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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關係企業之內線交易違法行為 

第一節 我國法制之基本規範 

壹、平等取得資訊原則  

一 .定義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規定「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持有該公司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以上之股東、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

獲悉消息之人、自上述人獲悉消息之人，獲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

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未公開前，不得對該公司之上市或

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買入或賣出」，此即一般所謂「內部

人內線交易」之禁止。按禁止內線交易之理由，學理上有所謂「平等

取得資訊原則」，即在資訊公開原則下所有市場參與者，應同時取得

相同之資訊，任何人先行利用，將違反公平原則。故公司內部人於知

悉公司之內部消息後，若於未公開該內部消息前，即在證券市場與不

知該消息之一般投資人為對等交易，則該行為本身即已破壞證券市場

交易制度之公平性，足以影響一般投資人對證券市場之公正性、健全

性之信賴，而應予以非難。 

二.內線交易犯罪之成立不以「有獲利之主觀意圖」為必要條件，且此犯

罪形態為「即成犯」  

內線交易之禁止，僅須內部人具備「獲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

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及「在該消息未公開前，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買入或賣出」，此二形式要件即成，並

未規定行為人主觀目的之要件。故內部人於知悉後，並買賣股票，是

否有藉該交易獲利或避免損失之主觀意圖，應不影響其犯罪之成立。

且該內部人是否因該內線交易而獲利益，亦無足問，即本罪之性質，

應解為即成犯（或行為犯、舉動犯），而非結果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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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自發性之行為或非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並不符合犯罪之構成要件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公開發行公司之董事在任期

中轉讓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數額二分之一時，其

董事當然解任。上開內容依同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規定，對監察人亦

有準用。職是，董事、監察人對於持股不足之問題，因影響其資格而

備受關切。尚且，董事、監察人常因財務需求與調度，將其持股向金

融機關質押，此即民法第九百零八條所規定「有價證券債權質權」。

除此之外，董事、監察人若任期中持股不足，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

條及證期局頒佈「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細

則」第二條、第五條之規定，必須補足持股成數。上開之情況，公司

董事監察人即可能產生「非自發性之行為或非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

而買入股票。此時，若正有公司重大訊息尚未公開，是否構成內線交

易，應視情況而定。例如董事或監察人因持股成數不足而依規定補足

持股成數，該買進之股票，即屬非自發性之行為，又例如董事或監察

人持股質押而遭金融機構強制賣出，亦可認為「非自發性之事由」；

但若董事或監察人因股票被質押而自行斷頭賣出股票之行為，應非屬

「非自發性之行為或非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1。 

關於「非自發性之買賣」是否有內線交易之構成可能性，頗值疑

議，亦可能有肯定與否定之仁智之見。若認為此種情形不構成內線交

易，往往會造成法制上之缺失與漏洞，因此如持否定說，恐使有心人

士藉此遂行其套利之目的，但如持肯定說，亦可能有法理邏輯與經驗

法則之質疑，使得社會規範與法律規範互不連結，亦非良舉。職是，

此部分仍有待商榷並期待能有一致性之見解，惟本論文認為應持否定

說，亦即認為「非自發性之買賣」欠缺直接犯罪故意，除非能證明其

主觀要件，否則應不構成內線交易罪責。 

貳、重大訊息傳遞理論  

內線交易規範之對象主體，不限於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與持有

                                 
1. 證期局台財證三字第 21873-1號函、最高法院九十一年度臺上字第三○三七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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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以上股東，尚包含「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該

消息之人」與「自上述人獲悉消息之人」。於是，當重大訊息成立後，基

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該消息之人或自上述人獲悉消息之人，其買賣有價

證券之犯罪構成要件該當性，仍有「時點界定」之問題。質言之，獲悉重

大訊息之人究於何時獲悉重大訊息，即涉及重大訊息傳遞理論。 

一.所謂「消息傳遞責任理論」（Tipper-Tippee Liability Theory），亦稱

為「告知消息人與消息受領人責任理論」，該理論主要探討：如果擁

有內線消息者本身未買賣股票，但卻將內線消息告知他人，並由他人

買賣股票時，當事人責任為何？依該理論，將消息透露給他人者，稱

之為「告知消息人」（Tipper）；由他人獲悉消息時，稱之為「消息

受領人」（Tippee）告知消息人與消息受領人內線交易責任之成立，

必須符合下列三要件： 

(一)告知消息人違反受任人義務，洩漏內線消息。 

(二)消息受領人明知系爭消息為重大且未公開之消息。 

(三)消息受領人利用內線消息買賣股票2。 

二 .實務裁判對訊息傳遞理論之援引  

我國實務上裁判，亦曾援引重大訊息之傳遞理論，該案之情況大

致如下：（矽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案件，本件已經無罪確定） 

(一)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以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一七六三八號提起

公訴，經台灣臺北地方法院以八十八年度易字第九五八號判決無

罪，嗣檢察官不服第一審判決而提起上訴，由台灣高等法院以八十

九年度上易字第一七號駁回上訴，此案無罪確定。 

(二)矽統公司當時之監察人為共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被告為共濟公

司之法定代理人，惟共濟公司另指派法人代表行使監察人職務。質

言之，被告並非監察人亦非法人代表，僅為共濟公司負責人而已。 

                                 
2 劉連煜，「內線交易中消息受領人之責任」，證券市場發展月刊（原為雙月刊，自第 6卷起改為月刊，
又自民國 86年 4月第 15卷第 4期起改名為：證券暨期貨管理）第 24卷，頁 67-87，一九九四年十
月版，證券管理雜誌社。  



關係企業證券交易違法行為之研究 

 210

(三)矽統公司於民國八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召開

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而於會議中決議更新（調降）該公司八十

六年度財務預測，並於同年八月二十三日公告，但被告於民國八十

六年八月六日至八月二十二日大量賣出矽統公司之股票七六二仟

股，並於調降財務預測後即同年八月二十八日、八月三十日大量買

進一五九五仟股，證期局認為被告涉有內線交易罪嫌，移送偵查後

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四)第一審與第二審法院均判決被告無罪，理由在於：被告雖為法人

監察人（即共濟公司）之負責人，而監察人係法人共濟公司，共濟

公司又另指派法人代表行使監察人職權。在此情況下，矽統公司雖

經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決議調降財務預測，該調降財測雖屬重大訊

息，但知悉者應為董事監察人聯席會之參加出席者，被告並未出席

（因其並非董事監察人）。雖被告為監察人共濟公司之負責人，但

共濟公司另有指派法人代表行使監察權。法院經傳訊相關證人與調

查證據，認定並無明確證據證明被告受領該重大訊息。職此，法院

乃援引訊息傳遞理論，認定被告並非利用內線訊息買賣股票，而判

決被告無罪。 

(五)綜合前述，本案法院援引重大訊息傳遞理論，且遵守嚴格採證法

則，符合下列最高法院判例之闡示：「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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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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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無證

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判決。刑

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故

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

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

第一八三一號判例參照）。「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

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

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

六號判例參照）。「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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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

（最高法院四十年臺上字第八六號判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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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法制之研究 

壹、法律規範與基本分析  

一 .法源  

美國法制關於內線交易之規範，厥在於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第十條 b項與其施行細則第十條 b

項規則五（Rule 10b-5）。前者於一九九八年修訂，並因二○○○年至

二○○二年之間，美國爆發若干大型上市公司與關係企業之醜聞，例

如 Enron公司製作虛偽財務報表，乃於二○○二年七月三十日由總統

George W. Bush簽署 Sarbanes-Oxley Act，該法案對一九三四年證券交

易法加以修訂（amending）、增訂（adding），並提高違法行為之罰金

與有期徒刑。 

一九三四年美國證交法第十條 b項與施行細則第十條 b項規則五

（Rule 10b-5），若有違反者，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條 a項處罰。 

Ａ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項之規定為：「凡是直接或間接利

用州際貿易之任何手段或工具，利用郵寄或全國證券交易所之任何

設備之個人，在下述情況下，均屬違法：(b)對於購買或出售在全國

證券交易所登記註冊之證券，與並無登記註冊之證券，使用操縱與

誤導之手段和方法，違反證券管理委員會為了公共利益或保護投資

者利益而必須適當制定之規則與規章」。3 

Ｂ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二條 a項之規定為：「任何人故意違

反本法（第三十條 A項除外）或依據本法所制訂之任何規則與規章

者，均屬違法⋯如果為虛偽或誤導重要事實之行為，應被處以一百

                                 
3. 其原文為：Section 10.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the use of any means or 

instrumentality of interstate commerce or of the mails, or of any facility of any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 
(b) To use or emplo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any security registered on a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 or any security not so registered, any manipulative or deceptive device or 
contrivance in contravention of such rules and regulation as the Commission may prescribe as necessary 
or appropriat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or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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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美元以下之罰金或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亦可同時科以罰金與有期

徒刑。如果是自然人以外之機構犯罪，可處二百五十萬美元以下之

罰金⋯」4。 

Ｃ二○○二年七月三十日美國總統簽署 Sarbanes-Oxley Act，該法案

Section 1106 規定：將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二條 a 項

（Section 32(a)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之刑罰規定

加重，就故意違反證券交易法之罰責，由原來最高一百萬美元之罰

加重至五百萬美元，科刑由原來之最重本刑十年有期徒刑加重為二

十年有期徒刑。至於自然人以外之機構犯罪（例如證券交易所），

由原來之罰金二百五十萬美元提高至二千五百萬美元5。 

Ｄ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第十條ｂ項規則五（Rule10b-5）（此即指美

國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之規定為： 

「任何人不得直接或間接利用州際商務工具或郵件或全國性

證券交易所之設備，在買賣證券之過程中，為下列行為： 

1.使用任何方法、計畫或技巧從事詐欺。 

2.對重要事實作不實陳述，或省略某些重要事實之陳述，以致在當

                                 
4.其原文為：Section 32. (a) Any person who willfully violates any provision of this title (other than section 

30A), or any rule regulation thereunder the violation of which is made unlawful or the observance of which 
is required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title, or any person who willfully and knowingly makes, or causes to be 
made, any statement in any application, report, or document required to be filed under this title or any rule 
or regulation thereunder or any undertaking contained in a registration statement as  provided in subsection 
(d) of section 15 of this title, or by any self-regulatory organiz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an application for 
membership or participation therein or to become associated with a member thereof, which statement was 
false or misleading with respect to any material fact, shall upon conviction be fined not more than ﹩
1,000,000, or imprisoned not more than five years, or both, except that, when such person is an exchange a 
find not exceeding ﹩2,500,000 may be imposed；but no person shall be subject to imprisonment under 
this section for the violation of any rule or regulation if he proves that he had knowledge of such rule or 
regulation 

5.其原文為：Sec. 1106. INCREASED CRIMINAL PENALTIES UNDER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Section 32(a)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15 U.S.C.78ff (a)) is amended- 
(1) by striking “﹩1,000,000, or imprisoned not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nserting “﹩5,000,000, or 

imprisoned not more than 20 years”；  and 
(2) by striking “﹩2,500,000” and inserting “﹩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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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實際情形下產生引人誤導之效果。 

3.從事任何行為、業務或商業活動，而對他人造成詐欺或欺騙之情

事者」6。 

Rule 10b-5之內容，係考量判斷內線交易之最重要法源： 

按在美國法上，公司內部人或其他利用關係獲得內線消息之

人，在未將內線消息公開前，不得利用該項消息以買賣證券，違反

者，依 Rule10b-5應對受害人負賠償責任。內部人利用內線消息買

賣股票，應受 Rule10b-5（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二項第五

款）之規範固無疑問。其他人如由內部人獲悉內線消息時，則需證

明：一.內部人違反受任人義務（fiduciary duty）；二.內部人因洩密

而獲有利益（ for her own advantage）；三.消息受領人明知該消息為

重大消息（ tippee knew of the breach）。在內線交易之訴訟中，行

為人如果欠缺故意（lack of scienter），亦可作為抗辯之理由。 

二 .具體分析  

分析美國 Rule 10b-5之原則，其判斷機制可分析如下7： 

(一)對於重要訊息之不實陳述或未經公開訊息之省略，應與有價證券

之買賣有關聯性（Look for a material misrepresentation, or an 

omission of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ale 

or purchase of any security.）。 

                                 
6. Rule 10b-5 5之原文為：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the use of any means or instrumentality of 
interstate commerce or of the mails, or of any facility of any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 
(1) to employ any device, scheme, or artifice to defraud, 
(2) to make any untrue statement of a material fact or to omit to state a material fact necessary in order to 

make the statements made, in the light of the circumstance under which they were made, not misleading, 
or 

(3) to engage in any act, practice, or course of business which operates or would operate as a fraud or 
deceit upon any pers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any security. ” 

7. See William L. Cary ＆  Melvin A. Eisenberg, Cases and Materials on Corporations, Concise Seventh 
Edition, 1995, at 546-553. 



第四章 關係企業之內線交易違法行為 

 215 

(二)如果是重要訊息之故意省略（相對於不實陳述），此時應考量買

賣有價證券者是否為「內部人」（In the case of an omission (as 

opposed to a misrepresentation), consider whether the person who 

trades is an insider.）。 

(三 )在重要訊息故意省略之情況，如果買賣有價證券者並非「內部

人」，則應考量其責任之構成要件為： 

1.內部人傳遞重大訊息而且違反忠實義務。 

2.內部人傳遞重大訊息之目的在於獲利。 

3.訊息受領人知悉內部人違反規定。 

（If, in an omission case, the person who trades is not an 

insider, consider whether she is a tippee.  If so, analyze her liability 

by determining whether: (i) the insider-tipper breached her fiduciary 

duty, (ii) the insider-tipper communicated the information for her 

own advantage, and (iii) the tippee knew of the breach..） 

(四)除對內部人或訊息傳遞者審酌外，如果非屬內部人而利用未經公

開之訊息買賣有價證券，應考量其是否經由不合常規方式取得訊

息，例如：行為人經由其僱主違反規定而取得重大訊息。 

（If the facts of question do not involve a traditional insider or 

tippee, consider whether the person trading on the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obtained the information by misappropriation.  For 

example, did she obtain the information through a breach of duty to her 

employer?） 

(五)依據 Rule 10b-5 提起訴訟之原告可為一般買賣有價證券之投資

人，亦可為證管會（SEC），而訴訟之對象亦可能是無交易行為者，

例如發行如果發佈不實之重要陳述，該公司則必須負責。 

（A suit can be brought under rule 10b-5 either by a private 

plaintiff who is a purchaser or seller or by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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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Even nontrading parties (e g., a corporation that makes 

a material misrepresentation may be liable under rule 10b-5.) 

(六)對於 Rule 10b-5之抗辯，必須考量是否欠缺故意，欠缺對訊息之

信賴關係，因果關係、合理查證之欠缺，或雙方均有過失，而且決

定上開何種抗辯足以適用。 

（Consider the defenses to a 10b-5 action-such as lack of scienter, 

lack of reliance, lack of causation, lack of due diligence, or in pari 

delicto-and determine whether one of the defenses applies to the facts 

in question.） 

貳、美國法院裁判案例研究  

美國法制對於內線交易之禁止規範，將之列為「最重要之優先執行目

標（top priority enforcement target）8」。裁判上案例亦對內線交易訊息重要

性(Materiality)與成立時點作出認定，其中最重要裁判為：BASIC INC. v. 

LEVINSON9，茲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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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購併另一家名為“Basic”之公司，Basic 公司之主要業務係製造化

學耐火產品（chemical refractions），在購併之過程中，Combusion公

司之高級主管與董事向 Basic公司之董事及高級主管提出各種關於購

併與合併之可能途徑。然而，Basic 公司卻對外宣佈三個聲明，其中

包括：「紐約證券交易所向 Basic公司查詢時，Basic公司回覆內容中

否認該公司參與合併協商」（Basic made three public statements, 

including a reply to an inquiry by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denying 

that it was involved in merger negotiation），詎及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十八日，Basic公司竟發佈聲明表示已經達成合併，且 Basic公司董事

會接受 Basic 公司以每股美金四十六元之價格被 Combusion 公司購

併。此每股美金四十六元之價格頗高，而在當初 Basic 公司宣稱並未

參與合併談判聲明後，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Basic公司被合併

                                 
8. See Tnomas Lee Hazen, The Law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s, Third Editon, 1996, at 835. 
9.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8 485 U. S. 224, 108 S. Ct. 978, 99L. Ed.2d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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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間，Basic 公司之股東以低於每股美金四十六元之價格出售股

權，該些股東乃提起集團訴訟（class action），以 Basic公司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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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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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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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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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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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Basic公司不服提起上訴，聯邦最高法院駁回 Basic公司之上訴。 

最高法院判決 Basic 公司敗訴之主要理由，在於「依證券市場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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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buttable presumption of reliance may be applied to misrepresentation 

under a fraud-on-the-market theory under Rule 10b-5）。主審法官

Blackman, J.認為：依 Rule 10b-5之規定，信賴（reliance）為一重要

條件，因為「信賴」足以證明被告不實陳述之行為與他人損害間之因

果關係。但早期之證券交易係「面對面之交易」（ face-to-face 

transactions），而時空變化之結果，此種「面對面之交易」亦隨之有異，

因為證券投資人信賴市場價格之真實性，如果違反真實揭露原則，就

有「信賴推定」之狀況。職是，當有人以詐欺手段影響股票交易價格

時，確有必要推定信賴關係之存在，但若被告能反證推翻，證明其所

為不實之陳述，並不足以影響改變股票價格，或能證明「個別證券買

受人」（individual purchaser）知情而仍買賣股票。 

二.上開案例之爭執點（ issue）在於「就合併前置程式之談判，是否構成

內線交易之重大訊息？」（May statements regarding preliminary 

merger discussions be material for purposes of Rule 10b-5？）。美國法

院認為：初步的合併磋商（preliminary merger discussion）並不構成內

線消息，直到價格與交易結構等重要原則達成合議（ agreement in 

principle）始可謂為重大消息（...preliminary merger discussions do not 

become material until" agreement-in-principle" as to the price and 

structure of the transaction has been trached between the would-be merger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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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法就內線交易之案件，首重行為人之犯罪故意（Scienter），並

強調行為人內線交易而獲有利益。再者，就內線消息之成立而言，更

以「重要原則達成合意」（agreement in principle）始可謂為重大消息。

上開 BASIC 公司案例極具指標判斷準據，亦可謂為最重要之界定基

準10。 

參、美國法制之借鏡與啟示  

一 .直接犯罪故意之判斷  

證券交易法對於內線交易之禁止，本旨在於「不公開、不買賣」，

依我國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項之規範，對於違反者，依同法第

一百七十一條第一款科以刑責。惟觀之前開二法條之內容，僅謂內部

人在重大訊息成立後公佈前買賣有價證券即屬當之。職是，就直接犯

罪故意之判斷，易生滋疑。但既依法科以刑責，其構成要件自應包含

主觀要件在內，質言之，行為人具備犯罪故意應屬犯罪條件。縱令行

為人以欠缺犯意置辯，仍不解免法律責任。惟若依上開二法條觀之，

對於不法意圖，並未顯示於法條明文。就此，應可自美國法制中援引

借鏡。依我國刑法第十二條與第十三條之規定，刑事處罰之對象，除

過失犯特別明文規範外，須具有故意之主觀要件，而故意之成立，須

行為人對於犯罪事實有所認識。所謂犯罪事實，指構成犯罪之事實，

包括違法性內容之事實在內。而行為與結果間之因果關係，亦屬犯罪

事實之一部。至於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

者，為直接故意，刑事責任之構成，以明知為要件者，限於直接故意，

始與犯罪構成要件相當11。 

雖然我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並未明定「意圖為自

                                 
10. 學者劉連煜教授對此方面見解卓越，其於“內部人交易規範中內部消息『重大性』之認定標準”一
文中〈政大法學評論第 56期，民國 85年 12月版，頁 211-221〉，指出除 Basic v. Levinson測試基
準，尚有  
1.「法定公開項目之重大性」測試基準（Line Item Materiality Test） . 
2.「質的重大性」測試基準（Qualitative Materiality Test） . 
3.TSC v. Northway 之測試基準（即指：判斷一項遺漏之事實是否為重大訊息，應考量一個合理的股
東是否可能因該事實，對其決定如何行使投票表決權產生重要影響）。  

11 最高法院四十六年臺上字第三七七號判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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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之主觀要件，惟此除可依上述刑法基本理論

運用外，尚可參酌美國法制中借鏡援引，在美國法中，對於Rule 10-b-5

之抗辯，必須考量是否欠缺故意（as lack of scienter）俾以決定行為是

否構成犯罪（whether the defense applies to the facts in question）。又美

國 1934年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 Rule 10-b-5中，明文規定禁止之行為

指「詐欺」（artiface to defraud）、「行為、業務或商業活動，而對他人

造成詐欺或欺騙之情事」（to engage in any act, practice, or course of 

business which operates or would operates as a fraud or deceit upon any 

pers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any security），職是，

在我國現行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禁止內線交易行為，條文

中應斟酌明定直接犯罪故意之規範，在可能之修法時，應參酌主觀要

件，明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杜爭議。 

二 .重大訊息成立時點之判斷  

美國判例中有關判斷重大訊息成立時點，以 Basic Inc. vs. 

Levinson案例為指標，其案情已如上述，而該案中對於重大訊息之成

立，除敘及行為人之犯罪故意外，客觀要件之標準在於「重要原則之

達成合意」（agreement in principle），此應可供我國實務裁判援引參

酌。 

我國法制對於內線交易成立時點之判斷，存有不確定之概括內

容，就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所指「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

或該證券之市場需求，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常投資人之

投資決定有重大影響之消息」，其時點何時界定，尚屬不易，且有爭

議。例如上市之建設公司，其與地主簽訂合建契約，因考量地主眾多，

合建事宜必須全體地主同意後始得為之，所以常簽訂附有條件之合建

契約，約定如有一地主未能簽訂合建契約時則不生效力。在此種狀況

下，若該合建事宜屬於足以影響股票價格，則該建設公司與地主簽訂

契約之重大訊息何時成立，即有可議。此時應可參酌前揭美國法制判

例，認定合建契約不以公司只與局部地主簽約為界定時點，而應認為

全體地主簽約完成後，其重大訊息始為成立。又例如公司間之策略聯

盟已漸普及，而所謂策略聯盟並非法律術語，且型態甚多，尚不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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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宣佈策略聯盟即屬重大訊息成立，而應分別就其策略聯盟之具

體內容，分別判斷成立時點，舉例而言，若二公司為求垂直整合之策

略聯盟，而由其中一公司以私募方式買入另一公司股份，此際應以私

募持股訊息之宣佈為重大訊息時點，要難純以二公司宣佈策略聯盟為

界定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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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內線交易重大訊息具體要件與成立時點之界定 

壹、問題之提出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規範內線交易，並於同法第一百七十

一條第一款科以刑罰，惟就上開法條之規定內容觀之，犯罪構成要件尚有

不確定法律概念，於實務裁判時欠缺具體判斷標準，值得研究。依據證券

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左列各款之人獲悉發行股票公

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未公開前，不得對該公司之

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買入或賣出：一、該公司之董事、

監察人及經理人。二、持有該公司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三、基於職

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四、從前三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者。」據此

以觀，所謂內線交易係以「內部人獲悉重大消息」「並在消息未公開以前，

買入或賣出股票」為其犯罪構成要件。 

惟查，就法條規範內容而言，內線交易規範之重要構成要件包含「公

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重大訊息」與「在該消息公開前」，但

何謂重大訊息？重大訊息之公開時點如何區隔？均為不確定之問題；質言

之，內線交易中何謂「重大影響股票價格之消息」？又該重大影響股票價

格之消息成立時點牽涉到「訊息公開前」，則「重大訊息何時為公開時點」？

甚難具體界定12。此二問題於理論探討與實務裁判中，極具研究價值。 

貳、內線交易界定之法源與基本規範  

一 .界定之法源  

                                 
12. 例如發行公司對於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之分配，固應由董事會決議，但股利分配之金額，究應如何
判斷於董事會決議且公開前，足以「重大影響公司股票價格」？且股利分配於董事會決議前，其構
成股利分配之原因，應屬公司營運之獲利，而獲利之事實係由業務成長或財務改善，凡此各項因素，
究應以業務成長、財務改善、營運獲利或董事會決議之事實揭露為重大訊息成立之時點，甚難判斷。
又例如發行公司調高或調降財務預測亦是如此。因為公司之年度財務預測係對未來之預估，並非對
過去會計現象之陳述，但影響股票價格之因素甚多，財務預測極可能重大影響股票價格。此種情形，
究竟應以整體經濟變化，或公司獲利變化，或基本假設因素變動，或董事會決議，為重大訊息成立
時點？易生疑義。再其次，影響股票價格之因素甚多，包含總體政治經濟因素、一般市場因素、企
業未來發展之因素與公司內在之因素，加上投資人自負責任之判斷原則，極難判斷何種訊息與影響
股票價格之重大關聯與因果關係，凡此種種問題，皆應予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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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線交易法律規範之準據為證券交易法一百五十七條之一、同法

第三十六條第二項及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七條 

經查證券交易法就內線消息之定義不明，且就重大訊息之成立

時點並未說明：證券交易法一五七條之一所稱之「內線消息」，係

指「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或該證券之市場需求，對其股票價格有

重大影響，或對正常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大影響之消息」。證券

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七條則就消息之內容列舉九款事項。惟究竟「何

種具體條件認定為內線消息」？「內線消息何時成立」？上開法規

均未見說明，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 

謹按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內線交易禁止之行為，規

定內部人於「獲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時，

在該消息未公開前，不得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之股票，買入或賣出」。惟依同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

「公司於發生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時，應於事

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並向主管機關申報。如為上市或上櫃公

司，並應將抄本分別送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同業公會」。此所謂「對

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與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所

稱「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之意義大體相同。又證券交易法

施行細則第七條之相關規定，係指該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所

定發生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僅得做為認定之

參考，並非指內線交易消息即為該施行細則第七條之規定內容。依

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七條之規定，係指下列事項： 

1.存款不足之退票、拒絕往來或其他喪失債信情事者。 

2.因訴訟、非訟、行政處分或行政爭訟、保全程式或強制執行事件，

對公司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者。 

3.嚴重減產或全部或部分停工、公司廠房或主要設備出租、全部或

主要部分資產質押，對公司營業有影響者。 

4.有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各款情事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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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經法院依公司法第二百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其股票為禁止

轉讓之裁定者。 

6.董事長、總經理或三分之一以上董事發生變動者。 

7.變更簽證會計師者。但變更事由係會計師事務所內部調整者，不

包括在內。 

8.重要備忘錄、策略聯盟或其他業務合作計畫或重要契約之簽訂、

變更、終止或解除、改變業務計劃之重要內容、完成新產品開發、

試驗之產品已開發成功且正式進入量產階段、收購他人企業、取

得或出讓專利權、商標專用權、著作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交

易，對公司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者。 

9.其他足以影響公司繼續營運之重大情事者。 

據上以觀，前揭各法條綜合而言，仍以「重大影響其股票價

格之消息」、「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足以

影響公司繼續營運之重大情事者」等不確定與不具體之內容為規

範，並無具體就「重大訊息之具體條件」與「內線消息何時成立」

詳加規定，實務裁判仍有賴自由心證判斷，易生疑義。 

(二)行政規範之補充 

1.台灣證券交易所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買賣中心，對於上

市公司與上櫃公司，分別頒佈「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

式」。惟證交所與櫃買中心係分別為私法人與財團法人，其規範

資本市場之法律地位，頗有爭議13。 

2.惟該等規則僅係補充前開內線交易法律依據之補充規定，而非內

線交易之法律規範依據。質言之，因證交所係屬私法人，而櫃買

                                 
13. 有關台灣證券交易所屬於依公司法組織設立登記之股份有限公司，在證券市場採公司制而非會員制
之我國，證交所之法律地位頗生爭議，至於中華民國證券櫃? 買賣中心亦為財團法人，尚非公權力
主管機關，其地位亦有爭論。證交所與櫃買中心能否規範資本市場？該二法人分別制訂之規範，舉
凡如營業細則與業務規則，或其他單行規定，因均報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定，故具有「準公法效力」，
但因私法人規範資本市場權利之問題仍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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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則屬財團法人，發行公司於上市或上櫃前與該二機構訂立

「有價證券上市契約」或「有價證券上櫃契約」，縱令發行公司

違反上開處理程式，亦屬私權契約關係，並無違法。準此，不得

逕以違反該等規則而認為有內線交易之行為；換言之，審酌是否

有內線交易之行為，仍應依據前開內線交易之法律依據為判定14。 

                                 
14. 台灣證券交易所於民國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修正公佈「台灣證券交易所對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
證暨公開處理程式暨上市公司重大訊息說明」，就「符合重大訊息條款」認為上市公司應申報之重
大訊息內容，較為具體，其中列舉為：（但其中第三十一款仍有概括規定之不確定概念）  
一 .上市公司及其母公司或子公司發生存款不足之退票、拒絕往來或其他喪失債信情事，或母公司發
生重大股權變動情事者。  

二 .因訴訟、非訟、行政處分、行政爭訟或假扣押、假處分之申請或執行事件，對公司財務或業務有
重大影響者。  

三 .嚴重減產或全部或部分停工、公司廠房或主要設備出租、全部或主要部分資產質押者。  
四 .有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各款情事之一者。  
五 .經法院依公司法第二百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對其股票為禁止轉讓之裁定者。  
六 .董事長、總經理、法人董監事代表人或三分之一以上董事發生變動者。  
七 .變更簽證會計師事務所者。  
八 .公司發言人、代理發言人或財務主管發生變動者。  
九 .變更公司名稱、章程、聯絡電話、所營事業、公司所在地或股務代理機構者。  
十 .變更會計年度者。  
十一 .簽訂重要契約、改變業務計劃之重要內容、完成新產品開發或收購他人企業者。  
十二 .董事會決議減資、合併、解散、增資發行新股、發行公司債或其他有價證券者。  
十三 .公開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預測資訊、公開前揭財務預測資訊不適用或更正或更新前揭財務預測
資訊。  

十四 .董事會決議發放股利或股利分派經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有所變動者。（包含：1.董事會決議日
期；2.發放股利種類及金額；3.預計除權（息）交易日；4.預計除權（息）基準日；5.預計停止股
票過戶期間；6.畸零股及逾期未認購股份之處理方式；7.新股之權利義務；8.股利變更之方法及金
額；9.變更原因；10.同時須輸入股市觀測站 L57畫面）。  

十五 .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直接或間接進行投資計劃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一億元
以上者，或與他公司業務合作計劃之簽定或解除者。  

十六 .現金增資或募集公司債計畫經申報生效或申請核准後，因董事會決議有變動者。  
十七 .董事會決議股東會或臨時股東會召開日期、召集事由及停止變更股東名簿記載之日期。  
十八 .股東會或臨時股東會重要決議事項。  
十九 .未於營業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集股東常會者。  
二十 .依主管機關函訂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要點」規定應公告申報之事項。  
二一 .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金額達主管機關函訂之「上市上櫃公司背書保證處理要點」
第五點各款規定之標準者。  

二二 .公司與主要買主或供應商停止業務往來，該買主或供應商佔公司最近一會計年度之總銷售值或
進貨金額達百分之十以上者。  

二三發生災難、集體抗議、罷工或有環境污染情事遭主管機關處分。  
二四上市公司及其母公司或子公司依相關法令進行破產或重整程式之有關事項。  
二五 .公司主要債務人遭退票、申請破產、或其他類似情事；公司背書保證之主要債務無法償付到期
之票據、貸款或其他債務者。  

二六母公司或子公司或其聯屬公司經其董事會決議之重大決策，對公司之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
大影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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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證期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即發生對股東

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時之公告及申報）及第三十八條

（主管機關為發行證券所為之財務、業務保護措施）之具體授

權，乃訂定發布「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要點」，證

期局再要求公開發行公司內部比照制訂，且應經股東會決議通過

實施。然該要點僅為證期局內部之行政命令，且為其法律依據之

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或第三十八條亦僅為公司

財務、業務揭露之程式性規定而非內線交易之法律依據，縱有違

反僅係違反程式規定之行政上處分，而與內線交易之成立無直接

關聯。 

二 .我國法制之探討  

內線交易規範之目的，在於強化交易市場之公平公正性，促進證

券市場資訊透明化、公司資產之正當利用、增進公司經營決策之健全

與時效15。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規定重大訊息之意

義為「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同法第四項將重大訊息定位

為：「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或該證券之市場供求、公開收購，對其

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的影響之消

息」。就此規範，均屬抽象而概括之定義，並未就「重大性」兼括列

舉與概括而便於適用，此與歐美國家相同，但異於日本16。衡諸一般

財經常理，對投資人之判斷具有影響力之訊息，應包含：對產業經濟

市場之供應與需求有關之訊息－市場訊息，政治因素而與總體經濟或

特定產業有關之訊息－政策訊息，特定發行公司之財務或業務有重大
                                                                                                    
二七上市公司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有會計師出具非無保留意見之查核意見，但因依財務會計準則
公報調整會計原則者除外。  

二八大眾傳播媒體報導或投資人提供訊息有足以影響上市公司之有價證券行情者。  
二九上市公司依規定辦理股票集中保管後，迄保管期間屆滿前，遇有辦理提交集中保管人員之股票，
因依法院之執行命令或其他原因被領回，致集中保管比率不足者。  

三十有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八第一項及第二項所規定公司股權變動之事由並收到通知者。 
三一 .其他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情事、或其他經公司董事會決議之重大決策。  

15. 吳光明，證券交易法論，頁 252-253，三民書局，一九九九年一月增訂初版。吳光明教授於論著中，
認為內線交易規範之目的，尚包括「杜絕操縱股價行為」，就此觀點尚值商榷，因為內線交易之禁
止，本旨在於「不公佈、則不交易」，理論上，要難謂其立法目的在於「反操縱行為」。  

16. 餘雪明，證券交易法，頁 5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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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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關係訊息－公司訊息17。若依我國法制之規範，證券交易法第一

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與第四項，係屬原則，仍應參酌同法第三十六

條第二項、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七條、台灣證券交易所與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櫃? 買賣中心對於上市公司或上櫃公司，分別頒佈之重

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式，證券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要點」，綜合判斷，方始合理。若是如此，可以

整理歸納內線交易重大訊息之實質具體要件與成立時點之定位，茲分

述如下： 

(一)原則準據 

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四項判斷，重大

訊息係指「發行股票公司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而所謂重

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係指「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或該證券

之市場供求、公開收購，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

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 

(二)列舉準據 

1.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與同法施行細則第七條判斷，

包含下列事項： 

(1)存款不足之退票、拒絕往來或其他喪失債信情事者。 

(2)因訴訟、非訟、行政處分或行政爭訟、保全程式或強制執行事

件，對公司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者。 

(3)嚴重減產或全部或部分停工、公司廠房或主要設備出租、全部

或主要部分資產質押，對公司營業有影響者。 

(4)有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各款情事之一者。 

(5)經法院依公司法第二百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其股票為

禁止轉讓之裁定者。 

                                 
17. 林國全，「日本證券交易法第一九○條之二－內部人交易之禁止」，載於「證券管理」季刊，第七
卷第八期，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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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董事長、總經理或三分之一以上董事發生變動者。 

(7)變更簽證會計師者。但變更事由係會計師事務所內部調整者，

不包括在內。 

(8)重要備忘錄、策略聯盟或其他業務合作計畫或重要契約之簽

訂、變更、終止或解除、改變業務計劃之重要內容、完成新產

品開發、試驗之產品已開發成功且正式進入量產階段、收購他

人企業、取得或出讓專利權、商標專用權、著作權或其他智慧

財產權之交易，對公司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者。 

2.依據台灣證券交易所與證券櫃? 買賣中心（O.T.C.）所發佈之「重

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式」，並參酌台灣證券交易所公佈之

「台灣證券交易所對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式

暨重大訊息說明」18，而為具體判斷。至於針對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時，有時金額龐大，牽動財務重大性，可能影響股票價格而

成為重大訊息。此時就該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是否構成重大訊

息，應參酌證券主管機關公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要點」19。若依此處理要點，舉凡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含

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國內受益憑證、海外共同基金、

存託憑證、認購（售）權證等）、不動產（含營建業之存貨）及

其他固定資產，其取得或處分達到該處理要點第七條第二項規定 

                                 
18. 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有價證券櫃? 買賣中心分別發布上市公司與上
櫃公司之「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式」，而證交所另就上揭程式詳列，公佈「台灣證券交易
所對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式暨上市公司重大訊息說明」。  

19. 證期局公佈「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要點」，並要求公開發行公司（含上市上櫃公司）
依該處理要點之內容自行制訂公司本身取得或處分資產之規範，例如「○○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作
業辦法」，再提請股東會決議施行之。其法令依據為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及第三十
八條，目的在於保障投資，落實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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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金額時，即屬重大訊息20。此外，亦可據此判斷重大訊息時間

之定位，質言之，依上揭處理要點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成為重大

訊息者，應依同條第一項規定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辦理公

告，而所謂「事實發生日」，依處理要點第四條第一項之規定係

指「原則上以交易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事

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為準（以孰前

者為準）。但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

主管機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據此以觀，亦可判斷重大訊息

成立之時點。惟應注意者，在於上開取得或處分資產，如屬重大

影響公司財務與股票價格，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規定，除

董事會決議外，仍應經股東會決議，則究竟應以股東會決議日或

董事會決議日或實際簽約日為重大訊息成立時點？此外，若由公

司負責人（包括法定代理人與公司法第八條第二項所指職務範圍

負責人）於董事會或股東會之前簽訂「預約」、「草約」、「備忘錄」、

「意願書」（Letter of Intent），或簽訂附有停止條件或解除條件之

契約，此時是否即屬重大訊息成立？頗有爭議。實務上法院之裁

判亦有歧異。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二二八

四號對上市之基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不起訴處分，且經確定在

案。該案件系爭之問題在於：公司簽訂購地契約，但契約訂有條

件，約定賣方必須於一個月內取得買賣標的物承租人搬遷承諾書

或調解筆錄及須臺北縣政府工務局回文表示快速道路未通過買

                                 
20.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要點」第七條第二項之標準為：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除下列情形外，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辦理公告並向證期局申報： 
(一)買賣公債、海內外基金。  
(二)於海內外集中交易市場或櫃? 買賣中心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買。但買賣屬母子公司或關係企業之
有價證券者，不在此限。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實質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
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實質關係人，
交易金額未達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交易金額未達新台幣五億元以
上。（以公司預計收入之金額為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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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標的物。嗣該條件未成就，公司乃解除契約。惟公司大股東於

契約簽訂後解約前買賣股票，調查局乃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

七條之一移送偵辦，偵查結果認為：「簽訂契約因為附有條件，

該土地買賣並非完全確定，僅有一可能性而已，重大訊息非於簽

約時成立」21；就此相關議題，另有一案例見解相異，台灣臺北

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五七三四號起訴經台灣臺北

地方法院八十九年度易字第一九三三號判決有罪，又由台灣高等

法院九十一年度上易字第一六○四號判決維持原審裁判，現上訴

最高法院審理中22。此案之爭執問題在於：公司負責人先與第三

人簽訂買地契約，內容甚為簡略，僅載明買賣土地面積與總價並

交付訂金新台幣二百萬元，其他例如移轉交付日期、用印、點交

等要件均未記載，且特別約定於數日後才另行正式簽約。 

該協議有預約性質，嗣因諮詢法律顧問回答應經股東會決

議，乃於預約簽訂後翌日立刻經由仲介者轉達暫緩履行且退回定

金。及至數月後，經由董事會決議，依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要點

辦理，再由股東會決議後正式簽約，且正式簽約時另交付定金新

台幣五百萬元。此案在原協議（即預約）後董事會決議前，大股

東買入股票，主管機關認為涉及內線交易而移送偵辦，起訴後第

一、二審均判處有罪，現由最高法院審理中。有罪判決之理由認

為該公司法定代理人第一次簽訂之契約日為重大訊息成立時

點，法院之依據為證期局公佈「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要點」第七條第四條，規定「交易簽約日」指第一次協議（即

預約）簽訂日，至於經董事會與股東會決議後之正式簽約日並非

重大訊息界定時點；上開有罪案例頗值商榷，因為判決理由顯有

違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意旨，且最高法院六十九年臺上字第

三三六二號判決闡示：「公司為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所

列各款行為時，應得該條項所列一定股東之同意，否則該行為不

                                 
21. 此案為較新之內線交易案件，至於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七十八年偵字第九○三三號不起訴處分
（中國人造纖維股份有限公司案件）、台灣臺北地方法院七十九年度易字第二二號與台灣高等法院
七十九年度上易字第七六二號無罪判決（新亞電器股份有限公司案件），均屬許久前案例。  

22. 此案因最高法院尚未裁判確定，從而姑且隱其公司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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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效力。」，且民國七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司法院(79) 廳民一

字第 914 號研究意見謂：「按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公司法第二

百零八條第三項前段參照），而股東會則為公司之最高意思機

關，故董事長代表公司締結關於出租全部營業之契約，依同法第

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

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行之。如董事長未經股東會上揭特別決議，而代表公司締結關於

出租全部營業之契約，其效力如何，公司法雖無明文，惟參酌民

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項所定：無代理權人以代理人之名義所為之

法律行為，非經本人承認，對於本人，不生效力（同法第一百十

八條並參照），應認董事長代表公司所締結之上開契約，非經公

司股東會之特別決議，對於公司，不生效力（最高法院六十四年

度臺上字第二七二七號及第六十九年度臺上字第三三六二號兩

判決參照）。」23 

(三)概括準據 

有關內線交易重大訊息之定位，除有以「原則準據」、「列舉

準據」外，因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三十六條第二項、

及該法施行細則第七條尚有概括條款，即為「重大影響股票價格」、

「對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

響」、「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足以影響公司繼

續營運之重大情事」等項，均屬不確定概念，有待司法裁判適用時

依自由心證判斷。雖然如此，但在認定時，應嚴格遵守罪刑法定主
                                 
23. 此種情況與契約之預約尚有差異，民法上所謂預約乃約定將來訂立一定之契約，因履行預約而訂立
之契約為本契約。預約訂立之後，當事人即負有履行預約之義務，惟在本契約未訂立之前，預約尚
未履行，本契約並未成立。又如預約內容未具體約定，例如約定將來訂定房屋買賣契約而未訂明價
金且無從確定其價金者，為契約不成立，蓋縱認預約成立，亦因標的不確定而無從強制其訂立本契
約。「契約有預約與本約之分，兩者異其性質及效力，預約權利人僅得請求對方履行訂立本約之義
務，不得逕依預定之本約內容請求履行，又買賣預約，非不得就標的物及價金之範圍先為擬定，作
為將來訂立本約之張本，但不能因此即認買賣本約業已成立。」最高法院六十一年臺上字第九六四
號判例即本此意旨。但就內線交易之禁止規範，並非謂公司之重大契約，其預約不足以構成重大訊
息之成立。因為內線交易規範本質在於「不公佈、不交易」，因公司有各種理由不願公佈資訊（例
如預約時仍未完全確定），但內部人於公佈前即禁止交易。質言之，若公司訂立影響營業或財務之
契約，縱使僅為預約，仍應認為重大訊息已經成立，不必等到該預約之本約成立，方涉有內線交易
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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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採證務必謹慎，以免淪於「流刺網條款」。本文建議於實務裁

判時可參酌下列因素： 

1.審酌上開證券交易法規定及證交所、櫃買中心（O.T.C）、證期局

頒佈之規範是否為類似情況，判斷是否屬於重大訊息與其成立時

點。例如財務預測之更正或更新，雖上開規範並無具體明確列舉

規範，但若因財務預測之更正或更新，而影響股票價格者，即可

認其為重大訊息，而以更正或更新財測之公佈前，公司自結財務

情況或報表時重大訊息之成立時點24。 

2.徵詢主管機關與會計專業團體之意見。例如：法院於辦理此類案

件時，可諮詢證期局、證交所、櫃買中心、會計師公會、公司之

簽證會計師之專業意見，必要時亦可傳訊或函詢其表示意見，期

臻明確。 

參、實證法學研究－確定案例之批判  

一 .法律規範刑責之變遷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規範內線交易，同法對於違反者

科以刑責，其刑度於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以前，規定於第一百七

十五條，最高本刑為有期徒刑二年，因此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

之規定為二審確定，不得上訴最高法院。嗣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

修正內線交易之刑事責任，於證據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款將內

線交易之刑度改為最高本刑有期徒刑七年以下（此部分，於民國九十

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又修正提高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此敘

明），因此屬於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職是，實務裁判在民國八十九
                                 
24. 財務預測之更正或更新，因涉及公司業務、營運與收益，極易影響公司股票價格與正當投資人之判
斷。質言之，財務預測之更正或更新，與股價之影響有正面之基本內涵。我國現行對於財務預測制
度之規範為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公開發行公司公
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而在之前，係以「公開發行公司財務預測資訊公開體系實施要點」為
其規範，該實施要點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同時廢止，而依「實施要點」第二十三條之規定，
若有下列情況者，除應予糾正外，並視情節輕重列為內線交易選案查核之參考：  
(一)未依本要點規定及時更新（正）財務預測者。  
(二)財務預測之基本假設未合理評估者。  
(三)財務預測非因正當理由未及提報董事會通過者。  
(四)未依本要點規定申報相關書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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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七月十九日證券交易法修正前，屬二審確定之案件，修正後，屬於

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25。 

二.確定案例之批判－關於「所得稅利益之認列是否為重大訊息？暨因而

產生股利分配之訊息成立之時點之界定」  

(一)確定案例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五一八六號提起

公訴，經台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易字第三七四七號判決無

罪，公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九年度上易字第四

四七二號判決改判有罪，被告不服而聲明上訴，亦聲請公訴人上

訴，第二審檢察官亦因而提起上訴，但最高法院以九十一年度臺上

字第六五○○號判決認為不得上訴第三審而駁回上訴，全案因而有

罪確定。 

(二)事實方面 

被告甲係南港輪胎股份有限公司（為股票上市公司）董事長及

國裕通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國裕公司為南港公司之法人監察人，

但被告甲並非該法人監察人指派行使監察人職權之自然人代表）、

國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被告乙係領航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及該公司於南港公司之法人股東代表，並擔任南港公司

                                 
25.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對於內線交易之禁止規範，於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修正，不但
刑責提高，且法條亦由原來之第一百七十五條變遷為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款。惟若被告行為時係在
修正前，但裁判時已修正，則依刑法第二條「從輕從新」之原則，實體刑度仍適用修正前有利於被
告之較輕刑度，但因裁判時法律修正為較重刑度，此時究該種案件得否上訴第三審，即生爭議。按
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五月九日第五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所稱之法律，係指
實體法而言，程式法不在其內（院字第一八五四號解釋）。因此，行為後因法律有變更，裁判時之
法律與裁判前之法律與其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限制規定不同時，無論是否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但
書而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均以裁判時之法律定其得否上訴於第三審法院。」；最高法院八
十九年度五月十一日台抗字第一九九號裁定，亦同此意旨。而學者陳樸生亦指出：「行為後因法律
有變更，裁判時之法律與裁判前之法律與其上訴於第三審之法院限制規定不同時，無論是否依刑法
第二條第一項而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均以裁判時之法律定其是否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舊法不得上訴，新法得以上訴時，縱因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應適用舊法，仍得上訴。」（參
照氏著「刑事訴訟法實務」，第五○七頁，一九九七年九月重修第十二版）；但有關於內線交易之
案件，就行為後法律修正者，最高法院則以九十一年度臺上字第六五○○號判決認為不得上訴第三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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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董事。而南港公司於民國八十二年至八十四年間營業均發生虧

損，及至八十五年十二月間，該公司結算年度已有盈餘，同時評估

八十六年度以後將轉虧為盈，乃依所得稅法規定，認列所得稅利益

新台幣二億一千六百二十九萬一千元，並於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將南港公司八十五年五月四日財務預測八十五年度虧損七千三

百萬元，更新為稅前利益一億七千四百九十三萬五千元（合計所得

稅利益盈餘達三億九千一百二十二萬六千元），同時將公司財務報

表送請會計師查核簽證，及至八十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查核完畢，所

得稅利益二億一千六百二十九萬一千元確定列入南港公司八十五

年度可供分配盈餘。南港公司乃於八十六年二月四日董監事聯席會

議決議通過「本公司八十五年度營業及營業外收入為三十九億三千

零三十六萬四千元，營業及營業外支出三十七億五千五百四十二萬

九千元，稅前利益一億七千四百九十三萬五千元，加所得稅利益二

億一千六百二十九萬一千元，本期淨利三億九千一百二十二萬六千

元」（另決議每仟股無償配發二百八十股）；及於八十六年二月五

日透過台灣證券交易所以「股市觀測站」對外公佈該重大消息前，

連續於八十六年一月二十七日、一月二十八日、一月二十九日、一

月三十一日、二月一日，分別以國隆投資公司、國裕公司及領航公

司名義，在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利用不知情之營業員各買進南港公司

股票二十張、六百六十張及九百十張股票。而於八十六年二月五日

南港公司公告重大消息後六個營業日，南港股票價格上漲二十一

元，漲幅達百分之二二．一一。 

(三)法律問題與爭執重點（兼論批判確定判決） 

經查本案涉及內線交易重大訊息之認定與成立時點之判斷，並

且亦關聯「重大訊息之傳遞」，茲分述如下： 

1.本案中，重大訊息係指「所得稅利益之認列」或應為「董事會決

議無償配股」？ 

「所得稅利益」之定義，係指依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規定：

「以往年度營業之虧損，不得列入本年度計算。但公司組織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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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事業，會計帳冊簿據完備，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均使用第七十

七條所稱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如期申報者，得將

該管稽徵機關核定之前五年內各期虧損，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

後，再行核課。」依該條所定，所得稅利益係指因虧損扣抵而減

少之當期應納所得稅或增加之當期應退所得稅額。如果公司未來

五年內如有經營獲利產生盈餘者，即可據以扣抵所得稅，並認列

所得稅利益。再依所得稅之「會計處理準則」第二十五號公報規

定，當環境改變以致影響有關遞延所得稅資產可實現性之判斷

時，應重新計算，因而產生之調整數應列入當期所得稅利益。換

言之，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合於一定條件者，可將稽徵機關核

定之前五年內各期虧損，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抵後，再行核課所

得稅。職是，所謂「所得稅利益」係指因虧損扣抵而減少之當期

應納所得稅額或增加之當期應退所得稅額。 

在本案中，南港公司召開「董監聯席會議」前，因符合所得

稅法第三十九條與會計處理準則第二十五號公報之規定，得認列

所得稅利益，乃於董監聯席會議中，考量認列所得稅利益並決議

無償配股（股票股利），則究應以「所得稅利益之認列」為重大

訊息，或以「董事會決議無償配股」為重大訊息？乃生爭議。 

法院確定判決認為「所得稅利益之認列」為重大訊息，其理

由為：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四項所稱「有重大影響

其股票價格之消息」，與第三十六條第二項所稱「對股東權益或

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二者意義大體相同（臺北市會計師

公會九十年六月二十六日（九○）北市會字第三七七號函、證期

局九十年七月六日（九○）台財證（六）第一四○五五七號函參

照）。是以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四項、第三十六條

第二項所定義之重大消息，應指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或該證券

之市場供求，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

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而言。雖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七條就對

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有所規定，惟上開細則規

定應屬例示規定，凡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或該證券之市場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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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對其股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

影響之消息，均屬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四項規定所

稱之重大消息，而不以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七條所列九款為

限。 

又依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之規定，所得稅利益係指因虧損扣

抵而減少之當期應納所得稅或增加之當期應退所得稅額，核與證

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七條所定各款未盡相符，自應以所得稅利益

有無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或該證券之市場供求，對公司股票價

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認定是

否屬於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四項規定之重大消

息。按依現今國內股票集中市場，上市公司每月公佈營收，已使

股票價格發生波動；倘有調高調降年度財務盈餘，更造成股票價

格劇烈變動。而所得稅利益係屬公司盈餘，並為公司財務業務；

且本件南港公司八十五年度全年度合計盈餘三億九千一百二十

二萬六千元，其中認列所得稅利益二億一千六百二十九萬一千

元，已達公司八十五年度稅後淨利三億九千一百二十二萬六千元

之百分之五十五，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及股票價格自應有

重要影響；該認列所得稅利益自屬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

一第四項所定義之重大消息。 

上開確定判決之見解，本其自由心證，應予尊重，但仍有商

榷之處： 

(1)該判決認為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所謂重大訊息，與

同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意旨相同，且不以同法施行細則第

七條所列舉明示者為限，固屬正確，但該施行細則第七條係依

該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所定，何以不適用列舉規定之內容？且

上開法律與施行細則中，均有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例如：施行

細則第七條所規定：「其他足以影響公司繼續營運之重大情

事」，此概括條款究何所指？又本案法院既適用該實施細則，

且其認定所得稅利益為重大訊息，則所得稅利益是否屬於影響

公司繼續營運之重大情事？均未有明確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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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得稅利益屬於「持續性之狀態」，且屬於會計科目，前已述

及，我國稅法規定，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合於一定條件者，

可將稽徵機關核定之前五年內各期虧損，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

抵後，再行核課所得稅。亦即本年度之虧損可以遞轉於以後五

年，用以抵銷課稅所得。因此當某一年度發生虧損時，若以後

五年預期會有純益可供抵銷，則應認列虧損遞轉之所得稅利益

及遞延所得稅資產。遞延所得稅資產並應按虧損扣抵年度之遠

近劃分為流動及非流動項目。在下一年度可以扣抵者列為流動

資產，超過一年以上者列為非流動資產26。又依「財務會計準

則第二十二號公報」對所得稅之會計處理規範，「所得稅利益」

屬於損益表項目之一，其屬於既定事實而非新發生事實，職

是，公司無須就「所得稅利益」公告申報27。且依台灣證券交

易所頒佈之重大訊息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式，亦未規定所得稅利

益之認列應予揭露，而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發

生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公司應於事實發

生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並向主管機關申報」。又依當時之證券交

易法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公司未依法公告申

報重大事項者，主管機關得科處一定之罰鍰。惟南港公司並未

因「所得稅利益」公告申報事項，被主管機關科處罰鍰，是以，

「所得稅利益」無須公告申報，至為明顯。據此以觀，對於無

須公告揭露之事項，且為持續狀態之事實，法院認為重大訊

息，似有擴張解釋而牴觸罪刑法定主義原則。 

(3)所得稅利益之有無，以本案之情形觀之，係屬公開之資訊。蓋

南港公司為一上市公司，財務報表依法公開，八十四年前累計

虧損，均明白列載於報表之上，為投資大眾所公知，而南港公

司於八十五年轉虧為盈，亦早已對公眾揭露，任何人皆得依據

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百分之二十五計算出南港公司所依法享

                                 
26. 鄭丁旺，中級會計學（下冊），頁 404-405，第六版。  
27.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係「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制訂，第二十
二號公報於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修訂，針對「所得稅之會計處理準則」作出規範，俾供公開
發行公司之簽證查核會計師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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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所得稅利益」數額，應非所謂內線消息。 

(4)司法裁判應嚴格遵守採證法則與論理法則，證據應符合罪刑法

定主義，對於不確定之法律概念應謹慎從嚴，不可擴張解釋。

就「影響股票價格」而言，若擴張解釋，則任何因素均有可能，

如此則不合乎罪刑法定原則。所得稅利益是否認列，仍有彈

性，依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之規定，係為「得」將該管稽徵機

關核定之前五年內各期虧損，自純益額中扣除後，再行核課。

換言之，並非「應」予認列所得稅利益。因而，仍屬有待決定

之事實，若遽爾認其為重大訊息，顯屬速斷。 

(5)本案於第一審判決無罪，其理由係認為所得稅利益之認列尚非

確定事實，並非重大訊息，必須到董事會決議認列所得稅利益

並因而無償配股時，該董事會決議內容才為重大訊息，而被告

二人在董事會決議後公告前並無買賣股票。質言之，第一審無

罪判決嚴格遵守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三十六條

第二項、施行細則第七條、台灣證券交易所重大訊息查證暨處

理程式、會計處理準則第二十二號公報。此無罪判決，並未擴

張解釋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值堪肯定。 

(6)在本案審理過程中，法院疏未就南港公司、國裕公司、國隆公

司、領航公司之間，董事長與董事之間究具何種關係。事實上，

被告甲與國隆公司、國裕公司之董事均有親屬關係，而被告乙

與領航公司董事間均具有親屬關係，此涉及內線交易重大訊息

傳遞之舉證責任。尚且，自然人既係法人指派出任為另一公司

監察人，自應向該法人報告其監察事務執行狀況，法院應查明

該自然人代表究竟有無報告，如有報告其執行監察事務狀況，

不論是口頭或書面，均足以構成訊息之傳遞為己足。而就此種

證據之調查，並非欠缺可能性，只需傳訊相關公司董事加以隔

離訊問即可查明，或調查有無書面報告，即可證明。惟本案為

有罪判決之第二審並未此之為，遽爾論科，顯有調查證據未臻

完備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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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案中，重大訊息之成立時點，係在何時？ 

依前所述，本案中重大訊息究應為「所得稅利益」或「因所

得稅利益之認列而無償配股之董事會決議」，已生爭議。實質上，

所得稅利益為持續性質之會計狀態，如認其為重大訊息，不但擴

張不確定概念，而且執行甚為困難，應以「董事會決議無償配股」

為重大訊息，比較符合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規定之

「重大影響股票價格之消息」、「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

影響之消息」、同法第三十六條規定之「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

有重大影響之事項」、同法施行細則第七條規定之「其他足以影

響公司繼續營運之重大情事者」，且符合證交所重大訊息之查證

暨公開處理程式。若此，則重大訊息之成立時點，即為該公司民

國八十六年二月四日召開董監聯席會議，甚為明確。退步言之，

若以「所得稅利益」為重大訊息，則姑不論是否正確與不易定位，

縱令依台灣高等法院之有罪判決認定所得稅利益為重大訊息，則

應於何時成立？經查上開有罪判決認為其成立時點為「會計師進

駐公司查核完成之翌日」（即民國八十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之翌

日），亦有不當。因為，所得稅利益之產生，依所得稅法第三十

九條之規定，係因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發行公司五年內可以「盈

虧互補」，亦即以往年度營業之虧損，得於有盈餘之年度自純益

額中扣抵後，再行核課所得稅（亦即一個年度之虧損可以遞轉於

以後五年，用以抵銷課稅所得）。以本案南港公司為例，於民國

八十二年至八十四年間營業均發生虧損，及於八十五年十二年間

結算該年度已有盈餘，同時評估八十六年度以後將轉虧為盈，此

時可提列所得稅利益，亦即所得稅利益之產生係民國八十二年持

續至八十五年十二月間結算並評估八十六年度可能轉虧為盈，且

為「得認列」並非「應認列」，此長期間之會計狀態，實無法遽

爾以「八十五年十二月間結算」或「會計師對八十五年度查核財

務報表完成之翌日」為其成立時點28。更何況，所得稅利益並非

                                 
28. 實務上，發行公司之年度財務報表查核，係由簽證會計師事務所指派外勤人員，於該年度十二月間
至公司，並由公司提供相關資料由外勤人員審查，查核完成後，再於第二年初將查核報告底稿交付
予公司認可，並依法申報。上開過程於本案中亦經簽證會計師到庭作證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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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認列，質言之，即屬符合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之規定，亦須

經稅務主管機關審查認可。本案中，會計師亦就上開事實到庭證

述明確，則有罪判決以「簽證會計師查核完成翌日」為重大訊息

之成立時點，似有未洽。 

3.本案中買賣有價證券之行為人為法人股東，該法人如何受領訊

息？又被告又如何傳遞訊息？此即為重大訊息傳遞理論，在該案

中並未論述，有罪判決理由僅謂：「被告二人分別為南港公司之

董事長與常務董事，自無不知之理。」似有速斷。經查本案被告

二人雖分別為南港公司之董事長與董事，對於公司重大訊息縱有

知悉，惟本案買入股票者為國裕公司、國隆公司、國翔公司與領

航公司，購買有價證券係以獲利為目標自有其法人投資之決策與

商業判斷，縱使被告知悉南港公司重大訊息，與法人購買有價證

券，二者之間亦無所涉，此乃基於自然人與法人人格分別獨立，

因而依據訊息傳遞理論並無法證明法人與被告之間有訊息傳

遞。另依據直接犯罪故意構成要件，亦無證據證明被告二人有不

法犯行。有關訊息傳遞理論，實務上亦採此見解，如果買賣股票

之人並非訊息接受者（TIPPEE），如無證據證明「訊息傳遞」，其

行為自與「訊息知悉者」（TIPPER）無關自不構成犯罪29。 

質言之，本案判決並未依訊息傳遞理論敘明被告責任之成

立，必須符合下列三要件：(1)告知消息人違反受任人義務，洩漏

內線消息；(2)消息受領人明知系爭消息為重大且未公開之消息；

(3)消息受領人利用內線消息買賣股票。 

肆、綜合論述  

證券交易法規範內線交易之禁止行為，其立法意旨，在於遵守流

通市場之公平公正性。惟法律內容尚有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就重大訊

息之具體內涵與定位時點，有待實務裁判之自由心證。揆其立法理

由，亦無法將之類型化與量化，此亦考量賦予發行公司不必將任何事

                                 
29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易字第九五八號判決與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九年度上易字第一七號判決
參照（即矽統公司案例）。  



關係企業證券交易違法行為之研究 

 240

實均須揭露而造成困擾之方便性。但就我國法律規範內容而言，如何

判斷其規定之模糊用語，諸如「重大影響股票價格之消息」、「對股票

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

「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足以影響公司繼續營

運之重大情事」，實依賴法院實務裁判之具體化與證券主管機關之解

釋。我國之上開規定，與美國法制相似，但有別於日本法制之列舉規

範形態30。 

綜合而論，對內線交易重大訊息之內涵與時點界定，除應遵守證

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三十六條第二項、施行細則第七條

外，可審酌證期局規範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要點」，

再參酌台灣證交所與櫃? 買賣中心公佈之重大訊息查證暨公開處理

程式，而後，於適用時即應嚴格遵守罪刑法定主義，切勿擴張解釋不

確定法律概念，以示公允。 

                                 
30. 日本證券交易法第一六六條規定，公司內部人知悉關於公司業務之「重要事實」時，在該「重要事
實」公開發表以前，不得對該公司之有價證券買入或賣出。所謂「重要事實」，同條第二項第一款
至第四款將之區分為：一、關於發行公司意思決定之消息；二、與發行公司意思決定無關之消息；
三、公司決算情報消息；四、前三款以外，有關公司營運、業務或財產而對投資人之投資判斷有顯
著影響之消息。  
又「關於發行公司意思決定之消息」，依日本法之規定，係指該發行之業務執行機關，就相關事項
之實行加以決定時，該決定始成為「重要事實」。就此方面，賴源河教授著有「日本有關內部人交
易規範之修正」一文（證券管理第六卷第十一期，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版，第 27頁－30頁），賴
教授於文中指出，就某些屬於公司意思決定之特定事項，公司業務執行機關，就該事項為決定時，
該消息始成為「重要事實」，公司內部人於該等特定事項未公開發表以前，買入或賣出該公司之有
價證券，始受日本證券交易法第一六六條之規範。惟本案就土地、建物及機械設備簽訂『讓售協議
書』，並未在該等特定事項之列。又林國全教授著有「日本證券交易法第一九○條之二∼內部人交
易之禁止（上）（下）」（證券管理，第七卷第八期，第 28-39頁，民國七十八年八月版；證券管
理第七卷第九期，第 30-42頁，民國七十八年九月版）一文，林教授於文中進一步指出，發行公司
之業務執行決定機關就特定事項之實行所為之決定，或就已公開之前述決定為不予實行之決定時，
該「決定」即構成重大消息。亦即重大消息並非該等特定事項本身，而係發行公司業務執行機關，
就該等事項之實行與否所作成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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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我國法院實務裁判之整理與歸納  

一 .最高法院判決  
 

案號 主 文 及 理 由 要 旨 

91 臺上

3037 號

（ 東 隆

五 金 公

司案例）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原審判決被告無罪）。 

一、平等取得資訊理論：即在資訊公開原則下所有市場參

與者，應同時取得相同之資訊，任何人先行利用，將

違反公平原則。 

二、內線交易犯罪之成立不以有獲利之主觀意圖為必要，

且此犯罪為即成犯：原審以被告並未獲利而判決無

罪，所持見解不無誤會，最高法院乃發回更審。 

 

二 .高等法院判決  
案號 主 文 及 理 由 要 旨 

91 上易

1604 號

（廣大

公司案

例） 

原判決撤銷，另為被告有罪之諭知。（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一、重大訊息：公司股東常會依公司法一百八十五條之規

定，決議全權授權董事會辦理工廠委託經營或尋求出

租、出售等事宜，同日下午即由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

出售建築物、廠房，並授權董事長全權尋求買主洽售

等情，當係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所稱「有

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 

二、重大訊息成立之時點－應以最早能具體認定前開交易

之對象及交易內容及確實交易之履行必然性之時點為

準：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要點」第

肆點之規定，本案中前開「重大影響股票價格消息」

成立時點之認定，應以最早能具體認定前開交易之對

象及交易內容（包括標的、買賣金額）及確實交易之

履行必然性之時點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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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主 文 及 理 由 要 旨 

91 上訴

1399號 

（精英

公司案

例） 

上訴駁回（原審判決被告無罪）。 
一、公司二次調降財測部分： 

(一)重大訊息－調降財測：按財務預測之變動係以公司財
務、業務狀況為基礎，足以影響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
定及對其市場價格之預期，自屬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
格之消息。 

(二)重大訊息成立之時點－內部會計人員作成公司營收
相關財務報表，結算公司營收未達百分之八十時即已
成立：按「公司稅前收益未達財務預測百分之八十」
之事實，即應更新財務預測，此時重大訊息成立。 

二、公司改選董事長部分： 
(一)重大訊息－改選董事長：依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七
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董事長、總經理或三分之一以
上董事發生變動者」，係屬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二
款所定發生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
項。 

(二)重大訊息成立之時點－以董事會決議通過之日為重
大訊息成立之時點：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一
項、二百零八條第一、二項、第二百零六條第一項、
第二百零七條第一項規定，股份有限公司更換董事長
（負責人）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告確定。從而，
董事會決議通過之日，為重大訊息成立之時點。 

89 上易

4472號 

（南港
輪胎公
司案例） 

原判決撤銷，另為被告有罪之諭知（原審判決被告無罪）。 
一、重大訊息之認定：所得稅利益之認列，屬於重大訊息，
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規定核與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七條所定各款未盡相符，自應以所得稅利益有無涉及
公司之財務、業務或該證券之市場供求，對公司股票
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
影響，認定是否屬於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
第四項規定之重大消息。 

二、重大訊息成立之時點：所得稅利益不需董事會特別決
議，會計師查核完畢，同時將該公司財務簽證方面的
損益表及相關整本報告草稿先交付公司。公司已確定
所得稅利益得列入盈餘，則會計師查核完畢之翌日，
即為重大訊息之成立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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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主 文 及 理 由 要 旨 

89 上易
17號 
（矽統
公司案
例） 

上訴駁回（原審判決被告無罪）。 

本件查無積極事證足證被告事先知悉調降財務預測之重大

訊息：調降財測屬於重大訊息，公司開會調降財務預測，

但開會中有不同意見，經表決後決定調降財測，而依調查

結果與訊息傳遞理論，並無法證明被告事先知悉調降財測

之訊息。 

 

88 上重

訴 39號 

（東隆

五金公

司案例） 

上訴駁回（原審判決被告無罪）。 

本件被告因非自發性原因而斷頭賣出股票且未因而獲利，

非屬內線交易之範圍：上市、上櫃公司董、監事，因質押

之股票遭金融機構斷頭等非自發性或不可歸責之原因，導

致持股不足而買進股票時，不算入短線交易額度，公司不

可以此行為行使歸入權。準此，非自發性原因而斷頭並賣

出股票者，即非屬內線交易之範圍。 

 
台中分院 

88 上易

2726號 

上訴駁回（原審判決被告無罪）。 

重大訊息是否「公開」之認定標準：其所謂「公開」之涵

義為何，經原審法院函詢主管機關證期局之結果，該會認

為：其涵義應與刑法中之『公然』相當；按『重大影響其

股票價格』之消息如於公司股東常會中提出，則凡持有該

公司股票之投資人對該項消息均處於可共見共聞之狀態，

與『置於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可共見共聞之狀態』符合，

故該項消息應屬於已公開。 

 
台南分院 
90 上易
1740號 
（東隆五
金公司關
係 人 案
例） 

上訴駁回（原審判決被告無罪）。 

 

本件查無積極事證足證被告事先知悉調降財務預測之重大

訊息：本案認定「公司負責人掏空資產」為重大訊息，但

查無證據證明被告事先知悉，應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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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主 文 及 理 由 要 旨 
台南分院 

89上易 345

號 

（新藝公司

遷廠售地案

例） 

上訴駁回（原審判決被告有罪）。 
一、重大訊息之認定：公司處分工廠廠房土地獲利，將
可為該公司賺進半個資本額，足見此遷廠售地案乃
足以影響公司股價之重大訊息。 

二、重大訊息成立之時點－以公司內部決定遷廠售地之
時為重大訊息成立時點：公司內部確已決定遷廠售
地，而嗣後進行之簽擬提案及董事會決議，其意僅
係在形式上在對外完成遷廠售地所需之法定程式而
已。 

 

三 .地方法院判決  
 

案 號 主 文 及 理 由 要 旨 

臺北地方法院 

91 易 1296

號 

（味全公司出

售土地予新燕

公司案例） 

被告無罪。 
一、重大訊息之認定：因處分土地資產，獲利高達約三十
六億元，自屬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四項
所規定之「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或該證券之市場供
求，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決定
有重要影響之消息」。 

二、重大訊息之成立時點— 賣方公司出售土地在買方公司
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前或雙方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之
前，此重大消息尚屬不確定之狀態：賣方公司「出售
土地」一事，在買方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前或雙方
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之後，此重大消息方屬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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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主 文 及 理 由 要 旨 

臺北地方法院 

91訴 845號 

（耀文公司合

併案例） 

被告無罪。 

一、重大訊息之認定：按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
第一項所謂之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
之消息」，係指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或該證券之市
場供求，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公司董事會決議
與其他公司合併案」及「公司與其他公司達成協議，
兩公司合併案將暫停進行，俟明年再議」等二則消
息，係具有重大影響耀文公司股票價格之消息。 

二、重大訊息之成立時點— 本件合併案應以董事會決議通
過之日為重大訊息之成立時點：各該發行股票公司
「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之成立時點，應有
所差異，經查本件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利多及利空
消息，應係於召開董事會決議確定並對外公開之時成
立。 

 

臺北地方法院 

89易 1933號 

（廣大公司案

例） 

被告有罪。 

一、重大訊息之認定：公司處分土地、建物及機器設備獲
得利益，稅前淨利調高，且廣大公司股票之股價於消
息發布後三日顯較消息發布前三日有大幅上漲之情
形，足見本件土地、建物、機器設備出售案乃足以影
響廣大公司股票價格之重大消息。 

二、重大訊息之成立時點－應以最早能具體認定前開交易
之對象及交易內容（包括標的、買賣金額）及確實交
易之履行必然性之時點為準 : 按「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要點」第肆點規定：「本要點所稱『事
實發生日』，原則上以交易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或
成交日、過戶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
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為準（以『孰前者』為準）。」，
可知本案中「重大影響股票價格消息」成立時點之認
定，應以最早能具體認定前開交易之對象及交易內容
（包括標的、買賣金額）及確實交易之履行必然性之
時點為準。公司負責人與買方公司之負責人簽訂協議
書，並約定讓售總金額，簽約時並同時交付訂金，是
於斯時即已具體確定重大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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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主 文 及 理 由 要 旨 

臺北地方法院 

87易 3747號 

（南港公司與

國豐公司案

例） 

被告無罪。 

一、重大訊息之認定：公司盈餘分派或公佈虧損等「重要
事實」，此種事實，為公司意思決定事項，如經公司
業務執行機關，就該事項作成決定，即屬各該發行股
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 

二、重大訊息成立之時點－盈餘分派或公佈虧損等「重要
事實」應以決議作成之時點為準：盈餘分派或公佈虧
損等「重要事實」，此種事實，固為公司意思決定事
項，但仍須俟公司業務執行機關，就該事項作成決定
之際，方屬各該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
格之消息」，其判斷標準應以決議作成之時點為準。

 

台中地方法院 

88易 36號 

（順大裕公司

案例） 

被告無罪。  

一、重大訊息之認定：公司之年度財務報告，係攸關公司
之營業盈虧狀況，顯屬涉及公司財務，對其股票價格
有重大影響，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
消息。 

二、重大訊息是否「公開」之認定標準— 財務報告於股東
常會承認之日即為「公開」：公司年度財務報告完成，
並於該公司股東常會中提請承認，並照案通過，則凡
持有該上市公司股票之投資人，對該項消息均處於可
共見共聞之狀態，該項消息應屬於已公開。 

三、被告於消息公開後，始為買入或賣出股票行為，即不
該當於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 

台南地方法院 

88易 1138號 

（新藝公司遷

廠售地案） 

被告有罪。 

一、重大訊息之認定：公司工廠機器設備遷移暨土地處分
案，可為該公司賺進半個資本額，足見此遷廠售地案
乃足以影響新藝公司股價之重大影響。 

二、重大訊息成立之時點— 以公司內部決定遷廠售地之時
為重大訊息成立時點：公司內部決定遷廠售地，重大
訊息即已成立，而嗣後進行之簽擬提案及董事會決
議，其意僅係在形式上對外完成遷廠售地所需之法定
程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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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關係企業在內線交易之特徵與牽連關係 

壹、關係企業在內線交易之特徵  

一 .內線交易規範之對象  

依我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規範內線交易之對象，包

含：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持有該公司股份超過百分之十

之股東、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以及從上述所列之人獲

悉消息者；上述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與持有公司股份超過

百分之十之股東，即所謂之「傳統內部人」（Traditional Corporate 

Insider），而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即所謂之「準內部人」

（Ouasi Insider），至於從上述所列之人獲悉消息，即所謂之「消息受

領人」（Tippee）31。在傳統內部人，因其擔任公司重要職位或持有公

司股份超過百分之十，處於可接近知悉重大訊息之狀態，理應列為規

範對象，但就其中所規定「經理人」而言，規範之理由在於：經理人

有為公司商號管理事務及為其簽名之權利，此為民法第五百五十三條

明定，雖然公司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公司經理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

如有違反章程或股東會決議之規定致公司受損害時，對於公司負賠償

之責，但民法第五百五十四條規定，經理人對於第三人之關係，就商

號或其事務之一部，視為其有為管理上之一切必要行為之權，且經理

權之限制，原則上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民法第五百五十七條）。

換言之，經理人在其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經理人與公司間

之法律關係為有償委任，所以經理人處理公司事務應依股東會、董事

會決議與章程規定，並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此外，經理人應將

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報告公司。委任關係終止時，應明確報告公司

（民法第五百四十條）。經理人因處理公司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

及孳息，應交付給公司。若以自己之名義，為公司取得之權利，應移

轉予公司。若為自己之利益，使用應交付於公司之金錢或使用應為公

司利益而使用之金錢者，應自使用之日起，支付利息，如有損害，並

                                 
31. 林國全，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內部人員交易禁止規定之探討，政大法學評論，第 45期，
頁 277，一九九二年六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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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賠償（民法第五百四十一條、第五百四十二條）。從而，有課以內

線交易之責任必要。 

經理人課以內線交易之禁止，實由於其處於能得知重大訊息之地

位，惟有爭議者，乃在於經理人之認定；質言之，如何判斷其為經理

人？又經理人之界定如何確立？依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公司得依

章程規定設置經理人。但民國九十年修正公司法時將原第三十八條規

定：「公司依章程之規定，得設副總經理或協理，或副經理一人或數

人，以輔佐總經理或經理。」，予以刪除。因此，判斷經理人之定義，

產生問題，證期局乃於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函釋證券交易法規

定之經理人適用範圍，此項釋令足供界定經理人如下： 

1.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 

2.副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 

3.協理及相當等級者 

4.財務部門主管 

5.會計部門主管 

6.其他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利之人32 

二 .關係企業與內線交易主體之牽連關係  

關係企業之間，亦有可能為內線交易之主體，易言之，在控制公

司為上市上櫃、從屬公司為上市上櫃、或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均為上

市上櫃之情形，亦有可能產生內線交易，而行為人為關係企業中之公

司。雖然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於民國九十年修正後，禁止關係企業

交叉持股，規定被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額超過半數

之從屬公司，不得購買控制公司之股份。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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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合計超過

半數者，他公司亦不得購買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之股份。惟若控制

                                 
32. 財期會 92年 3月 27日台財證三字第 0920001301號函令參照。又此函所謂證券交易法所稱經理人，
包括證券交易法第 157條、第 157條之 1、第 22條之 2、第 25條、第 28條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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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為上市上櫃公司，而從屬公司獲悉控制公司之重大訊息，亦可成

為內線交易之主體。又若從屬公司為上市上櫃公司，控制公司亦可能

為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而獲悉重大訊息達列內線交易

之違法行為。此外，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均為上市上櫃公司，亦是如

此。 

惟有爭議者，在於關係企業公司為內線交易主體時，因其本身為

法人，而內線交易之處罰除併科罰金外，則以自由刑為課責（證券交

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款），如此一來，即有認為法人因為無法服

自由刑，而否定法人為內線交易主體之見解。但是，對於公司之法人

地位，應以「法人實體說」為通說，且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九條，

亦於法人違反時，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如此一來，認為關係企業

公司得為內線交易之主體，並無不當。尚且，從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

十七條之一內容觀之，亦未排除法人之規定，更應承認法人得為內線

交易之主體，洵屬正當。 

三 .關於「原內部人」之規範探討  

所謂「原內部人」，係指內線交易之行為人，原為公司之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且於處在知悉重大訊

息之狀態，嗣喪失內部人之身份，而於買賣股票時亦不具備內部人之

身份者而言。觀之我國證券交易法之規定，並未將此「原內部人」之

情形納入規範，但仍應解釋「原內部人」受禁止規範，才為合理。否

則易為有心人士操控，例如內部人故意喪失身份，例如董事、監察人

或經理人故意辭去職位，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故意轉讓股份使

低於百分之十，再為買賣股票，如此一來，極易造成法規漏洞33。此

項見解，在我國實務上亦為採納，台灣高等法院於審理廣大興業股份 

                                 
33. 此種觀念，與美國法制中「次級內部人」（ Secondary Insider）仍有區別，所謂 Secondary Insider係
指 TIPPERS（即訊息受領人），在美國法制中，將之定位為從內部人處獲悉消息之人。質言之，任
何人獲悉公司未公開消息，且能合理推知該消息來自公司，以致較諸一般投資大眾有利，即可視為
內部人。  



關係企業證券交易違法行為之研究 

 250

 

有限公司之內線交易案件時，即予採納34，此有關「原內部人」之規

範，實有必要於將來修法時斟酌納入，以杜爭議。 

貳、內線交易規範之「控制關係」與關係企業之牽連  

一 .基於「控制關係」而知悉重大訊息  

證券交易法對於內線交易規範之主體，包括基於控制關係而獲悉

消息之人，則該「控制關係」係何所指，且控制關係與公司法關係企

業之控制關係是否相同，頗有爭議。學者就此方面之討論，見解亦略

有不同。有認為此控制關係應指關係企業而言35，但亦有認為控制關

係應指來自外部之支配關係，即政府機關基於法令規定對公司之監

督、管理關係。例如證券主管機關對公開發行公司之業務檢查權、對

增資或上市申請案之核可或核准權者而言。此種見解認為「控制關係」

者，應係指對公司有支配之關係而言，而其支配關係又可分為來自內

部之支配與來自外部之支配兩種。前者，通常指公司之經營者或所有

者對公司之支配關係；後者則指政府機關基於法令規定對公司監督、

管理關係。就公司之經營者言，乃指公司之董監事、經理人。至於稱

「公司之所有者」，即指持股達一定比例之股東。則所稱「控制關係」，

除「名譽董事」或無形式上之名銜而實際執行職務之董監事、經理人

等或可納入規範外，應指政府機關基於法令規定對公司之監督、管理

關係，例如證券主管機關對公開發行公司有財務業務檢查權、對增資

或上市之申請案件有核可與核准權等是，因此，承辦人員即屬「準內

部人」是。惟所稱「政府機關」，應不以公司法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為限，即使經前揭機關依法授權民間公司或自律機構執行公

                                 
34. 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一年度上易字第一六○四號判決、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五
七三四號起訴、台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九年度易字第一九三三號判決書參照。該案中有被告曾為公
司董事，而董事會決議出售公司不動產、地上工廠與機械設備，嗣經法定代理人代表公司簽訂草約
並收受訂金後又正式簽約並未揭露，惟被告於買賣股票時已非董事，法院認為其仍應受內線交易之
規範。此案現上訴第三審，由最高法院審理中，尚未裁判確定。  

35. 學者林國全教授、賴英照教授認為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所規定之「控制關係」即指關係
企業而言，又學者吳崇權認為控制關係應指來自外部之關係，但就後者之見解，林國全教授認為係
屬「基於職業獲悉消息之人」，而非控制關係。參見前揭註 31，頁 28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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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之職權者，該等單位亦屬之，甚至因偵辦違法案件而依法定程式

列使偵查或審判權之司法機關，其人員亦為內部人交易禁止規定之規

範對象。例如證券交易所辦理上市、交易之人員，執行搜索、偵查或

審判之警察人員、檢察官或法官、書記官等。其因行使法定權限而獲

知重大消息者，並不問其是否在該權限行使之範圍內，例如前往公司

蒐集犯罪證據之檢察官，其蒐證雖與公司之重大消息無直接關係，但

因聽取了公司有關財政計畫簡報，亦屬因行使法定權限而獲悉消息者
36。 

若依通說之見解，我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所謂之控制

關係，即指關係企業而言，據此以觀，應探討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

之一、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二、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三、第三百六十九條

之九之規範內容，易言之，證券交易法所規定之控制關係，應定位於

上開公司法所規定之控制與從屬公司、法定與推定之控制關係、相互

投資公司。 

若將內線交易規範之控制關係，認定為指關係企業，此亦可能面

臨兩種法律意見之挑戰，第一種為：我國關係企業之模式尚非健全，

且未能貫徹企業所有與經營分離原則，致使很多關係企業雖然形式上

各自獨立，但實際上卻為某些特定人所掌握，而該特定人並非關係企

業之任何公司之股東，例如坊間所稱「集團總裁」、「集團掌門人」，

在此情況，該特定人實質上可以支配管理全部關係企業之公司經營，

若其為內線交易，因非關係企業，豈不符合法定犯罪構成要件？果是

如此，亦失公允。其次，可能面臨之第二種法律意見挑戰，即若以持

股比例界定關係企業為內線交易之控制關係，即與「傳統內部人」中

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之規範有所重疊，如此則無實質意義。 

二 .會計介面「關係人」與「關係人交易」之內涵  

一九八五年元月，我國爆發「十信」金融風暴，該項弊端啟發主

管機關對於「關係人」與「關係人交易」之重視。但若就其關係企業

                                 
36. 吳崇權，我國有關內部人交易之禁止規定（上），證券管理，第八卷第九期，頁 9-11，一九九○年
九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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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內線交易對「控制關係」之禁止規範，雖非完全相同，但有牽連問

題。質言之，關係人、關係人交易、關係企業與控制關係之間，互為

彼此重要因素，關係人交易有可能為內線交易中之控制關係。職是，

同年間，中華民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乃發布第六號公報規範「關係

人交易之揭露」與「關係人交易之查核」，提供主管機關及會計師作

為查核之準據。 

上開第六號公報中，對於「關係人」之定位，包括凡企業與其他

個體（含機構與個人）之間，若一方對於他方具有控制能力或在經營、

理財政策上具有重大影響力者，該雙方即互為關係人；受同一個人或

企業控制之各企業，亦互為關係人。所謂「具有控制能力」係指直接

或經由子公司間接持有被投資公司超過 50%之普通股股權而言，投資

於具有表決權之特別股，亦應合併計算。所謂「在經營、理財政策上

具有重大影響力」係指持有被投資公司 20%以上，50%以下者。此外，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亦視為具有重大影響力。 

(一)投資公司持有被投資公司普通股股權百分比最高者。 

(二)投資公司及其投資持股比例超過 50%之其他公司派任於被投資公

司之董事，合併超過被投資公司董事總席次半數者。 

(三)投資公司派任有總經理者。 

(四)投資公司依合資經營契約規定，擁有經營權者。 

(五)其他足以證明投資公司對被投資公司具有重大影響力之事項者。 

此外，具有下列諸端之一者，即為企業之關係人（除非有反證）
37： 

                                 
37. 比較而言，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簡稱 FASB）所發佈
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七號「關係人交易之揭露」（ Related Party Disclosures）中，對「關係人」
一詞，按列舉方式定義如下：  
(一)母公司與子公司間。  
(二)屬於同一母公司之各子公司間。  
(三)本公司控制或管轄之受託機構，這些機構接受公司之員工福利計畫（如退休、員工分紅計畫）。 
(四)公司與主要股東（Principal Owners）、管理階層及其親密親屬（Immediate Family）間。  
(五)關係企業（Affiliate）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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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他公司成為公司關係人之情況： 

1.企業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指本公司與轉投資公司之關

係） 

2.對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指本公司與法人股東之關

係） 

3.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與他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為同一人，或具

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關係之他公司。 

(二)財團法人成為公司關係人之情況： 

受企業捐贈之金額達其實收基金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財團法

人與該企業互為關係人。 

(三)個人成為公司關係人之情況： 

1.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及直屬總經理之

部門主管等均係公司之關係人。 

2.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之配偶均係公司關係人。 

3.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之二親等以內親屬均係公司關係人。 

有關會計介面，涉及關係人之相關規範，尚有「會計師查核簽證

財務報表規則」，應先就財務報表所列各科目餘額與總分類帳逐筆核

對，總分類帳並應與明細帳或明細表總額核對，相符後，查明與關係

人交易之應收票據及帳款，已否作適當之表達（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

十一款），如有向股東、員工及關係人等借款者，查明已否列註（第

十八條第十二項第四款），表明關係人交易（包含：查明所有關係人

姓名或名稱及其被查核事業之關係、查明被查核事業與關係人有否發

生交易、對已知之關係交易查明其交易目的、價格及條件，取得被查

核事業對關係人已為適當揭露之聲明）（第十八條第二十三項）；如為

金融機構，需依「金融機構非營業用辦公場所管理辦法」，對該金融

機構申請設置使用之場所是否有與關係人交易之事項說明之（第四

條）；此外，「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應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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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事項要點」，對外國發行人若為控股公司，除業務財務狀況需以該

集團之資料評估外，尚且列示該集團之組織、關係人、及評估關係人

交易之合理性（第三條第三項）；又「台灣證券交易所對上市公司重

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式暨上市公司重大訊息說明」，就有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各款情事之一者，規範發行公司必須揭

露與關係人交易之原因（第四段規定），且就公司與關係人間交易事

項，須參考證期局函訂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要點」

之內容與格式．表明取得或處分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不動產及其

他固定資產（第十段規定）；又「證券承銷商辦理股票初次申請上市

案之評估查核程式」，會計師應核簽證之財務報告、公司之內部資料，

以瞭解最近三年度關係人交易之是否充份揭露，並應抽核相關憑證以

評估關係人交易之合理性暨有無非常規交易（第八條）；「公開發行公

司向關係人購買不動產之處理要點」第四條則規定非常規交易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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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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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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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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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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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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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實證法學研究－我國實務上關於內線交易「控制關係」之案例 

我國實務上曾有就內線交易上關於控制關係之特殊案例，該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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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就「國豐集團」之訴追38，事實方面略旨為：被告有三人，其中一

人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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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負責人」，但並未持有上開三公司（均為股票

上市公司）之股份，亦非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並成立關係企業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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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峻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國強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裕通

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華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聯銪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茂訊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及設於海外之司邁爾科技公司。該被告

均非上開各公司之股東或董事監察人，但卻實際負責國豐集團及全部

關係企業一切業務財務決策等事宜。另一名被告則為其胞兄，亦非關

係企業之股東或董事監察人，又另一名被告則係國豐集團之財務長兼

任南港輪胎公司副總經理與楊鐵公司之發言人，負責綜理國豐集團之

財務管理、規劃、資金調度及洽商銀行貸款等事宜。此外，被告為規

避其係集團實際負責人或關係人身份，以免因身份問題引起法律爭

議，乃大量使用人頭，包括以人頭戶買賣該三家上市公司不動產，並

大量以人頭戶買賣三上市公司之有價證券套利。而本案中關於內線交

易之手段，尚涉及訂立虛偽之不動產買賣契約與不實財務報表之登

載，其方法為：將楊鐵公司之不動產出售予人頭，再由人頭將不動產

轉售給關係企業，藉此規避關係人交易，而最後再由關係企業出售該

關係企業持有之其他公司股票予楊鐵公司，其間之資金往來均以不實

之帳目編製財務報表，亦即實質上人頭給付楊鐵公司之購地款來自關

係企業，而關係企業又出售持有之其他公司股票給楊鐵公司做為向人

頭購地款項，而上揭股票為未上市上櫃，楊鐵公司以董事會決議出售

土地與購入關係企業股票，但所購入股票卻不符價值，如此一來，實

際上楊鐵公司係以不動產交換取得並無價值之股票，但被告卻作價並

                                 
38. 台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年度偵字第三二九六號、第一五五一五號起訴書、台灣臺北地方法院
九十一年度訴字第九號判決參照。本案中，法院除認為三名被告除涉犯內線交易罪嫌外，尚且觸犯
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偽造文書、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侵佔罪（掏空公司）、第三百四
十二條第一項背信罪、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一
百七十一條、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罪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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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載不實財務報表，高估買入之股票價值，導致楊鐵公司之財報由原

來之虧損而變成稅後大量盈餘39。而被告在該重大訊息發布前，竟以

人頭戶大量買入楊鐵公司股票，嗣在股市觀測站與媒體公佈土地買賣

之利多消息，佯稱處分不動產可使每股盈餘逾十元以上，致股價上漲

幅度高達百分之二百十二，但實際上該公司係屬虧損狀態，被告等人

卻大獲其利。 

法律方面，本案涉及甚多問題，包括偽造文書、侵佔、背信、財

報不實、炒作行為與內線交易，以及違反誠信交易之禁止規範，但公

訴人並未論及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二款所定之非常規交

易。但討論本案之內線交易部分，被告三人中有二人均非關係企業（不

論上市與否）之股東、董事或監察人，但其二人為胞兄弟，且以實際

負責人之地位掌理全部關係企業之決策權利（包括三家上市公司），

若就形式觀察，上述之出售土地、購入股票與登載財務報表，均經董

事會決議程式，但其合法性大有疑問，此種「實質支配」亦可謂為內

線交易規範「控制關係」之認定，此一案例值得肯定。 

四 .非法占有理論（Misappropriation Theory）與內線交易之控制關係 

關於內線交易之禁止規範，除了平等取得資訊原則（Informational 

Equality）之外，理論上尚包括受任人忠實義務原則（Fiduciary Duty 

Theory）與「非法佔有」（misappropriation）40。此所謂「非法占有理

論」，亦稱「私取理論」，即指「任何人以不法手段所取得公司之重大

訊息時，應負有與內部人相同之責任」，例如公司員工，雖非法律上

規範內線交易之身份，但若其知悉或竊知重大訊息且購買有價證券，

仍應承擔違反內線交易之刑責。 

我國證券交易法源自美國法制，在內線交易之禁止，貫徹「公開

資訊，否則禁止買賣」（Abstain or Disclosure Theory），美國在一九八

                                 
39. 本案發生於民國八十八年七月間，被告以虛偽買賣，使楊鐵公司取得處分利益十一億八千二百十七
萬五千元，由營業損失一千四百二十二萬八千元，粉飾為稅後盈餘十一億九千六百二十八萬九千零
七十二元。  

40. 劉連煜，內部人交易中消息受領人之責任，中興法學，第 38期，頁 165-172，一九九四年十月版。 



關係企業證券交易違法行為之研究 

 258

○年之裁判案例 CHIARELLA V. UNITED STATES41，法院認為內線交

易之禁止規範主體，必須有受任人或信託義務，如果僅為單純擁有重

大訊息之人，尚非規範之對象。（Under §10(b)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a duty to disclose does not arise from the mere possession 

of nonpublic information）。在該案件中之被告為 Chiarella，係一家名

為 Pandick Press 之財務印刷公司之工人，自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

年，處理某公司購併文件（documents that announced corporate takeover 

bids），雖然文件中隱藏（conceal）被購併目標公司之名稱，但被告卻

以拼湊之方式猜出目標公司名稱，而且在該購併訊息揭露前買賣股票

獲利（ deduced the name of target companies prior to the public 

announcement of takeover and used the information to make profits in the 

stock market.），法院認為此種行為不構成犯罪。但是有法官表示不同

意見，其中 Blackman 法官認為本案中被告非法佔有重大訊息，而這

種訊息是一般誠實之投資人無法取得（ access to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that honest investors could not legally obtain），因此應予認

定被告之行為違法。 

美國法院裁判，在一九八六年 United States V. Carpenter案件42，

法院認為「公司員工非法佔有重大訊息，構作內線交易之原因基礎」

（An employee’s misappropriation of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provides 

the basis for fraud under Rule 10b-5），該案中有二名被告，一名為

Winans，其為華爾街日報之記者與該報「馬路訊息」專欄作家（a 

reporter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one of the writers of the “Heard 

on the Street” column），而該專欄在股票交易市場極具影響力，另一名

被告為 Carpenter，係華爾街日報之新聞從業人員（news clerk），被告

二人將專欄之內容與刊載時日預先告知股票經紀人（stock brokers），

股票經紀人則據此訊息，於揭露刊載之前買賣有價證券獲取利益，將

利益分配一部分給被告二人，法院判決被告有罪確定，理由在於被告

非法取得有價值之重大訊息，雖然是從其僱主竊得，但與自公司傳統

                                 
41. 445 U.S.222(1980). 
42. 791 F.2d 1024 (2d. Cir.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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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人竊取，實為相同關係（Theft of valuabl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from an employer is equivalent to stealing nonpublic in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corporate insider），而被告對其僱主（華爾街日報）即將刊

載之訊息（forthcoming publications），在揭露前之取得，屬於非法狀

態（misappropriation），此非法佔有之資訊，如傳遞給他人買賣有價

證券，屬於違反內線交易之禁止規範。 

自以上美國法院裁判之觀察研究，探討我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

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所規定之「準內部人」（Ouasi Insider），其

中「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所謂「控制關係」除前述

關係企業或外部控制因素（例如政府主管機關之管理人員）外，似應

予擴張，亦即解釋為「包括但不限於」（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關係企業或外部控制因素，斟酌實質支配與非法佔有等情況，較為妥

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