵求委託書之目的區分管理等。杜絕關係企業交叉持股與委託

書發生關聯；另外，依據「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

則」，對於閒餘資金標準，具體列明各項與本業發展無關之投資

或可能隱藏閒餘資金之項目。如公司持有大量閒餘資金，證期局

對其募集資金案件將予以退回或不予核准，以落實資金來源與用

途之控管；而對於資訊揭落方面，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轉投資事業財務業務資訊揭露規定」，加強公開發行公司轉投資

事業財務業務資訊之公開揭露，以使投資大眾獲得充足適切之資

訊，做為正確之投資決策參考。該會乃依據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

條之十二規定，於八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訂定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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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公開發行公司符合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所訂之控制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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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公司符合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所訂之從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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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公司股東與債權人之利益。 

據上論述，我國法制對於關係企業交叉持股之規範，原係因

經濟主管機關認為係屬公司買回自己股份，嗣因司法機關認為關

係企業之間，各公司之人格分別獨立，若為交叉持股，尚非買回

自己股份，在司法機關認定不違法（偵查終結不起訴處分）。其

後，歷經法律修正，在現行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二項、第三

項、第四項規定之內容，係指從屬公司不得買入控制公司之股份

與「孫公司」不得買入「子公司」或「母公司」之股份，在此情

況下，該法條修正前，關係企業之間已因當時交叉持股為合法而

互相擁有股份，修正後並未因而出售或轉讓，質言之，公司法第

一百六十七條修正前即有交叉持股之狀態，修正後其法律地位為

何，即屬值得探討。尚且，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二項、第三

項、第四項之修正，僅為規範不得由從屬公司買入控制公司之股

份，配合前開所論在修正前即有互相持有股份之狀態等情況以

觀，則現行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之內容，究竟是否禁止關係企

業交叉持股，即屬仁智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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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國關係企業交叉持股之經濟特徵與違法護盤之關聯性  

(一)經濟特徵與道德風險 

我國關係企業之弊端，多以若干藉口而產生，例如交叉持股以

保障策略聯盟與經營權之永續，或提昇競爭力與生產系統，或拓展

海外業務云云。但實質上卻方便大股東操縱股價與掏空公司資產，

嚴重損及股東與公司債權人之權益。若干關係企業之不當交叉持股

涉及道德危險之情況甚多，包括穩定股票持有以利操縱股價、資金

之供需與護盤以防止股票遭受實施質權處分、擴張信用將風險轉移

至銀行或債權人、甚至於內線交易獲取鉅額私利44，此即屬道德危

險。 

一般而言，我國關係企業交叉持股產生之弊端經濟特徵，厥在

於大量轉投資，但獲利未如預期，當擴張過於快速時，如逢經濟反

轉，財務危機一爆而發。而資金需求係以財務槓桿支應，資金成本

負擔沈重，一旦出現資金缺口，即如滾雪球一般。且為子公司擔保，

從事「表外融資」45，使母公司之財務報表無法充分表達其財務風

險。歸納而言，我國發生若干關係企業交叉持股之違法經濟特徵包

括： 

1.借殼上市 

大股東運用自己或關係人個人或投資公司之資金，大量買入

上市上櫃公司之股票，及至取得控制權後，再運用影響力，通過

董事會與股東會決議，由該上市上櫃公司轉投資成立持有百分之

百股份之子公司，嗣子公司大量買入母公司股票，但同時大股東

關係人或原先之投資公司出售股票，以「相對成交」之方式，使

大股東取回資金46。 

                                 
44 例如：亞瑟公司挪用現金增資之款項用於護盤，東隆五金公司則要求子公司將持有之母公司股票向
銀行質押借款，擴張子公司信用再將取得之資金用於護盤，凡此現象均源由大股東有絕對支配控公
司權利與決策力量。  

45 所謂「表外融資」，係指在財務報表中無法查覺之融資款項，例如母公司為子公司擔保，可能轉變
成為母公司之負債，但事實上此種融資並不揭露於母公司之財務報表。  

46 相對成交即為沖洗買賣，屬已廢除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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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擴張信用、炒作股價、內線交易、虛增資本 

關係企業不當交叉持股最普遍之現象，即在於上述問題。而

在法律上與會計上，母子公司均屬不同法人人格（ seperated 

entities），且股份資本之重覆計算，致虛增龐大之假像。 

3.操縱財務報表 

違法交叉持股有利於公司信用擴張與操縱股價，且可利用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之漏洞操縱財務報表，例如隱匿背書保證，未依

應有之會計程式評估背書保證風險或未要求提供足額擔保品，隱

匿資訊逃漏負債過高之揭露47。 

(二)關係企業交叉持股之優缺點 

關係企業交叉持股具有正面與負面之內涵，就其優點方面，在

於鞏固經營權有利永續發展，對企業達成優勢競爭有所幫助，尤其

在「惡意兼併」（Hostile Acquisition）之情況發生時，足以保護企

業經營成為兼併之對象。而企業為取得優勢競爭能力，通常會投入

鉅大成本培養人才，此種人力資本之投資，確為企業獨特經營模式

之設計機制，一般稱為「關係屬性投資」48，有助於企業發展。此

外，企業為增進策略聯盟間之營運效率，勢必因而進行一定之投

資，因此交叉持股有助於資金籌措與彈性調度，有利企業多角化經

營目標與拓展商業機會，確保物料來源與銷售通路之順暢。若純粹

自企業經營角度而言，當企業之經營規模到達一定程度，為求持續

成長，乃進行轉投資之策略，此為企業擴大經營最直接之方式，至

於交叉持股則為轉投資策略最重要之一環49。尚且，就風險分擔之

層面觀之，若垂直關係之上中下游企業實施交叉持股，彼此間之交

易屬於長期性質，縱使經濟情勢變動而有某一企業個體之財務或業

務產生危機時，其他企業將因維持長期交易與本身利益，勢必協助

                                 
47 陳美娥、羅吉台，「台灣上市公司交叉持股之經濟特徵與防範」，會計研究月刊，第 180期，頁 68-71，
民國九十年一月版。  

48 黃銘傑，交叉持股 vs.公司監控，台大法學論叢第 30卷第 1期，頁 209-210，民國九十年一月版。 
49 董廣平，關係企業交叉持股之利害與因應，會計研究月刊第 159 期，頁 18-23，民國八十八年二月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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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危機渡過，此種現象對於企業營運應為正面內涵。 

至於關係企業交叉持股之缺點方面，主要在於「資本虛增」與

「資本空洞化」，造成高度不當之資金槓桿效應，直接違反公司資

本充實之原則。另就公司股東權益而言，交叉持股亦可能影響支配

公平之理念，使股東表決權由少數主要股東所完全支配，造成持股

計算範疇之困擾50。而在有價證券流通市場中，交叉持股極易造成

交易不公平，甚至公司著重於股票價差而忽略本業之經營。又轉投

資之子公司又刻意不公開發行股票，規避證券交易法與證期局之監

督，致資訊無法透明化與公眾監督力量薄弱，且造成大股東遂行掏

空公司資產之目的51。 

(三)交叉持股之類型與違法護盤之可責任 

1.交叉持股（Cross Ownership）之型態 

有關交叉持股之類型，基本上應自關係企業公司間互相移轉

而持有股份加以分析，大致而言，可分為下列五種型態52： 

(1)普通類型 

即指二公司之間彼此互相持有他方之股份，此種類型並無

垂直或水平之區分。質言之，此種單純類型之交叉持股，其需

求在於分散稅捐或業務整合，可能為股東與董事經營者重疊，

並不致產生弊病，（圖示：ＡDＢ）。 

(2)垂直型或水平型交叉持股 

即指除二公司互相持有他方股份外，其中一公司又與第三

公司互相持有股份，因而形成直線型之企業交叉持股，（圖示：

ＡDＢDＣ）。 

                                 
50 吳翠鳳，結合案交叉持股如何計算持股關係，公平交易月刊第 8卷第 2期，頁 89-102，民國八十九
年四月版。  

51 吳桂茂，子公司買回母公司股票及交叉持股問題探討，實用稅務第 289 期，頁 76-81，民國八十八
年一月。  

52 此五種型態引自：廖大穎，論交叉持股制度－另類的財務操作與企業結合，月旦法學，第 45期，頁
91，民國八十八年二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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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循環式交叉持股 

即指上述垂直型或水平型交叉持股外，其中第一公司與第

三公司與其他公司互相持有股份，因而形成環狀循環封閉式之

現象，圖示為：ＡDＢ 

       E E 

       ＤDＣ 

(4)矩陣形式交叉持股 

即指上述循環式交叉持股之四公司，彼此之間除原有之交

叉持股外，亦可能對四公司中彼此持有股份，此種現象即屬矩

陣式行列現象，有其複雜性質，圖示為： 
 
 
 

(5)軸射型交叉持股53 

即指以某一母公司為主要中心，而母公司又分別與其他數

公司交叉持股，但該數公司之間彼此並無持有彼此間股份，僅

與母公司互相投資之關係，圖示為： 
 
 
 
 
 

2.交叉持股違法護盤之可責性 

若干關係企業之弊端，均因交叉持股而無法承受經濟變化而

產生危機，嚴重侵害股東與公司債權人之權益。此種現象，其模

                                 
53 學者黃銘傑教授於前揭註 28文中將交叉持股之類型區分為四種，見解甚佳，內容意旨大致相似，即  
一 .環狀型交叉持股  
二 .網狀型交叉持股  
三 .放射狀型交叉持股  
四 .放射型之變形交叉持股  

D 
E
A 

C B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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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可責性分述如下： 

(1)內部人及內部人轉投資之公司先行買入母公司股票54。 

(2)母公司轉投資設立若干公司，而子公司以投資為主要營業目

的，俾供配合操縱行為。 

(3)轉投資之子公司買入母公司（上市公司或上櫃公司）之股票，

再用之向金融機構或第三人質押借款，並以借得款項買入股

票，循環不當擴張信用。 

(4)母公司不當輸入資源予子公司，藉此以母公司資金不足為由向

社會大眾增資募集資金。而所謂不當輸入資源，例如資金貸

與、資產質押、背書保證或信用補強。在此種情況下，將造成

母公司營運資金不足，成為增資之藉口。55 

(5)交叉持股扭曲母公司流通市場機能，使股價非因自然因素形

成，再藉機吸引投資人買賣。在此階段，可能之不法手段，包

含發佈策略聯盟、宣佈處分資產、調高財務預測56。 

(6)當護盤行為造成資金調度困難時，內部人常在危機爆發前，先

挪用或掏空公司資產或將虧損轉嫁予母公司。此種手段，例如

直接挪用公司中高度流動變現性質之定期存單或有價證券，甚

至於操縱公司董事會決議將子公司股份出售予母公司。 

(7)最後，在無法護盤之情況下，財務危機爆發，甚至造成違約交

割，嚴重傷害公司股東與債權人之利益。 

                                 
54 在關係企業交叉持股之狀況，若產生財務危機時，當會傷害公司與股東，但在整體經濟良好與公司
財務槓桿操作尚可之情形，此類之內部人或內部人公司常獲取鉅額利益。  

55 此外，亦有以預付與應付關係人款項型式，將資金輸入子公司，但母子公司之間契約（即形成預付
款或應付款之原因）之執行卻不完整或僅為形式而已，如此將造成母公司雖然增資，但仍負債未減
少。  

56 學者於註 31 文中提及證期局針對上市公司或上櫃公司利用轉投資或交叉持股而炒作股價之不法行
為移送檢調機關偵辦案件，民國 85年只有三件，但 86年增為十件，87年時則增為二十件。據此以
觀，此種現象不但逐年增加，且已引起主管機關極為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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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關係企業證券交易違法行為之牽連方法－非常規交易  

一 .我國法制之規範  

(一)證券交易法 

依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二款之規定，已依證券交易法發行有價證

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使公司

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致公司遭受損害者，即屬「非

常規交易」之犯罪構成要件，其處罰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併科

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其立法理由在於此種非常規

交易，確實嚴重影響公司股東權益、債權人及投資人利益，具備積

極侵害性，有必要嚴以懲處，以收嚇阻之效果。而關於其刑罰，係

屬特別刑法，其適用之範圍，應優先於普通刑法而適用57。學者對

於證券交易法中規範之刑罰（徒刑與罰金）與罰鍰，認為前者為對

於違反行政法之義務，科以刑法上所定刑名之制裁（徒刑、拘役、

罰金），此種處罰為「行政刑罰」，屬於普通刑法之特別法。而後

者為對於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者，科以刑法上所定刑名以外之制

裁，稱為「行政秩序罰」。前者例如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之

規定，後者例如同法第一百七十八條所規定58。又本罰規範之主體，

包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主要原因係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之委任關係與受僱人之僱傭關係為基礎，其對公司負有善良

管理人之忠實義務，若有違反，應為法律科責對象。至於行為方式

則為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而不合營業常規且

使公司受到損害，此涉及之交易是否不利益或不合營業常規，應探

討其交易程式是否具備正確性與價格是否具備合理性，例如有無經

董事會、股東會之決議與授權，有無符合主管機關規定或章程所定

之程式，有無符合揭露公告申報之法定程式，價格之形成是否經公

正單位鑑定，等情綜合判斷。但就此法條之規定，尚有斟酌之處，

                                 
57. 司法院於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百所為二十四年院字第一一九一號解釋，曾對修正前公司法第二百三
十一條至第二百三十三條（當時之舊法）所規定之罰金及徒刑，認為係特別刑法，法院依各該條處
罰時，應由檢察官起訴，再經法院裁判論處。  

58. 賴源河，證券管理法規，頁 359-360，二○○三年九月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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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公司董事與監察人固可由登記資料或股東會決議紀錄中查

明，而經理人與受僱人亦可自契約文件或實質文件中查明，至若「既

非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但對公司有實質支配權之人」
59是否可以構成本罪？此應解釋為肯定，且如能查明其利用人頭做

為董事、監察人，應依刑法第三十一條規定身份犯，而以刑法第二

十八條之共同正犯論處。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二款規定非常規交易之刑罰法

理，極易與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背信罪產生牽連關係。依背信罪之

構成要件，在於受任人違背職務而致生委任人損害，加上行為人之

直接犯罪故意，其主觀要件與客觀要件均與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

一條第二款非常規交易之規範相同，但因證交法之行政刑罰應為特

別法，故應依證交法論處，不宜科處行為人之想像上競合犯。 

(二)公司法 

公司法關於此方面之規範，應探討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三項、第

四項與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四，前者係規範關係企業交叉持股之禁

止，被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從屬

公司，不得買入控制公司之股份，而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直接或

間接持有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合計超過

半數者，他公司亦不得買入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之股份。此即交

叉持股（cross ownership）之禁止規範，以杜絕關係企業間之股權

非常規交易。 

至於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四，係規範控制公司不當經營之

損害賠償責任，於控制公司直接或間接使從屬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

或其他不利益之經營，必須於會計年度終了時為適當補償，否則若

從屬公司受有損害時，得向控制公司請求損害賠償。如果控制公司

負責人使從屬公司為不當經營時，該負責人應與控制公司負連帶賠

償責任。 

                                 
59. 例如有些關係企業均掌控於某特定人之手，對外號稱「掌門人」，其既非股東，亦非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或受僱人，但均使用人頭，且充分掌控公司。  



第二章 關係企業與證券市場違法行為之牽連 

 87

公司法對於關係企業之上述規範，目的在於防止非常規交易。

因為，從屬公司既為控制公司所控制，則從屬公司股東及債權人之

權益即易受控制公司之侵害。職是，理論上除應認為控制公司及其

負責人應對從屬公司負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亦應認為控制

股東對從屬公司負有忠實義務，控制公司及其負責人不能為任何有

害於從屬公司之行為，應對從屬公司忠誠，以從屬公司之利益為優

先考量，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為自己或其他第三人謀取利益60。 

公司法對於關係企業非常規交易之賠償義務人之規定，包括控

制公司及行為負責人，控制公司如違反其對從屬公司應盡之注意義

務或忠實義務，乃至於因從事不法行為，而導致從屬公司受有損害

時，應負違約或侵權之賠償責任。惟由於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

四第一項特別就控制公司之賠償責任另設規定，因此如從權利行使

容易化之觀點而言，似不妨認為其為一個獨立之責任類型。控制公

司應對從屬公司負損害賠償之前提要件，乃控制公司直接或間接使

從屬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或其他不利益之經營。惟重點在於，何謂

不合營業常規或其他不利益之經營？誠屬困難認定之問題。一般認

為，所謂不合營業常規或不利益之經營，應以控制公司要求從屬公

司進行交易行為時，是否依一般商業交易原則或商業慣例，再進一

步分析其合理程度。且如觀諸目前不合營業常規之實務運作，則通

常是指關係企業間就收益、成本、費用與損益之攤計不合理而言，

其常見之類型如下： 

1.關係企業間商品或股票之銷售或交易價格，低於國際或國內市場

上正常交易之合理價格甚多者。 

2.關係企業間相互融資，而不計收利息者。 

3.關係企業間借貸款項，而以低於融資成本之利率計收利息者61。 

由於何謂不合營業常規或不利益之經營屬極不確定之法律概

念,因此在認定不妨參考各先進國家之實務判例，尤其美國公司實務

                                 
60. 王志誠，論關係企業之立法與課題，證交資料第四四五期，頁 13-17，一九九九年五月版。  
61. 同前註，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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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關「揭穿公司面紗原則」（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之相關

案例，更有助於瞭解。例如控制公司如過度行使其控制力，甚至對

從屬公司為詐欺、不忠誠或不公平之行為（use of control by the 

parent to comomit fraud or a dishonest and unjust act），而有濫用其

法律上權利或違反法令或義務之情事者，皆應認為是對從屬公司為

不利益之經營行為。綜合而言，美國的揭穿公司面紗原則，是在某

些情形下，為了保護公司的債權人，法院可揭穿公司面紗，否定公

司與其股東各為獨立主體之原則，以使公司的個人股東或公司股東

直接對公司債務負責。一般而言，此一原則有下列五種經類型化的

案例： (1)詐欺（ fraud）； (2)不遵守公司的型式（ absence of 

formalities）； (3)資本不足（undercapitalization）； (4)資產混合

（commingling of assets）；(5)控制（control）。而其中的過度控制

（excess control），則是最適合適用於母子公司的情形。如有詐欺、

缺乏公司型式、資本不足、資產混合或以公司做為控制工具之情

況，均可認係非常規交易之重要準據62。 

(三)金融控股公司法 

除公司法外，就金融控股公司方面，亦又相類似之禁止交叉持

股之規範。依照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八條之規定：「金融控股公

司之子公司或子公司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百分之二十以

上或控制性持股之投資事業，不得持有金融控股公司之股份」，此

係採禁止原則，但依照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一條之規定：「金融

機構辦理轉換為金融控股公司時，原投資事業成為金融控股公司之

投資事業者，其組織或股權之調整，得準用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八

條規定。依前項規定轉換而持有金融控股公司之股份者，得於三年

內轉讓所持有股份予金融控股公司或其子公司之員工，或準用證券

                                 
62. 劉連煜，控制公司在關係企業中法律責任之研究，台灣經濟金融月刊，頁 282-283，一九九五年八
月版。劉教授認為「過度控制」（excess control）必須符合下列三要件：  
(一)母公司對子公司須具有支配性的控制（ dominating control）（非僅持有子公司股權即可構成）； 
(二)母公司因行使控制力而為詐欺或不誠實行為（use of control to commit fraud or wrong）；  
(三 )債權人的損害與母公司的行使控制力，須具有相當因果關係（proximate causation of creditor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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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二款作為股權轉換之用，或於證券

集中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賣出，不受第三十八條規定之限制。屆

期未轉讓或未賣出者，視為金融控股公司未發行股份，並應辦理變

更登記。金融機構辦理股份轉換時，預定之金融控股公司為既存公

司者，該既存公司之投資事業準用前二項規定。」。此又採「有限

度之例外許可」。 

由上法規之規定可知，原則上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或是孫公

司不得持有金融控股公司之股份，若是因金融機構辦理轉換為金融

控股公司時，而導致該成為金控公司子公司之金融機構時有金控公

司之股份者，此即為例外之情形。然按照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一

條之規定，該股份於三年內仍須為一定之辦理。 

(四)所得稅法 

所得稅法四十三條之一規定「營利事業與國內外其他營利事業

具有從屬關係，或直接間接為另一事業所有或控制，其相互間有關

收益、成本、費用與損益之攤計，如有以不合營業常規之安排，規

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稽徵機關為正確計算該事業之所得額，得報

經財政部核准按營業常規予以調整。」，此為稅法上提及非常規交

易之部分。基本上，稅法之法律概念必須要件化，具應具有足夠之

明確性，以資遵循，除此以外，尚要求法律效果臻於明確。但是，

由於稅法所需掌握之經濟現象複雜多變化，立法技術上常須運用抽

象、語意不明確之法律概念，但此種法規制定，將成為實證上之難

題。上述所得稅法四十三條之一規定中「不合營業常規之安排」即

屬典型之不確定法律概念，「不合營業常規之安排」之法定稅捐構

成要件或構成要件特徵是否有所欠缺，其可能的文義範圍為何？對

於納稅義務人之租稅規劃行為或租稅規避行為，稅捐機關是否得對

納稅義務人適用所得稅法四十三條之一所隱含的實質課稅原則，按

營業常規予以調整？又租稅規劃行為與租稅規避行為之判斷標準

為何？因上述所得稅法四十三條之一之諸多疑慮，亦使實質課稅原

則與租稅規避之防杜規定，在關係企業非常規交易之行為中，有值

得重視之必要。而其中最重要之內涵，在於「實質課稅原則」。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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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司法院釋字第四二○號解釋理由書內容：「涉及租稅事項之法

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目的，衡酌

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蓋其目的主要係為維

持稅捐公平及防止稅捐規避，稅捐正義應兼顧形式正義與實質主

義，而稅捐規避行為已違反稅捐負擔公平原則。觀乎我國學說及實

務，亦認為經濟觀察法或實質課稅原則係稅法基本原則之一。 

實質課稅原則之所以於稅法領域特別被強調者，無非基於以下

理由： 

1.量能課稅之要求：課稅原係加諸人民之經濟負擔，而為保障負擔

之公平性，個人之負擔應按其經濟上之負擔能力而定，故稅捐之

課徵，與其依據之法律形式，毋寧衡量經濟之實質。 

2.稅捐規避之防止：按稅捐公平主義原係稅法基本原則之一，為實

現此一原則，對於用以掩飾真實所為之偽裝迂迴行為、虛偽表

示、事實之隱藏及其他各種稅捐規避行為等，均有加以防止之必

要，而實質課稅原則似應屬於目的解釋方法之一種。 

又實質課稅原則應有其限制，且唯有適當的加以限制，才不致

危害稅捐法定主義。實質課稅原則作為實現稅捐正義之實質手段，

並不能補正課稅構成要件之欠缺，而法律所容許經濟意義之解釋，

亦不得超越其可能之文義範圍，否則即違背法安定性之要求。因此

課稅要件法定主義之要求，並不許透過實質課稅原則而規避其適

用。 

關係企業藉不合營業常規之安排，進行利益輸送，使企業不能

反映真實經營狀況與納稅能力，造成政府稅收損失及違反租稅公平

之精神。而稅捐機關屢屢使用實質課稅原則作為審查之依據，依所

得稅法四十三條之一對納義務人按營業常規予以調整其所得額。 

因此關係企業間「常規交易」標準之建立益形重要。而我國現

行法中對於所謂「常規交易」未詳加規範，當交易行為受到質疑時，

無所依循，造成企業經營上不確定風險及稅捐機關執行上極大困



第二章 關係企業與證券市場違法行為之牽連 

 91

擾。又因關係企業非常規交易所造成之重複課稅及逃、避稅等問題

逐漸成為困擾民間與政府之重要議題63。 

二 .美國法制之觀察研究  

(一)對關係企業非常規交易行為之基本處理原則 

美國判例法，對於關係企業之處理，通常以「法人人格否定說」

（The Alter Ego Theory）、「刺穿公司之面紗」(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深石原則」(Deep Rock Doctrine)、「股東之忠實義務」

(Fiduciary Duties of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等原則處理其關係

企業在公司法上產生之法律問題64。 

所謂「刺穿公司面紗原則」係指公司若以對債權人詐害、迴避

契約義務、脫法行為、公司與股東不分、家族經營、資本不足、控

制股東以公司債權人姿態出現等情形，而為巧詐債權人時，公司之

人格被視為不存在，公司負責人或主要控制股東仍應就公司債務負

責任。在關係企業之情形下，從屬公司之法人人格予以否認，控制

公司應負責任。又所謂「深石原則」係就控制公司或從屬公司破產、

或均告破產時（或重整），其債權應劣後於公司之其他債權人，至

於「控制股東忠實義務原則」係指控制股東而言，在關係契約之少

數股東，並無忠實義務。但如控制股東，同時可為控制公司與從屬

公司之構成員，由於事實上之支配力，故應課以忠實義務，以避免

犧牲公司之利益，損及公司債權人。美國法中，對控制股東之課以

忠實義務，實則保護少數股東之權益。忠實義務之範圍，在於控制

權之出售、對少數股東之傷害、內部交易、關係企業間之交易。其

中關係企業間之交易，雖非禁止，但仍以「公平原則」為準繩，不

可踰越。為達公平標準，應測試「詐欺」、「推定的詐欺」、「經

營判斷原則」、「合法程式」、「常規交易」、「客觀公平」、「合

                                 
63. 吳俊宏，關係企業非常規交易與實質課稅原則，國立中正大學會計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7-8，二
○○二年六月。  

64. 有關此種原則，亦可稱為「法人人格否定說」，其使用之法律專業術語，分別有：「The Alter Ego 
Theory」、「Disregarding the Corporation Fiction」或「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關係企業證券交易違法行為之研究 

 92

理期待」、「利益與否」之是否存在65。 

公司組織固有助於經濟之發展，然亦因公司與其股東之個體有

別，加以股東對公司債務僅負有限責任，因此常導致利用公司巧詐

行為，造成不公平或危害公共利益之結果。是以世界各國法律乃趨

有效防止此一現象之方向發展。大體而言，其途徑一方面係撤銷或

解散為達不正當目的而被利用之公司，全面性絕對否認該公司之存

在。一般認為，如果設立公司參加營運，非在於達成法律所以創設

公司制度本來之目的，而竟以之作為詐欺舞弊之手段，甚至有反社

會之傾向或其他為公共利益所不許之情況。主管機關自然有權將公

司予以剝奪而否認其存在。另一救濟途徑即在原則上肯定該巧詐行

為之公司存在，而為得到公平妥當之結果，僅在特定之法律關係中

始否定公司之存在。後者美國法中，稱為揭穿公司之面紗（Disregard 

of the Corporate Entity.  Disregard of the Corporate Fiction.  

Piercing the Veil Corporate Entity or Lifting the Veil）66。 

依此理論，在關係企業而言，存有母公司（parent）與子公司

（ subsidiary），若關係企業之不法行為造成不公平之現象

（unfairness）或有詐欺行為（ fraud）或以若干子公司作為工具

（instrumentality）之情形，法院可將該關係企業視為單一體（ single 

entity）而非各公司為分別個體（seperated entities）。此際，不論是

母公司或子公司或整個關係企業之所有公司，均必須負全部責任。

其最著名之案件為 Rossv. Pennsy Lvania R. R.案件：本案一家 West 

Jersey & Sea shore Railroad Co.（簡稱西海岸鐵路公司）公司所屬一

輛列車，由於可歸責於列車之過失致路人死亡，該路人家屬提起損

害賠償訴訟。而西海岸鐵路公司為被告 Pennsy Lvania 公司之子公

司，在事故發生當時，列車上所寫之公司名稱「Pennsy Lvania」，

即母公司之名稱，而非子公司之名稱。列車之隨車服務員之制服亦

標明母公司 P.R.R.之縮寫字樣，行車時刻表上亦載明 Pennsy Lvania 

                                 
65. Ballantine, on Corporations, P292 (Rev. 1946) 
66. Cahn & Smith, Lifting the veil in the Company Law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12 Int’L & Comp. L. O. 

189-225(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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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lroad System字樣。而死者之遺產繼承人對被告公司所寄出之兩

封信函，該被告公司之車禍事故處理代理人亦曾予以函覆。綜上事

實，法院就遺產繼承人對被告公司之損害賠償請求，認為由於事發

當時，西海岸鐵路公司完全受被告公司所控制，其業務與財產並未

明顯分立，因此，死者雖受西海岸鐵路公司之列車所撞，但以被告

公司求償，仍應獲得賠償，因而為原告勝訴之判決67。 

(二)理論發展之過程與案例 

美國首先確立公司債務由股東個人財產抵償，此係孕育成熟於

美國判例法中。從十九世紀末葉至一九一○年前後，因一八七三年

經濟大恐慌以後，美國之企業，大多數改採公司型態經營，而為因

應自由競爭社會中資源及市場激烈爭奪之要求，更結合團體力量，

向企業集中與企業結合方向推進。因而產生兩個問題，即所謂的「公

司問題」與「托辣斯問題」（Corporate Problem and Trust Problem）。

以股東財產清償公司債務之理論，乃在十九世紀後半，由於美國經

濟數度不景氣而形成托辣斯問題時，在一八八○至一八九○年逐漸

形成。因此，其發展與托辣斯問題有密切之關係，至於而後，則與

公司問題較有關連。最初，此種理論可由 United States V. Milwaukee 

Refrigerator Transit Co.案件中，法官 Sanborn先生之判決書看出來，

該判決闡明：「在現在之判例中，若可確立某些一般性之原則，應

如下所述：公司在無充分反對理由之情形下，應視為法人。但若法

人之概念，被用以破壞公共利益，使不法行為正常化，袒護詐欺或

? 護犯罪時，法律即應將公司視為多數人之組合而已。」68此判決

值得吾人參考，亦可看出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經濟變動之時期，法院

開始規範利用公司詐欺之情形，主要乃係對於公司巧詐行為或侵害 

                                 
67. Taylor V. Standard Gas & Electric Co., 306 U. S. 307 (1939).  Israels, The implica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deep rock doctrine, 42 Colum, L. Rev. 376 (1942). 
68. United States V. Milwaukee Refrigerator Transit Co. 142 Fed. 247 (E. D. Wis.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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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序者予以規制，等現象69。主要以「詐欺」、「濫用」、「侵害

公序」等因素做為基準。類型可分為「脫法行為型」－利用公司之

法人型態以? 避法律之規定。其重要判例如一八九○年之People V. 

The Northern River Sugar Refining Co.案件及一八九二年之 State V. 

Standard Oil Co.案件。「? 避契約義務行為型」－為? 避契約上之

義務而設立公司，藉公司之行為以違反契約上義務，此為最標準之

典型。當時，最具有代表性之案件為 Moore & Handley Hardware Co 

V.  Towers Hardware Co.。「對債權人之詐害行為型」－利用公司

以隱匿財產，作為逃避強制執行之工具，皆屬詐害債權人之行為。

其代表性之案件為 Booth V. Bunce, Interstate Tel. Co. V. Baltimore 

& O. Tel. Co.。從一九一○年至一九三九年前後，為保障結合企業

或閉鎖性家族公司之債權人，乃脫離「詐欺」、「濫用」公司及違

反公序之類型認定，而認為如果公司於特定情形造成不公平之結果

時，即可不承認公司之存在。由於此種「不公平結果」觀念之形成，

較具有緩和性，故欲將本理論之適用要件公式化，更形困難，影響

所及，乃產生變化。除了理論之適用範圍擴大甚多，認為公司債務

由股東負責任、子公司之行為母公司應負責任外，另發展出所謂「股

東對公司之完全控制時，股東應對公司債務負責，排除股東有限責

任之原則」理論。此際，用以比喻「完全控制」之文字有工具、附

屬物、代理人，等是（ instrumentality, adjust, agent）70；自一九三九

年以後迄今，由於工具原理以公司或子公司是否為股東或母公司之

工具作為理論認定之基準，本身欠缺明確之內容，加以長久以來法

院一直拘泥於有完全控因素存在，始將公司與股東視為同一體，因

而產生變革。當時聯邦最高法院在處理母子公司問題時，除以工具
                                 
69. 美國之南北戰爭（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導致南方廢除建立於奴隸制度制度上之特殊經濟組織，
配合鐵路快速發展，使地方性市場為之崩潰。南部及西部地區皆納入全美之經濟國，而導致於美國
於十九世紀末葉建立近代的產業制度及美國的資本主義體制，十九世紀後半乃為美國經濟變動時
期。此時期就前述理論之代表作係 Wormser, Piercing the Veil of Corporate Entity, 12 Colum L, Rev. 
(1912). 

70. 此乃形成美國判例上著名之「工具原理」理論（ instrumentalityrule）。為教授 Powell首先提出，認
為當公司僅為股東之工具時，股東即須對公司之債務負責。參閱 Powell, Parent and Subsidiary 
Corporation Liability of a Parent Corporation for the Obligation of the Subsidiary (1931). 



第二章 關係企業與證券市場違法行為之牽連 

 95

原理作為前揭理論之標準外，更考慮「公正」、「衡平」及控制股

東對公司債權人之忠實義務等因素（Fair and equitable, fiduciary 

duty）外，更具體指出以母子公司間，子公司有資本不足或子公司

被告為詐欺之工具等情形，作為理論之依據。到此階段，可謂法學

上一大震撼，即以實質、政策之觀點加以衡量。換言之，除工具原

理中完全控制之因素外，更斟酌公平、衡平、資本不足、詐欺等因

素，一併考察。其最具代表性之判例有 Taylor V. Standard & Electric 

Co.及 Pepper V. Litton案件71。 

綜合而言，美國法制對於關係企業之處理原則，著重於將關係

企業之全體公司（包含母公司與子公司）在特定條件下，認定成為

單一主體，質言之，若有關係企業中之公司應負責任時，其他公司

亦應負擔責任。而美國法制就特定條件之該當性因素，除了考慮「利

害與所有一致」（Unity of interest and Ownership）及「違背正義、

不公平」兩點外，尚以「資本顯著不足」等要件，此外，亦包括「控

制因素」、「公司間業務與財產相互混同」、「公司之利害與所有

完全一致」、「資本顯著不足」、「詐欺」等情事（Control, Commingling, 

Unity of interest and ownership, Undercapitalization and Fraud.）。就

關係企業之控制關係而言，如果因擁有全部或大部分股份之單純控

制，即使是透過因擁有上述股份所取得之投票數來決定公司之重要

政策，並選任董事及職員以行使對公司之控制權，並不能認為有前

揭理論之適用。必須是除了正常之投票權行使外，尚須達到使公司

喪失本身意願或雖然存在而被當做其他公司之一部來營運之地

                                 
71. Taylor V. Standard Gas. & Electric Co., 306 U. S. 307 (1939) Pepper V. Litton308 U. S. 295 (1939). 在

Taylor V. Standard Gas & Electric Co.案件：此案中，法院對於深石公司 (Deep Rock Corporation)重整
債權之裁定時，即面臨公司可否以子公司債權人之地位向子公司求償之問題。被告公司為子公司即
深石公司之鉅款債權人，被告公司之債權係因與深石公司業務往來而產生。深石公司之重整計劃雖
經被告公司讓步而成立，但其結果，對深石公司之優先股東極為不利而遭致反對。上項計劃經地院
及高院裁定成立，但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此與公平合理之原則有違，將該重整計劃予以取消。最高法
院認為深石公司在成立時即資本不足，且其業務完全受被告公司控制，其經營方針完全為被告公司
之利益，因此乃判決除非深石公司優先股東之利益在重整後之深石公司中，有優先於被告公司之地
位，該重整計劃即不能成立。換言之，被告公司對深石公司之債權，應次於深石公司之優先股東。
此案確立了一個原則，即子公司如有資本不足，又為母公司之利益而不按正常之方式經營業務之情
形者，在子公司破產或重整時，母公司對子公司之債權地位應次於優先股東之權益，此一原則，美
國法界稱之為「深石原則」(Deep Rock Doct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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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方始構成所謂之「控制」。至於「公司業務及財產相互混同」，

與「利害與所有一致」，為相同之概念。至於「資本顯著不足因素」

之考慮，實為公司法上之一大突破。原則上，法院為保護公司債權

人，認為當公司之資本額與所營事業之性質及規模相比較而顯然不

足時，即剝奪股東有限責任，而課控制股東以個人責任。至若「詐

欺因素」，則指一般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行為，或是脫法行

為等情。 

三 .關係企業非常規交易之類型與判斷標準  

(一)關係企業非常規交易之類型 

股份有限公司之經營準據，其重要意旨在於企業所有與企業經

營分離原則，企業經營與企業監察之平衡原則。職是，公司經營者

對公司負有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與善管義務（Duty of Care, 

Duty of Loyalty），此為我國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明定。質

言之，公司經營者應為公司謀求最大之利益，而且必須避免自我交

易（Self-Dealing），不可藉由不法或不當之方法，而為利益輸送之

行為（Breach of Trust），否則將嚴重影響股東權益，且侵害公司員

工與債權人之利益，甚至於衝擊社會經濟。 

我國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四、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二款中，對於非常規交易（Non Arm’s 

Length Transaction）定有明文，但仍為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其法律

用語為「不合營業常規」、「不利益之經營」、「不利益之交易，

且不合營業常規」，仍有待釐清並予以具體界定。一般而言，非常

規交易之類型，通常歸類為：(一)不動產交易，(二)未上市或未上

櫃股票之交易， (三)進銷貨之利益輸送，(四)違法資金融通與借貸，

(五)非法信用補強或背書保證72。 

1.不動產交易 

                                 
72. 王志誠，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判定標準與類型，政大法學評論第六十六期，頁 192-205，2001年 6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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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類型為關係企業非常規交易最常見之方法，但亦為較早

期發生之弊端，亦為典型之利益輸送方式。此種非常規交易，即

先以關係人或人頭戶名義購入不動產，再以高價出售予公司或關

係企業，藉以套取高額價差利益，此種模式最有名之案例即為發

生於民國七十九年間之「華隆案」，此案經偵查起訴後，嗣歷審

裁判，及至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五年度上更(二)字第二二號判決無

罪，由第二審檢察官上訴第三審，最高法院判決無罪，全案因而

確定73。 

證期局為落實證券交易法第一條規定發展國民經濟及保障

投資之目的，俾確保公開發行向關係人購買不動產交易條件之合

理性，以維護股東及投資人權益；並訂立非常規交易之客觀認定

標準，劃一適當處理方式，原來制定「公開發行公司向關係人購 

                                 
73. 「華隆案」歷經十三年之偵審，最後無罪確定。此案涉及之不動產交易有「台中西屯區土地買賣」
與「竹南廠土地買賣」，前者主要之爭執點在於華隆公司以每坪新台幣六十九萬元之價格，向關係
人翁有銘購買土地，但翁有銘之購地成本僅為每坪二十一萬四千元，有圖利他人之背信罪責，並損
害華隆公司之權益，法院以土地係以公開標售方式，且無證據證明華隆公司購地價格過高，而為無
罪之裁判；後者（即竹南廠土地買賣）之爭執要旨在於國華人壽公司負責人先以人頭戶以十五億一
千餘萬元之承受法院拍賣之國泰公司竹南廠土地，再以二十五億元之價格出售予國華人壽公司，致
國華人壽公司損失九億元，有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背信罪責，但法院則以該二十五億元價格，係考
量鑑價公司之鑑價報告、公司現值調整，並參酌附近土地成交價格，並無低價高買之情事等理由，
為無罪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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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不動產處理要點」，但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日停止適用74，

並於同日公佈實施「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以資代替。此舉之原因，在於原來之「公開發行公司向關係人購

買不動產處理要點」欠缺法源基礎，而證券交易法於民國九十一

年六月修訂時，增列第三十六條之一，具體授權證期局頒佈規範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

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及揭露財務預測資訊等重大財務業

務行為之適用範圍、作業程式、應公告、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處理準則；因此，證期局乃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日公佈「公

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內容包括：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向關係人購買不動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企業合併分割收購及股份受讓、資訊公開。 

                                 
74. 證期局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日以台財證一字第 0910006113 號函令：「公開發行公司向關係人購
買不動產處理要點」自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起停止適用。上開要點中，曾就涉有非常規交易
定立認定標準，足供參考。其認定標準如下：  
(一)公開發行公司向關係人購買不動產，如按下列二種方法設算或評估不動產成本結果，均較交易
價格為低者，即認定涉有非常規情事：  
1.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必要資金利息成本，以公
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利率為準設算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佈之非金融業最
高借款利率。  

2.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
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達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一年以
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互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上列任一方法設算或評估不動產成
本。  

(二)公開發行公司雖依前項規定認定涉有非常規情事，但如因下列情形，並舉有客觀證據及取具不
動產專業鑑價機構及簽證會計師之具體意見，以佐證未有非常規情事者，不在此限：  
1.關係人係購買素地再行興建，公開發行公司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素地以前項規定之方法設算或評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計合理營建利潤，其合計
數逾實際交易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潤，應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營建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
率或財政部公佈之最近期建設業毛利率孰低者為準。  

(2)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鄰近地區相近時期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其面積相近，且交
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慣例應有之合理之樓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者。所稱鄰近地區
成交案例，以同一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逾五百公尺為原則：所稱相近時期，
以一年內為原則；至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
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  

(3)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相近時期之其他非關係人租賃案例，經按不動產租賃慣例應有之合
理之樓層價差推估其交易條件相當者。  

2.公開發行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相近時期之其他非關係人成
交案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案例，以同一或相鄰之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
圓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相近時期，以一年內為原則；至所稱面積相
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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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證券主管機關對於關係企業不動產交易之規範，原來之

舊法「公開發行公司向關係人購買不動產處理要點」中，有對於

非常規交易具體規範其認定標準，但新法「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中，雖無明定其認定標準，但其第十三條至

十七條明確規範公司向關係人購買不動產應遵循相關決議程式

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包括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交

易資料、具體方法評估交易成交與合理性。職是，應解釋若有違

反新法之規定時，即屬非常規交易。 

最近實務上之訴訟案例，即為股票上市之南港輪胎股份有限

公司出售「南港廠地」之訴訟裁判75，該案經檢調偵查起訴，但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無罪，現正經公訴人提起上訴，由台灣高等法

院審理中76。該案中關於出售土地部分之要旨如下： 

(1)公訴意旨 

被告為股票上市之國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楊鐵工廠股份

有限公司、南港輪胎股份有限公司之所謂「國豐集團」負責人，

該集團並有多家關係企業公司77，而關係企業間互相交叉持

股，其中三家上市公司互相持股，未上市之公司亦持有三家上

市公司之股份。民國八十八年七月間，因為南港公司營運不

佳，而其在臺北市南港區之廠房具有都市開發價值，被告乃安

排將廠房出售，但竟以人頭名義為買受人，以總價新台幣十四

億四千七百三十五萬六千元出售予人頭１，再又轉售予另外人

頭，以表示受讓合法，而上開土地因為南港公司原有銀行貸款

十億元，買賣契約乃規定由買受人承受並向銀行變更貸款債務

                                 
75. 南港公司之工廠分佈各地（包括南港廠、新豐廠及其他廠址），而南港廠之土地適合為都市開發，
爰有出售之事宜。  

76.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年度偵字第三三九六號、第一五五一號起訴書、台灣臺北地方法院九
十一年度訴字第九號無罪判決參照。  

77. 該集團之關係企業甚多，包括宏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國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國翔國際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國竣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國強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裕通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聯銪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華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茂訊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及設於海外之司邁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而上開關係企業之地址除海外公司以外均設於被告住處同棟大樓中之一戶地址中，負
責人均為關係人或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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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義以符合買賣意旨。此項買賣契約訂立後，土地即辦理過

戶，由南港公司移轉所有權登記予第一次買受人，再移轉予第

二次買受人，而價金扣除貸款承接外，其餘資金四億餘元，均

由被告負責調度支應。此舉有可能被告係欲藉由人頭戶（但實

質由被告控制）名義買入南港公司位於臺北市土地，再開發獲

利。但後來由於銀行不願意辦理土地貸款債務人之變更（銀行

拒絕辦理之原因，有可能係因土地質押借款金額過高，如變更

債務人對債權人沒有保障），在此情況下，該土地之抵押貸款

十億元之利息，仍由南港公司按月支付，甚為龐大，最後只好

再由南港公司向第二次買受人買回該土地。而原先土地買賣扣

除抵押貸款之部分，尚應付四億餘元，被告竟將其中一億八千

五百餘萬元，並未入帳予南港公司，而用以向人頭買入其持有

之關係企業中「國強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每股以十元

至十一元之價格購買，藉以抵充土地只有八．五元。被告又對

外宣佈，南港公司處分土地，使該公司八十八年度之損益由稅

前淨損八億一千餘萬元，遽變為淨利一億六千餘萬元（轉虧為

盈）。綜合而言，被告藉由人頭而為上市公司土地虛偽買賣之

處分，並粉飾上市公司帳面結果，並掏空上市公司之資產。公

訴人認其涉犯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偽造文書罪，且

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項第五

款詐欺交易與財報不實罪，又犯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業務侵佔

罪嫌。 

(2)台灣臺北地方法院判決被告無罪意旨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判決被告無罪之理由，就土地買賣部

分，法院審酌相關文件，包括土地買賣契約、協議書、讓與書、

點交書，並傳訊相關之當事人，包括買受人與公司負責人，均

表示親自簽名用印，法院因而認為買賣並無虛偽情事。至於南

港公司買入國強大科技公司之股票，法院採信南港公司提出證

券分析師製作之「股價評估報告書」，該證券分析師並於法院

作證證述股價為合理交易。且報告書之內容最後之結論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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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強大公司之獲利與其轉投資公司之股價息息相關，換言

之，與股票市場之榮枯關意係密切。由於公司成立期間尚短，

獲利數字變動性頗大，若以本益比法衡量其股價恐失之太偏，

此處似以股價淨值比法較佳，以該公司八．八三元每股淨值而

言，其上下 20%為合理範圍，亦即以七．一∼十．六元為現階

段該公司合理的價位等語。 

此外，法院亦審酌證券分析師為國立政治大學財政研究所

畢業，於八十年間取得證券分析師之執照，出具過類似本件之

評估報告書五十篇，曾幫寶島銀行、新光合纖、新光投信等公

司出具過類似之評估報告書，出具報告書時其為台證投顧總經

理，現則為新壽投顧之總經理，法院傳訊證券分析師作證，已

清楚的供述為何其會認為國強大公司之股票，在上開價格之區

間內其認為合理，則南港公司以在該支股票之合理價位區間內

之十元及僅比合理區間多四角之價格，即十一元購入上開國強

大公司之股票，尚難認係不合理。 

綜合而言，法院判決被告無罪之理由，在於上開土地買賣

與關係企業有價證券交易，其程式具有正確性，且價格具有合

理性。此案無罪判決，經公訴人不服而聲明上訴，現由台灣高

等法院審理中，尚未判決確定78。 

2.未上市或未上櫃股票交易 

此種以未上市或未上櫃之股票交易，通常因為股票價格並無

揭示，因而有高估或低估之買賣，遂行非常規之不法意圖。例如

持有未上市或未上櫃股票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等公司內部人，透

過實質控制或形式董事會決議，將公司所持有之未上市或未上櫃

                                 
78. 本案因現仍由台灣高等法院審理中尚未裁判確定，因此不便評論。惟就台灣臺北地方法院判決書之
內容，似未探究 Self-dealing,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terest conflict，與 mixed motive等因素，亦未
審酌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範之忠實義務（ fiduciary duty）與非常規交易（non arm’s length 
transaction）等問題。質言之，形式上程式正確與價格合理，尚不足以判斷有無合法，尚應斟酌主觀
動機，並就資金來源與去向比對有無交叉，且對實質因素判斷交易之正確性與價格之合理性，否則，
此種交易型態極易造成對公司與股東權益之侵害，亦即若能實質控制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而以外
觀合法程式掩飾 mixed motive（不單純之動機），並非符合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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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以低價出售予關係人或人頭戶或控制股東所另外投資之公

司，再將股票轉售予其他投資人，以賺取鉅額之價差；另外相同

之方法，亦可能以實質控制或形式董事會決議，故意高估關係人

或另外投資之公司或人頭戶所持有之未上市或未上櫃股票，再由

公司買入，而掏空公司資產。此種高估或低估未上市或未上櫃股

票價格之交易，經常伴隨著公司無形資產之評估問題，此種交易

將在本論文中另為詳述（第五章參照）。 

3.進銷貨之利益輸送 

(1)一般類型之進銷貨非常規交易 

此種類型，通常發生於關係企業之間，其交易之不合理

性。在進貨之際，由公司向其關係企業或關係人所投資之公

司，以較高且不合理之價格買入，比較其價格，通常高於向非

關係人進貨之價格；至於銷貨方面，公司將貨物出售給其關係

企業或關係人所投資公司之價格為低，甚至於應收帳款

AR(Account Recivable)期間較一般常態情況為長。不但公司亦

可能因應收帳款無法收回，必須提列呆帳準備，而遭受重大損

失79。 

(2)跨國關係企業之「移轉訂價」（Transfer Pricing） 

近年來實務上，跨國企業之母公司與關係企業之間，常利

用不合營業常規之訂價策略，低價高賣或高價低賣，將利潤分

配至設在海外低稅率或免稅天堂（例如B.V.I.或 Cayman Island）

之子公司，以規避租稅負擔，此即所謂「移轉訂價」（Transfer 

Pricing），其目的在於降低公司總稅額，並降低子公司成本以

便擴大競爭能力、避免匯率風險及套匯需求等功能。同時，跨

國關係企業亦可透過人為之安排，而訂定各種背離正常市場價 

                                 
79. 王志誠，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判定標準與類型，政大法學評論第六十六期，頁 197-198，二○○一
年六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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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標準之內部交易價格與費用分擔80。 

此種移轉訂價之「不合營業常規租稅規劃」，例如關係企

業之間，母公司在台灣，其在低稅率之國家設立子公司，假設

產品成本為一百萬元，而市場正常售價為二百萬元，此時，母

公司如將產品直接以二百萬元銷售予客戶，則母公司帳面獲利

為一百萬元，必須繳納 25%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實際獲利僅七

十五萬元，但如果透過租稅規劃，母公司先以一百二十萬元售

貨給設在低稅率國家之子公司，再由子公司以正常售價二百萬

元出售給客戶，則母公司出售給子公司之價格，遠低於正常售

價之二百萬元，在母公司之帳面上，獲利僅有二十萬元，但子

公司獲利則為八十萬元，但因海外國家之稅率甚低，子公司可

能無需繳稅或只繳些徵稅金。而海外之子公司將盈餘保留，並

不匯回國內，此時稅捐機關亦無法向母公司課稅，子公司再將

獲利分配股利給母公司，則母公司因「企業轉投資收益免稅」，

所以其收受子公司分配之股利，屬於投資收益，可以免稅81。 

關於移轉訂價，依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規定，營利事

業與國內外其他營利事業具有從屬關係，或直接間接為另一事

業所有或控制，其相互間有關收益、成本、費用與損益之攤計，

如有以不合營業常規之安排，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稽徵機

關為正確計算該事業之所得額，得報財政部核准按營業常規予

以調整；但是所得稅法之規範，欠缺更詳細之相關法規及函

令，從而在實務工作上，有很大程度查核之困難。 

跨國關係企業之移轉訂價，導致稅收嚴重流失，並引起國

際間之高度重視，為維護課稅權益，財政部乃於二○○四年一

月二日修正發布，將「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增列第一百

                                 
80. 汪欣寧，規範移轉訂價防堵不當租稅規劃，實用稅務月刊，第 351期，頁 12-13，二○○四年 3月
版。  

81. 請參閱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出版，移轉訂價－全球化的優勢租稅策略，頁 27-35，二○○四年二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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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條之一，針對關係企業間交易移轉訂價之調整方法，與預

先訂價協議之核定，作出較為明確規範82。 

4.違法資金融通與借貸 

違法資金貸與他人，尤其是關係人或實質關係人（亦即形式

上並不構成關係人，但實質上為關係人），甚至資金借貸與人頭

戶再轉入控制股東（Controlling Shareholder），此種利益輸送，當

借用人無力償還或故意不償還借款時，即嚴重傷害股東權益，構

成違法行為之非常規交易。此外，亦可能以無利息或些微利（象

徵性）而為借貸，亦皆屬之。此種違法資金融通與借貸，間接地

影響公司利息收入，或直接因借款無法回收而列為呆帳損失，雖

然呆帳提列，在理論上其債權仍屬存在，但實質上已無法或永遠

不可能回收，因而損害公司之利益。 

在上市公司方面，如上市公司將資金貸與他人，因證期局公

佈有「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要求上市

公司必須遵循，以及明定上市公司如擬將資金貸與他人時均應經

董事會決議，不得授權董事長或他人決定。但是，若公司負責人

或控制股東不遵守上開規定時，亦足以造成對公司之傷害，其決

策程式應亦可認為非常規交易83。 

關於近年來最著名之關係企業違法資金融通之非常規交易

                                 
82. 該準則第一百十四條之一，其主要重點在於稽徵機關於依所得稅法第四十三條之一規定，按交易常
規計算相關納稅義務人之所得額時，得依下列方法依序適用之： 
一 .可比較未受控價格法：按非關係企業間相同或類似交易之未受控制交易價格，推算常規交易價格。 
二 .再售價格法：按再銷售給非關係企業之售價，減除合理費用及利潤後之金額，推算常規交易價格。 
三 .成本加價法：按來自非關係企業之購入成本或自行製造之實際成本，加計合理費用及利潤後之金
額，推算常規交易價格。  

四 .其他財政部規定之方法。（就第四種方法，準則中並未明確指出何種方法，此有待財政部具體規
定，例如規定由納稅義務人提供協力義務，要求企業申報時應提供佐證資料，以便判斷利潤所得）。 

83. 有關「上市上櫃資金貸與他人應注意事項」，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廢止，而呼應證交法第
三十六條之一規定，同日公佈實施「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以符合具體授
權之法源。依證交法第十四條規定，證券發行人依照法令規章，應定期編送主管機關財務報告，而
其編製準則，則由主管機關以命令定之；職是，證期局乃公佈「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準則」，又依
準則第八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不屬於應收票據、應收帳款之其他應收款項，即為「其他應收款」。
所以，甚多關係企業，由上市公司支出款項其名義為「預付購料款」、「預付備料款」，而在會計
科目中，則依上開準則列為「其他應收款」，但此實際上係為借款，屬於違法資金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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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應屬「中央票券公司」之刑事案件84。該案例涉及國揚集

團、新巨群集團、與羅傑建設集團。亦即由該三集團企業分別以

人頭、員工、關係企業為中央票券公司之發起人，並一直增資，

達到高額資本後，再違法將資金貸款給該三集團之關係企業或關

係人，導致中央票券公司遭受重大虧損（依財政部委託會計師查

核簽證顯示，中央票券公司截至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三日估計調

整後淨值為負十三億至十五億元）；財政部遂於八十七年十一月

四日函令華南商業銀行、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及第一商業銀行接管

中央票券公司；接管小組為協助中央票券公司儘速恢復正常營

運，並於八十七年十二月廿三日辦理減資二十五億二千七百萬元

（中央票券公司實收資本額二十五億二千八百萬元），以彌補八

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累積虧損（減資後，帳上累積虧損尚

餘二十一億六千四百七十一萬四千五百四十五元）及辦理增資六

十億元，就中央票券公司股東會及董事會進行全面改組。 

5.非法信用補強或背書保證 

此種類型通常以公司之資產，為其關係企業或關係人或控制

股東（Controlling Shareholder）所投資公司之借款，甚至於人頭

戶，提供保證、抵押或為票據背書或保證。此種行為，雖為「或

有債務」之類似，但如借款人（即信用補強或背書保證之對象主

體）陷入財務困難時（ insolvent），公司則必須負起責任，因而侵

害公司與股東權益，相對地，亦影響對公司債權人之保護。 

公司法第十六條規定，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得

為保證者外，不得為任何保證人，公司負責人違反時，應自負保

證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害時，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換言之，公

司負責人所為之違法保證行為，不論相對人是善意或惡意，該保

證當然不對公司生效85。而公司法第十六條所稱之保證，依文義

                                 
84.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八年度偵字第六八○五號、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三三七一號、第二○
九三五號、台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九年度易字第一五一號、台灣高等法院九十年度上易字第二五五
○號判決參照（本案只能上訴第二審，全案已判決確定）。  

85.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五十九號解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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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邏輯，應涵蓋民法之一般保證（第七百三十九條）、共同保

證（第七百四十八條）、信用委任（第七百五十六條）、人事保證

（第七百五十六條之一）、票據保證（票據法第五十八條、第六

十二條、第六十三條、第一百二十四條）。至於公司在債權行為

上並無保證承諾，但提供動產或不動產為擔保抵押，此實質上亦

應認為違法保證行為86。 

公司法第十六條所稱「除依其他法律規定得為保證」，即指

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及依該法條具體授權由證期局於民

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發佈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理準則」，據此規定，背書保證係指下列事項： 

1.融資背書保證，包括： 
(一)客票貼現融資。 
(二)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三 )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而另開立票據予非金融事業作擔保
者。 

2.關稅背書保證，係指為本公司或他公司有關關稅事項所為之背

書或保證。 

3.其他背書保證，係指無法歸類列入前二款之背書或保證事項。 

公開發行公司提供動產或不動產為他公司借款之擔保設定

質權、抵押權者，亦應比照辦理。此外，公開發行公司得對下列

公司為背書保證： 

1.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2.公司之子公司。 

3.公司之母公司。 

公開發行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依合約規定互

                                 
86. 最高法院七十四年度臺上字第七○三號判例、經濟部 61年 6月 20日商字第 16749號函及 79年 11
月 26日商字第 220191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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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

背書保證者，不受上開規定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87。 

公開發行公司為背書保證，依前揭準則規定，必須履行「嚴

謹程式」與「資訊公開」之原則。前者包括：審慎評估是否合乎

法令規定、提報董事會決議後辦理，如有設置獨立董事，應充分

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辦理背書保證時，應建立備查登載詳

實，若有情事變更致保證對象不符規定或金額超限時，應設立改

善計劃，送交監察人審核88；至於後者之資訊公開，規定公開發

行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背書保證

餘額，且達到某種標準時，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公告申報
89。 

關係企業之違法背書保證，有一較為怪異之弊端，即是由公

司負責人濫用上市或上櫃公司之印鑑，而為私人借款票據之背

書。例如由公司負責人或人頭或其他人（包括自然人與法人）簽

發支票，公司負責人再於支票上以上市或上櫃公司之印鑑背書，

再持以向他人借款。此種情形，債權人因考量背書人係上市公司

或上櫃公司，雖然發票人無經濟實力，但債權人認為既然有上市

公司或上櫃公司背書，將來應可追索，退步言之，公司負責人亦

                                 
87. 處理準則第四條、第五條參照，又依該準則第六條之規定，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依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五號及第七號之規定認定之。  

88. 處理準則第十七條至第二十條參照。  
89. 處理準則第二十五條規定，其標準為：  
一背書保證餘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或依本款規定辦理公告申報後，其
餘額每增加逾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者。  

二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或依本款規定辦理公告
申報後，其餘額每增加逾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者。  

三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投資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
數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者，或依本款規定辦理公告申報後，其餘額每增加
逾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者。  

四因業務關係對企業背書保證，其餘額超過最近一年度與其業務往來交易總額者，或依本款規定辦
理公告申報後，其餘額每增加逾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者。  

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各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該
公開發行公司為之。  
前項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占淨值比例之計算，以該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占公開發行公司淨值比例計
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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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考慮如不兌現支票則可能引發弊端，而觸犯刑責，因而不敢讓

支票退票，但最終仍因財務調度困難而退票，且遭刑事追訴，債

權人以上市公司或上櫃公司之背書行為追索亦為失敗，嚴重破壞

經濟秩序與交易安全，且傷害公司股東權益90。 

(二)關係企業非常規交易之判斷標準 

就關係企業非常規交易之判定，在我國法律條文中並未明白敘

述，乃成為一種不確定之法律概念，易生疑義。所謂「不合營業常

規」一語，比較「不利益之經營」，前者語義較不明確，就後者而

言，可以每一會計年度結束後，就交易結算若為負數效應，是否即

可構成，尚難定調（因為一項交易，投資收益有時並非短期間或數

年內即可產生）。因此，如何判斷非常規交易，確有研究價值。具

體言之，應就其交易程式是否具備正確性，例如有無遵守法令規範

與董事會股東會決議，再就其交易價格之合理性，例如有無公正單

位鑑價或事後法院審理時囑託公正單位鑑價，判斷價格之合理區

間，最後就行為人之動機，判斷主觀上有無不法意圖與直接故意，

綜合主客觀要件，以資認定是否為非常規交易。 

判斷關係企業非常規交易之標準，通常與董事（即行為人）是

否符合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y）與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duty of 

care）息息相關，茲析述其判斷標準如下91： 

1.詐欺之行為（Fraud Test） 

此種判斷，其標準在於交易行為是否為欺騙或不道德之商業

行為。理由在於，因為公司董事或主要控制股東被賦予執行業務

之權利（vested the power to manage the affairs of corporation），其

角色有如「公司福祉之監護者」（guardians of the corporate 

                                 
90. 例如友力、大中鋼鐵公司之案例，即是如此，參照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三八
三二號、五三五八號、六三○○號、六七五九號、一○○四八號、一四六一一號、一六一四五號起
訴書、台灣台中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重訴字第二四五一號、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九十年度上重訴
字第二八號判決。  

91. 賴英照，公司法論文集，頁 153-161，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市場發展基金會編印，一九九四年三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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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fare），因此，必須基於誠信（ in good faith），而且交易行為必

須符合法律規範（the statutory requirements），不可違背股東信

賴，如有詐欺之行為，即構成非常規交易92。 

2.推定之詐欺行為（Constructive Fraud Test） 

此種判斷方法，其標準在於商業交易行為是符合「公平法則」

（fairness）。所謂推定之詐欺行為，如要推翻必須證明並無詐欺

（rebuttable），亦即如果行為人能證明交易行為符合公平法則，

即不違法。具體而言，此項測試標準，係指該商業交易，固然形

式上並未侵害公司權益，但董事行為人係立於雙方利害衝突之地

位（例如直接或間接方式為雙方代表），致使交易成功，但實質

上該項交易並不公平。至於是否符合公平法則，除應由行為人證

明（即指反證）（rebut）外，亦由法院審理時為終局認定（final 

judgement）。 

3.不符合商業經營判斷原則之行為（Business Judgement Rule Test） 

所謂「商業經營判斷原則」，係指公司經營者對於經營決策，

應基於商業上之專業知識與經驗，為誠信之正確判斷，不論是程

式或實體，均應有正確與合理性質，但是否導致公司之盈虧，即

可置而不論。商業經營判斷原則要求公司經營者必須有「合理之

勤勉」（reasonable diligent），所以除非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否則

即為合法，尚難論以非常規交易之責任93。 

商業經營判斷原則與忠實義務之間，有密切不可分之課題，

具體而言，大致包括數方面，共有94： 

                                 
92. Alpert v. 28 William St. Corp. 63 N.Y. 2d 557, 568-569, 473 N.E. 2d 19, 25-26, 483 N.Y.S. 2d 667, 

673-674 (1984). 
93. Shlensky v. Wrigley, 237 N.E. 2d 776 (1968). 

Union Pacific Railroad v. Trustees, Lnc. 329 P.2d 398 (1958). 
Kelly v. Bell, 266 A.2d 878 (Del.1970). 

94. 盧俊誠，「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法律地位與權限－經營判斷原則之研究」，頁 28-29，政治大學
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 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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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營者應避免利益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 

(2)經營者應具有公平義務（Duty of Fairness） 

(3)企業經營應以公司之機會為優先考量（Corporate Opportunity） 

(4)經營者應嚴守公司秘密（Confidentiality） 

4.是否為「正確程式」與「合理價格」之行為（ Lawful Procedure Test 

and Objective Fairness Test） 

此項判斷標準，著重於程式方面與實質方面，前者之重點在

於「合法程式」之遵守，後者之重點在於「市場價格之分析」

（Market Value Analysis）。就正確程式而言，例如法令之規範與

公司章程之規定程式，公司業務執行者，在為公司從事交易時，

是否有所遵循。如果係基於無利害關係之多數董事所決議，而且

符合法令規定之程式，此時即屬合法之常規交易。但若交易行為

係基於利害關係之董事或其他主要控制股東之利害關係而為決

議，即認為不符合公平法則，而屬非常規交易。其次，就交易價

格而言，必須為「公平價格」（Fair Value），且欲判斷是否合理價

格，可以「市場價格分析法」做比較，如果不符合市場價格，即

屬非常規交易。此種情形，係將公司業務執行者之法律上地位，

課以「必須以一般人在市場相似之交易狀態而為交易」之義務（a 

person in a like position would exercise under similar 

circumstances）95。 

5.是否為「合理期待」之行為（Expectation Test） 

此種判斷標準，著重在交易行為是否符合公司全體股東之

「合理期待」（legitimate expectation），而期待之觀念建立在客觀

之情勢，而非當事人主觀之意圖。具體而言，欲判斷是否符合合

理期待之標準，可就下列範圍加以觀察： 

                                 
95 Dennis J. Blook, Nancy E. Barton, Stephen A. Radin,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Fiduciary Duties of 

Corporate Directors, P108-109, Fitth Edition, Volume 1,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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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執行業務者（即董事）在為交易前，是否已為慎重調查與

準備。 

(2)交易行為是否過度樂觀，例如母公司與子公司之交易，母公司

對於子公司之償債能力是否高估，而此高估可能導致應收帳款

無法如期回收而必須提列備抵呆帳，成為損失，而非屬資產。 

6.「利益與否」之測試標準（Advantage / Disadvantage Test） 

此種標準之判斷，係衡量交易之整體公平性。在關係企業

中，母公司與子公司之交易，其利益與不利益必須為均衡，否則

即為非常規交易。至於交易之公平性與否，可以下列公式判斷： 

子公司之不利益（disadvantage）＋母公司之利益（advantage）＝

缺乏公平性 

上開公式之結論，所謂缺乏公平性，係指無法平衡而言。易

言之，若子公司之不利益，無法等於母公司之利益時，即為缺乏

公平性，而屬非常規交易。 

7.是否為「董事與公司間利益衝突」之行為（Conflict-of-Interest） 

此種判斷標準，著重於審酌下列數種分類96： 

(1)董事與公司間之交易（Self-dealing） 

(2)經營者圖利自己之報酬（Executive Compensation） 

(3)掏空公司資產（the Taking of Corporate Property） 

(4)不法意圖之行為（Corporate Action with Mixed Motive） 

(三)綜合研究 

關係企業藉由非常規交易而遂行其違法目的，職是，非常規交

易即屬關係企業與證券交易違法行為之牽連方法。質言之，對於關

                                 
96. 王文宇，論董事與公司間交易之規範，政大法學評論第六十二期，頁 417-418，1999年 12月版。 
廖大穎，論公司與董事間之非常規交易與利益衝突，月旦法學雜誌第 54 期，頁 136-138，頁 1999
年 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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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企業之間，其證券交易行為，是否具備合法性，當然攸關公司、

股東與債權人之利益。因此，判斷其證券交易是否為不合營業常規

或對公司不利益，甚為重要。上述各種判斷標準雖為美國法制與判

決要旨，但甚具參考適用價值。我國法制條文之用語具有不確定概

念，可由法院斟酌上述各項判斷標準，並為綜合運用，就主觀因素

（犯罪故意）與客觀要件（即上述判斷標準），為適法之論處科責

裁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