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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關係企業之市場操縱行為 

第一節 市場操縱行為之類型與關係企業之牽連 

壹、證券交易市場操縱行為之基本內涵  

證券交易法上有關反操縱條款之規定，為證券管理的重要課題之一，

各國政府對此莫不嚴加管制，以求證券市場之健全發展。蓋證券交易與其

他商品交易相較，有其特殊性存在，有價證券之價值，並不存在於該證券

票面之上，係表現於該證券發行公司之整體資產狀況，而此資產狀況往往

非一般投資大眾所得瞭解，故須確保證券交易之公平、公正，以保護投資

大眾；且證券市場之運作，更關係到一國整體經濟發展之榮盛與否，故各

國政府對於證券市場上之操縱行為均嚴加規制，藉以保護投資大眾，發展

整體經濟。我國亦於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中規範證券市場操縱行

為，惟由於立法技術未臻理想，法條文字規定不甚明確，導致學界及實務

界對此規定見解分歧，莫衷一是，徒增困惱。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之規

定，其立法原意，乃欲維護證券市場之公正、公平、公開，藉以限制有心

人士左右市場價格的行為。故此操縱行為與證交法第二十條之詐欺條款具

有同等重要性，其刑責最高可處十年有期徒刑。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主

要係仿美國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第九條第一項之規定而來的。證交法第

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係當初證券主管機關認為大型違約交割事

件，多會影響到市場交易秩序，與影響股價之行為效果相當，故將違約交

割列入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之操縱市場規定中；惟違約交割是否

為操縱行為，尚有爭議，究其係屬操縱行為，或僅係民事上之債務不履行，

此款之規定或有檢討修正之空間。 

我國目前之證券及期貨市場就全球化、國際化之規模上而言，仍有一

長遠的距離，而我國整體的證券相關法規亦有相當大幅度的改進餘地。目

前銀行業、證券業、期貨業等相關行業彼此間的界線已日漸模糊，在金融

市場所出現的產品亦發生重大變化。易言之，目前市場的演變，業者及商

品均逐漸跨出傳統，而有互取競爭商品優點之現象；基於此一整體的發展

趨勢，在集中交易市場之制度高度透明性運作下，業者與各方投資人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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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平機會參與交易，而在自由市場上扮演一定角色，此乃未來可能的方

向。 

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之操縱行為定義，並不容易得到一個明

確的概念，僅能以逐案分析的方式加以理解。而透過逐案分析則可發現資

本市場與期貨市場有一明顯的差異性存在，即各國政府對於資本市場均持

希望其繁榮發展之態度，只要資本市場一出現嚴重的挫跌，往往會引申為

執政者的施政挫敗；然在期貨市場上所交易的是商品價格風險，基本上較

為中立。又期貨市場與證券市場之差異點乃在於每一家上市公司的資本均

為固定的，其供給面一定，與期貨市場上期貨的供給可能性係無限的有所

不同。若供給面一定而需求面增加，則其價格亦會隨之發生變化；非人為

影響的價格而由供給與需求形成價格之情形並不常見，幾乎所有的價格形

成均會牽涉到相當的人為性，故於證券及期貨市場上容許一定的投機性存

在，而允許投資人、業者在交易市場上賺取價差，有此等人士存在則會造

成市場交易的活絡而對市場有利。故單從理論上欲判斷操縱行為是不容易

的，且於執行面之判斷亦有相當困難存在。 

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係援引自外國立法例，其文字用語並非十分清

楚，例如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實際買賣問題；又如證交

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違約交割問題，是否須以刑罰制裁，亦

有不同意見，若從市場管理之角度而言，主管機關對於操縱行為之管理應

著重於事前預防，而非事後處罰；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三、四

款，基本上係行為人欲影響股價之供需求扭曲、操縱股票價格，以獲取利

潤，有其存在必要；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之散佈流言，則

有害於市場上之公平交易；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之概括條

款，其真正適用上有深入分析檢討必要1。 

                                 
1. 學者林國全教授又認為：「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似賦予特定人合法操縱股價之權利；申
言之，內部人轉售股票須向主管機關申報，若申報後不實際轉讓，證交法第二十二條並無刑責處理
規定，而大量股票轉讓之申報在市場上可能會影響到股價的形成，若內部人不如期轉讓，此時可能
會變成有心人士操縱股價的合法藉口。此時究應依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之何款處理，即有
爭議。」。參見「證券市場操縱行為之法律問題研討」座談會，載於月旦法學第 26期，頁 119，一
九九七年七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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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市場操縱行為之類型與我國法制之規範  

一 .違約交割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在集中交易市

場報價，業經有人承諾而不實際成交或不履行交割，足以影響市場秩

序者」，此一行為，即為「違約交割」，又同法條第二項規定於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之行為，亦有準用。質言之，於店頭市場之買

賣，亦有適用2。 

違約交割之行為主體，係指買賣交易行為之人，投資人向證券經

紀商委託買賣後，證券經紀商再向證券交易所報價，以電腦撮合方式

成交，並以證券經紀商自己之名義移轉證券所有權。就證券經紀商而

言，其為民法第五百七十六條所規範之行紀法律關係，以自己之名義

為他人計算，由證券經紀商對投資人自得權利自負義務，再依委任關

係將證券所有權或出售之價金移轉於投資人，實務上常以間接正犯來

討論處罰對象為投資人3。又違約交割之行為客體，應指「在集中交

易市場」或同法條第二項規定之「在證券商營業處所」（即店頭市場）

買賣之有價證券。其行為態樣，依法規內容觀之，應有「不實際成交

或不履行交割，且足以影響市場秩序」，應為具體危險犯，質言之，

以具體危險之發生為犯罪構成要件，此要件應由法院審理時就個案具

體判斷之。所謂「足以影響市場秩序」，僅需有違約行為致市場秩序

受到影響之危險。從而，如有證券投資人違約，違約行為已屬既逐4。 

                                 
2. 本法條所謂「違約交割」，就規範內容，係指報價後，經有人承諾而不實際成交或不履行交割，應
為「違約不交割」，但慣例上，均以「違約交割」稱之。  

3. 法務部於 (87)法檢決字第○一九四八六號函釋：在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報價者，雖為證券經紀商，但實
務上委託報價者，則為投資人，證券經紀商不過為被利用之工具而已。至報價後有人承諾接受，應
實際辦理成交或不辦理成交者，應亦為投資人。而刑罰之對象，應為實際犯罪之人，故應依本法第
一百七十一條處罰者，為證券投資人，而非證券經紀商，（見八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八十四）廳刑
一字第○七二六○號函復台灣高等法院座談會，最高法院七十八年度臺上字第三一七九號及同院八
十二年度臺上非字第一七四號刑事判決）。  

4. 惟我國實務上對此問題，見解認為傾向於「應視實際報價數量、金額之多寡，視具體個案情形分別
認定」，依照司法實務研討會中，刑事法律專題研究（八），法律問題探討第二十三則，所謂「足
已影響市場秩序」，實務上如何認定？採乙說「應視實際報價數量、金額之多寡，視具體個案情形
分別認定」，似採具體危險犯之見解，由法官就具體案情審酌，而認定構成要件所保護之法益果真
存有具體危險時，始能構成具體之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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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交割之主觀犯罪要件，並不排除刑法總則之規定，質言之，

行為人應具備主觀之直接犯罪故意，行為人需對於「報價」、「不實際

成交或不履行交割」均有主觀犯意，具有故意違約之意圖，但對「足

以影響市場秩序」無須認識，行為人對於抽象危險犯之可能產生抽象

危險無須認識，即足當之5。 

市場操縱之責任，其目的在於維持市場之「正當性」（integrity of 

the market），使其價格之形成自由基於市場之正常供需關係，另一方

面則禁止以任何方式影響證券價格。而我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

條之規定，係仿自美國一九三四年之證券交易法（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但該法第九條對於禁止操縱行為，並未規範所謂「違約

交割」之內涵，而僅歸入民事責任之範圍6。此種觀察，啟發審酌證

券商應防範違約交割之責任，依我國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三十五條與證

券交易法第六十六條之規定，證券商（指證券經紀商）受託買賣有價

證券，應依據對客戶建立之資料及往來狀況評估客戶投資能力，客戶

之委託經評估其信用狀況如有逾越其投資能力，除提供適當之擔保者

外，得拒絕受託買賣。證券經紀商於受託買賣證券時違反上述法條規

定者，即構成違反證期局依證券交易法所發佈之命令者，除依證券交

易法處罰外，主管機關並得視情節之輕重，得為：警告、命令該證券

商解除其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職務、六個月以內之停業、營業許可

之撤銷，等處分。據此以觀，證券商確有防範違約交割之責任7。 

二 .沖洗買賣（Wash Sale）  

依據二○○○年修正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

款之規定「在集中交易市場不移轉所有權而偽作買賣」即指沖洗買賣 

                                 
5. 溫有德，證券交易法第一五五條「操縱股價」犯罪之研究，刑事法雜誌，第 46卷第 1期，頁 39-40，
二○○二年二月版。  

6. 餘雪明，證券交易法，頁 356-357，二○○一年三月版。  
7. 黃川口，股價操縱行為之法律觀，銘傳學刊第 4期，頁 55-56，一九九三年七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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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又稱「虛偽交易」，此款規範於二○○○年修正後已將之刪除8。 

所謂沖洗買賣,係指同一人同時在兩家以上券商開戶，透過證券交

易集中市場，大量買回自己賣出之有價證券或賣出買回之有價證券，

而實際未移轉所有權之買賣。藉此種大量買賣，製造交易熱絡之假

像，吸引投資大眾加入，致使投資人判斷錯誤，故而價格因此或有被

拉? 或壓低之可能性，而達到操縱股價之目的。 

沖洗買賣之問題，涉及「作價、作量」與「實質所有權」（Beneficial 

Ownership），前者係指行為人同時在證券市場一面賣出又一面買入，

以製造行情的欺騙性交易，亦即操縱行為人在證券商，連續為雙向買

賣委託，利用互相轉帳沖銷方式進行交易，此種行為，可能為使用多

數人頭戶，或關係企業使用法人戶，造成價量俱揚之假像，不但成交

量大增，達到「作量」之結果，且亦因大量交易而能使價格上漲，造

成「作價」之假像。但是，實際上買賣雙方當事人均屬同一委託人，

而結果不變更此證券之實質所有權（Beneficial Ownership），只須向證

券經紀商辦理交割手續，付出少數手續費及證券交易稅，究非實質之

成交買賣，僅在虛構成交量值之記錄，由於此種沖洗買賣在市場上能

夠釀成交投活絡假像，必然影響證券市場交易行情9。 

沖洗買賣之犯罪構成要件，包含應以操縱行為人在主觀上有意圖

影響證券市場行情之意圖，惟不以操縱行為已達成實際之影響。而

且，操縱行為人在形式上為不移轉證券所有權而偽作買賣，僅在製造

交投活絡假像，虛構成交量值之記錄，誘使一般投資人盲目附從買賣

                                 
8. 實務上多認定第二款及第四款之犯罪，若同時構成時二者係有牽連犯之關係，且以第二款之犯罪為
方法在多數戶頭內進行大量之買賣，造成該個股交易熱絡之假像，俟投資人跟進後再行將股票價格
炒高，達到第四款之目的，再伺機賣出從中牟利。故第二款之犯罪行為因為被刪除，進行沖洗買賣
雖不構成犯罪，但行為人仍可能具有「意圖? 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而
進行沖洗買賣，使他人誤認交易熱絡之假像，使投資人跟進，藉以? 高或壓低股價。 

9. 常見之沖洗買賣操作法，即操縱行為人在同一證券經紀商處開立二個帳戶，一個為其真實姓名，另
一個則為利用其配偶、家屬或他人名義開戶（俗稱人頭戶），並利用二個以上不同帳戶於大致相同
之時間、價格與數量對某一特定有價證券，如欲哄? 市價時，則以高於市價之價格；如欲壓低市價
時，則以低於市價之價格，委託證券經紀商為雙向買賣，經證券經紀商申報買賣，由證券交易所電
腦輔助交易撮合成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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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不以操縱行為人獲有利益或避免損失為必要10。本罪之行為態

樣，所謂「證券所有權」，應指證券實質所有權而言，即有沖洗性質，

此概念之內容，包括「交易假像」（a false or misleading appearance of 

active trading）、「以無實質所有權之交易而影響市場」（to effect any 

transaction in such security which involves no change in the beneficial 

ownership）11。而我國實務裁判上，對於沖洗買賣，雖行為人抗辯委

託買入與賣出，均有依全部相關法令規定繳納證券交易稅與經紀商手

續費及股款云云，但法院認為凡對於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

不得有在集中交易市場，不移轉證券所有權而偽作買賣之行為，證券

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此一禁止規定，即一

般所稱之「沖洗買賣」，通常係由一人分別在兩家以上之證券經紀商

開戶，再分別委託該兩家以上之經紀商，依一定之相同價格及數量，

為相反方向之上市證券買賣，以撮合交易，因買賣雙方之委託人同屬

一人，實際上並無移轉證券所有權之行為，行為人連續以此種方法在

集中交易市場完成交易，以造成某種特定上市之證券交易熱絡與交易

價格之假像，將吸引其他投資大眾跟進交易，乃明文禁止此種操縱市

場行情之行為。考其立法目的，在維護證券市場機能之健全，用以維

持證券交易之秩序，並避免投資大眾受到損害。既係由同一人分別委

託兩家以上之經紀商依一定之相同價格及數量，為相反方向之買賣，

即屬此所稱之不移轉證券所有權而偽作買賣之行為，而我國集中交易

市場即證券交易所，早即使用電腦自動撮合方式交易，事先無從掌控

其成交之相對人究係何人，則同一人委由某證券交易商買入相同價

格、數量之證券，無從掌握必係其委託另一證券經紀商賣出之同一證

券，從而所謂「沖洗買賣」者，幾乎皆有形式上之證券所有權移轉行

為；且為此種「沖洗買賣」之不法行為者，大多利用他人名義之所謂

「人頭帳戶」為相互移轉證券行為，雖已完成交割之「形式所有權」

                                 
10. 同註 7，頁 58。  
11. 美國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 Section 9 (a) (1)係規範禁止沖洗買賣（Wash Sale）與「相對交易」（或
稱相互委託）（Matched Order），其中關於禁止Wash Sale之規定全文為：“For the purpose of creating 
a false or misleading appearance of active trading in any security registered on a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 or a false or misleading appearance with respect to the market for any such security, (A) to 
effect any transaction in such security which involves no change in the beneficial ownership ther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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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但其「實質所有權」並未改變；況我國證券交易法所規定之證

券所有權概念，除「形式所有權」外，尚包括利用配偶、未成年子女

或他人名義持有之「實質所有權」在內，此觀之同法第二十二條之二

第三項及其施行細則第二條之規定自明。本條款所稱不移轉證券所有

權，倘僅侷限於「形式所有權」，則此一禁止規定，即形同具文，幾

無適用之餘地，殊違立法之本旨。故凡有不移轉形式或實質所有權之

偽作買賣行為，即合於本條款之規定，應依同法第一百七十一條之規

定論處12。 

沖洗買賣之行為主體方面，可能因其行為類型而有所差異。通

常，此罪之行為人可能為同一人或集團性質，前者為同一人所為之「相

反買賣」，自行一買一賣，有價證券之形式所有權雖移轉，但實質所

有權仍屬同一人。後者為同一人「利用」他人名義持有有價證券與自

己所為之相反買賣，此際被利用人亦可能為一般自然人與關係企業之

公司，該利用人與被利用人相互間所為有價證券所有權之移轉，非實

質所有權之移轉。通常被利用人係利用人之人頭戶或配偶或子女之戶

頭，被利用人常係於不知情之情形下提供戶頭予被利用人使用，利用

人乃利用自己及不知情之他人戶頭進行相反買賣。就後者而言，乃涉

及被利用之人（人頭戶）是否應成立共同正犯或幫助犯之問題。實務

上，則視各種情形區別之；若被利用人單純提供戶頭與利用人使用，

且不過問戶頭之使用情形，則被利用人應不構成任何一款之幫助犯，

蓋其無幫助之故意，亦無促使正犯之犯罪成立犯罪既遂之故意（即其

無雙重之共犯犯意）。但若提供戶頭者以幫助之故意，提供戶頭供人

使用並有意促使正犯之行為成立，則提供者構成第二款之幫助犯（今

第二款已刪除，故幫助犯亦無所附麗）13。實務上認為人頭戶無罪之

理由，亦參酌政治考量，即民國七十七年間，當時財政部長郭婉容曾

                                 
12. 最高法院八十七年度臺上字第二四六一號判決參照。  
13. 例如「麗正公司案」，法院即認為知情人頭戶、證券公司營業員、公司負責人（即行為人）與重要
財務出納會計，均構成共同正犯。台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五年度訴字第一四三五號、八十六年度訴
字第四五六號判決、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五年度偵字第八九六八、八九七六、九三一一、
一四一四六、一一九九六號、一一九九六、一二三三一、一二三三六、一四三七四、二四○七四號、
一九一六三、二一九六八、二一九六九、一一三六三、一四三七四、二七七七一、一○○六五號起
訴書，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九年度上更(一)字第六二五號判決書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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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表示投資人可以使用家人帳戶買賣股票以便節稅14。認為依目前

股票之交易制度，以價格優先、時間優先之電腦撮合交易原則，在未

有證據證明行為人通謀意圖之情況下，尚難認定人頭戶構成犯罪。而

且親朋好友間，商借戶頭，藉以節稅，此乃人之常情，尚難僅因戶頭

出借即遽認有犯罪之故意。況我國於證券交易所得稅開徵研議之初，

當時主其事者，曾告知投資大眾利用多數戶頭分散股票買賣之數量，

以達節稅之目的，故我國投資大眾以人頭戶買賣股票者所在多有，益

徵出借帳戶予他人使用，確無犯罪之意思15。 

三 .相對委託（Matched Order）  

我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意圖? 高

或壓低集中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與他人通謀，以約定價格

於自己出售，或購買有價證券時，該約定人同時為購買或出售之相對

行為者」，即為相對委託之犯罪行為，此種規範依同條第二項之規定，

於店頭市場亦準用之。此種行為之相對委託是否應於相同時間、相近

數量與價格，在我國之規定與美國法制有所差異。上開法條關於相對

委託之禁止規範，源自美國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一

款（Section 9 (a)(1)）之規定，美國法制之規範條件，必須具備「實質

上相同時間」（at substantially the same time）、「實質上相同價格」（at 

substantially the same price）、「實質上相同數量」（an order or orders of 

substantially the same size）16。但我國法制並未必如此，只要有此通謀

                                 
14. 民國七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經濟日報第一版參照。  
15.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四年度訴字第一一二六號關於「興農案」之判決參照。  
16. Section 9 (a)(1)關於 Matched Order規範之原文為：“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the use of the mails or any means or instrumentality of interstate commerce, or of any facility 
of any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 or for any member of a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 (B) to enter an 
order or orders for the purchase of such security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an order or orders of substantially 
the same size, at substantially the same time and at substantially the same price, for the sale of any such 
security, has been or will be entered by or for the same or different parties, or (C) to enter any order or 
orders for the sale of any such security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an order or orders of substantially the same 
size, at substantially the same time, and at substantially the same price, for the purchase of such security, 
has been or will be entered by or for the same or different parties.”  
中文意旨為：「任何人或證券交易所之會員，如果直接或間接利用郵寄或州際貿易之任何方法與工
具，或以國內證券交易所之任何工具，從事下列行為，均屬違法；… 明知而下單買賣證券，且該證
券之交易，實際上為同一時間，同一價格，同一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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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委託之事實，如果時間、數量或價格相差較遠，仍可構成本罪17。

質言之，本款規定之構成要件以行為人與他人共謀而為相對委託之買

賣，所共通謀議者為價格及時間，並進行相反之交易，至於數量是否

須相同則非所問，以所成交之數量範圍內構成本款之行為。以價格及

時間而論，時間當指於當日內所進行之共謀為限，且委託買賣撮合成

交行為，以限於當日，隔日之委託應重新委託；但非無可能以一定概

括之犯意先就時間約定何時進行相對委託。價格部分，並非指共同謀

議同一價格，因以同一價格委託買進及賣出，反而不易成交。故此所

謂之約定係指在促成成交之情況下所為之委託買價及賣價之約定18。 

相對委託之行為與沖洗買賣有所區別，雖然二者均係操縱行為人

對某一種特定有價證券從事製造行情之欺騙性之交易引誘投資人盲

目跟從，釀造有利於自己的股價趨勢者相同。二者相異之處，沖洗買

賣係以同一投資人在同一證券經紀商同時分別利用二個以上帳戶，以

大致相同之數量價格時間上對某一種有價證券為「雙向委託」買賣，

因而買賣雙方當事人均屬同一委託人，僅對同一證券商辦理交割手

續，實際上並無移轉證券所有權。相對委託係由二個投資人通謀連袂

對某一種特定有價證券為一個或數個買賣之相對委託，該行為僅有通

謀買賣，實際上並無買賣證券的意思，而須辦理交割手續及移轉證券

所有權19。 

四 .連續交易（炒作）（Series of Transactions）  

(一)連續交易之法定構成要件 

資本市場之影響因素甚多，舉凡基本面、政治面或產品研發，

均可能影響有價證券之價格，但合理之市場機能供需關係，始為形

成公正合理之證券市場。因此，發行市場之真實性與流通市場之公

平性，一直為各國證券交易之最高指標，同時也積極立法規範操縱

行為。所謂操縱行為，係指經濟面以外之因素，藉由故意人為之計

                                 
17. 參註 6，頁 359。  
18. 依台灣證券交易所營業細則第五十八條第一項規定「電腦自動交易之買賣申報，限當日有效」，收
盤後該筆未成交之委託即失效。  

19. 同註 7，頁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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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性行為，使證券市場發生扭曲機能或供需失調，進而影響證券價

格獲取不法利益之行為。 

為保障證券投資人之權益，以維護證券市場之公平性，我國證

券交易法特於第一百五十五條規定「反操縱條款」，其目的在於杜

絕股市投機行為，穩定證券市場之交易秩序，以利證券市場之健全

發展，保障流通市場之公平公正性。該法條第一項係針對集中市場

加以規範，第二項則明定店頭市場之準用。除於民國八十九年七月

十九日修正時將第一項第二款「沖洗買賣」廢除外，現行法之操縱

行為包括「違約不交割」（第一項第一款）、「相對委託」（第一

項第三款）、「炒作行為」（第一項第四款）、「散佈流言或不實

資料」（第一項第五款）、「操縱行為之概括規定」（第一項第六

款）。 

就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及同條第二項規

範連續交易炒作行為而言，規定「意圖? 高或壓低市場某種有價證

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

入或以低價賣出者」。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之立法理由：「本條

明文禁止操縱市場行情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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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證券集中交易市場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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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須維護證券市場的自由運作。在自由市場中，有價證券的

交易，係基於投資人對於證券價值的體認，形成一定的供需關係，

並由供需關係決定其交易價格。而操縱市場行情的行為，將扭曲市

場的價格機能，因此必須加以禁止，以避免由於人為的操縱，創造

虛偽交易狀況與價格假像，使投資大眾受到損害。」 

(二)主觀要件 

炒作行為之主觀要件為「? 高或壓低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

交易價格之意圖」，此有關主觀意圖當然應援用刑法第十二條第一

項規定，且以直接犯罪故意為準據。但炒作行為之主觀意圖很難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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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除非當事人自己承認炒作有價證券，否則難以直接判斷20。 

通常而言，若欲判斷炒作行為之主觀犯罪故意，應可自行為人

之客觀要件著手，質言之，如行為人之客觀行為已符合炒作行為，

則可佐證其主觀犯意。但此種判斷方法，仍有其弊病，因為證券市

場上股價之波動頻繁，若輕易推論主觀意圖，亦使法律適用不夠嚴

謹，恐有違反罪刑法定主義原則。我國實務上曾有判決對於因入主

目標公司或取得常務董事席次，而認為並無主觀犯意之案例，值得

參考21。 

學者對於此項主觀要件，見解大多相同，但仍有些微差異： 

1.有學者認為應將「意圖? 高或壓低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

之主觀要件，援引日本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規定：「任

何人，皆不得就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等，以引誘他人從

事有價證券買賣交易等之目的，而為左列各款之行為．．．」，「單

獨或與他人共同，從事使他人誤認該有價證券之買賣交易熱絡，

或將致使該有價證券行情變動之一系列有價證券買賣交易或其

委託或受託」。22此種見解亦有疑義，例如行為人抗辯其目的並非

引誘他人買賣有價證券，而係替自己控股之公司「護盤」以維持

股價，確保對銀行貸款之額度，此種情形，若遽爾認定其具備直

接犯罪故意，亦有未合23。 

2.有學者認為應參照美國 1934 年證券交易法（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解釋（section 

9(a)2），該法條之規定為：「單獨或共同與他人對在全國性證券交

易所登記之有價證券，作連續交易，以造成該有價證券交易活絡

之表像，或? 高或壓低其價格，以遂其誘使他人購買或出售該有

                                 
20. 實務上亦曾有當事人直接承認炒作有價證券之情形，例如台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五年度訴字第一四
三五號案件被告譚晶心於審理中自承炒作麗正公司之股票。  

21.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一八三號判決（南港輪胎案），該案經台灣高等法院以八十九
年度上訴字第三二八六號維持原判，嗣經最高法院以九十一年度臺上字第四一○三號判決無罪確定。 
台灣高等法院八十八年度上更(二)字第一六一號判決（味全案）。  

22. 林國全，證券交易法研究，頁 182，二○○○年九月版，元照出版社。  
23. 引自前註，持此見解者有賴源河教授與賴英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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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證券之目的者，均屬違法」24。依此解釋，應先判斷其買入時

之目的是否在於提昇股價，而其持有期間之股價是否仍屬高檔，

且其出售時之價格是否合理等綜合因素加以判斷，典型的案例如

公司內部人（如董事、經理人、大股東）連續買入其公司股票，

將行情逐步拉高，誘引大眾購買的興趣，至相當價位後，內部人

出售其持有之股票。同時並停止購入其股票（pull the plug）使行

情重跌，讓投資大眾蒙受損失。此類行為，即為美國證券交易法

上述規定所禁止者25。 

對此，學者有引用美國判例法之解釋26，認為：「如買入時情

況確足顯示買者有增高市價之期望，而事實上市價亦因增高，而

此項購買之目的確在使他人於此時購入（在比較高之價格層次）

者，如確有此目的，已構成違法行為，至於目的（即促使他人以

此較高價格購入）是否達到，或其本人相信此股票應有更高之售

價，則無關緊要。故如甲連續買入後於較高之價格賣出獲利，推

定其不法。反之，乙於最後買入後等候相當之時間，使其購買行

為對市場之影響逐漸消失，於獨立市價基於其他供求因素成立後

再賣出，則可反證其操縱之故意」27。 

據上以觀，對於主觀要件之判斷，厥屬難事。一九九三年五月二

十一日中華民國投資人保護協會曾經陳情，要求修正證券交易法第一

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百七十一條，將正當投資人基於正當投資決

策理由而連續買賣之情形，以但書規定排除處罰，亦值得考慮28。 

五 .散佈流言或不實資料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意圖影響集中市場有

                                 
24.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Section 9(a)2, 該款原文為：“To effect, alone or with one or more 

other persons, a series of transactioins in any security registered on a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 creating 
actual or apparent active trading in such security or raising or depressing the price of such security, for the 
purpose of inducing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such security by others.” 

25. Thomas Lee Hazen, The Law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 P407-P415, Third Edition, West Publishing Co. 
26. 引自餘雪明，證券交易法，頁 360，二○○一年三月版。  
27. 學者林國全教授亦贊同此見解，請參見註 22。  
28. 參見陳情書附件之修正案法律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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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證券交易價格，而散佈流言或不實資料」，屬操縱行為之一種類型，

同法條第二項規定店頭市場準用之。此所謂「流言或不實資料」，必

須具備相當之重要性，且足以影響投資人買賣之判斷，始足當之。其

立法意旨，在於以非進行股票交易或兼有進行股票交易之方式，對某

股票股價達到控制或操縱之目的，尤其以散佈流言或不實資料對股票

上市公司之影響頗大，其可能損及公司之信譽、信用，連帶影響公司

之營運，最甚者係影響集中交易市場之個股表現，而直接影響該股價

之漲跌，使股價無法藉由自由市場機制決定漲跌，則該行為人之行為

所侵害之法益已非單純該上市公司之名譽利益或信用利益，尚且包括

整體經濟秩序。綜合而言，目的在於確保證券市場之公平交易、自由

與公開，並保護投資大眾。 

本條款之規範，其概念亦來自美國法制，依其一九三四年證券交

易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Section 9 (a)(3)）之規定：「證券商或正在

買賣該證券中之人，不得以誘使他人買賣該證券之目的，而對該上市

證券，散佈有人正在進行買賣該證券以拉高或壓低其價格，故該證券

將會上漲或下跌之流言」29；第四款（Section 9 (a)(4)）規定證券商及

正在買賣證券中之他人，不得以誘使他人買賣上市證券之目的，而對

重要事實，作虛偽或誤導之陳述30；第五款（section 9 (a)(5)）規定不

得直接或間接，自證券商或正在買賣證券之人處獲得報酬，以誘使他

人買賣該證券之目的，而對該上市證券，散佈有人正進行買賣以拉高 

                                 
29. 原文為：“If a dealer or broker, or other person selling or offering for sale or purchasing or offering to 

purchase the security, to induce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any security registered on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 by the circulation or dissemination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of information to the effect 
that the price of any such security will or is likely to rise or fall because of market operations of any one or 
more persons conducted for the purpose of raising or depressing the prices of such security.”  

30. 原文為：“If a dealer or broker, or other person selling or offering for sale or purchasing or offering to 
purchase the security, to make, regarding any security registered on a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 for the 
purpose of inducing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such security, any statement which was at the time and in the 
light of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it was made, false or misleading with respect to any material fact, 
and which he knew or had reasonable ground to believe was so false or misl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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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壓低其價格，故將會上漲或下跌之流言31。 

實務上，關於散佈流言之不實資料之典型案例，即為有線電視台

（即俗稱第四台）之某些節目，其主持人均以「老師」、「分析師」自

稱，有時甚至成立「股友社」，並在節目中以誇大不實方式，散佈不

實資料，鼓吹投資大眾買進或融券放空，但事實上該行為人（即電視

節目主持人）則大獲其利。最著名之案例，為台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

六年訴字第七七七號裁判中「譚清連」，其係房金衛視「戰勝股市」、

霹靂衛視「股市戰神」節目主持人，設置譚老師服務處，並於媒體廣

告刊登飆股致富講座，對外招收會員，並與會員共同操作買賣股票，

由譚清連收取獲利金額百分之三十五為報酬。譚清連並於前述「戰勝

股市」「股市戰神」等節目中並無任何合理依據之方式，以報明牌方

式言語大力勸說投資大眾買進推薦之股票，同時配合其所經營之股友

社，以電話或以呼叫器之方式通知各會員買賣其所推薦之股票之價格

及買賣時點，買賣股票藉以拉? 或影響股價。此案例法院裁判認為行

為人觸犯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之散佈不實資料

罪責（此外，尚牽涉銀行法第二十九條、第二十九條之一，證券交易

法第十八條及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之規定）。 

六 .操縱行為之概括禁止規範  

(一)我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直接或間接從事

其他影響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交易價格之操縱行為者」，係

反操縱條款之概括規定，圖藉之彌補第一款至第五款具體列舉規定

之不足。 

                                 
31. 原文為：“For a consideration, receiv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a dealer or broker, or other person 

selling or offering for sale or purchasing or offering to purchase the security, to induce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any security registered on a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 by the circula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to the effect that the price of any such security will or is likely to rise or fall because of the 
market operations of any one or more persons conducted for the purpose of raising or depressing the price 
of such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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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款概括規定之最大問題點在於究竟何謂「操縱行為」。概括

規定之解釋運用，應參酌具體列舉規定之共通意旨，惟現行第一款

至第五款具體列舉規定有以行為人主觀意圖為要件者，有單純規範

客觀行為者，有明定行為客觀危險性之要件者，有未以之為要件

者，故欲由此等具體列舉規定理出一共通旨意以為本款概括規定解

釋運用之準繩，實有相當之困難。而本款之違反，依第一百七十一

條最高可處以十年之有期徒刑，在罪刑法定主義下，「構成要件明

確化」本係刑罰規定之基本要求，現行法卻以本款構成要件模糊之

概括規定使參與證券市場買賣交易之人陷於如此重刑之恐懼下，是

否合理？頗值深究。 

本款概括禁止「其他足以影響市場行情」之行為，係承襲「證

券商管理辦法」第五十七條第五款規定而來：其目的係鑒於操縱市

場之行為，態樣複雜，上述各款規定可能掛一漏萬，因此特加本款

之概括規定，以彌補上述規定之不足。惟本款適用上可能有相當因

難。蓋任何具有相當數量的買賣，必然影響市場行情，而行為人通

常亦明知由於其數量較大的買賣將使市場行情發生變化。今若有人

購入鉅額股票，而該股票行情亦因而受到影響，此人是否違法？如

認為已經違法則範圍未免過大，可能傷及無辜。 

(二)我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之規定，係源自美

國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第九條第一項第六款（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Section 9(a)(6)），該法條內容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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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在美國判例法上，曾明白表示：「購買或

賣出股票可能會導致有價證券交易價格產生變化，但單純就此尚難
                                 
32 該條文之原文為："To effect either alone or with one or more other persons any series of transactions for 

the purchase and /or sale of any secr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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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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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違法，從而，如果有人單純在交易市場買入大量股票而想大量

持有，並不違法33」。 

(三)就法律規範而言，美國法之規定概括性反操縱條款之前提為「違

反證管會（ＳＥＣ）為公共利益或投資人權益而頒佈之規定」，而

我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並未規定具體授

權，從而證期局亦未對此頒佈任何規定。具體而言，對於證交法第

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之構成要件，必須兼具有下列因素，否

則不該當犯罪34： 

1.扭曲或破壞證券交易市場之機能。 

2.使得其他投資人遭引誘而買入或賣出。 

3.使得特定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非自然形成」。 

4.具有直接犯罪故意。 

5.考量行為人在市場上是否產生「領導價格效應」（ price 

leadership）？考量行為人對交易市場是否產生「控制效應」

（dominance and control）？ 

6.考量行為人是否藉由買賣行為，而減少市場上該有價證券之流通

（reduce the floating supply of the security）？35 

7.行為人停止買賣時，該有價證券之市價是否無量下跌（ collapse of 

                                 
33 賴英照，證券交易法逐條釋論，第三冊，頁 188，美國裁判內容為："Any extensive purchases and sales 

are bound to cause changes in the market price of the security, but mere knowledge on the part of the 
purchaser or seller that his transactions will have that effect is not sufficeient to bring him within the scope 
of this provision (i. e. 9). Thus, if a person is merely trying to acquire a large block of stock for investment 
or desires to dispose of a big holding, his knowledge that in so doing he will affect the market price does 
not suffice to make his actions unlawful." 

34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七十一年偵字第一一三五四號不起訴處分參照；又有關「護盤」，並非法
律名辭，如何適用證券交易法第 155條第 1項第 6款亦屬困難。  

35. 此部分應查核行為人藉由關係企業或員工或人頭帳戶，於查核期間內買賣數量是否鉅大，且占流通
股數百分比是否鉅大，配合該有價證券之「週轉率」，綜合判斷。而「週轉率」之計算，係以該股
成交總數量為分子，除以全部發行且無限制交易之股份（為分母），即可算出「日週轉率」、「月
週轉率」與「查核期間週轉率」。如果行為人買賣數量大，且買賣數量占成交數量比重高，而週轉
率又低，足證行為人確有操縱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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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rket for the security）？36 

8.此外，尚須綜合判斷行為人介入期間，該有價證券之價量是否與

市場（大盤）指數背離、是否與同類股價量背離、是否大量買賣、

是否以漲停價買入或以跌停價賣出、是否有變態交易（例如違約

交割），等各項因素。 

                                 
36. 餘雪明，證券交易法，頁 360-362，證基會出版，二○○○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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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違約交割之法律爭議 

壹、問題之提出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關於「違約交割」之規範，

亦屬非常規交易之內涵。若依該法條規定「在集中交易市場報價，業經有

人承諾接受而不實際成交或不履行交割，足以影響市場秩序」，基本上為

證券交易反操縱行為法律本質（Anti-Manipulation Provision），同條第二項

規定：「前項之規定，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準用之」。所謂「證

券商營業處所」實際上係指「店頭市場」而言。職是，違約交割之規定，

不論於集中交易市場抑或店頭市場均有其適用37。 

次按投資人以「行紀名義」委託證券經紀商買賣股票，買賣契約存在

於受託買進股票之證券經紀商與受託賣出股票之證券經紀商之間，並非存

在於委託買賣之投資人之間。又上市有價證券之買賣，應於證券交易所開

設之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為之。而於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為買賣者，

在會員制證券交易所限於會員；在公司制證券交易所限於訂有使用有價證

券集中交易市場契約之證券自營商或證券經紀商，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

條前段、第一百五十一條分別定有明文。目前「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係屬公司制證券交易所，依上開法條規定 得於有價證券集中交易�

市場為上市股票之買賣者，限於訂有使用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契約之證

券自營商或證券經紀商。又「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

一百十條至一百十四條及「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三十五

條均規定交割係屬證券商對證券交易所所負之義務38。 

按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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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通知委託人外，並應即代辦交割手續」。

蓋交割係屬證券經紀商對於證券交易所之責任，從而，不論委託人是否履

行交割，證券經紀商均負有交割之義務。進而言之，證券經紀商既已代辦
                                 
37.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所規定「違約交割」之名詞，實應為「違約不交割」，質言之，其係指
於集中市場或店頭市場買賣有價證券但無法給付價金之情形。  

38. 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臺上字第四九九二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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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手續，則委託人即無證券交易法第一五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謂「不履

行交割」之情形，在此情況下，委託人充其量只對證券經紀商負擔債務不

履行之責任而已。 

據上所述，由於法條規定之不明確，導致實務適用上混淆，且在理論

與實際運用，該法條是否應予修訂，亦產生質疑，爰有研究之必要。 

貳、關於違約交割之理論與實務之矛盾  

一 .罪刑法定主義之援引  

按刑法第一條規定：「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

者為限 」，即揭示罪刑法定原則，係指犯罪之成立要件及法律效果，�

均須以法律加以明確規定，法律若未明文規定處罰者，即無犯罪與刑

罰可言39，故若一刑事案件之有罪判決，其判決不依刑事法律，或對

法律為超出其法條範圍之解釋，則係違背刑法第一條之違法判決。證

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對於在證券交易所上�

市之有價證券，不得有左列各款之行為：一.在集中交易市場報價，業

經有人承諾接受而不實際成交或不履行交割，足以影響市場秩序

者。．．．」，同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款規定：「有左列情事之一者，

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一.違反第二

十條第一項、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

第一項之規定者。．．．」；職是，若有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之犯罪行為（實務學說稱之違約交割），即受同法第一

百七十一條刑罰之制裁，然犯罪之成立須遵守明確之構成要件 而證�

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構成要件可析之如後：1.須在集

中交易市場報價，業經有人承諾接受，��須未實際成交或未履行交割

（以上 1.��產生行為人究係證券經紀商及自營商，抑且包括委託證券

商買賣有價證券之投資人的疑慮），3.行為客體即「交易標的」，指在

集中交易市場上市買賣之有價證券，��須足以影響市場秩序者，��行

為人於集中交易市場買賣之初，主觀上即已有不實際成交或不履行交

割，意圖影響證券市場行情之故意；若符合上述各項構成要件，始得

                                 
39. 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冊，頁 26，1998年 1月增訂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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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證交法第一百七十一條施以刑罰。 

二 .犯罪構成要件之理論矛盾  

(一)須在集中交易市場報價，業經有人承諾接受 

1.「報價」係指契約之要約 

按「報價」係指有價證券買賣契約之要約，此可由證交法第

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在集中交易市場報價，業經有

人承諾接受」之文句，將「報價」與「承諾」對照併列可知「報

價」即為民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之要約40，而條文所稱之在

集中交易市場報價之主體，從現行規定觀察 應指證券自營商及�

證券經紀商而言。 

2.查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一條規定：「於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為買

賣者 在會員制證券交易所限於會員；在公司制證券交易所限於�

訂有使用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契約之證券自營商或證券經紀

商。」，而目前「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證

交所）係屬公司制證券交易所，依其「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營業細則」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參加本公司市場交易買賣

有價證券者，以與本公司訂立供給使用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契

約之證券經紀商、證券自營商為限。」 故得在集中交易市場上�

為有價證券之買賣申報（即報價）者係證券自營商及經紀商，但

一般投資人僅能在證券經紀商處開戶，與經紀商訂立買賣有價證

券委託契約，其既無法與證交所簽訂使用市場契約，則勢當無法

在集中交易市場上「報價」。 

3.一般自然人之投資人與證券經紀商間之買賣委託契約係屬行紀之

法律關係 

證券投資人若為一般自然人僅能於證券經紀商處開戶並簽

訂買賣委託契約，而委託人與證券經紀商間之法律關係現行實務

                                 
40. 江朝聖，「違約交割之刑事責任」，月旦法學第 23期，頁 96-103，1997年 3月 15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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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係採行紀說41，依民法第五百七十六條規定：「稱行紀者 謂以�

自己之名義，為他人之計算，為動產之買賣或其他商業上之交

易，而受報酬之營業。」，同法第五百七十八條規定：「行紀人為

委託人之計算所為之交易，對於交易之相對人，自得權利並自負

義務 」亦即證券商以自己名義在集中交易市場為買賣有價證券�

之要約（即買賣申報之報價），而自為買賣有價證券契約之一方

當事人，因此一般投資人並非買賣契約之當事人，從而不享有此

契約權利，及不負此契約義務，買賣關係之主體係受託買賣之雙

方證券經紀商，而非委託買賣之一般投資人。 

4.證券商於集中交易市場上所為之買賣申報與一般投資人所為之委

託應嚴加區別 

按證交所營業細則第五章（第五十四條至第七十四條）章名

為「市場交易」，規範內容為證券商買賣申報等等運作模式；而

第六章（第七十五條至九十五條）章名為「證券經紀商受託買

賣」，係規範投資人與證券經紀商，故應嚴加區別證券商之買賣

申報與投資人之委託係不同概念。 

(二)須於集中交易市場上未實際成交或未履行交割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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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另「不履行交割義務」之「交割」一語，係指履行買賣有價證券

契約所負之交付證券或價金之義務，因此法條上所述之不履行交

割，係指不履行交付證券或價金之義務。 

                                 
41. 賴英照，證券交易法逐條釋義第 4冊，頁 500-502，一九九一年七月版。  
42. 林國全，證券交易法研究，頁 186-189，元照出版社，二○○○年九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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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然於集中交易市場上「不履行交割」，其情形究係指證券自營商

與經紀商之不履行交割？或指投資人之不履行交割？ 

(1)由前述現行實務上有價證券買賣之委託採行紀可知，集中交易

市場上有價證券買賣契約關係存在於受託買進股票之證券經

紀商與受託賣出股票之證券經紀商之間，並非存在於委託買賣

之投資人間，故負交割義務者為雙方證券商，也僅有證券商（契

約當事人）有不履行交割義務之可能� 

(2)另依(1)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證券交易所之會員或證

券經紀商、證券自營商在證券交易所市場買賣證券，買賣一方

不履行交付義務時，證券交易所應指定其他會員或證券經紀商

或證券自營商代為交付。其因此所生價金差額及一切費用，證

券交易所應先動用交割結算基金代償之；如有不足，再由證券

交易所代為支付，均向不履行交割之一方追償之。」，及(2)證

交所營業細則第一百十二條規定：「證券商不得因左列各款情

事而不履行交割義務：一.委託人違約。．．．」，第一百一十

三條第一項規定：「證券商及證券金融事業不得違背交割義

務。」，及(3)證交所公司章程第三十五條規定：「交割係屬證券

商對證券交易所所負之義務。」，故綜上各項說明，「交割」實

屬證券商對證交所之義務 且此義務不因一般投資人未履行�

其與證券商間依行紀契約所生繳納價金或繳交證券之責任而

免除，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臺上字第四九九二號刑事判決亦贊

同上開見解，故於證券交易市場上「不履行交割義務」之情形

係僅指證券自營商及經紀商。 

綜前所述，(1)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之「報

價」係指有價證券買賣契約之要約，而依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一條規

定，得在集中交易市場買賣有價證券者係證券商，因此該款所稱之

在集中交易市場報價係指證券商在集中交易市場所為買賣之要約

行為，而不包括投資人向證券商委託買賣有價證券之行為，(2)且「不

履行交割」一詞須接續該款前述之「在集中交易市場」，而依行紀

之法律關係觀之，在集中交易市場不履行交割者係證券商，故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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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觀點可知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範之行為主

體係證券商，但該法條之處罰，立法科責之對象卻為一般自然人之

投資人，犯罪構成要件之理論，顯有矛盾。 

三 .間接正犯適用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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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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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但此種適用間接正犯之實務裁判，仍有探討之餘地。 

                                 
43. 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臺上字第四九九二號判決參照。又依法務部楊秀美檢察官於台灣高等法院台南
分院檢察署八十五年、八十六年度研究發展報告中，就「證券交易法刑事責任之研究」一文中，亦
持此見解（第七頁至第十一頁參照）。  

44.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九十年度訴字第四六號案件，於審理中被告之辯護人則以違約交割理論矛盾抗
辯，但法院則以間接正犯之理論判決（該案現在台灣高等法院以九十年度上重訴字第三八號審理中，
尚未確定），台灣臺北地方法院之判決理由意旨為：  
1.按證券交易所，或為公司制，或為會員制，證券交易法對此二制度均予明定（證券交易法第九十
三條至第一百三十二條規定參照）。目前實務係採公司制，依此設立得供有價證券競價買賣所開
設之市場，僅台灣證券交易所。而在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為買賣者，在會員制證券交易所限於
會員，在公司制證券交易所限於訂有使用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契約之證券自營商或證券經紀商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一條參照），一般投資人縱欲在證券交易市買賣有價證券，唯有透過證
券經紀商。準此，得在台灣證券交易所競價買賣有價證券者，僅限於與其訂有使用有價證券集中
交易市場契約之證券自營商或證券經紀商（證券交易法第十五條第三款、第十六條第三款規定參
照），不及於投資人。因受限於投資人無法以自己名義在證券交易市場競價買賣之規定，則由證
券經紀商為投資人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由投資人自行訂約買賣有價證券之居間方
式（民法第五百六十五條規定參照），幾不可能。是投資人僅能由證券經紀商以自己名義，為投
資人之計算，為有價證券之買賣（民法第五百七十六條規定參照），故投資人委託證券經紀商買
賣有價證券之關係，係屬民法第五百七十六條所定之行紀法律關係。又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
三條規定，證券交易所之會員或證券經紀商、證券自營商，在證券交易所市場買賣證券，買賣一
方不履行交付義務時，證券交易所應指定其他會員或證券經紀商、證券自營商代為交付。其因此
所生價金差額及一切費用，證券交易所應先動用交割結算基金代償之，如有不足，再由證券交易
所代為支付，均向不履行交割之一方追償之。準此，在證券交易市場報價買賣之契約主體乃證券
經紀商，並非投資人，而有依買賣契約負履行交割義務者，即為證券經紀商。  

2.惟刑事責任以處罰故意為原則（刑法第十二條規定參照），即令在證券交易市場公開報價者是經
紀商，然證券經紀商不得接受對有價證券買賣代為決定種類、數量、價格或買入、賣出之全權委
託（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九條規定參照），實際作出價決意之人乃投資人，除能證明證券經紀
商與投資人間有共犯意思之聯絡，否則接受投資人委託之證券經紀商實乏明知而有意使其發生之
故意之可言。而投資人既利用無犯罪故意且不知情之證券經紀商在證券交易市場空報價格，嗣後
不履行交割，以遂行其犯罪，則為貫徹證券交易市場自由、平等、公開之立法意旨，應認投資人
係以證券經紀商為其犯罪工具而實施構成要件之間接正犯，自應以違約交割罪相繩。  

3.違約交割罪僅須有報價並不履行交割而足生影響於市場秩序之行為即足當之，其時犯罪業已成
立，至事後證券經紀商代為履行交割，無礙於投資人應負違約交割之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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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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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在實行構成要件該當行為時，非如直接正犯使用一般機

械性之工具（例如刀或槍等），而是使用人之工具。行為人經由另

一個做為行為工具之他人，而不必親自動手，即能實現構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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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另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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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故所謂間接正犯指利用他人作為犯罪工具，進而為自己實施構成

要件行為，達成法益之破壞，以遂其犯意之正犯，惟間接正犯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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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中被利用人－證券公司須於集中交易市場不

履行交割之義務，始能成立，然在現今證券市場上，此為不可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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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投資人並未利

                                                                                                    
4.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四項、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委託證券經紀商以行紀名義買入或
賣出之人，視為同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三項所規定之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得對違反同
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二項之人請求損害賠償，雖明訂委託人得視為真正買賣有價證券之人，
然此僅為解決民事賠償責任之請求權主體而設，非可據此認定投資人為違約交割罪之行為人。 

45. 林山田，刑法通論（下冊），頁 175，一九九八年一月增訂 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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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證券商去實現該當構成要件之行為之可能。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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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在課以違約不履行交割者的法律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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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市

場中，有價證券之交易，係基於投資人對於證券價值的體認，形成

一定的供需關係，並由供需關係決定其交易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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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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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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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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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實務裁判之歸納  

一 .最高法院判決  
案   號 主文與理由要旨 

91臺上 5439號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判決書之事實及理由欄內說明認定「足以影響市場秩序」
之依據：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之規定，以「足以影響市場秩序」為構成要件，不僅事實
欄應明白認定，且須於理由內說明其所憑之依據，方足以
資論罪科刑。原判決僅於事實欄記載上訴人所交付之系爭
支票屆期不獲兌現，致未履行交割，足以影響市場秩序，
但理由欄並未說明經由何項調查及有何證據，堪認上訴人
之行為足以影響市場秩序，自有查證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
法。 
 

91臺上 5205號 上訴駁回。（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間接正犯：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條前段及第一百五十
一條之規定，得於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巿場為上市股票之買
賣者，限於訂有使用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巿場契約之證券自
營商或證券經紀商，故如投資人利用不知情之證券自營商
或證券經紀商，轉向集中交易市場報價，經有人承諾接受
而不履行交割，足以影響市場秩序者，係成立同法第一百
七十一條之罪之間接正犯，而非逕依該規定處罰。 

91臺上 5665號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原審判決被
告無罪） 
證券從業人員之責任：被告係證券業從業人員之專業身
分，其對於各該非正常之股票交易投資人，若未能依約交
付股款，以鳳山證券公司之資本或財力，並不具有履行交
割義務之能力，勢將發生違約之結果等事實，主觀上縱無
「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之直接故意，亦有「預見其發生
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之間接故意？原判決就上開不
利於被告之事證，並未詳加審認說明，遽為有利於被告之
論斷，非無調查之職責未盡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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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主文與理由要旨 
91臺上 1693號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足以影響市場秩序」之認定：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

條、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罪，以足以影響市場

秩序為其構成要件，原判決僅以違約交割數額龐大，造成

市場交易秩序混亂為由，未敘明所依憑之其他佐證及理

由，遽認足以影響市場秩序，理由稍嫌未完備。 
91臺上 606 號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成立連續犯之限制：修正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

一款係處罰交易成交後不履行交割，第二款則係處罰並無

真正交易而偽作買賣，二者要件有別，乃原判決未詳細說

明其理由，逕謂上訴人所犯前條項第一款「違約交割 
」罪與第二款「偽作買賣」罪，犯罪構成要件相同，為連
續犯自屬可議。 

91臺上 332 號 上訴駁回。（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一、違約交割之間接正犯：投資人若利用不知情之證券自
營商或證券經紀商，轉向集中交易市場報價，經有人
承諾接受而不履行交割，足以影響市場秩序者，即非
不能成立同法第一百七十一條之罪之間接正犯，且其
犯罪行為，於不履行交割影響市場秩序時，即已成
立，嗣後該證券自營商或證券經紀商如何處理，與已
成立之犯罪，並無影響。 

二、「足以影響市場秩序」之判斷標準：所謂「足以影響
市場秩序者」，祇須有足以影響市場秩序之危險，即
行成立，並非以確有影響市場秩序之事實發生為構成
要件。 

90臺上 431號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成立連續犯之限制：上訴人於同年二月二十六日報價賣出
羽田公司股票六十八萬七千股部分與八十一年二月二十
五在集中交易市場報價買進羽田公司股票不履行交割之
犯行不得論處連續犯，蓋前者係因太陽證券公司拒絕將該
股票交付，並非上訴人不履行交割，原判決竟依連續犯論
處，亦有未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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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主文與理由要旨 
89臺上 7137 號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認定違約交割之採證法則：上訴人買進台機股票之部分，

若確有沖銷之情形，即無違約交割可言，究竟實情為何，

原審法院應詳加調查，財政部證管會函請臺北地方法院檢

察署偵辦所為之報告並非法院調查所得之心證，原審法院

以上開報告採為上訴人犯罪之證據，自屬有違採證法則。 
88臺上 6790號 上訴駁回。（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上訴第三審之限制 :認定事實與證據取捨，乃事實審法院之

職權，苟不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即不容任意指摘為

違法，而執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上訴人未如期履行交割

義務，違約交割金額高達一億七千五百八十三萬六千元，

顯足以影響市場交易秩序，原審法院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

理由，經核所為論敘，均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從形式上

觀察，並無違背法令情形存在。 
88臺上 1218號 上訴駁回。（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足以影響市場秩序」之判斷標準：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

十五條第一款所謂足以影響市場秩序者，祇須有足以影響

市場秩序之「危險」，即行成立，並非以確有影響市場秩

序之事實發生為構成要件。上訴人違約未履行交割義務之

金額共達新台幣七千零四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九元，自難

謂無影響市場秩序之虞，上訴人徒以其違約交割後大盤指

數及成交量未有明顯之變化，主張其行為並未影響市場秩

序云云，顯屬誤會。 
88臺上 1113 號 上訴駁回。（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違約交割之間接正犯：投資人若利用不知情之證券自營商
或證券經紀商，轉向集中交易市場報價，經有人承諾接受
而不履行交割，足以影響市場秩序者，即應負證券交易法
第一百七十一條罪責，並於不履行交割影響市場秩序時，
其犯罪行為即告完成，嗣後證券自營商或證券經紀商如何
處理，核與已成立之犯罪，不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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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主文與理由要旨 
87臺上 4146號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原審判決被

告有罪） 
提供帳戶供人使用仍可能成立違約交割之共同正犯:以幫
助他人犯罪之意思，如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實施，仍應論
為共同正犯。原判決既認被告劉靜英提供帳戶及印章予他
人使用，該帳戶買賣之股票，亦未履行交割義務，有足以
影響證券市場秩序等情。則由形式上觀察，違約交割者為
劉靜英本人，其似已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實施，縱僅有幫
助之犯意，得否只論以該罪之幫助犯，尚非無疑，此部分
適用法則非無可議。 

87臺上 2678號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一、判決應載明「足以影響市場秩序」所憑之證據及認定
之理由：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以
「足以影響市場秩序」為構成要件，此項構成犯罪事
實，不僅事實欄應明白認定，且須於理由內說明其所
憑之依據，方足以資論罪科刑。原判決雖於事實欄記
載上訴人不履行交割義務，足以影響市場秩序，但理
由欄並未說明其憑以認定上訴人之行為足以影響市
場秩序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自有判決不載理由
之違誤。 

二、間接正犯之認定：本件上訴人並非證券自營商或證券
經紀商，不能直接在集中交易市場報價，其是否有利
用證券自營商或證券經紀商不知情之職員，轉向集中
交易市場報價，經有人承諾接受而不履行交割？原審
未予說明，即逕予認定上訴人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
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依同法第一百七十一
條論處，亦有未合。 

86臺上 5089號 上訴駁回。（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違約交割犯意之認定：上訴人既為融資買賣證券，自應於
其經濟能力允許範圍內為之，其既與康和公司簽訂上開融
資融券契約，即應依約定辦理交割，又康和公司係法人，
則縱使葉榮聰、邱木中確實應允幫上訴人墊付，然此私人
間之承諾，並不能拘束康和公司甚明，並衡諸上訴人迄今
未償付上開款項，益徵其有不履行交割之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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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主文與理由要旨 
86臺上 4502號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提供帳戶供人使用仍可能成立違約交割之共同正犯：人頭

戶無論係借予金主或逕借與雷伯龍買賣股票，苟有不履行

交割之事實，似均應與雷伯龍或金主負不履行交割罪。 

 
86臺上 2748號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牽連犯之認定:本件原判決認上訴人所犯「拉? 股價」與「違

約交割」二罪間，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但依原判決認

定之事實，上訴人拉? 「台機」股票之目的，初隻在「牟

利」，繼則在「避免虧損」等情，如果屬實，則其主觀上

如何有預使二罪相牽連之意思，而「拉? 股票」與「違約

交割」之牽連關係，原判決未說明其理由，自嫌判決理由

不備。 
86臺上 656號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證券交易法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其處罰對象為證

券商：按證券交易法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其處罰對

象為證券商，並非買賣之個人，如係個人在該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股票，不依約交割，應依同條第二項準用第一項規

定，再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處罰，原適用同法第

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諭知主文，於法亦屬有

違。 
86臺上 458 號 違約交割部分，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其餘部

分駁回。（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於店頭市場買賣之股票準用違約交割之規定：按證券交易

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之罪，係以於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有價證券而有同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之情形，因法

律上「準用」之結果，亦得依同法第一百七十一條之規定

論處其罪刑。原判決就上訴人對於上開股票是否在集中交

易市場報價而業經有人承諾接受，未於事實欄明白認定，

致事實尚欠明瞭，本院無從為法律上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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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主文與理由要旨 
85臺上 6120號 上訴駁回。（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違約交割旨在規範投資人之違約不履行交割犯行：按在集
中交易市場或在店頭市場上，投資人須委託證券經紀商
（以下簡稱經紀商）報價買進或賣出（但經紀商亦得自行
報價買賣，即所謂自營商），委託人（投資人）與經紀商
係行紀關係，經紀商受託在證券集中市場上交易，僅以自
己名義將受託之買賣報價送至集中市場，經一定程式撮合
後，買賣契約即在雙方受託之經紀商間成立。故所謂「不
實際成交」，係於受託買賣之經紀商間存在，而與雙方之
委託人無涉，委託人（投資人）即於成交後始有「不履行
交割」之問題，又投資人為證券市場之主流，乃公知之事
實，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之不實際成交或不履行交
割罪，重在維護證券交易之市場秩序，當無僅處罰經紀商
（不實際成交）而不處罰投資人之理。 
 

85臺上 4679號 上訴駁回。（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證券經紀商為犯罪之直接被害人得提起自訴：證券交易法
第一百五十五條除規定犯罪之態樣外同時規定證券商得
依該條請求損害賠償，亦足證明觸犯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
十一條之罪，不僅侵害證券交易市場秩序之社會法益，同
時侵害個人法益，故證券商或投資人得依證券交易法之規
定請求損害賠償。自訴人為證券經紀商，依法得請求損害
賠償，自屬該條之直接被害人。 
 

85臺上 3171 號 上訴駁回。（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證券經紀商為犯罪之直接被害人得提起自訴：證券交易法
第一百五十五條除規定犯罪之態樣外，同時規定證券經紀
商得依該條請求損害賠償，亦足以證明觸犯證券交易法第
一百七十一條之罪，不僅侵害證券交易市場秩序之社會法
益，同時亦侵害個人法益。自訴人公司為證券經紀商，因
上訴人等之虛偽買進股票而受有損害，依法得請求損害賠
償，自屬該罪之直接被害人，非不得提起自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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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主文與理由要旨 
非常上訴 一、違約交割之規範主體：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

一項第一款之規範主體為證券自營商或證券經濟
商，在集中市場報價者，係太陽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而
非被告，被告殊無違反該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可能。縱被告之行為為法所不許
被告因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股票，僅違反同法條第
二項，應予準用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處罰， 

二、違約交割之間接正犯：如認被告之行為仍係在集中市
場報價，亦係利用不知情之太陽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
間接正犯。 

82台非第174號 駁回非常上訴。（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一、違約交割之規範主體應為投資人：本件既為上市之股
票，又在集中市場報價，自非違反第一百五十五條第
二項之規定。被告經由太陽公司向集中市場報價，又
不履行交割，自難辭其刑責。 

二、間接正犯涉及事實問題，非於非常上訴審所得審酌：
被告是否利用不知情之太陽公司在集中市場報價，而
成立間接正犯，因涉及事實認定之前提問題，不在非
常上訴審所得審酌之範疇。 

83臺上 678號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判決應載明「足以影響市場秩序」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
由：原判決雖於事實欄記載被告上述不履行交割義務，足
以影響市場秩序云云，但理由欄並未說明其憑以認定上述
行為如何足以影響市場秩序之證據，遽行判決，已難謂無
理由不備之違法。 

78臺上 3179號 原判決撤銷，另為有罪判決之諭知。（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第二項規定之適用：七十七年一
月二十九日經修正公佈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
二項規定「前項之規定,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準
用之」。被告在證券商之鼎康公司委託其買賣上開股票成
立後不履行交割，自亦成立上開各款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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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等法院判決  
 
案   號 主文與理由要旨 

87 重 上 更
(五)194號 

原判決撤銷，另為有罪之諭知。（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違約交割之不確定犯罪故意：被告於委託海山證券商向集
中市場報價買賣本件股票時，並無資力履行交割，復因與
金主何淵慶發生債務糾紛，未能取得資金或股票，致於業
經有人承諾而無力履行交割義務，顯有違反本罪之不確定
犯罪故意。被告先後多次買賣不履行交割，金額達四千八
百七十八萬五千元，自足以影響市場秩序。 

91上訴 2339號 原判決撤銷，另為有罪之諭知。（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一、從新從輕原則之適用：被告行為後，證券交易法業於
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修正公佈，其中第一百七十一條
元規定已修正為「有左列情事之一者，處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一、違反
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或
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之規定者。」，經比較新
舊法結果，以行為時即修正前證券交易法有利於行為
人，自應適用行為時法。 

二、間接正犯、共同正犯：被告利用不知情之證券公司人
員為本件犯行，為間接正犯。被告與年籍不詳之成年
人「林文成」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
犯。 

91 上更(一)220
號 

原判決撤銷，另為有罪之諭知。（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一、從新從輕原則之適用：被告犯罪後，證券交易法第一
百七十一條於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修正公佈，其法定
本刑由「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二十五
萬元以下罰金。」修正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比較新舊法，以行為
時之舊法有利於被告，應適用舊法。 

二、間接正犯、共同正犯：許清俊與張正義、陳文吉、李
旭貽等人間基於共同犯罪之意思聯絡，推由陳文吉、
李旭貽向營業員下單炒作拉? 股價，及違約不履行交
割，而實施犯罪行為，均為共同正犯；被告許清俊等
人利用不知情，無犯罪故意之李美慧、李廣勝等人遂
行炒作拉? 股價及違約交割之犯罪行為，為間接正
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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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主文與理由要旨 
89 重 上 更
(五)291號 

原判決撤銷，另為有罪之論知。（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牽連犯之認定：被告本無充分之資金又未辦妥合法融資，
復不願虧損，其至終難免不能履行買入部分之交割，此情
甚明，被告不可能未預見之，且終亦果然如此，是被告意
圖? 高台機股票而連續以高價買入，與其事後所犯同條項
第一款之違約不履行交割罪間，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
應從影響市場秩序情節較重之同條項第一款之違約不履
行交割罪處斷，而依同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科刑。 
 

91重上更(三)第
124號 

原判決撤銷，另為無罪之論知。（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一、違約交割無處罰過失犯：查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既未特別規定因過失而違約未
交割之處罰，則自不應以過失犯為處罰之對象。 

二、「足以影響市場秩序」客觀危險性之認定標準：該款
行為之成立，尚需具備「足以影響市場秩序」之客觀
危險性，此種客觀危險性之有無，亦須參酌行為人行
為當時市場之各種狀況認定。起訴書所指本件被告違
約交割之金額亦僅一百餘萬元，亦難認在客觀上足以
影響市場秩序。 

91上訴 1126號 上訴駁回。（原審判決被告無罪） 
違約交割行為主體之認定：本件違約交割實係陳昌隆偽以
代辦信用卡之名義誘使被告開設證券交易帳戶，並假稱為
徵信用途而誘使被告告知帳戶號碼後，擅自假冒被告之名
義透過證券公司營業員下單買賣。其與違約交割之主要嫌
犯陳昌隆、張燕偉間，並無任何之犯意聯絡或行為之分擔。 

90上訴 2968號 上訴駁回。（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一、從新從輕原則之適用：修正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
一條規定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二十
五萬元以下罰金；而依修正後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
一條規定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三百萬
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規定，以修正前證券交易
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二條第
一項但書規定，應優先適用。 

二、違約交割之間接正犯：按被告違反證券交易法一百五
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透過證券公司於集中交
易市場報價，業經有人承諾，卻不履行交割，足以影
響市場秩序，核其所為，係犯修正前證券交易法第一
百七十一條之違約交割罪。被告利用不知情之證券公
司營業員犯罪，為間接正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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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主文與理由要旨 
90上訴 1498號 原判決撤銷，另為有罪之諭知。（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一、「足以影響市場秩序」之判斷標準：被告與蘇靖媛、

薛永裕等人違反該禁止規定不履行交割義務，且因而

造成金寶股票股價大跌，自足以影響市場秩序，所為

係犯同法第一百七十一條之罪。 

二、間接正犯 : 被告利用不知情之宏泰公司、三和公司向

集中交易市場下單，而犯上開之罪，為間接正犯。 

三、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之適用：證券

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係指於證券商

營業之處所直接買進或賣出有價證券而言，與本案乃

透過證券商名義向集中交易市場買賣有價證券之情

形不同，無適用餘地，公訴人容有誤會，應予說明。 

四、從新從輕原則之適用：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雖

於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修正公佈（二十一日生效），

將原法定刑「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金」修正為「處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台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但比較新舊

法，應以修正前規定之法定刑較有利於被告，依法應

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88 上重訴第 39
號 

上訴駁回。（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違約交割犯罪故意之認定：上訴人範芳魁自承其每日為維

持東隆公司股價，四處籌錢，則其對自有資金不足，無法

交割之情應有預見，猶購買東隆公司股票，難謂其對不履

行交割之事無認識，且違約交割數額達一億六千四百九十

五萬七千元之鉅，是上訴人範芳魁違約交割之犯行，堪以

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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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主文與理由要旨 
90 上重更(二)8
號 

原判決撤銷，另為有罪之論知。（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一、從新從輕原則之適用：按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

之規定，於被告詹其昌犯罪後之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

業已修正公佈施行。現行規定對於違約交割行為之法

定刑度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

以下罰金，較舊法所定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金之處罰下

限為高，應適用對於被告較為有利之行為時法律規

定。 

二、間接正犯：被告利用不知情之證券經紀商營業員轉向

集中交易市場報價，業經有人承諾接受而不履行交

割，違反行為時有效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應依行為時有效之同法第一百七十

一條罪名，論以間接正犯。 
90 上更(一)388
號 

原判決撤銷，另為無罪之諭知。（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足以影響市場秩序」之判斷標準：本件被告違約交割之

金額占當日該股成交值之比例極微，尚難稱重大，且被告

發生違約之各股交易情形，於違約當月並未為台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依據「公佈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

作業要點」列為重大異常交易情形，本件之違約情事尚難

稱其足以影響市場秩序。 

 
89 上重更(二)59
號 

原判決撤銷，另為有罪之論知。（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不履行交割」事實之認定：被告在太平洋證券公司買賣

股票，既非採餘額交割，被告所辯同日買賣出達永股票所

得十億餘元，苟不能抵繳買入部分股款，無論此部分被領

取是否屬實，均無礙其買入部分因資金不足而無法順利辦

理交割之事實。被告既以總額交割方式買賣股票，就買入

部分即應單獨辦理交割手續，非有特別授權，殊不得恣意

主張其賣出所得抵繳買進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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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主文與理由要旨 
90 上更(二)136
號 

原判決撤銷，被告有罪。（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違約交割」犯罪故意之認定：被告雖在該紙支票背書，

然其既自知無資力，猶為背書，應僅係其為該買進股票之

帳戶名義人，而不得不然，尚難據以認定其不知該紙支票

屬無法兌現之支票，而認其無意違約不交割。 

 
89 上更(二)600
號 

原判決撤銷，被告有罪。（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間接正犯：被告非證券自營商或證券經紀商，不能直接在

集中交易市場報價，而利用不知情之證券經紀商轉向集中

交易市場報價，業經有人承諾接受而不履行交割，違反行

為時有效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應依行為時有效之同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罪名，論以間

接正犯。 
（台中高分院） 
89 重 上 更
(二)157號 
 

原判決撤銷，另為偽造文書罪名之諭知。（原審判決被告

有罪） 

「足以影響市場秩序」之判斷標準：本件因係當日沖銷之

交易，其違約交割金額為四十四萬七千一百十三元言，應

未達影響市場秩序之程度，尚無法認為成立上開犯罪。 
91上訴第620號 原判決撤銷，另為有罪之諭知。（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足以影響市場秩序」之判斷標準：有無構成證券交易法

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不履行交割「足以影響市

場秩序」乙案，臺灣證券交易所認為「除依據司法院刑事

法律問題探討之見解，所謂「足以影響市場秩序」實務上

以「應視實際報價數量、金額之多寡，視具體個案情形分

別認定外，似尚應視違約後各該股票之價量變化及與同類

股及大盤價量變化相較而綜合論斷，認被告劉秋呈違約之

數量均屬輕微，而券商於申報後各該股票之價量變化並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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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判決  
 

案    號 主文與理由要旨 
87訴緝字171號 被告有罪。 

一、間接正犯：被告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

項第一款之規定，且因而造成金寶股票股價大跌，自

足以影響市場秩序，所為係犯同法第一百七十一條之

罪。其利用不知情之宏泰公司、三和公司向集中交易

市場下單，而犯上開之罪，為間接正犯。 

二、從新從輕原則之適用：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雖

於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修正公佈（二十一日生效），

將原法定刑「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金」修正為「處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台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但比較新舊

法，應以修正前規定之法定刑較有利於被告，依法應

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89訴字 1362號 被告有罪。 

一、從新從輕原則之適用：經比較新舊法規定，以修正前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有利於被告；依刑法

第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應優先適用。 

二、間接正犯：按被告違反證券交易法一百五十五條第一

項第一款之規定，透過證券公司於集中交易市場報

價，業經有人承諾，卻不履行交割，足以影響市場秩

序，核其所為，係犯修正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

條之違約交割罪。被告利用不知情之證券公司犯罪，

為間接正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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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主文與理由要旨 
88訴字 1050號 被告有罪。 

一、「違約交割」犯罪故意之認定：集中交易市場之交易
秩序，首推信用，有該資力始得透過證券商自集中交
易市場報價購入股票，被告於資金尚非充盈，竟不顧
一切後果報價購入股票，縱其動機在於所謂「護盤」，
亦難推卸其故意違約交割之責。 

二、「足以影響市場秩序」之判斷標準：被告因違約交割，
致聯成公司股價，自八十七年十月三十日起至同年十
一月二十八日止，幾乎無量下跌之事實，亦有證交所
函覆本院之聯成公司於該期間之股票交易資料附卷
可稽，顯已嚴重影響集中交易市場之市場秩序。 

三、間接正犯：被告違反證券交易法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
第一款之規定，透過證券公司於集中交易市場報價，
業經有人承諾，卻不履行交割，足以影響市場秩序，
核其所為，係犯同法第一百七十一條之違約交割罪。
被告利用不知情之證券公司犯罪，為間接正犯。 

88訴字 203號 被告有罪。 
一、「違約交割」犯罪故意之認定: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
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僅須被告有違約不交割之
事實及對違約不交割之事實已有認知及意欲即為已
足，更不論造成違約交割之原因為何，即財務調度不
實亦然。 

二、同一交易日內應成立接續犯：被告於同一日內在集中
交易市場報價分別經由前述各券商買入股票，且該股
票均經有人承諾賣出，又未依約履行交割，則其當日
先後在各證券公司所為，亦屬單一違約交割決意之接
續實施，亦為接續犯。 

三、偽作買賣與違約交割行為互異，犯意各別，應予分論
併罰：被告所犯上述連續違反對於在證交所上市之有
價證券，不得有在集中交易市場，不移轉所有權而偽
作買賣之行為之規定與連續違反對於在證交所上市
之有價證券，不得有在集中交易市場報價，業經有人
承諾接受而不履行交割，足以影響市場秩序之行為之
規定二罪間，行為互異，犯意各別，應予分論併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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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修法之建議與外國法制之借鏡  

一 .嚴格證據法則之遵守  

綜合前述，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規範之違約交割，確有其

理論矛盾之處，而謹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

其犯罪事實」，此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所明文規定。又「刑

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

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

為斷罪資料」（最高法院二十九年上字第三一○五號判例參照）。且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須實際上確係存在，就該案卷宗不難考

見者，始足當之，否則尚難認為妥適」（最高法院七十年度臺上字第

一四九八號判例參照）。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明定之證據必

須指積極證據而言，故如無確切之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之犯罪事

實，即令被告不能為有利之反證，亦不能遽論以罪責（最高法院七十

年臺上字第二三六八號判決參照）。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真實之

證據，倘證據是否真實尚欠明顯，自難以擬制推測之方法，為其判斷

之基礎（五十年臺上字第六五六號判例參照），另查告訴人之告訴，

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處罰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

其他證據，如其指訴之詞，尚有瑕疵，則在此瑕疵未能究明以前遽採

為有罪判決之根據，仍難謂為適法。（最高法院七十三年臺上字第二

二八一號判決參照）。據此以觀，證券交易法有關違約交割之規範，

參之嚴格證據法則，確有窒礙難行之處。 

二 .法律修正之謅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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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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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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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廢除，如做修正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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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社會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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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實務上亦曾有認為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關於違約交割之規範，其法律架構存有瑕疵之情況，
其事實與裁判內容意旨如下：  
  被告委託證券經紀商，買入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股票，不於翌日履行交割。  
  案經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年度偵字第一○七五二號起訴，經三審裁定，最高法院作成八十
一年臺上字第一一一三號判決，確定被告之行為違反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依同法
第一百七十一條處斷。  
  然而，檢察總長認為最高法院八十一年臺上字第一一一三號判決係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
其理由謂：於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為買賣者，在會員制證券交易所，限於會員；在公司制證券交
易所，限於訂有使用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契約之證券自營商或證券經紀商；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
十一條亦有明文規定。從而同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在集中交易市場報價，業經有人
承諾接受而不實際成交或不履行交割足以影響市場秩序者，自以證券自營商或證券經紀商為限。⋯
則在集中交易市場報價者，係證券公司而非被告，被告殊無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之可能。  
  縱被告之行為為法所不許，因其係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股票，僅違反同法第二項，應予準用
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處罰而已。如認被告之行為仍係在集中市場報價，亦係利用不知情之太陽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之間接正犯。各該判決遽逕認被告係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
規定，依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處斷，顯屬違法。原判決未予糾正，亦係違誤。案經確定，攸關法律
之正確適用，爰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一條、第四百四十三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最高法
院於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十七日作成八十二年台非字第一百七十四號裁判駁回非常上訴，其理由為：
按上市有價證券之買賣，應於證券交易所開設之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為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
十條前段定有明文。又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二項所謂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係
指不在集中交易市場以競價方式買賣有價證券之情形而言。此觀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七十一年八
月二十三日七一台財證 字第一四二九號令頒之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二條規��
定：「本辦法所稱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指有價證券不在集中交易市場以競價方式買賣，
而在證券商專設櫃檯進行之交易行為，簡稱『櫃檯買賣』」及第四條規定：「櫃檯買賣之有價證券
以依證券交易法公開發行未在集中交易市場買賣之股票及其他經本會指定之有價證券為限」自明。⋯
本件既為上市之股票，又在集中交易市場報價，自非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從而，原判
決以被告所為係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適用同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論
處罪刑，自無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可言。上訴意旨，不依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而自行認定被告之
行為為法所不許，因其係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股票，僅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二項，
應準用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處罰而已云云，已有誤會。  
  又依原認定之事實，被告係委託證券公司在證券交易所市場內買上市股票，則所謂在集中交易
市場報價云云，實乃被告經由其委託人之證券公司（人員）向集中交易市場報價，況違約不履行交
割者為被告，自難辭其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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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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證券市場較為健全，似應斟酌廢除刑

罰，以符合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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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確定法律

概念之修正，期臻完善。 

三 .詐欺套利之防弊  

違約交割之問題，除法律規定之矛盾應予修正外，主管機關與法

院仍應審慎注意套利詐欺之行為，此種行為在於某些人利用違約交割

達其套利之目的，例如：就某些交易量不大之特定有價證券，先於人

頭帳戶中大量買入，使該有價證券之股價昇高到一定程度，再利用其

他人頭帳戶於一交易日大量買入同時在原來人頭帳戶大量賣出，此時

賣出之帳戶中在交易後第二天早上即領出款項，而買入之戶頭於交易

後第二天下午才有違約交割之問題發現，但此時行為人已達其套利目

的，亦造成對證券交易市場公平公正之傷害。此種情況，不但應審究

違約交割之責任，另應查明詐欺取財之不法犯行，以杜弊端。 



第三章 關係企業之市場操縱行為 

 

 155 

第三節 證券市場炒作行為之判斷標準 

壹、前言與問題說明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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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者」，第二項則規定於證券商營業處所

買賣有價證券準用之，此即為集中市場或店頭市場炒作有價證券罪責之規

範。但前開法條規定並不具體，所用法律概念仍有不確定性，於是在實務

上產生極大爭議。 

我國股票市場是一公開買賣市場，投資人在證券公司開戶，均可透過

各該公司買賣已核准上市上櫃之股票，投資人所以買賣股票，在正常情形

下，大皆以分析、研究後，認獲利高之股票則買，獲利低之股票則賣，如

某股票獲利多且持續穩定，當然大量買進。而依我國目前交易制度，以同

時價格優先為原則，若欲大筆成交則需開盤交易前以漲停板價格掛進，始

可優先成交，又為防止人為不當之炒作，乃有當日漲跌幅之限制，倘擬大

量買進，斯時必是價量俱揚，因而價量俱揚，並非必是炒作，認定是否炒

作，尚須蒐集有關資料及配合各項有關行為始足當之。又證交法第一百五

十五條引起「除罪化」之爭議，姑不論是否除罪化，惟據該法條規範情形，

並未將之具體化，多為「不確定法律概念」，尚無將犯罪構成要件具體化。

本文謹將理論、外國法制與我國實務裁判見解整理析述，討論主觀因素與

客觀條件，包括綜合判斷市場流通之股數、比較買入期間股價之漲幅、比

較買入前後「日均價」之漲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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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買入前後該股平均成交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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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臻達到具體化之斟酌。 

貳、所謂「連續」，是否指以連續犯論處  

刑法第五十六條規定連續數行為而犯同一之罪名者，為連續犯。刑事

學理對於連續犯之討論，著重於數個犯罪行為，前後連續，且犯同一之罪

名，則其行為自必互相類似，而又出於同一之決意，與通常複數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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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有區別，所以法律上就此數行為以一罪論。關於連續犯之構成要件，包

括： 

一.單一之決意：指行為人對於同種或類似之行為，概括的預見，為繼續

反覆之決意。 

二.同種或類似之行為：連續犯之行為，必須有同種或類似之行為而為反

覆之實行，而所謂類似及同種行為，應就行為之一般性質決定之。 

三.侵害同種類之法益：連續之數行為，須侵害同種類之法益，即足以成

立連續犯。 

四.犯同一罪名：連續犯之數行為，須犯同一之罪名，為刑法所明定。 

申言之，連續犯在犯意行為及結果三方面，均有其特質，應合併審酌

連續犯在主觀方面須有包括各行為之單一決意，在客觀方面，須對於同一

性質之法益，反覆為同種或類似之侵害行為，而觸犯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
47。 

證券交易法對於炒作行為所規定之「連續」，是否即指刑法第五十六

條規定之連續犯？此在實務上與學者間亦有不同看法。法院實務裁判亦見

解差異。理論上，炒作行為之禁止規定，證券交易法既明定「連續以高價

買入或低價賣出」為其犯罪構成要件，其犯罪行為本身即具有連續之性

質，自與刑法第五十六條規定之連續犯有別，且實際上，此反操縱條款規

範之內容，亦指逐日買入或賣出而言，本為逐日之連續性質，並非法律上

所稱之連續犯48。 

法院實務上，對民國七十一年「鴻通案」認為：「只要是基於概括犯

意，為二次以上之行為，即為連續」（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七十一年

度偵字第一一九一二號），就此見解，值得商榷49。 

                                 
47. 韓忠謨，刑法原理，頁 363-366，一九七九年版。  
48. 請參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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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林國全前揭註 22，頁 1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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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七十五年臺上字第六三一五號判決，已推翻炒作行為之連續

犯原理，該判決明確指出：「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之

規定，原以意圖影響市場行情，對於某種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

價賣出為其犯罪之構成要件，自與刑法第五十六條連續數行為而犯同一罪

名之連續犯有別」。 

關於此點，學者認為應採取前開最高法院之見解，將炒作行為之連續

買入或賣出，其連續性質應與刑法連續犯區別。 

美國 1934年證券交易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section 9(a)(2)）就連續行為之規定為“a series of transactions in 

any security registered”，亦將連續交易行為視為構成要件，而非所謂連續

犯數罪而法律上一罪之意義。美國聯邦證券管理委員會（ S.E.C）在 Kidder 

Peabody & Co.案件中，認為該涉案公司有三筆交易涉嫌不法，而認為即符

合“a series of transactions”，構成連續交易50。 

參、連續高價買入或低價賣出之判斷標準  

我國證券交易法對於規定「高價買入或低價賣出」，有別於美國與日

本之規範。而所謂「高價」與「低價」如何判斷，厥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

在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七十一年度偵字第一一九一二號案件中，檢察

官認為高價與低價為相對性之概念，必有客觀上之比較始能知其高低，且

股票市場為自由競價市場，漲跌應以供需為準，何價願買，何價願賣，繫

於個人之判斷，故價額之高低，除依客觀標準評價外，尚含有個人主觀之

因素，等語。此一實務見解值得商榷，果依此準據，則行為人均可以主觀

認為並非高價或並非低價置辯，則永無炒作行為。 

最高法院七十四年度臺上字第五八六一號判決則謂：「所謂連續高價

買入係指於特定期間內，逐日以低於平均買價，接近最高買價之價格或以

最高之價格買入而言」，此一實務見解，較為具體，若以價格引申，則低

價應指特定期間，以低於平價賣價，接近最低賣出之價格或以最低之價格

賣出而言。 

                                 
50. 引自賴英照，證券交易法逐條釋義第三冊，頁 384，一九九二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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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1934 年證券交易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並無高價買入或低價賣

出之規定，僅謂“creating actual or apparent active trading”（造成交易活

絡之表像）、“raising or depressing the price”（? 高或壓低其價格）、“for 

the purpose of inducing the purchase or sale by others”（誘使他人購買或出

售之企圖）。學者認為以“拔插頭理論”（pull the plug）來比喻最適當，

亦即行為人連續買入有價證券，促使價格底部墊高（有如我國坊間技術分

析中所稱之“頭尖底”），造成交易熱絡之假像與誘引投資大眾之興趣，

至相當價格後，行為人再停止購入股票並? 售之，有如將插頭拔去，使投

資人有如在滾燙之水壺中，蒙受損失51，此有如此坊間股票技術分析俗稱

之“頭尖頂”（即 M.A.移動平均線之線型），且其中間尚有所謂“洗盤”，

即將股價拉? 至某一程度時，行為人計算籌碼，先賣出一部分將股價微幅

壓低，引誘先前跟進之投資人售出（俗稱下車），再將股價拉高並引誘其

他投資人買入，一直到某種高價（俗稱形成頭部），再大量? 售，獲取鉅

額暴利。 

另有學者認為所謂「高價買入或低價賣出」，只是指一連串之不惜高

價之買入與不惜低價之賣出而言，不必在? 高時每一價格均較上一價格為

高，反之亦如此，只須有此趨勢即可52。 

證期局所訂「證券交易法違法案件查核作業手冊」中，則以「漲跌停

板價」為「高價」或「低價」之認定參考指標，但此亦非適當標準，因為

在多頭市場或強勢股，投資人往往於早盤即以漲停板價掛進，反之在空頭

市場或弱勢股，投資人卻在早盤以跌停板價格掛出，倘又有特別因素（例

如：多頭市場強勢股除權，空頭市場弱勢股之地雷效應，或政治因素），

則勢必造成投資人連續多日以漲跌停板價格進出，若謂其炒作，亦不合理。 

肆、外國立法例之比較研究  

一 .美國法制  

美國法制上初期均沿用英國之案例，眾多案例結論與英國法制相

同。而有關操縱市場之規範，乃起源於英國，在十九世紀初期，有人

                                 
51. 同前註，第 385頁。  
52. 餘雪明前揭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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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英法戰爭結束之流言，為操縱市場之理由，該案件於西元一八八

四年形成英國第一個有關操縱市場案例53。 

對於美國法上反操縱條款（anti-manipulation provisions）之基本

概念包括： 

(一)對市場供需之自然形成加以幹擾者。 

(二)誘使投資人為交易者。 

(三)使有價證券之價格非自然形成者54。 

就美國法制中相關我國證券交易法規範炒作行為之規定，1934

年證券交易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謂「連續交易」操縱行為之構成

要件為： 

(一 )行為人為一人或夥同其他人（alone or with one or more other 

persons） 

                                 
53. 請參見註 48，第 25-26頁。  
54. 美國 1934年證券交易法第九條第一項共有六款，可分為四類：  
一 .沖洗買賣（Wash Sale），SEA§9(a)(1)：  
“… (A) to effect any transaction in such security which involves no change in the beneficial ownership 
thereof, or (B) to enter an order or orders for the purchase of such security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an 
order or orders of substantially the same size, at substantially the same time and at substantially the same 
price, for the sale of any such security, has been or will be entered by or for the same or different parties, 
or (C) to enter any order or orders for the sale of any such security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an order or 
orders of substantially the same size, at substantially the same time, and at substantially toe same price, 
for the purchase of such security, has been or will be entered by or for the same or different parties.”  
二 .連續交易（a series of transactions），SEA§9(a)(2).（請參見註五）  
三 .散佈不實資訊：  

SEA§9(a)(3)：  
“the circulation or dissemination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of information” . 
SEA§9(a)(4)：  
“any statement which was at the time and in the light of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it was made, 
false or misleading with respect to any material fact” . 
SEA§9(a)(5)：  
“the circula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to the effect that the price of any such security will or 
is likely to rise or fall” . 
四 .其他違反證券主管機關（S.E.C.）所發佈之命令者  

SEA§9(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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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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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次以上連續性交易（a series of transactions） 

(三)造成實質或明顯之交易活絡或提高或壓低價格（creating actual or 

apparent active trading ）（raising or depressing the price of security） 

(四)意圖引誘使他人為買進或賣出（for the purpose of inducing the 

purchase or sale） 

二 .日本法制  

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即公佈實施「證券取引法」

（即證券交易法），歷經二十次以上之修正，其中對於反操縱條款（例

如偽作買賣，通謀買賣及價格操縱之禁止），係受美國 1934年證券交

易法之影響。而日本法制對於反操縱條款之規範，對行為人係科以刑

事責任，而非以行政罰論處，其中較有名之案例，例如：一九七六年

東京時計製造事件、一九八一年三菱地所事件、一九八一年東京證券

金融事件、一九八四年協同飼料事件、一九九二年藤田觀光事件55。 

由前所述，日本法制於其證券取引法第一百五十九條規範操縱行

為之禁止，其中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包含證券指數、期貨

交易、與選擇權56。 

學者認為討論日本法制與我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

項第四款比較時，應以日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二項做為基礎57。 

日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為：「(二)任何人不得就證券交

易所上市的有價證券，以招攬有價證券市場的有價證券買賣交易等為

目的，進行下列行為：1.單獨或與他人共謀，使人誤解該有價證券的

買賣交易等情況良好，或為使該有價證券等行情變動進行一致的買賣

交易等或其委託或受託； 散佈流言稱該有價證券等的行情依自己或��

                                 
55. 參見註 48，第 42－43頁。  
56. 日本證券取引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規範禁止操縱行為：第一款為偽作買賣（沖洗買賣）。第二
款為指數期貨交易之偽作買賣。第三款為選擇權偽作買賣。第四款為賣出通謀（馴合買賣）。第五
款為買入通謀（馴合買賣）。第六款為指數之聲請買賣。第七款為選擇權交易操縱。第八款為相對
之委託或受託。  

57. 林國全前揭註 22，第 1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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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操縱而變動；3.就進行該有價證券等的買賣交易，故意作重要

事項中有虛假情況或使人產生誤解的表示。」58。 

上揭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二項第一款與我國法制第一百五十五條

第一項第四款相近，茲歸納其要件如下： 

(一)主觀要件：以招攬（即引誘）他人從事有價證券市場買賣之有價

證券交易為目的。 

(二)行為主體：條文規定「有價證券之買賣或其委託或受託」，所以

包括一般投資人、接受投資人委託之證券經紀商、證券自營商（或

自營部）。 

(三)連續性：條文規定「一致的買賣交易」，即指一系列之買賣交易，

應為二次或二次以上之買賣交易。 

(四)使人誤解買賣交易情況良好：即指使他人誤認為買賣熱絡，但此

部分無法訂出具體標準，僅能就具體事例個別認定。 

(五)為使該有價證券之行情變動：此即為有? 高或壓低有價證券價格

之現象。 

三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實施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在該體制下，國家以計劃直接

分配資源、生產與物品，及自改革開放後，經濟犯罪因而產生中國大

陸於經濟改革開放後，亦建立證券市場，但證券違法現象亦不斷出

現。自一九八○年中國大陸重建證券市場，證券業蓬勃發展，證券機

構與代理商達數千家。中共國務院為維持證券市場之管理秩序，乃設

立「證券委員會」對全國證券市場進行統一管理，又另設「中國證券

監督委員會」作為證券委員會之監督管理機構，並於一九九八年十二

月二十九日制訂證券法。而中共因經濟體制特殊，所以對於證券交易

之違法處罰規定亦很雜亂，分散於證券法、刑法與行政規定，（例如：

股票發行與管理暫行條例、禁止證券詐欺暫行辦法、中國證券監督管

                                 
58. 卞耀武，日本證券法律，第 147頁，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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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員會關於嚴禁操縱證券市場行為的通知），有競合之現象59。 

有關中國大陸對於炒作行為之禁止規範，析述如下：（節錄相關

部分） 

(一)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條： 

第一項：有下列情形之一，操縱證券、期貨交易價格，獲取不正當

利益或者轉嫁風險，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 

第一款：單獨或者合謀，集中資金優勢、持股或者持股優勢或者利

用資訊優勢聯合或者連續買賣，操縱證券、期貨交易價格

的。 

第二項：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

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二)證券法第一百八十四條： 

任何人違反本法第七十一條規定，操縱證券交易價格，或者製

造證券交易的虛假價格或者證券交易量，獲取不正當利益或者轉嫁

風險的，沒收違法所得，並處以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

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三)證券法第七十一條： 

第一項：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獲取不正當利益或者轉嫁風險： 

第一款：通過單獨或者合謀，集中資金優勢、持股優勢或者利用資

訊優勢聯合或者連續買賣，操縱證券交易價格。 

(四)股票發行與管理暫行條例第七十四條： 

第一項：任何單位和個人違反本條例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根
                                 
59. 林國全、陳峰富、王文傑，兩岸證券管理法規比較研究，第 324－325 頁，台鳳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委託研究計劃，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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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不同情況，單處或者並處警告、沒收非法獲取的股票和

其他非法所得、罰款： 

第三款：通過合謀或者集中資金操縱股票市場價格，或者以散佈謠

言等手段影響股票發行、交易的。 

第二項：股份有限公司有前款所列行為，情節嚴重的，可以停止其

發行股票的資格；證券經營機構有前款所列行為，情節嚴

重的，可以限制、暫停其證券經營業務或者撤銷其證券經

營業務許可。 

(五)「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嚴禁操縱證券市場行為的通知」： 

第一項：操縱市場行為包括： 

第一款：通過合謀或者集中資金操縱證券市場價格。 

第二項：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操縱市場的行為。 

綜觀中國大陸法令，比較研究其禁止炒作行為之要件為： 

(一)單獨或者合謀：即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行為人可能為一人或多

數人。 

(二)集中資金或持股優勢連續買賣影響價格：此一行為係指聯合資

金，利用資金優勢，共同買賣某種證券或共同連續買賣某種證

券，影響證券市場價格，從中謀取利益或將自己風險轉嫁予他人

之情形60。 

(三)以刑法論科：對於炒作行為之規範要件內容，見諸於刑法、證

券法、股票發行與管理暫行條例、主管機關之「通知」，但證券

法僅處以行政罰，至於刑事責任則適用刑法論科。 

(四)法人之處罰對象：如果「單位」（應指國有企業）犯罪時，對該

「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之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負責

                                 
60. 中共證券法起草小組，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條文釋義，第 143 頁，北京改革出版社，199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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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科處刑罰。 

伍、我國實務案例對有價證券炒作行為之具體判斷標準  

按違反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炒作有價證券之行

為，除須行為人主觀上有影響巿場行情之意圖，客觀上有對於某種有

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低價賣出之行為外，依實務見解，除主觀意

圖外，尚須考量各項因素，茲就歷年來若干裁判案例資料，析述如下： 

一 .股票之價、量變化是否背離巿場走勢  

最高法院七十四年度臺上字第五八六一號判決曾謂：「上訴人等

? 次辯稱．．．股票價格．．．係經濟發展結果，股票巿場之正常現

象，並非人為炒作操縱．．．何以不可採信，原判決未予說明，亦不

無理由不備之違誤」，而證期局七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79)台財證(二)

第 03181號函及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七十九年度偵字第一七八九

號起訴書及台灣臺北地方法院七十九年度訴字第二五五三號刑事判

決（保固公司案件）與證期局八十一年一月四日(81)台財證（三）第

00006號函（大中鋼鐵公司案件），亦均認為若集中巿場股價指數下挫

或大部分股票以跌停價收盤，而某股票之股價有逆勢上揚之情事，則

有炒作之嫌61。 

(一)保固公司案（七十九年度偵字第一七八九號、七十九年度訴字第

二五五三號）： 

保固公司股票之價格自行為人於七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起積

極介入後，當日之收盤價為一一三元，之後該股股價連續十一個交

易日皆以漲停價格收盤，至同年七月十三日以每股一八九元收盤，

漲幅高達百分之六十七，而同期間內集中交易市場發行量加權指數

則由六月二十九日之九二○一．九六點，連番下挫七月十三日之七

九○八．二四點收盤，下跌幅度高達百分之十四，尤以七月三日、

                                 
61. 惟此種比較方法，仍有其缺點。因為大盤以一段期間比較，其加權指數之漲跌幅度不大，而個股係
以該期間始日與最後期日之收盤價之比例，因此不甚公平。例如加權指數可能只漲五○點，漲幅百
分比很小，但若個股漲 50元，則可能漲幅已高達百分之百。從而，此種方法僅為考量因素之一，尚
須綜合判斷。  



第三章 關係企業之市場操縱行為 

 

 165 

六日、七日、十日、十一日及十三日等六個交易日，大盤大部分個

股皆以跌停價格收市，而保固之股價卻逆勢上揚，仍以漲停價格收

盤。 

(二)大中鋼鐵公司案（證期局八十一年一月四日(81)台財政(三)第○○

○六號函）： 

行為人於八十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二十日期間，涉嫌大量買

賣大中鋼鐵公司增值股票，在此段時間內共買進大中鋼（增）股票

計五千四百六十七仟股，賣出計三千九百五十一仟股，買賣總金額

亦高達三億四千餘萬元，尤其在一月二十八日、一月二十九日、二

月七日及二月十九日等四天，分別買賣五百五十五仟股、一仟零二

十八仟股、一千零二十七仟股及一千零四十四仟股，分別達到當天

總成交量之百分之四十五、百分之五十七、百分之四十四及百分之

五十一；惟查此段時間整個證券交易集中市場之加權指數卻由一月

二十七日之四千一百四十八點一五點跌至一月三十一日之四千零

二十三點七二點，與大中鋼（增）股票在此段時間股價之走勢實有

背離之現象。 

二 .股票之價、量變化是否背離同類股股票走勢  

依保固案之實務見解，認為若同類股未與某股票有相同價、量具

揚情形或某股票價格上漲，而同類股股票價格下跌，則有炒作之嫌62。 

法院就保固公司同期之股價與同類性質二家上市公司相較而論： 

(一)與保固公司同屬第二類營建業為主之上市公司「國揚建設」。 

(二)與保固公司當年增值案約同期送件申請之上市公司「益壽航運」。

在七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以前保固公司股票價格走勢與該二家上

市公司比較同屬漲跌互見，惟自行為人自七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炒

作、操縱後，保固公司股票價格頓時呈現飆漲之走勢，而國揚建設

及益壽航運之股價則相對呈現平穩。由此亦可佐證保固公司股票價

                                 
62. 此種比較方式，亦有缺點。因類股之中其基本面與獲利潛力仍有差異，從而只能做為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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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因被告人為之操縱、炒作而受到扭曲，致嚴重破壞證券集中交易

市場之交易秩序。 

三.行為人於特定期間內買賣之股票數量（包括特定期間買賣數量與該公

司發行股數之比例、特定期日買賣數量與當日該股成交量之比例） 

(一)依前開保固案法院實務見解，審酌行為人於當日買入之總股數占

該股集中交易市場成交股數之百分比，行為人於此段期間對保固公

司股票之交易，占當日該股票成交量之比重甚高，其中七十年六月

三十日、七月六日、七月十四日及七月二十一日等四個交易日，單

林于盛以個人名義即合計買入五千一百七十七仟股，幾占該公司發

行股數總額之四分之一，是渠等於前述期間大量買入保固公司股

票，累計高達一萬三千六百三十四仟股並鎖定籌碼，遂使該股票之

價格因供需不平衡而呈現飆漲，並有嚴重超買之現象。 

(二)對於行為人單日買入有價證券占該股當日成交量之百分比，是否

為考量炒作行為之因素，實務上亦有值得商榷之處。實務上曾經認

為行為人單日買賣特定股票數量，占該股當日成交量百分之二十以

上時，有炒作之嫌（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一

八二七九號），但該案起訴後，台灣臺北地方法院以八十八年訴字

第七三二號判決無罪，其理由認為百分之二十之限制原為台灣證券

交易所限制證券自營商之行政指導，而此限制已於八十五年由證券

交易所以台證(85)交字第三六一六號函示廢除。另台灣臺北地方法

院檢察署 86 年度偵字第二四五二一號不起訴處分書亦認百分之二

十之限制不合理。因為證券市場應為自由化，投資人欲購買多少股

票厥屬自由權利，無必要限制。且其購買時尚未收盤，在盤中如何

知悉收盤後其買賣股票之百分比。另外，股票成交量差別性甚大，

集中市場之某些「? 股」或「大型股」，因其股本龐大，每日成交

量往往數萬張，則個則投資人買賣所占百分比甚小，但若「小型股」

或店頭市場之股票，因其股票小或交易量少，有時投資人單日買入

五張，即占百分之百，職是，以單日買賣百分比之評斷，僅為供參



第三章 關係企業之市場操縱行為 

 

 167 

考之因素而已63。 

四 .行為人介入期間，曾否以漲停價收盤  

依保固案、大中鋼案、和信興案（台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

一年度偵字第二一九三號、台灣彰化地方法院八十一年度訴字第五九

三號判決）及證十一年一月四日(81)台財證(三)第 00010 號函、桃園

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期會八一年度偵字第一○二四號起訴書（國喬公

司案件）之見解，於行為人介入期間，若有以漲停價收盤之情形，則

有炒作之嫌。 

(一)證期局在保固案中之見解「被告．．．涉嫌於收盤前以當日之漲

停價格委託（合計二十二次）累計買入二、一○○仟股．．．遂使

各該交易日期股價皆以漲停價格收盤」「．．．該股股價連續十一

個交易日皆以漲停價格收盤」。該案係行為人於收盤前以漲停價委

託，而使保固公司股票以連續十幾天以漲停價格收盤。 

(二)證期局在大中鋼案中之見解「．．．被告則以漲停價二九．九元

連續掛進．．．，企圖把行情推至漲停價位，俟於行情推至漲停並

鎖住後．．．又以漲停價．．．再掛進．．．企圖再將行情鎖住在

漲停價位．．．，直到當天收盤」「企圖將行情推至漲停，俟行情

推至漲停後，又再以漲停連續分別掛買單．．．，企圖將行情一直

鎖住在漲停，致使當天以漲停收盤」「使盤面只有買進價而無賣出

價．．．終把行情一路拉至漲停收盤」。該案係行為人連續以漲停

價買進，並將該股股票行情控制只有買進而無賣出價，致使大中鋼

股票股價以漲停價收盤。 

(三)證期局在國喬案中之見解「被告於八十年五月八日從九點十七分

開始連續（十四筆）以漲停高價．．．委託買入．．．致該股之股

價於當日．．．至九點三十五分已連續跳漲八檔．．．為漲停價格．．．

致使其股價於短短之十七分鐘被扭曲拉? 至漲停」。該案行為人係

                                 
63. 尤其店頭市場之股票，有些「冷門股」成交量甚少，依證期局之規定，若連續兩個交易日均無成交
量時，則二日以一跌停板計算（即單日跌幅變為 3.5%），因此佈局空單者會讓該日成交量為一張，
造成單日跌幅 7%，此時其只買入一張，而該股當日成交量亦僅為一張，其買入數量竟占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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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以漲停高價委託買入國喬特股票，致使國喬特股票以漲停價收

盤。 

(四)由前述證期局見解，股票以漲停價收盤之結果，須係行為人連續

以漲停價買入股票、控制盤面及將該股股票行情鎖住在漲停價之行

為所造成，並非股票以漲停價收盤，行為人就必有證交法第一百五

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炒作之罪嫌。 

實務上，證期局曾於八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以(88)台財證(三)

字第○一三七號函對於南港輪胎公司股票在八十三年十二月一

日、十二月五日、十二月二十三日、十二月二十八日等四天以漲停

板價收盤，認為有炒作之嫌，但經台灣臺北地方法院以八十七年度

訴字第一八三號判決無罪，其理由為該四日漲停板收盤並非被告之

買賣行為所致，且被告大量買入股票係為入主公司經營，賣出之數

量非常少，所以認為不構成炒作行為64。 

五.於行為人介入期間，股價漲幅有無達數倍及月平均股價漲幅有無不合

理  

依保固案及和信興案之見解，股價漲幅於行為人介入期間達三‧

二倍或月平均股價漲幅達百分之六十四，則有炒作之嫌。 

(一)保固公司七十八年財務報表顯示，前三季之稅後純益較七十七年

同期成長未及百分之三十，在公司營運業績正常成長之狀況下，其

反映在股票之價格上並不足以呈現飆漲之現象，況該公司斯時內部

並無重大影響股票價格之消息，此並經該公司於七十八年七月八日

透過大眾傳播媒體主動予以澄清；惟被告恃保固公司股票流通在證

券集中交易市場之籌碼有限，自七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起直接連續

以「高價」買入保固公司股票，以拉? 其價格，或以「鉅量」買入

鎖定其籌碼而達到操縱股價之目的，使保固公司之股票價格，於短

短不到二個月內（七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七十八年八月二十六

日）從每股一一○．五元介入拉? 飆漲至四七五元，漲幅達三．二

                                 
64. 該案經第一審檢察官上訴，嗣台灣高等法院以八十九年度上訴字第八二三六號判決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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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65。 

(二)和信興股價，八十年三月份為每股十二點四四元，四月份被告介

入買賣該股後，其平均每股股價則暴增為約二○點三五元，增幅高

達百分之六十四，相較於該期間加權股價指數月平均之增幅百分之

十七顯有異常66。 

六.行為人是否有以高於平均買價、接近最高買價或以漲停價委託或以拉

尾盤方式買入股票  

(一)依最高法院七十四年度臺上字第五八六一號判決之見解：『所謂

「連續以高價買入」，係指於特定期間內，逐日以高於平均買價，

接近最高買價之價格或以最高之價格買入而言』。再者，依保固案、

和信興案、國喬案及台中地方法院八十一年度訴字第二二四○號刑

事判決（力麗公司案件）之見解，認行為人以漲停價委託或於收盤

前連續以當日漲停之高價大量委託買入拉尾盤方式，即有炒作之

嫌。 

(二)惟何謂「高價」？何謂「低價」？並無一定標準。依經驗法則判

斷，所謂「高價」或「低價」，並不能以「價格高或低」為判斷標

準（否則現今集中市場上所謂「股王」或「雞蛋水餃股」之股票，

如有人購買，豈非全部犯罪）。易言之，判斷是否為「高價」，應

以「合理價格」為比較，或以「每股淨值」為比較67。前開和信興

案中，法院之見解即以股票淨值總和與公司實收資本額比較，淨值

如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以下，即屬不合理價格。但此以淨值亦

                                 
65. 在公司營運正常且內部並無重大提昇股票價格之情形下，保固公司之股價於二個月內漲至四百七十
五元，而其面額僅為十元，在此情形下，該公司之資產市值增 40倍以上，若依一般人之想法，寧可
捨去公司讓出經營權，再去創設多家公司。  

66. 本案法院並認為：和信興為營運及財務發生困難之上市公司，因其淨值低於該公司實收資本額二分
之一，故自七十一年改列為變更交易方式（全額交割）之股票，且七十九年度該公司之營運虧損達
二億八仟萬餘元、八十年第一季虧損亦達七仟伍佰萬餘元，較前年同期之虧損二佰餘萬元相差其鉅，
顯見該公司營運狀況日益惡化，另七十九年第三季底該公司每股淨值已達負一百六十九．二五元，
而八十年第一季亦未見該公司有重大實質利多消息足以促使該公司股價上揚。故該期間該公司股價
之巨幅上漲與人為介入拉? 有關。 

67. 市場上所謂「雞蛋水餃股」，係指單股價格便宜有如雞蛋水餃之價格。又有所謂「酸梅股」，係指
有如掉落地上之酸梅無人撿拾，意為贈送他人亦可能遭拒絕。「警察股」係指「一毛二」．意為每
股 0.12元。「東德股」、「西德股」係指即將合併之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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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標準差異，因公司之淨值包含帳面淨值、簽證淨值與重估淨值，

且會計師對於估算方法有「成本法」與「權益法」之選擇差異，對

存貨與股東權益之計算方法有所不同，也因而影響淨值68，於評估

時易生變數。若發行公司對於資產一直未予重估，則於判斷淨值

時，是否應採重估淨值，即生疑問，且影響評估其是否高價或低價

買賣股票。此外，於比較高低價時，是否應斟酌「月均價」、「年

平均價」、「歷史價格」、「案發後之高低價」，亦值得研究。 

(三)如何評估合理股價？ 

投資者買賣有價證券,必先研究其市價之合理性，以避免長期持

有之風險與利潤。而投資人購買有價證券之目的，不外乎取得現金

股利或股息股利。因此在判斷炒作行為之標準時，須評估合理股

價，以資佐證。 

就買賣普通股之情況，判斷股票價值之方法，約有二種方法： 

1.資產價值法：就發行公司之資產，其淨值換算每股價格，評估是

否值得投資。但資產價值，可分「帳面淨值」、「簽證淨值」、「重

估淨值」，若欲準確評估，當以重估淨值為合理股價。 

2.每股盈餘評價法：就發行公司之 EPS（Earning Per Share）加以考

量，每股可得分配盈餘之估計，做為決定投資之標準。即以每股

盈餘（EPS）乘以本益比（本益比之決定可依高成長公司為 30~40

倍。持平之公司本益比為 20倍左右，而衰退公司之本益比可估

算為 20倍以下）69。投資人投資某種有價證券，除了考慮投資標

的所屬產業外，尚會考量：企業獲利能力、公司是否尚有未實現

之土地利益、公司是否尚有資產增值利益、公司盈餘及公積大小

等等因素。是以，投資人綜合考量各種因素，依其專業判斷，買

進賣出某種有價證券。 

                                 
68. 劉敏欣，中級會計學，第 305頁，台灣西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三月版。  

69. 盧? 彎，台灣的股票投資經驗與教訓，第205頁∼206頁，文笙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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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行為人等有無利用拉? 後之股票價格賣出系爭股票獲得鉅額利益 

依大中鋼案之見解，認行為人利用高價連續拉? 股票價格，進而

利用拉? 後之股票價格賣出股票，以獲取鉅額利益。行為人從八十年

一月二十六日起即大買大中鋼（增）股票至二月十九日、二月二十日

賣出為止，共計買入股票五千四百五十七仟股，賣出三千九百五十一

仟股，平均買入價格約為每股三三．○元，而賣出價格約為平均每股

四三元，平均每股獲利達十元，共計獲利約為二千萬元以上。有炒作

之嫌。 

法院對於以是否獲得鉅額利益為判斷炒作行為之要件，似有不

妥。因為炒作犯罪，係行為犯而非結果犯。只需行為符合構成要件即

屬犯罪，並不需其期待之高價或低價達到實現而獲利或轉嫁不利益於

他人。因此，對於是否獲得鉅額利益，亦僅參考之因素而已，尚不得

單純據此憑斷。 

八.是否造成交易暢旺之假像而乘機出售圖利之「養、套、殺」之情事 

炒作股票之構成，依學者通說之見解，須有「造成交易暢旺，乘

機出售圖利」之客觀情事。最高法院七十四年臺上字第五八六一號判

決：「證交法第一百七十一條所定違反同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四款規

定對於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有意圖影響市場行情，對於

某種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之罪，必須行為人主觀上

有影響市場行情之意圖，客觀上有對於某種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

或低價賣出之行為，始克成立。」又最高法院七十五年臺上字第六三

一五號判決：「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四款之規定，原以意圖影響

市場行情，對於某種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為其

犯罪之構成要件。」職是，依前述立法理由及判決之說明，於判斷是

否有違反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之行為，非僅單純以販入、售出股價

之判斷標準，尚須判斷行為人是否利用股價之落差而圖謀不法利益，

以達到「養、套、殺」之情事，始為構成要件之該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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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養、套、殺」之技巧，係利用技術操作股票，使投資大眾

被套牢而不覺，最後被迫低價殺出，虧損巨大之技倆。此可分三階段

說明之： 

第一階段：先使股票價格在某種水位左右，盤旋一段時日，一方面盤

堅另一方面清理浮多，而使投資散戶見其日久不下而放心

跟進。然後股價突然拉? 上漲，這是大戶使用「養」的戰

術，所得的成果。 

第二階段：當股價暴漲之後，人心樂觀大膽搶進，股價到達二至三倍

左右的高價。炒作行為人不斷的傳出利多消息，而炒作行

為人默默的退卻，將股票出清讓散戶支撐行情。這乃是炒

作行為人慣用的手法，完完全全將散戶全部套牢。 

第三階段：殺多的技巧須具高深的詐術，不僅須有故意發布利空之消

息，更須使股價緩慢趨跌，而一段一段的將散戶宰殺。當

股價到達三倍左右價格，大戶開始大量出貨。股價在此一

階段由下跌，跌到起漲點以下，將散戶殺的頭破血流70。 

九 .有無變態交易之情形  

判斷是否違反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炒作股票之

要件，尚須為綜合判斷，不可以股價上揚為唯一條件。另依據台灣臺

北地方法院訴字第一一二六號刑事判決及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五年度

上訴字第二三五一號刑事判決、台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年度第一一二

九號刑事判決及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五年度上訴字第二四○四號刑事

判決之見解，尚須有所謂之「變態交易」，例如： 

(一)有無以人頭戶大量進出股票，而該人頭戶不知悉買賣何種有價證

券及其價格？71 

                                 
70. 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聯隆公司之實例，股價自一百二十元漲至三百五十八元，後跌至四十九
元。資料引自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與財星日報編撰「認識證券市場」，第三十頁。 

71.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四年度訴字第一一二六號（興農案），法院判決全體被告（包含人頭）無罪，
其見解為：「股票之交易制度，以價格優先、時間優先之電腦撮合交易原則，在未有證據證明被告
通謀意圖? 高或壓低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價格之犯意要難謂為炒作之連續行為。又親朋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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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無以丙種墊款，為違法信用交易？ 

(三)有無違約交割之情形？ 

(四)有無相互委託之情形？ 

(五)有無以假股票流通質借之情形？ 

十 .主觀因素應與客觀條件配合判斷行為人是否違法  

證券交易禁止炒作行為之規範，以不法直接犯罪故意為主觀構成

要件，且須行為客觀上符合炒作市場。惟主觀因素存在於行為人之內

心認知，除非行為人承認，否則甚難認定。而炒作行為之客觀要件亦

各異其型態，亦不易判斷。職是，於認定行為人之炒作行為時，應就

主觀因素與客觀條件配合，有時自客觀行為與常規交易，評估行為人

是否具備主觀犯意。 

(一)我國法制對於證券市場炒作行為之禁止，係屬行為犯，非屬結果

犯，質言之，炒作行為只需具備? 高或壓低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

易價格，而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即符合構成要件，不必產

生有其期望之高價或低價72。 

(二)近年來，我國發生若干「地雷股」，大致而言，地雷股都是先將

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價格拉高，再由公司將股票向金融機關質押借

款，後再以借款買入股票拉? 股價，再以股票質押，反覆為之，直

到信用極限，此時會使公司股票市值倍增，公司也取得大量資金，

再以該資金大量成立子公司（大多為投資公司），最後以子公司「護

盤」。此種方式，於景氣良好或多頭市場時，確實使公司擴張成為

集團企業，但其體質並非完善，有虛增資本之現象，因而一旦遭逢

金融危機時，股價下跌面臨補增擔保品，公司只好一直「護盤」，
                                                                                                    
間，商借戶頭，藉以節稅，此乃人之常情，尚難僅因戶頭出借即遽認有犯罪之故意。況我國於證券
交易稅開徵之初，當時主其事者，曾告知投資大眾利用多數戶頭分散股票買賣之數量，以達節稅之
目的，此有七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經濟日報第一版附卷可證，故我國投資大眾以人頭戶買賣股票者
所在多有，益徵被告等人出借帳戶予陳恒昱或蔡美泰等使用，確無犯罪之意思」。此案後來第二審
維持無罪判決，確定在案。  

72. 證期局八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88)台財證 第�� 01370號函參照。但若依「行為犯非結果犯」之適用，
則上開大中鋼案中，法院以行為人獲得鉅額利益為炒作要件之認定，又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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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套牢而引爆「地雷股」。此種情形，即面臨法律問題－「護盤」

是否為炒作行為？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對「國揚案」（八十七

年度偵字第二四七五六號、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九四二號）並未以

炒作行為起訴，僅以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業務侵佔罪、商業

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及證交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五款（財報不

實）提起公訴。「廣三集團」（包含順大裕公司、台中企銀）案件

中，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則以炒作行為起訴（八十四年度偵字

第二三三四二號、八十五年度偵字第一二八一六號），至於「禾豐

集團」（國產汽車案）則依第二十條、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六

款分別以詐欺交易與操縱行為起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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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三)對於「入主目標公司」之情形，證期局之意見並不明確74，該局

之意見認為若有「相對成交」或「無需以高於當時賣出揭示價委託

（即有作價之嫌）」之情形，仍非無炒作之可能，但法院裁判認為

仍應綜合判斷各種主觀因素與客觀行為，若無變態交易之情形，仍

判決無罪75。 

                                 
73. 至於「新巨群集團」（包含亞瑟、台芳、普大公司），法院檢察官則對「護盤」行為認為炒作，並
就炒作行為提起公訴。  

74. 證期局八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88)台財證 第�� 01370號函參照。  
75. 同註二，但此二案件現尚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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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我國近年來關於炒作股票之案例整理  

一 .南港公司股票案例  

 
案  號 主文及理由要旨 

台灣臺北地
方法院 
87訴 183號 

1.被告無罪。 
2.有價證券炒作行為之具體判斷標準： 

(1)股票之價、量變化是否背離集中巿場走勢？ 
(2)股票之價、量變化是否背離同類股股票走勢？ 
(3)行為人是否有以高於平均買價、接近最高買價或以
漲停價委託或以拉尾盤方式買入股票？ 

(4)行為人有無利用拉? 後之股票價格賣出系爭股票獲
得鉅額利益？亦即造成交易暢旺，乘機出售圖利之客
觀情事。 

3.本案被告並無炒作行為： 
(1)南港輪胎股票之價、量與其同類之橡膠類股的價、
量走勢相符，並無背離。 

(2)被告等均無以漲停價委託或於收盤前連續以當日漲
停之高價大量委託買入拉尾盤等行為。 

(3)被告等並無利用高價連續拉? 股票價格，進而利用
拉? 後之股票價格賣出股票，以獲取鉅額利益之情
事，彼等係為長期持有南港輪胎股票。 

台灣高等法院 
89上訴 3286
號 

1.上訴駁回。(原審判決被告無罪) 
2.本案被告所為不該當「炒作行為」： 
監視報告之查核結果充其量亦僅止於顯示被告等買入
南港輪胎股票之數量較多而已，至於是否有該當於證交
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構成要件之事實，則未
為認定。 

最高法院 
91 臺 上
4103號 

1.上訴駁回。(原審判決被告無罪) 
2.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違
背法令情形存在。上訴意旨就原審根據證據判決無罪所
為論斷，究竟違背如何之證據法則，並未依據卷內訴訟
資料為具體之指摘，徒憑己見，就原判決已說明事項或
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為違法，且
仍為單純事實之爭執，難謂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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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潤泰紡織股票案例  
案 號 主文及理由要旨 

台灣臺北地方
法院 
88訴 897號 

1.被告無罪。 

2.關於炒作行為之法定構成要件： 

(1)投資人對其買賣某種股票之數量是否業已逾該股票

當日成交量之百分之二十，既無預見可能性，是以尚

難因被告等買入股票之行為符合「有價證券監視報告

函送偵辦案件作業要點」規定之移送標準，即據以推

定其主觀上有影響股票價格之意圖而成立犯罪。 

(2)所謂「意圖」之證明，應自行為人買賣交易之價量，

參酌當時集中交易市場及同類股票之價量之變化以

判斷特定股票之漲跌有無人為炒作操縱之主觀犯意。 

3.本案被告所為不該當「炒作行為」： 

(1)潤泰紡織股票股價之走勢並未背離集中交易市場及

同類股票之走勢。 

(2)尚難僅因景鴻公司有上開以漲停價委託買進之行

為，即謂與當日潤泰紡織股票之上漲有何直接必然之

因果關係。 

(3)景鴻公司及福誼公司於同一期間買入潤泰紡織股票

之數量非但呈現減少之情形，且以高價買進潤泰紡織

股票之數量更少於非以高價買進之數量，益足見被告

三人應無? 高股價之意圖。 

(4)據潤泰紡織公司發布之八十六年第三季營業情形，

被告等於上開期間買進潤泰紡織股票之價格尚屬合

理之投資價位。 

(5)景鴻公司與福誼公司於上開期間買入潤泰紡織股票

後賣出之比率不高，足見被告等並無藉? 高股票價格

而出售持股牟利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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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主文及理由要旨 

台灣高等法院 
89 上 訴
1356號 

1.上訴駁回。（原審判決被告無罪） 

2.本案被告所為不該當「炒作行為」： 

(1)台灣證券交易所交易公司潤泰股票監視報告，於法

尚不得執當事人之行為合於前述作業要點之標準，即

遽為當事人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

項各款規定之認定。 

(2)潤泰紡織股票之上漲，並非因景鴻公司買進該股票

之行為。 

(3)潤泰紡織股票股價之走勢，亦顯未背離集中交易市

場及同類股票之走勢。 

(4)景鴻公司與福誼公司雖有於上開期間買入潤泰紡織

股票，然其等賣出之比率不高，益證被告以其係為投

資而買進潤泰紡織股票，自亦難認被告等有? 高或壓

低潤泰紡織股票之意圖。 

(5)投資人所能買進或賣出股票數量之限制，投資人對

於當日某種股票之總成交量為何，並無法於當日收盤

前預先得知，遑論其於盤中預知其所買賣股票之數

量，是否逾越當日總成交量之百分之二十以上。不得

以其買進之數量而推定被告等人於買賣股票時，即有

逾越當日總成交量百分之二十之預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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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聯電己股票案例  

 
案 號 主文及理由要旨 

台灣臺北地
方法院 
88訴 496號 

1.被告無罪。 
2.關於炒作行為之法定構成要件： 

(1)所謂「連續以高價買入」，係指於特定期間內，逐日
以高於平均買價，接近最高買價之價格或以最高之價
格買入而言，亦有最高法院七十四年臺上字第五八六
一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3.本案被告所為不該當「炒作行為」： 
(1)投資人對其買賣某種股票之數量是否業已逾該股票
當日成交量之百分之二十，既無預見可能性，是以尚
難因被告等買入股票之行為符合該作業要點規定之
移送標準，即據以推定其主觀上有影響股票價格之意
圖而成立犯罪，。 

(2)被告在客觀上並無連續以高價買進股票，再趁該股
票價格大漲，市場交易熱絡時另以更高價拋售之情
形，從而被告雖有連續高價買進之行為，尚難據此認
定其必有操縱該股股價之意圖。 

(3)不能單憑被告以漲停價委託買進，遂遽認其係有?
高該股票價格之意圖，被告成交價為何，實際上仍須
視市場中其他投資人出售所持有股票或欲購入股票
之價格及數量而定，益證客觀上被告並無? 高或壓低
該股票價格之空間。 

(4)聯電普通股在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流通性之大而
且難以炒作，在投資人通常會參考聯電普通股股價而
為買賣聯電己依據的前提下，炒作該股票之可能性亦
相對降低，蓋將聯電己價格? 高，而聯電普通股未同
時? 高時，一則不容易獲得投資大眾認同而造成無人
願意出高價買進，炒作者因而無法出貨得利，二則?
高股價後會造成投資成本增加，反而將使利潤減少，
準此被告應無刻意? 高聯電己價格之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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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主文及理由要旨 

台灣高等法院 
89 上重訴
56號 

1.上訴駁回（原審判決被告無罪） 

2.關於炒作之法定構成要件： 

(1)所謂「連續以高價買入」，係指於特定期間內，逐日

以高於平均買價，接近最高買價之價格或以最高之價

格買入而言，亦有最高法院七十四年臺上字第五八六

一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能影響某上市公司股票市場價格之因素甚多：如該

公司之業績、發展潛力、配發股利之多寡、經營者形

象、整體經濟景氣情況、非經濟因素等等均足以影響

該股票之價格，所以行為人如基於上述市場因素而有

連續高價買入某股股票之行為，但並無操縱該股股價

之意圖，則不構成該犯罪。 

3.本案被告所為不該當炒作行為： 

(1)各投資人對於當日股票交易之全部成交量無預見之

可能，則投資人對其買賣某種股票之數量是否業已逾

該股票當日成交量之百分之二十，既無預見可能性，

是以尚難因被告等買入股票之行為符合該作業要點

規定之移送標準，即據以推定其主觀上有影響股票價

格之意圖而成立犯罪。 

(2)被告並無在客觀上連續以高價買進股票，再趁該股

票價格大漲，市場交易熱絡時另以更高價拋售之情

形，亦核與一般炒作股票者藉此炒作以牟利之動機有

殊，從而被告雖有連續高價買進之行為，尚難據此認

定其必有操縱該股股價之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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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主文及理由要旨 

最高法院 
92臺上 987
號 

1.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2.關於炒作行為之法定構成要件： 

所謂「連續以高價買入」，係指於特定期間內，逐日以

高於平均買價，接近最高買價之價格或以最高之價格買

入而言。 

3.公訴人所舉證據，僅能認定被告在客觀上對於聯電己有

連續以高價買入之行為，然尚無法證明其主觀上有何影

響市場行情之意圖，被告所為，與修正前之證券交易法

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百五十五條第四款規定之構成要

件尚屬有間，自不能認定被告犯罪云云。其所指之上開

法條，係七十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修正公佈前之舊條文。

修正後之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與七十七年一

月二十九日修正前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四

款係以意圖影響市場行情，對某種有價證券，連續以高

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者，為其犯罪之構成要件不同。而

被告涉犯本件行為之日期，係在修正後之八十六年六月

五日至同年九月十五日，原判決遽以被告之行為與七十

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修正前之舊法規定構成要件尚屬有

間，而為有利被告之判斷，顯屬於法有違。檢察官上訴

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不當，非無理由，應認原判決有撤

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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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楠梓電子股票案例  
 

案號 主文及理由要旨 

台灣臺北地
方法院 
86訴 284號 

1.被告有罪。 

2.本案被告所為該當「炒作行為」： 

(1)楠電係上市公司，於八十一年九月以後，該公司股

價呈現異常飆漲。 

(2)同時期之加權股價指數漲幅僅百分之二．五，且楠

電股票單月成交量在九月間僅有一九一六００００

股，於十月時卻增為五六０四００００股，尤以十一

月間，交易量更放大，由十月時佔整體集中交易市場

之百分之０．七，上升至十一月之百分之一．七六，

可見有楠電股票於如事實欄所述時間確有人為炒作

之情，甚為明顯。 

(3)該相關資料顯示，楠電股票在上開帳戶買賣之情，

除有連續大量、高價買進，並在交易日收盤前刻意造

價拉漲股價（即俗稱拉尾盤）之現象外，尚有連續以

「高買低賣」方式? 高或壓低交易價格而連續高買、

低賣之違法情事。因此被告所辯無炒作行為云云，無

非諉卸之詞。 

台灣高等法院 
88 上 訴
3946號 
(89.02.25) 

1.上訴駁回。（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2.依該相關資料顯示，楠梓電股票在上開帳戶買賣之情，

除有連續大量、高價買進，並在交易日收盤前刻意造價

拉漲股價（即俗稱「拉尾盤」）之現象外，尚有連續以

「高買低賣」方式? 高或壓低交易價格而連續高買、低

賣之違法情事。因此被告所辯無炒作行為云云，無非諉

卸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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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化股票案例  
案號 主文及理由要旨 

台灣臺北地方
法院 
87訴 1372號 

1.被告無罪。 
2.關於炒作之法定構成要件： 

(1)所謂【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者】，係指於
特定時間內，逐日以高於平均買價，接近最高買價
之價格，或以最高買價之價格買入；或以低於平均
賣價，接近最低賣價之價格，或以最低之價格賣出
而言，最高法院七十四年度臺上字第五八六一號判
決可資參考。 

(2)所謂【連續】，故凡行為人主觀之犯意上，有? 高
或壓低某種有價證券之意圖，基於此概括之犯意，
連續二次以上為買進或賣出，即構成本罪。 

(3)【意圖? 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
易價格】則須考量： 
Ａ股票之價、量變化是否背離集中巿場走勢？ 
Ｂ股票之價、量變化是否背離同類股股票走勢？ 
Ｃ行為人是否有以高於平均買價、接近最高買價或
以漲停價委託或以拉尾盤方式買入股票？ 
Ｄ行為人有無利用拉? 後之股票價格賣出系爭股票
獲得鉅額利益？亦即造成交易暢旺，乘機出售圖
利之客觀情事。 

3.本案被告所為不該當「炒作行為」： 
(1)中化公司成交量並無異常現象。 
(2)上開起訴書所指稱之【買進價格】與【成交價】及
【漲停板價格】等，具體價格究係多少？起訴書犯
罪事實欄亦未明確具體指出；由於上開犯罪事實欄
並未明確具體指出價格，致使在有關前揭系爭中化
股在【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者之規定】上，
難以具體認定判斷。 

(3)本院認為該條款之法律條文所規定之【高價買入或
以低價賣出】之法文意義，何謂【高價】？何謂【低
價】？均係屬於相對之不確定法律概念。如此以相
對之不確定法律概念，作為禁止規定，嗣再以同法
第一百七十一條明文規定，如有違反上開法條第一
項第四款規定，則加以刑罰處罰制裁，顯然對於憲
法人權之保障之精神有所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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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東隆股票案例  
 

案號 主文及理由要旨 

台灣高等法院 
88上重訴39號 

1.上訴駁回。（原審判決被告無罪） 

2.本案被告所為不該當「炒作行為」： 

(1)公訴人認被告操縱股票價格部分，按證券交易法第

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其主觀不法意圖

必須為「? 高」或「壓低」股票價格，依罪刑法定

主義，自不包括「維持」股價。 

(2)此監視報告之內容係以東隆公司股票符合有關證

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之查核要件

標準，而非認符合意圖? 高或壓低股票價格之構成

要件甚明。 

(3)監視報告所示，於查核期間內與東隆公司有關之異

常成交者，僅有東泰公司，惟東隆公司股票未因東

泰公司之買入股票而有異常漲幅，依此情形，尚難

認被告有操縱股價之情。 

(4)被告雖以融資方式取得股票資金，此為股票投資人

多有採之，難以之推論被告二人係炒作股票。 

(5)本件股價之變動與被告二人之財產上當有利害關

係，但尚難以此推認被告買入股票係為「意圖? 高」

股票市場價格。 

(6)「意圖」之證明，必須從行為人之買賣交易事實及

涉案時之市場客觀情況而決定之。查被告等介入買

賣後，價格變化，乃市場供需法則。矧查，依被告

等前述買賣交易之事實，及東隆股票於查核期間之

相對市場客觀情況，已足認被告等並無操縱股價之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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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主文及理由要旨 

最高法院 
91臺上3037號 
 

1.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原審判決被告無罪） 

2.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所謂「連續

以高價買入」者，指於特定時間內，逐日以高於平均

買價、接近最高買價之價格，或以當日最高之價格買

入而言；茍於特定時期，某有價證券有下跌趨勢，而

連續以高於平均買價操作買入，使該有價證券之股價

維持於一定價位（即俗稱護盤），因其破壞交易市場

之自由性，亦包括在內。且不以行為人主觀上有「意

圖影響集中交易市場有價證券交易價格」為要件，亦

不以客觀上「因而致交易市場之該股票價格有急劇變

化」為必要。 

3.原判決理由欄既認定「東泰公司於二十四個營業日

內，曾於八十六年十月三日等十個營業日有多次委託

買進價格高於成交價或以漲停價格買進，對成交價有

影響」等語（見原判決第三十四頁），然於理由欄竟

認該條款之規範，須行為人主觀有意圖影響集中交易

市場有價證券交易價格，而? 高或壓低該股票之價

格，但不含維持該股票之價格，且客觀上因而致交易

市場之其他股票價格有急劇變化為必要。進而認定範

芳魁、範芳源無操縱股價、背信之犯行。其所持見解

有誤，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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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正豐股票案例  

 
案號 主文及理由要旨 

台灣最高法院 
90臺上3088號 
(90.05.24) 

1.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原審判決被告有
罪） 

2.炒作行為之法定構成要件： 
(1)行為人主觀上有?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
價證券交易價格之意圖。 

(2)客觀上有對於某種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低
價賣出之行為。 

(3)對於「同一種」有價證券，犯罪行為人必須符合上
開要件而有「連續」行為，才為違法。 

台灣高等法院 
90上更(一)525
號 
(90.12.18) 

1.原判決撤銷，另為部分被告有罪之諭知。（原判決被
告有罪） 

2.被告所為該當「炒作行為」: 
(1)公司股票於該特定期間確有成交價格呈異常現象
之情形。 

(2)被告於原審法院審理時亦自承於上揭時間大量拋
售股票之行為。 

(3)由相關事證足證明被告確有以沖洗式買賣拉? 該
股股價於先。是被告應係基於意圖非法? 高正豐公
司之股票交易價格，始買賣有價證券之情。 

(4)被告所犯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四
款罪行本即具操作性質，以具有連續行為為其構成
要件，其二人對於同一有價證券連續多次為沖洗買
賣，即屬合於該法條規定之構成要件。 

最高法院 
92臺上 395號 

1.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2.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所謂
「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者，指於特定時間
內，逐日以高於平均買價、接近最高買價之價格，或
以當日最高之價格買入；或逐日以低於平均買價、接
近最低買價之價格，或以當日最低之價格賣出而言。
本件原判決理由欄亦未說明其憑以認定上訴人等確有
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行為之證據，亦有判決
理由不備之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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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瑞利股票案例  

 
案號 主文及理由要旨 

最高法院 
88臺上 6660
號 
(88.11.19) 

1.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原審判決被告有
罪） 

2.原審法院僅就共同意圖? 高瑞利股票在集中交易市
場之交易價格，連續以高價買入之犯罪事實加以訊
問，就併案審理之偽作買賣犯罪事實，既未訊問，
亦未針對該事實為證據之調查，即行宣告辯論終
結，其踐行之訴訟程式，自難謂於法無違。 

台灣高等法院 
89 上 更
(一)793號 
(89.1.27) 

1.原判決撤銷，另為被告有罪之判決。 

2.被告所為該當「炒作行為」: 
(1)該股股價於特定期間內漲幅超過百分之三十五。
成交量平均占各交易日買進總量之 19.72%；賣出
總量之 5.74%，。 

(2)被告為? 高價格，均以漲停價委託買進，並大多
於接近尾盤時始大量委託買進。 

(3)按股票之成交價格，固係非完全依委託價格定
之，還要參考其他投資人所買賣情形，非被告所
能事先決定。惟依當時市場上之客觀情況，如其
他賣出的人限定以漲停價賣出或買進的人非以漲
停價掛進，則該股之股價必然上漲至漲停價始成
交，尤至快收盤時始如此操作，很容易使該股之
股價以漲停板價收盤。而大量之人頭帳戶更能大
量融資，大量購入，對? 高股價更有助力。 

(4)被告違背常理，連續於收盤前以高於當時成交價
委託買進並成交該股票，其操縱該股票價格之行
為及意圖甚為明顯。 

(5)辯護人引最高法院判決一則謂? 高股價，必須逐
日即連續買入云云。核屬個案見解，並非判例，
況被告於某時期之交易日幾乎各交易日除一、二
日未買入股票外，均有買入，已如上述，即屬連
續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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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主文及理由要旨 

最高法院 
89臺上 7381
號 
(89.12.11) 

1.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原審判決被告有
罪） 

2.炒作行為之法定構成要件： 
(1)行為人主觀上有? 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
價證券交易價格之意圖 

(2)客觀上有對於某種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低
價賣出之行為。 

高等法院 
89 上 更
(二)1248 
(91.3.19) 

1.原判決撤銷，另為有罪之諭知。 
2.被告所為該當「炒作行為」: 

(1)股價於短短一月餘，漲幅超過百分之三十五。被
告所買賣股票之成交量平均占各交易日買進總量
之 19.72%；賣出總量之 5.74%。 

(2)按股票之成交價格，雖非被告所能事先決定。但
依當時市場上之客觀情況，如其他賣出的人限定
以漲停價賣出或買進的人非以漲停價掛進，則該
股之股價必然上漲至漲停價始成交，尤其至快收
盤時始如此操作，很容易使該股之股價以漲停板
價收盤。 

(3)依當時之情況，被告無必要以如此之高價委託而
竟以高價大量委託，即有可能達成不合理高價之
成交價。被告辯稱其係意圖以低價優先買到云
云，自不可採。 

(4)按意圖? 高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價格而連
續買入、賣出之犯罪行為，係行為犯，非結果犯，
有此行為，不必事實上達到行為人所預期之高價
或低價，其犯罪即應以既遂論。被告是否於炒作
後脫手獲利，並非犯罪之構成要件。 

(5)股價最終之漲幅固然無限制，但如大量並多次以
高價掛進，必然足以? 高股價。至於證管會是否
要抑制股價而移送大量買賣特定股票之人，與本
案案情無關。 

(6)辯護人引最高法院判決一則謂? 高股價，必須逐
日即連續買入云云，核屬個案見解，並非判例，
且刑法上連續犯之觀念以有概括之犯意為已足，
並不以逐日有犯行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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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東洋股票案  
案號 主文及理由要旨 

台灣新竹地方
法院 
89訴 217號 

1.被告無罪。 
2.本案被告所為不該當「炒作行為」: 

(1)被告等並非如公訴意旨所指於前開日期持續買進，而係
於各該交易日? 有買賣東洋公司股票。 

(2)本件既無證據證明被告等均係以漲停或高於平均成交
價之價格委託買進東洋公司股票，彼等所為自與證券交
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以高價買入」之要
件不符甚明。 

(3)被告等係長期投資東洋公司，並非為短線牟取暴利。 

台灣高等法院 
90上訴 3725
號 
(91.01.14) 

1.上訴駁回。（原審判決被告無罪） 
2.炒作行為之法定構成要件： 

(1)行為人主觀上有影響市場行情之意圖或操縱故意 
(2)客觀上有對於某種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低
價賣出之行為 

(3)上述連續行為尚未至足以影響證券市場之公平性及
投資人對交易價格之信賴度 

3.被告所為不該當「炒作」行為： 
(1)被告等並非如公訴意旨所指於前開日期持續買
進，而係於各該交易日? 有買賣東洋公司股票。 

(2)被告等等所下買單大多均能陸續成交以觀，亦與
一般股價炒作者慣於盤末以大筆高價買單委買，
致使股價漲停而未成交張數眾多，以營造股價強
勢假像之操作手法不同。 

(3)被告等所持有之公司股數均較公訴意旨所指之期
日為多，且期間持股並無大量減少等情，是被告係長
期投資公司，並非為短線牟取暴利。 

(4)被告等於買進時，並不能知悉所買進之數量占該盤（交
易時間每三十秒為一盤）成交量之百分比，公訴人引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櫃檯買賣中心事後統計資料，認被告等
各次以何價格委託買進東洋公司股票，各占該時點總成
交量比例百分之五十七至百分之一百不等，認被告等使
股價推若干元云云，即屬倒果為因。 

(5)被告所持股數，除前述買入之三百五十八萬八千張係
自集中市場買入外，其餘均係洽特定人於場外交易所購
得，則縱其所投入之資金龐大，既與該股於集中市場之
價格漲跌無關，自不能據此認為被告等投資東洋公司之
行為已足致該公司股價行情之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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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關係企業「護盤」之違法性 

壹、前言與問題之提出  

我國自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突顯出若干關係企業之弊端，

當時因東南亞某些國家（尤其印尼最為嚴重）之貨幣通膨與政治因素，導

致該些國家金融與資本市場遭受嚴重衝擊，而波及我國76，雖然我國因外

匯存底雄厚，且政策控制得宜，並無重創整體經濟。但仍有部分關係企業

因經營與財務（management and finance）不夠健全，而引爆所謂「地雷股」

（即指上市公司或上櫃公司之股價無量下跌，甚至停止交易或下市撤櫃，

股價有如地雷引爆），嚴重損害投資人，股東與公司債權人之權益。 

「地雷股」之發生，其問題厥在於關係企業對於其本身上市上櫃公司

之股票「護盤」之效應現象。所謂「護盤」，泛指關係企業為求虛增資本，

乃不當擴張信用，由上市上櫃公司大量以資金轉投資成立其他子公司（從

屬公司），而從屬公司之資本額未達公開發行股票之標準，以便規避適用

證券交易法與證券主管機關之財務稽核77，再由從屬公司或其員工人頭帳

戶大量買入該上市上櫃公司之股票，使股價上揚，再以股票向金融機構質

押借款，又以借得款項買入股票且使股價昇高。如此不斷循環，及至資金

槓桿比例過高，此際若股票下跌，勢必維繫股價，以免金融機構要求補強

擔保品或賣出股票78，此種奇異現象，即為「護盤」。 

                                 
76. 此為眾所皆知之事實，亦見諸各種媒體，主要因素在於金融貨幣之劇貶與通貨膨脹，嚴重傷害東南
亞部分國家之生產與競爭力。  

77. 依公司法於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修正前之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四項規定，公司資本額達中央主管機
關所定一定數額以上者，除經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外，其股票應公開發行。早期依經濟部
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商八六二一七五七一號函釋，所謂公開發行，係指公司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
二億元以上，嗣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經濟部又以（八九）商字第八九二二一四二二號函令，將標
準提高為公司實收資本額新台幣五億元時應公開發行股票，但經濟部又於九十年十二月五日以商字
第○九○○二二五六二○號函令廢止前開規定。質言之，現今法律並無規定公司資本額達新台幣五
億元以上時，必須公開發行股票，而成為公司得自由選擇公開或不公開發行股票。且民國九十年十
一月十二日修正公司法，對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四項亦修正為「公司得依董事會之決議，向證券主管
機關申請辦理公開發行程式」。至此，法令已不強制公司必須公開發行股票。  

78 以股票質押借款，即為民法第 908條規定之「有價證券債權質權」，屬於權利質權，如債務屆期或
擔保物價格不足清償債權時，質權人可行使質權或要求補強擔保物，若在此情況下，關係企業勢必
再買入更多股票俾供擔保，或藉由買入股票拉高擔保標的物之價格，而使擴張信用之循環，更加惡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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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企業以轉投資型態成立從屬公司，再以從屬公司或其員工或其他

人頭帳戶79，買入控制公司之股票，進而以交叉持股之方式，擴張信用並

虛增資本，而惡性循環。及至整體經濟或其他因素影響，控制公司或關係

企業中之上市上櫃公司，其股價下跌時，為求質押股票免除「斷頭」（即

質權人實施質權），關係企業即以上述「惡性不當循環擴張信用」之方式，

藉由買入股票以維繫股價，避免質權人處分擔保品，但最後仍因擴張信用

無法維繫股價，致無量下跌，其至停止交易或變更交易種類80，淪為財務

困境，嚴重損害公司股東、債權人與一般投資人之權益。此種以控制公司

轉投資其他從屬公司，再以從屬公司或其員工親屬名義，大量買入控制公

司股票，或維繫股價，或維繫關係企業中上市上櫃公司股價，避免股票質

押遭質權人處分，循環不當擴張信用，是否具有違法性，厥有研究之必要
81。 

貳、法院裁判案例見解  

一 .近年來若干關係企業之弊端  

自民國八十七年下半年起，國內爆發多起上市上櫃公司經營危機

與弊端事件，即一般所謂「地雷股」，主要原因在於公司負責人或大

股東利用高度財務槓桿方式，將公司資金或以資產抵押用以購買股

票，購買股票後再用以質押借款，借得資金再投入股市，嗣因亞洲金

融危機，國內股市亦受波及，影響所及，若干關係企業發行嚴重財務
                                 
79 所謂人頭帳戶，係指帳戶名義人並非實際買賣有價證券之人而人頭帳戶係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二
條之規定，其資金提供、處分權與權益之歸屬，均非該證券帳戶之名義人。此種現象其法律性質亦
頗爭議。有時人頭帳戶係由證券經紀商營業員提供，有時由丙種金主（即違法信用交易資金貸與人）
提供。雖然，依「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十六條第十七款之規定，營業員可以接受
有委託書之代理人下單買賣有價證券，但人頭帳戶名義人有時亦成為關係企業「不當循環擴張信用」
之工具。  

80 當上市公司或上櫃公司因財務危機而致股票交易異常且無量下跌時，主管機關得依「台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例如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買賣中
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例如第十二條之三、第十三條），變更其交易種類（將
一般類股變更為全額交割股或管理股票）或終止上市上櫃。  

81 相對於「護盤」之概念，我國訂有「國家金融安定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目的在於因應國內、外
重大事件，以維持資本市場及其他金融市場穩定，確保國家安定，特設置國家金融安定基金。 
該基金之設置用於（第一條、第四條、第八條參照）：  
一 於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  
二 於期貨市場進行期貨交易。  
三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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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乃進行「護盤」行為，其中較為嚴重之個案，諸如：東隆五金

公司、國產汽車公司、國揚實業公司、台鳳股份有限公司、台芳開發

公司、台灣肥料公司、華夏租賃公司、中國貨櫃公司、台中精機廠公

司、順大裕公司、聯成食品公司、名佳利公司、宏福建設公司、精英

電腦公司、萬有紙業公司、亞瑟公司、美式家具公司82。歸納此類關

係企業之弊端，其型態大致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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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禁止規定。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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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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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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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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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資料來源：監察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近年來我國發生之金融危機專案研究調查報告」，頁 22-32，
二○○○年一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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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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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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向銀行借貸、連帶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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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人頭戶證券融資融券之法律問題  

關係企業大量使用公司員工向證券公司開戶，做為人頭戶。開戶

後，將人頭戶印章、證券存摺、銀行代收股款存摺交付給予集團某些

操盤的專業人士，由該批操盤者下單喊盤，買賣特定有價證券，初時

僅為投資，但相對地也為維護自己關係企業中上市公司股票價格，以

避免銀行質押追繳、證券融資補償，與民間丙種金主之斷頭處分。但

重要者是，員工僅為人頭戶，單純提供證券戶頭供公司使用，至於資

金、喊盤、取銷、改價、交割、決策，均非人頭戶所能掌握，且人頭

戶亦不知究竟買入何種股票或何種價格。而不幸的是，在關係企業發

生經濟危機後，加上亞洲金融風暴之衝擊與國內地雷股引爆，造成股

價大盤下跌，而無法護盤，又因融資買賣股票，虧損後證金或證券（自

辦融資）公司乃向開戶之人頭員工求償，此時問題乃焉產生。大致而

言，債權人主張人頭戶為契約主體，自應負責，但此頗有爭議，大致

如下述： 

(一)雙方所為銀行開戶及融資融券契約是否成立 

按所謂融資融券信用交易乃投資人以融資融券方式買賣證券

者，為消費借貸與行紀之混合型契約。依經紀商與投資人間之有價



第三章 關係企業之市場操縱行為 

 

 193 

證券融資融券買賣行為，其法律甚為單純且具有一致化之性質，且

該契約具預先草擬的印刷式樣對於該特種行為之顧客該約款一律

適用之定型化契約特徵，屬消費者保護法所稱企業經營者為與不特

定多數人訂立契約之用而單方擬定之定型化契約一般條款，應有消

保法定型化契約規定之適用。若開戶、訂約之情形為公司之職員，

預先就開戶資料、融資融券契約中需要開戶人頭簽字之欄位勾出後

攜至公司，省略說明契約內容之程式並要求於其勾出之欄位簽名

後，隨即收回契約資料，未予任何機會審閱契約內容，違反消費者

保護法規定，雙方間之開戶及融資融券契約條款自不構成契約內

容。 

(二)人頭戶是否為實際買賣股票之行為人 

縱不論融資券契約是否成立，於完成融資融券契約後，仍須人

頭戶以融資融券方式為有價證券之委託買賣行為，始會產生借貸之

法律關係，惟人頭員工開戶之後，其所有與股票買賣有關之存摺、

印鑑皆由公司之股務處理專人保管，人頭員工並無實際委託證券商

向集中市場下單買賣有價證券或股票買賣、或請求融資、融券等之

行為，其帳戶亦為企業集團所使用。由此可知其資金來源、喊盤、

及下單等行為均非人頭戶所為，按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三十七條第

十三款規定「證券商經營證券業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受理

非本人或未具客戶委任書之代理人開戶、申購、買賣或交割」同法

第六十八條規定：「證券商經營證券業務，違反本規則之規定者，

依本法（證券交易法）之規定處罰」，再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

七條第二款規定：「違反主管機關其他依本法所為禁止、停止或限

制命令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一百二十

萬元以下罰金」，則證券商除具有客戶本人委任代理人之委任書外

不可接受非客戶本人所為之委託買賣，違反則有刑責相繩。則人頭

戶從未為委託買賣之行為，即從未為借貸之意思表示，亦未出具委

任書授權他人代為委託買賣，兩造間之借貸關係自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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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證金公司應負舉證責任證明借款之法律關係 

證券經紀商須遵守不得受理非本人或未具客戶委任書之代理

人買賣規定 惟客戶選擇依電話委託方式買賣有價證券時，因並無�

委託買賣下單書面資料可以核對筆跡證明是否確由本人親自喊盤

下單委託買賣，為避免嗣後產生疑義，則於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營業細則第八十條第四項規定及八七台證交字第四○○五

九號函釋：「證券經紀商對電話委託應同步錄音並至少保存二個

月。但買賣委託有爭議者 應保存至該爭議消除為止。」；且證期�

局亦要求台灣證券交易所，必須明定證券商電話錄音紀錄之明確保

存規定，是故證券經紀商負有依法保存委託人以電話委託之電話錄

音帶之義務，遇有爭議時，並須提出以證明之，至為顯然 然人頭�

戶未曾使用該帳戶為融資融券借貸買賣有價證券之委託，即並無借

款之法律關係存在 則若主張有以電話委託融資融券借貸之情�

形，自應依法提出錄音帶舉證確有喊盤下單等融資融券電話委託下

單之事實，否則依據借貸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清償借款云云，洵屬無

據，此並有台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七年訴字第三九六六號判決：「按

消費借貸，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而生效力，為民法第四百

七十五條所明定，亦即金錢借貸契約 乃屬要物契約，在借貸之金�

錢未交付時，消費借貸契約並未有效成立 原告主張其借與被告李�

翠英之一百五十萬元乃匯入其在原告銀行之帳戶 並提出存款印�

鑑卡為證；被告李翠英就授信約定書及授信印鑑卡上之簽名不爭

執，惟否認有借款及開戶之事實，是原告自應就交付金錢之事實負

舉證之責。．．．基上，被告李翠英既未辦理開戶手續，原告就其

將借貸之金錢交付被告李翠英之事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依前開說

明 借貸契約並未有效成立，是原告依據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李翠英清償借款云云，洵屬無據。」83 

(四)有關人頭戶遭集團企業使用於護盤，而該關係企業中上市上櫃公

司之股價重挫後，證券金融公司處分質押股票後，向人頭戶請求融

                                 
83.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三九六六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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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借款，此類訴訟案件甚多，法院實務亦均判決證金公司勝訴，此

值商榷。而此類民事訴訟案件，被告均為無財力之人頭戶，當第一

審法院判決證金公司勝訴後，人頭戶均無資力上訴，因此，案件於

地方法院判決後即告確定，無法得知最高法院之見解，茲臚列台灣

臺北地方法院關於此類訴訟之案號如下： 
 

89年度北簡字第 9836號 89年度北簡字第 9861號 

89年度北簡字第 9835號 89年度北簡字第 12843號 

89年度重訴字第 2304號 89年度重訴字第 2455號 

89年度重訴字第 2451號 89年度重訴字第 2453號 

89年度重訴字第 2305號 89年度重訴字第 1998號 

89年度重訴字第 2454號 89年度重訴字第 2043號 

89年度重訴字第 2046號 89年度重訴字第 2314號 

89年度重訴字第 2303號 90年度北簡字第 1477號 

90年度北簡字第 1482號 90年度北簡字第 1488號 

90年度北簡字第 1730號 90年度北簡字第 15685號 

90年度北簡字第 15717號 90年度北簡字第 15741號 

90年度北簡字第 15739號 90年度重訴字第 2號 

90年度重訴字第 3號 90年度重訴字第 4號 

90年度重訴字第 6號 90年度重訴字第 143號 

90年度重訴字第 263號 90年度重訴字第 712號 

90年度重訴字第 810號 90年度重訴字第 905號 

90年度重訴字第 907號 90年度重訴字第 911號 

90年度重訴字第 948號 90年度重訴字第 655號 

90年度重訴字第 1638號 90年度重訴字第 1361號 

90年度重訴字第 1681號 90年度重訴字第 2535號 

90年度重訴字第 842號 90年度重訴字第 903號 

90年度重訴字第 965號 90年度重訴字第 167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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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度重訴字第 811號 90年度重訴字第 1289號 

90年度重訴字第 149號 90年度重訴字第 728號 

90年度重訴字第 1714號 91年度重訴字第 263號 

 

三 .刑事案例實證研究  

自民國八十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歷經政黨輪替與世界高科技

產業景氣變化，我國整體經濟受到重大影響，因而致使甚多關係企業

財務發生困境84。因而，很多關係企業之上市公司、上櫃公司爆發財

務危機，甚至暫停交易與停止交易，司法檢調機關亦展開調查，並將

違法行為移送法辦，茲以較具爭議性質之案例研究如下： 

(一)國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國揚集團以轉投資之關係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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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之股價下

跌，導致擔保品質押不足遭斷頭賣出，故需維持國揚公司之股價在

其平均質押價新台幣五十元以上；此案經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以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二四七五八號、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九四二號

偵查起訴，嗣經台灣臺北地方法院以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一六四號判

決，但並未以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判罪，

而僅以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侵佔罪、第三百四十二條背信罪

論科。 

(二)國產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國產汽車公司為「禾豐集團」之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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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此其中包含民國八十七年間亞洲金融風暴，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發生「921地震」嚴重傷害台灣
經濟，又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十八日總統選舉，政黨輪替衝擊政治生態，致由「非經濟」因素影響投
資環境，致產業大量外移中國大陸，且政治不穩定由政府宣佈停建核四（後來又宣佈復工），外資
對台灣投資環境產生不信任，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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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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集團自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三日起至八十八年二

月二十七日止以違法護盤之方式，使股價維持在新台幣 58元至 61

元之間，案經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以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二四六

七四號、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二四六七五號、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六

六○號、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九四○號、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九四

一號、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一三六九號、第一一三七○號、第一一

四四五號、第一三八九二號提起公訴，經台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八

年度訴字第二○三號與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九年度上訴字第一七八

七號判決該集團財務長、負責人、財務主管、總管理處襄理（實際

負責下單買賣有價證券）等人有罪，認定除違反刑法第三百三十六

條第二項侵佔罪外，尚以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

六款之操縱行為，依同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論科。 

(三)宏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巨集福公司亦為護盤操縱股票交易之典型案例，但其情形較為

特殊。基本上，宏福建設公司亦屬將關係企業及其員工與人頭帳戶

不當擴張信用於證券交易，巨集福集團擁有關係企業多達二十家公

司，例如大業工業公司、宏福人壽、重慶投資、昭明投資、金村投

資、宜群投資、台力營造、財福營造等，再將關係企業統籌設立「總

管理處」負責集團經營、資金調度與股票投資85。其總管理處另有

總經理與副總經理，由關係企業中之人員兼任之。宏福建設公司為

                                 
85 有關「總管理處」，在公司法中並無規範，因此亦成為實例訴訟中爭執之重點。公司總管理處或類
似專責機構，非屬獨立法人，其人員因執行職務所生之債務、侵權責任與刑事違法行為，若依民法
之規範，僅由行為人負責，難以確保公司股東及債權人之利益。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修正公
司法時，行政院曾經提出在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中，加入總管理處之規範，內容略以「多數公司設
有總管理處或類似之專責機構為統一管理或協調各公司之經營者，其人員因執行職務所生之債務或
侵權責任，除行為人依民法之規定負責外，行為人所屬之公司應連帶負責。如所屬公司不明或無法
清償者，由各公司連帶負責。」但此規範於修正公司法時，未予列入關係企業專章，至今爭議甚多，
誠屬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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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上市公司，為維護其股價在新台幣三十元上下，乃大量使用約

四百個帳戶（包含人頭戶），於民國八十七年一月至同年十一月間，

以相對成交86之方式，製造交易活絡假像，破壞市場機能，但後來

仍因過度擴張信用與資金調度不及，因而無力護盤，宏福建設公司

之股票乃暫停交易，而爆發巨集福集團之弊端，遭檢調機關偵辦。 

巨集福集團護盤行為之模式與其他關係企業弊端相同，就其維

繫股價之行為，法務部調查局移送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之意

旨，認定係屬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沖洗買

賣」87，及至檢察官偵查期間，前開法條第二款經修法廢除，乃由

檢察官以同法第一項第六款提起公訴88，現由台灣臺北地方法院以

九十年度訴字第八三四號審理中。本案起訴內容特殊之處，在於證

交所、調查局與檢察官偵查階段，均指沖洗買賣之違法行為，並以

此為基礎證據。質言之，公訴所指之犯罪事實與證據均為沖洗買

賣，但起訴法條竟為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認事用

法尚有未洽。 

參、「安定操作」交易管理之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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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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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相對成交」即指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沖洗買賣（wash sale），此業已
於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修法時刪除。  

87 有調查局偵辦前，係由台灣證交所查核，其報告亦就此部分認為係屬沖洗買賣，而非違反證交法第
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之操縱行為概括規範。  

88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八五九一號、二○五四三號、二○五四四號、二七○
四七號、二七○四八號、八十九年度偵字第六六九一號、一○四六三號、一七九六七號、九十年度
偵字第六五九○號。  

89 參前揭註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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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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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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因此，「安定操作」有其必要加以規範並管理交易。 

此外，我國對於股票流通市場之投資機制，尚有所謂之「四大基金」，

四大基金對於股票市場並無安定責任，亦無護盤之機能，而係對於基金受

益人員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茲敘述如下： 

1.郵政儲金 

郵政儲金之投資辦法，係依據「郵政儲金匯兌法」第十八條第

三項之規定，訂定「郵政儲金投資受益憑證及上市(櫃)股票管理辦

法」做為準據。據此規定，郵政儲金得投資下列受益憑證及上市(櫃)

股票：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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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參註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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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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依法核准公開發行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共同信託基金受益憑

證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受益憑證。 

(2)上市(櫃)股票。(包括以特定人身分，參與認購上市(櫃)企業原股

東及員工放棄認購之增資股份及核准上市(櫃)之承銷中股票)及

新股權利證書。 

但郵政儲金投資受益憑證之限額如下： 

(1)受益憑證投資總額不得超過郵政儲金百分之三。 

(2)個別基金受益憑證投資總額不得超過該基金已發行之受益憑證

總額百分之十。 

而且，郵政儲金投資上市(櫃)股票之限額如下： 

(1)股票投資總額不得超過郵政儲金百分之十。 

(2)每一發行公司之股票投資總額不得超過郵政儲金百分之一及該

發行股票之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十。 

此外，郵政儲金不得投資由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擔任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公司所發行之股票、新股權利證書及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但報經交通部洽商財政部核准派任其負責

人擔任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公司所發行者，不在此限。 

2.公務人員退撫基金 

退撫基金即指「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其投資股票之機能，

係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八條第六項，及公務人員撫卹法第十五條第

三項規定，制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就基金之收

支、管理及運用，加以規範。據此規定，退撫基金之運用範圍如下： 

(1)購買公債、庫券、短期票券、受益憑證、公司債、上市公司股票。 

(2)存放於本基金管理委員會所指定之銀行。 

(3)與人員福利有關設施之投資及貸款。 



第三章 關係企業之市場操縱行為 

 

 201 

(4)以貸款方式供各級政府或公營事業機構辦理有償性或可分年編

列預算償還之經濟建設或投資。 

(5)經基金監理委員會審定通過，並報請考試、行政兩院核准有利於

基金收益之投資項目。 

基金之運用及委託經營，由基金管理委員會擬訂年度計畫，經

基金監理委員會審定後行之，並由政府負擔保責任。 

基金之運用，其三年內平均最低年收益不得低於臺灣銀行二年

期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收益。如運用所得未達規定之最低收益者，

由國庫補足其差額。 

3.勞工退休基金 

勞退基金係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勞工

退休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基金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委託中央信託局辦理，並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財政部及其

他有關機關會同組設勞工退休基金監理委員會，負責審議、監督及

考核。 

勞工退休基金之運用範圍如下： 

(1)存放於金融機構。 

(2)以貸款方式供各級政府或公營事業機構辦理有償性或可分年編

列預算償還之經濟建設或投資支出之用。 

(3)購買上市、上櫃公司股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或認

購上市、上櫃公司之現金增資股票及初次上市、上櫃公司之承銷

股票。 

(4)購買公債、金融債券或公司債。 

(5)購買短期票券。 

(6)投資外幣存款、國外有價證券或國外衍生性金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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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經監理會審議通過，並報請行政院核准有利於本基金收益之

運用項目。 

勞工退休基金投資外幣存款，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存放於中華民國境內之銀行或本國銀行海外分支機構。 

(2)存放於全世界銀行資產或資本排名居前三百名以內或在中華民

國境內設有分行之外國銀行。 

(3)存放同一銀行之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額百分之一。 

但基金不得投資下列各款之有價證券： 

(1)大陸地區之有價證券。 

(2)大陸地區政府、公司於香港或澳門地區證券交易市場發行之有價

證券。 

(3)恆生香港中資企業指數(Hang Seng China- Affiliated Corporation 

Index)成分股公司發行之有價證券。 

(4)大陸地區政府、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股權達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公

司於香港或澳門地區證券交易市場發行之有價證券。 

此外，基金投資國外有價證券，除須符合前項規定外，以下列

各款為限： 

(5)於外國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及店頭市場交易之股票、債券、交易所

買賣基金 (Exchange Traded Funds)或存託憑證 (Depositary 

Receipts)。 

(6)經國際知名或證券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信用評等事業之機構評等

為Ａ級以上之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發行之債券。 

(7)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得由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提供投資推介顧問

服務之外國基金管理機構所發行或經理之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或

投資單位有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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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勞工保險基金 

勞工保險基金，係依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

訂定「勞工保險基金管理及運用辦法」。勞工保險基金之管理及運

用，由勞工保險局辦理，其運用並得委託專業投資機構經營之。而

委託有關事項，由勞保局擬訂，經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勞工保險基金之運用範圍如下： 

(1)對於公債、庫券及公司債之投資。 

(2)存放於公營銀行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金融機構。 

(3)自設勞保醫院之投資及特約公立醫院勞保病房整修之貸款。 

(4)對於被保險人之貸款。 

(5)政府核准有利於本基金收入之投資。 

而前開基金投資於所謂之政府核准有利於本基金收入者，包括

下列各款： 

(1)儲蓄券、金融債券、可轉讓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及金融機構

保證之商業本票。 

(2)上市、上櫃公司股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上市、上櫃

公司現金增資股票或初次上市、上櫃公司之公開銷售股票。 

(3)以貸款方式供各級政府或公營事業機構辦理有償性或可分年編

列預算償還之經濟建設或投資。 

(4)土地、房屋及其開發與建設。 

(5)國外有價證券。 

(6)外幣存款。 

(7)其他經監理會審議通過，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運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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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投資上市、上櫃公司股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

上市、上櫃公司現金增資股票或初次上市、上櫃公司之公開銷售股

票，以下列為限： 

(1)投資每一上市、上櫃公司股票、上市、上櫃公司現金增資股票或

初次上市、上櫃公司之公開銷售股票之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總

額百分之五及各該發行股票之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十。 

(2)投資每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之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總

額百分之五及各該基金已發行之受益憑證總額百分之十。 

(3)投資上市、上櫃公司股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上市、

上櫃公司現金增資股票或初次上市、上櫃公司之公開銷售股票之

總額，不得超過本基金總額百分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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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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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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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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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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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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