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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國法上財報不實董事之民事責任 

 
第一節  概說 

 

    為便於讀者了解整個美國法相關規範，在探討美國法上財報不實董

事之民事責任前，對於董事之類型、民事責任成立後損害賠償的計算方

法等基本概念，於本章第一節「概說」將先予介紹。關於具體責任，本

文擬就董事對第三人之責任、董事對公司之責任兩方面予以探討，因此

本章第二節「對第三人之責任」、第三節「對公司之責任」將就此部分為

論述。然而，具體責任成立後，是否意謂著被告董事須承擔一定之賠償

責任?美國法上發展多年的董事責任減免機制此時即發揮限制董事責任

的功能，其相關內容將於本章第四節「董事責任減免機制」中介紹。此

外，不涉入公司日常經營 (day-to-day operation)之外部董事 (outside 
director)，於財報不實情事遭揭露時，所承擔之責任是否與內部董事相當?

實務運作結果其賠償責任結果為何? 諸此問題，將於本章第五節「外部

董事之責任」作一探討。最後並於第六節「小結」部分就美國法上財報

不實董事之民事責任為綜合結論。 

 

第一項  外部董事、內部董事與獨立董事 
 
    由於本文主要係探討財報不實董事之民事責任，是以對於董事之類

型應有先予釐清之必要。按股份有限公司之內部組織，各國規定有所不

同，大致有單軌制與雙軌制二種。1美國採單軌制，由股東會選任董事，

組成董事會，復由董事會選任執行長(CEO)及經理人(officers)。而董事會

(board of directors)之成員，可分為兼任行政職務(如 CEO)的內部董事

(insider director)2，以及不兼任行政職務的外部董事(outside director)。前

者負責公司之經營，後者職司經營之監督。如外部董事與公司間不具有

                                                 
1 所謂「單軌制」係指公司僅設單一之會(board)，負責經營及監督兩項功能；「雙軌制」則指公

司分設掌管經營之董事會及職司監督之監察人。參賴英照，《股市遊戲規則─最新證券交易法

解析》，作者自版，2006 年 2 月初版，頁 114。 
2 據統計於標準普爾五百大企業中(S&P 500)，有將近四分之三公司董事長(chairperson)和 CEO
係由同一人擔任。See Scott Green, Sarbanes-Oxley and the Board of directors─Techniques and Best 
Practice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5), at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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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害關係者，一般稱為獨立董事(independent director)。惟須注意外部董

事未必即為獨立董事，例如由公司簽證會計師或法律顧問擔任外部董事

者，因其與公司間仍具有利害關係，即非獨立董事。3然國內常將外部董

事與獨立董事之概念相混淆，造成理解上之紊亂，故本文於此處先予澄

清。4 

 

第二項  損害賠償方法  

 

    按損害賠償的計算在民事責任中，由於涉及到被害人所受損害得否

受到填補，往往也成為實務或學說討論重心。而投資人因財報不實而受

有損害，並依法請求損害賠償時，究應如何計算其損害金額，學說及法

院判決亦無統一之看法或標準。以市場因素為例，有些法院判決認為不

應排除於損害賠償之範圍外，有些則認為應排除不予計入。此種法院見

解分歧之情形並非我國所特有，美國亦屬如此。5甚者，美國法上處理證

券詐欺之相關規範對於損害賠償之方法亦有不同之標準。本文考量到美

國法上不同法規範對於損害賠償方法之規定不盡相同，故於此處先為通

盤性之介紹，至於各法規範所採方法為何，則留待介紹各法規範責任成

立要件時再行探討。 

 

    於財報不實案件中，美國法院實務最常以淨損差額賠償法(Out of 
Pocket Damages)以及回復原狀原則之毛損益法(gross income loss)作為計

算損害賠償之方法，故以下即就該兩種損害賠償方法為介紹： 

 

第一款 淨損差額賠償法(Out of Pocket Damages) 
 

    所謂淨損差額，即指原告買賣系爭標的時之市價與真實價值(true 
value)之差額，此方法係美國證券法上一般反詐欺條款 Rule10b-5 下最常

                                                 
3 賴英照，同前揭註 1，頁 114。 
4 事實上美國法對於何謂外部董事，亦無統一之定義，而係由各法律規章(如證券交易法、紐約

證券交易所上市準則)或研究機構(如美國法律協會)基於其個別規範上對於獨立性之要求，而提

出不同層次的界定。詳細介紹 See Donald E. Pease, Outsider Directors: Their Importance to the 
Corporation and Protection from Liability, 12 Del. J. Corp. L. 25, 28-30(1987). 
5 林文里，資訊公開不實所致損害金額的計算方法，收錄於《現代公司法制之新課題─賴英照

大法官六秩華誕祝賀論文集》，元照出版，2005 年 8 月，頁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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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採用之計算方法。6依美國法院見解，7淨損差額賠償法限於填補原告所

受損失，原告不得請求超過其實際損失之部分，此亦為一九三四年證券

交易法 section 28 所規範。8此外，此法以交易時點作為計算損害之基準

點，並將原告所受之損害侷限於因被告詐欺行為所致之損害，若由市場

因素或其他系統性風險所造成之股價下跌，被告毋庸負責。基此，採用

淨損差額賠償法似能避免原告藉由詐欺訴訟之提起，而將所有投資損失

之風險轉由被告負擔。9 

  

    舉例而言，甲公司於 5 月 1 日揭露不實財報，隨後公司股價由 100
元漲至 120 元，投資人 A 先生與 B 小姐均以 120 元價格買進甲公司之股

票(假設甲公司股票此時之真實價格仍為 100 元)。7 月 1 日甲公司財報不

實之消息遭公開，8 月 1 日投資人隨即對甲公司提起團體訴訟(class 
action)。設 A 先生於提起訴訟時仍未出脫持股，而 B 小姐已於 7 月 15 日

以 115 元之價格出清甲公司股票，則依淨損差額賠償法，A 先生得請求

交易當時購買價格與真實價額之差額，即 20 元(120 元-100 元)之損害賠

償。相較而言，B 小姐由於請求之數額不得超過實際所受損失，故僅能

請求 5 元(120 元-115 元)，而非 15 元(115 元-100 元)。 

 

然而，適用淨損差額賠償法之最大難題在於確認真實價值。關於此

點，美國法院認為此乃事實認定之問題，應交由財務專家予以判斷。10於

聯邦第九巡迴法院 Green v. Occidental Petroleum Corp.一案11中，Joseph 
Sneed 法官於協同意見書中表示在適用淨損差額賠償法時，得在被告揭露

不實資訊後至更正不實資訊前之期間內，建立兩條線，一為股票市價線

(price line)，即依據系爭股票每日股票交易價格連成的一條線；另一為真

實價值線(value line)，代表該股票若無被告詐欺行為每日應有價格連成之

                                                 
6 See Michael Y. Scudder, The Implications of Market-Based Damages Caps in Securities Class 
Actions, 92 Nw. U.L. Rev. 435, 446(1997). 
7 See Affiliated Ute Citizens of Utah v. United States, 406 U.S. 128, 155(1972). 
8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section 28(a)原文規定為「Except as provided in subsection (f), 
the rights and remedies provided by this title shall be in addition to any and all other rights and 
remedies that may exist at law or in equity; but no person permitted to maintain a suit for damages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is title shall recover, through satisfaction of judgment in one or more 
actions, a total amount in excess of his actual damages on account of the act complained of.」 
9 莊永丞，證券交易法第二十條證券詐欺損害估算方法之省思，台大法學論叢第 34 卷第 2 期， 

2005 年 3 月，頁 128-129。 
10 See Blackie v. Barrack, 524 F.2d 891(9th Cir. 1975). 
11 541 F.2d 1335(9th Cir.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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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線。而原告所受之損害即應以交易日計算，衡量該交易日上下兩線

間之差額。12  

 

一般而言，財務專家多利用指數比較法(the comparable index approach)
和事件研究法(the event study approach)來計算股票之真實價值： 

 

一、指數比較法 

 
    所謂指數比較法係指利用市場模型(market model)的資產定價模式，

以不實消息公布時之股價，利用相關產業之指數，來預估股票若被告無

違反證券交易法時，應有的真實價值。投資人初始交易價格與該真實價

值間之差額，即為投資人每股所受之損害。13申言之，採指數比較法作為

損害賠償計算方法時，首須選取公司股價未受不實財報影響的某段特定

期間，並計算該段期間內市場指數及產業指數之預期報酬率，藉此推算

系爭股票未受不實財報影響時之預期報酬率，嗣後再以該預期報酬率推

算投資人初始交易日時系爭股票之真實價格。14 

 

    然而，對於在公司更正不實資訊前已賣出持股之投資人而言，其損

害賠償之計算方法略有不同。首先，應計算原告初始交易日購買價格減

去該日系爭股票真實價格之差額，再計算原告賣出日系爭股票之賣出價

格與該日系爭股票真實價格之差額，最後再將前後兩者差額相減。若為

正數(即原告買進日之差額大於原告賣出日之差額)，即為原告之損害；

若為負數(即原告買進日之差額小於原告賣出日之差額)，則意謂原告之

損害已由市場獲得填補。15惟須注意者乃此方法將產業價格之移動亦歸因

於詐欺，故可能高估不實資訊致生之損害。16 

 

二、事件研究法 

 

    相較於指數比較法可能高估損害賠償額之困境，事件研究法則以被

                                                 
12 Id, at 1344. 
13 See Cornell & Morgan, Using Finance Theory to Measure Damages in Fraud on the Market Cases, 
37 UCLA L.Rev. 885, 897-899 (1990). 
14 林文里，同前揭註 5，頁 514-515。 
15 莊永丞，同前揭註 9，頁 131。 
16 Supra note 6, at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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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公布不實消息後之實際報酬率取代預期報酬率為因應，凡與被告詐欺

行為無關的其他造成股價波動之因素，一律排除，是以不會有指數比較

法高估損害賠償額之風險。17具體而言，以不法情事為例，研究者首先須

選擇此事件影響股價之期間，且期間不可過長，以排除其他事件對於股

價之影響，由於美國股市並無漲跌幅之限制，一般係採不法情事揭露日

至次日作為事件期間。其次，就市場出現此一消息時，於訊息出現期間

系爭股票之實際報酬率與無該消息時系爭股票之預期報酬率作比較，二

者之差異即為異常報酬率。復從統計之觀點判斷該異常值是否具顯著

性，若是，則該異常報酬率即為不實資訊對股票影響所致。預估報酬率

與實際報酬率間之差額，即為不實資訊所致，進而可推算出系爭證券之

真實價值。18 

 

    事件分析法和指數比較法兩者差別在於，事件分析法僅在不實資訊

更正日使用證券預期報酬率計算股票價值，而在公司更正不實資訊前，

則使用證券實際報酬率計算股票價值，惟指數比較法則以預期報酬率計

算之。因此，即使兩種方法在不實資訊更正日均可計算出相同之價格，

但在該時點前，此兩種方法會導出不同之價值線。19此外，兩種計算方法

均有各自之缺點。指數比較法將所有非因市場或相關產業因素導致之跌

價均歸因於不實資訊所造成之損害。然而，倘公司於揭露不法情事時，

併同揭露其他利空情事，則股價可能反映多重利空消息，此時指數比較

法即可能高估不實資訊所造成之損害。反之，倘真實資訊於公司不法情

事遭揭露前已於市場上流傳，造成股價有一定程度反應，則依事件分析

法計算之結果會產生偏差，將低估不實資訊造成之損害。20 

 

第二款 毛損益法(gross income loss) 
 

    所謂毛損益法，和回復原狀賠償法的概念大致相同。具體而言，係

以原告初始交易價格與嗣後不法情事揭露後原告買進或賣出價格之差額

作為損害賠償。若依本法為損害賠償之計算方法，不論該差額係因不實

                                                 
17 莊永丞，同前揭註 9，頁 133。 
18 林文里，同前揭註 5，頁 515。 
19 See Edward S. Adams & David E. Runkle, Solving a Profound Flaw In Fraud-on-the-market 
Theory: Utilizing a Derivative of Arbitrage Pricing Theory to Measure Rule 10b-5 Damages, 145 U. 
Pa. L. Rev. 1097, 1106(1997).  
20 Id, at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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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報所造成，抑或係因其他市場因素所造成，跌價損失均應由被告承擔。

舉例而言，若乙公司發布不實財報後，股價由 70 元漲至 90 元，投資人

小華於 90 元買入乙公司股票。嗣後該不實資訊更正公布後，乙公司股價

大跌，小華以 40 元價格賣出股票，依毛損益法，乙公司應賠償小華 50
元(90 元-40 元)之差額。 

 

    按毛損益法乃源於衡平法之損害賠償計算方法，以回復證券詐欺受

害人至交易前之經濟應有狀態為原則。惟此法原係附隨於解除契約之法

律效果而來，由法院命被告返還價金，原告則將系爭標的返還於被告，

倘此時系爭標的之市價業已下跌，則由被告負擔跌價損失，此點即為毛

損益法與前述淨損差額賠償法最大之區別點。此外，就計算時點而言，

毛損益法係以初始交易價格與嗣後交易價格之差額為賠償範圍，是以須

俟嗣後交易發生時或請求時始能計算。相對而言，淨損差額賠償法係以

原告初始買進(或賣出)日之價格與當日真實價格之差額為賠償範圍，則

以初始交易日為計算時點，此亦為兩方法差異之處。 

 

    惟須注意者乃毛損益法之適用，是否以原被告間具有契約當事人關

係(privity)或信任關係(fiduciary relationship)為前提?關於此點，美國法院

判決並不一致。肯定說認為毛損益法之法律效果乃為回復原狀，對於被

告權益之影響甚鉅，從而必須嚴格要求原被告間須具備契約當事人關係

或信任關係；否定說則認為縱使原被告間不具備契約當事人關係或信任

關係，但倘非被告為重大事項之不實或遺漏，原告即不可能為交易行為，

是以原告若於合理期間為主張，被告即應負責回復原告至交易前之地

位。21本文認為現代證券市場交易已非傳統面對面之交易型態，無法特定

交易相對人，要求原被告間須具有契約當事人關係或信任關係始能主張

毛損益法，不切實際，故應採否定說為妥。 

 

 

第二節  對第三人之責任  

 

第一項  一九三三年證券法(The Securities Act of 1933) 

                                                 
21 莊永丞，同前揭註 9，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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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登記申報書不實之民事責任) 

 

    我國證交法第 32 條以及二○○六年一月新增訂第 20 條之 1 之規定，

部分係參考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而訂定。22因此，在探討我國財

報不實相關規定前，首應對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之立法背景、內

涵以及適用情況有一基本認識，俾助於研究我國財報不實相關規範是否

有未臻妥適之處。 

     

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主要規範登記申報書不實之民事責

任。而所謂登記申報書(registration statement)包含招股章程、招股計劃、財

務報告以及發行人之保證書等相關資訊文件，23是以公開發行公司於發行

股票時，向 SEC 提出之登記申報書內之財務報告若有不實情事時，即有

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之適用。以下即針對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之要件逐一討論之。 

 

一、請求權人 

 

    任何購買根據一九三三年證券法登記而發行之有價證券，而因該證

券登記申報書中之不實記載而受有損失之人均得求償。24且此處之請求權

人不限於直接應募或認股之人，亦包括嗣後於次級市場買入證券之人，

惟其須證明所購入之證券係基於該次不實登記申報書所發行之證券，而

非他次發行之證券。25此外，原告僅須證明登記申報書有重大事項不實或

遺漏之情形，不須證明信賴(reliance)要件或被告主觀上有未必故意

(scienter26，預見其發生，且其發生不違背其本意)，亦毋須證明曾閱讀過

該登記申報書。然而有一例外，當原告在登記申報書生效後十二個月始

                                                 
22 劉紹樑，從公司治理談公司法制之發展與變遷，法官協會雜誌第 8 卷第 1 期，2006 年 6 月，

頁 37。 
23 See Donald M. Keller, Jr., Registration Statements Under the Securities Act of 1933, 1338 
PLI/Corp 633, 645-646(2002). 
24 See Hertzberg v. Dignity Partners, Inc., 191 F. 3d 1076, 1079-80(9th Cir. 1999). 
25 See Joseph v. Wiles, 223 F.3d 1155, 1159(10th Cir. 2000); DeMaria v. Anderson, 318 F.3d 170(2d 
Cir. 2003). 
26 Scienter 一詞在中文上實難尋獲適當對應之詞，其係指一種心理狀態(mental)，表示行為人有

詐欺之意圖(intent to deceive)，在一定情況下包括(recklessness)，參曾宛如，《證券交易法原理》，

元照出版社，2006 年 8 月第 4 版，頁 219-221；亦有稱為「間接故意」，參賴英照，前揭註 1，

頁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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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系爭證券，且發行人已公布此段期間之損益表(earning statement)時，

原告即須證明因信賴該不實登記申報書而為交易。27 

 

二、責任主體 

 

    依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a)28規定，請求權人因登記申報書不

實得對於下列之人請求損害賠償：1.於登記申報書簽名之人；292.發行人

提出登記申報書時之董事或合夥人；3.登記申報書所載已同意擔任董事或

合夥人之人；4.於登記申報書署名而為簽證、評估報告之會計師、工程師、

估價師或其他專門職業人員；5.證券承銷商。基此，發行人提出登記申報

書時之擔任董事職務之人或於登記申報書已載明同意擔任董事之人，對

於因登記申報書有重大事項不實或遺漏所造成證券購買人之損害，均須

負責。 

 

    附帶一提，若為再次發行(secondary distribution)之情形，若登記申報

書有不實記載或遺漏之情形，對於該出售持股之大股東具有控制關係之

人，雖不須負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之責任(因為其並未於登記申

                                                 
27 See Securities Act of 1933 section 11(a). 
28 Securities Act of 1933 section 11(a)原文規定為「In case any part of the registration statement, 
when such part became effective, contained an untrue statement of a material fact or omitted to state 
a material fact required to be stated therein or necessary to make the statements therein not 
misleading, any person acquiring such security (unless it is proved that at the time of such acquisition 
he knew of such untruth or omission) may, either at law or in equity, in any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sue--  
(1)every person who signed the registration statement;(2)every person who was a director of (or 
person performing similar functions) or partner in the issuer at the time of the filing of the part of the 
registration statement with respect to which his liability is asserted;(3)every person who, with his 
consent, is named in the registration statement as being or about to become a director, person 
performing similar functions, or partner;(4)every accountant, engineer, or appraiser, or any person 
whose profession gives authority to a statement made by him, who has with his consent been named 
as having prepared or certified any part of the registration statement, or as having prepared or 
certified any report or valuation which is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registration statement, with 
respect to the statement in such registration statement, report, or valuation, which purports to have 
been prepared or certified by him;(5)every underwriter with respect to such security. If such person 
acquired the security after the issuer has made generally available to its security holders an earning 
statement covering a period of at least twelve months beginning after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registration statement, then the right of recovery under this subsection shall be conditioned on proof 
that such person acquired the security relying upon such untrue statement in the registration statement 
or relying upon the registration statement and not knowing of such omission, but such reliance may 
be established without proof of the reading of the registration statement by such person. 
29 依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6(a)規定，登記申報文件須由發行人以及發行人主要執行董事、

主要財務主管、主要會計主管，以及董事會中多數成員或履行相同職責之人署名。惟由於一九

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a)已將發行人現任之董事或合夥人列為責任主體，因此即便該董事未

於登記申報文件上署名，仍須就登記申報文件重大事項之虛偽不實或遺漏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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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書署名)，但仍須依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5 有關控制人責任

(liability of controlling persons)之規範負責。30 

 

三、抗辯理由 

 

(一)發行人 

 

    發行人原則上須負絕對責任，除非發行人能證明原告取得系爭證券

時已知登記申報書有不實記載或遺漏之情事。然而，對於發行人而言，

基於訴訟程序上之理由，此為一相當困難之舉證，蓋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之訴訟幾乎均以團體訴訟(class action)的形式提起，發行人實無

可能逐一證明原告知悉登記申報書有不實記載或遺漏。31 

 

(二)發行人以外之人 

 

1.已盡「相當注意之能事」(due diligence) 
 
    一般而言，被告於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之訴訟中，最主要提

出之抗辯理由為已盡「相當注意之能事」(due diligence)。此抗辯理由除

發行人外，其他被告均得主張。基此，公司董事若因登記申報書有重大

事項不實或遺漏被訴時，通常亦係以已盡相當注意之能事為抗辯。值得

注意的是，所謂「相當注意之能事」(due diligence)根據登記申報書中是

否為專家(expert)意見之部分，以及被告是否具專家身分，而有不同之標

準。以下就相關內容介紹之： 

 

◆ 被告不具專家身分(non-experts)：如公司董事、承銷商 

 

I.非專家意見部分(non-expertized portions) 
 

     被告已盡合理之調查(reasonable investigation)，並有合理的理由相信

                                                 
30 See Louis Loss & Joel Seligman, Fundamentals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 (Aspen Publisher, 5th 
ed.,2004), at 1230. 
31 See Charles J. Johnson, Jr. & Joseph McLaughlin, Corporate Finance and the Securities Laws, 
(Aspen Publisher, 3rd ed., 2004), at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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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確實相信，該部分於登記申報書生效時，係真實且完整的(true and 
complete)呈現。而關於合理的標準，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c)賦予

其定義，亦即「一個謹慎的人在管理自己財產所應採之標準」(a prudent man 
in the management of his own property)。其中，對於公司內部董事以及主要

承銷商是否盡合理調查，採取較為嚴格之標準。32 

 

II.專家意見部分(expertized portions) 
 

    就此部分，並無前述合理調查之要求，被告得採取雙重否定抗辯

(double negative defense)，亦即「其未具足夠理由相信且亦不相信，登記申

報書中的專家意見部分於登記申報書生效時，對於應記載的重大事實有虛

偽不實或遺漏之情形。」33 

 

    然而，站在主管機關立場的SEC，卻盡可能不讓登記申報書中的核心

資料部分，如經營說明、承銷約定等部分成為專家意見部分。事實上，SEC
指出即使妥善地利用專家，公司經營階層仍不能盲目倚賴專家的意見，蓋

提供給SEC以及投資人正確資訊之責任本應由經營階層承擔。34當然，SEC
會有這樣的看法，亦在於防止擔任公司名義上董事之人，實際上卻逃避其

認知並指導公司經營事務之責。35 

 

◆被告具專家身分(experts)：如會計師、工程師、估價師、律師及其他專

業人員   

 

    被告具專家身分時，僅就登記申報書中其署名之部分負責，對於其

他部分並不負擔責任。被告得主張其已盡合理之調查，並有合理的理由

相信並確實相信，該部分於登記申報書生效時，係真實且完整的呈現；

或主張登記申報書並未忠實地反映其評估或報告。36 

 

                                                 
32 See Thomas Lee Hazen, Civil liabilities to Private Parties under Sections 11 and 12 of the 1933 
Act, SM050 ALI-ABA 557, 560(2006). 
33 Supra note 30, at 1231-1232. 
34 Id, at 1233. 
35 Id, at 1235. 
36 See Paul Vizcarrondo, Jr. & Andrew C. Houston and Wachtell, Lipton, Rosen & Katz, Liabilities 
Under Section 11, 12, 15 And 17 of The Securities Act of 1933 And Sections 10, 18 And 20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1556 PLI/Corp 537, 557(2006). 



                                              第二章 美國法上財報不實董事之民事責任 

 17

    綜上所述，被告以 due diligence 為主要抗辯理由時，其內容可整理如

下： 

 

 
具專家身分 不具專家身分 

專家意見部分 

(expertized 

portions) 

1.被告已盡合理之調

查，並有合理的理由相

信並確實相信，其署名

部分於登記申報書生

效時，係真實且完整。

2.主張登記申報書並

未忠實地反映其評估

或報告。 

被 告 不 需 為 合 理 調

查，只要未具足夠理由

相信且亦不相信，登記

申報書的專家意見部

分於登記申報書生效

時，有重大不實記載或

遺漏即可。 

非 專 家 意 見 部 分

(non-expertized 

portions) 

毋須負責 

已盡合理之調查，並有

合理的理由相信並確

實相信，該部分於登記

文件生效時，係真實且

完整。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最能說明被告以 due diligence 作為抗辯理由的案件應為 Escott v. 
BarChris Construction Corp.一案37。BarChris 公司的登記文件中包含許多不

實記載。首先，在比較公司一九六○年會計年度與前一年之狀況時，有

許多誇大部分。惟法院認為此種不實記載對於理智的投資人而言，並不

具有重大性(materiality)。蓋正確數據和登記文件上之記載顯示出之成長

趨勢幾近相同。最主要不實記載部分則在於登記文件中未揭露公司客戶

日益惡化的付款情形，以及發行人回贖的租賃財產必然損害公司資金之

情形。 

 

在 BarChris 一案中，法院對於不同被告給予區別對待，並課予不同

之責任。判決中明白表示作為主要簽署登記申請書之公司內部人，應適

                                                 
37 283 F. Supp. 643(S.D.N.Y. 1968). 

被告  
 

 登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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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高之注意標準。而在董事責任部分，法院就公司內部董事和外部董

事作出細緻的區別。就公司內部董事部分，法院注意到 CEO 和其他公司

業務執行委員會成員對於公司經營方面相當熟悉，渠等知道所有的相關

事實，不可能確信登記申報書中沒有不實之陳述。此外，即便被告董事

不具有相當專業以致不能理解文件中之內容，但渠等被告董事於簽署時

竟連文件內容亦未閱讀，難謂已盡相當注意之能事。 

 

就公司外部董事方面，本案中被告外部董事主張其雖署名於登記申

報書上，但其並非公司主管(officer)亦非公司雇員(employee)，且剛擔任公

司外部董事職位，僅知該登記申報書係為應付 SEC 之用，其他則一無所

知。法院則認為「儘管該名外部董事對於公司業務並不熟悉，但仍應對

其於簽署文件前未作任何調查負擔責任。」就此而論，法院判決對於新

任之外部董事課予之責任似乎過重。實則，法院無法對於未署名之外部

董事依據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a)(2)課予責任，但本案中該外部董

事的確在登記申請書上署名，依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a)(1)即應負

責。基此，BarChris 判決對於被要求在登記申報書署名，卻不抱持謹慎態

度的董事提供一個很好的教訓。38 

 

然而，BarChris 判決仍並未清楚說明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所

要求的注意標準，造成嗣後法院依據被告的知識、專業程度以及地位而

為浮動的標準。為闡明此問題，一九八二年時 SEC 於證券法下訂定 Rule 
176，該規則提及數個考量因素，而該等因素會影響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中何謂合理的調查以及合理的理由。Rule 176 規定「為判定某

人之行為是否構成合理的調查，或是否符合 section 11(c)所規定之標準，

判斷對象(發行人除外)之下列情形應列入考量：(a)發行人之類型；(b)證
券之類型；(c)判斷對象之類型；(d)當判斷對象為公司主管時，其職責範

圍；(e)當判斷對象為董事時，其出席與否對於發行人有無影響；(f)對於

公司主管、員工以及其他因特殊職位使其對特定事實有一定了解之人員

的信賴程度；(g)當判斷對象為承銷商時，應考量承銷安排之類型及作為

承銷商之角色；以及(h)個別人員是否對於其提出備案之文件負有特定責

                                                 
38 See Thomas Lee Hazen, The Law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 (Thomson West, 5th ed, 2005), at 
29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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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39其中(e)款部分，論者認為足以表徵外部董事不應承擔與內部董事

相同嚴格之責任。40 

 

2.已為警告抗辯(Whistle-blowing defense) 
 

    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b)列舉的前二款抗辯理由，主要係針對

當事人發現登記申報書有重大事項不實或遺漏行為，並採取適當措施制

止違法行為之情況。申言之，發行人以外之任何人，如在登記申報書生

效前，已離開其於登記申報書提出時之相關職位(或已採取離職之一切法

律措施，或停止在該職位之工作)，而將以上所採取之措施通知發行人及

SEC，則對於已生效之登記申報書不實記載部分，毋需負責，免於受一九

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之責任追究。41 

     

四、損害賠償之計算    

 

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e)針對損害賠償之計算訂有規範，規

定登記申報書有不實記載或遺漏之情形下提起訴訟的三種計算損害賠償

之方法。依該項規定以原告購買系爭證券之價格與下列三種價格基準之

差額，作為損害： 

1.原告起訴前及訴訟中均未出售系爭證券者：以起訴時該證券之價格為

準； 

2.原告起訴前已出售系爭證券者：以實際出售價格為準； 

3.原告起訴時未出售，但於裁判前出售者：如賣價高於起訴時該證券之價

格，以實際賣價為基準；如賣價低於起訴時之價格，則以起訴時價格為

準。  

                                                 
39 Rule 176 原文為「In determining whether or not the conduct of a person constitutes a reasonable 
investigation or a reasonable ground for belief meeting the standard set forth in section 11(c), 
relevant circumstances include, with respect to a person other than the issuer.(a)The type of 
issuer;(b)The type of security;(c)The type of person;(d)The office held when the person is an 
officer;(e)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another relationship to the issuer when the person is a director 
or proposed  director;(f)Reasonable reliance on officers, employees, and others whose duties 
should have given them knowledge of the particular facts ;(g)When the person is an underwriter, the 
type of underwriting arrangement, the role of the particular person as an underwriter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inform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registrant; and(h)Whether, with respect to a fact or 
document incorporated by reference, the particular person had an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fact or 
document at the time of the filing from which it was incorporated.」 
40 Supra note 36, at 557. 
41 Supra note 38, at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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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被告能證明系爭證券價值全部或部分減損(depreciation in 
value)並非肇因於登記申報書重大事項之不實記載或遺漏，而係其他因素

所造成，則原告就此部分不得請求損害賠償。42 惟通常被告甚難舉證可

免責之部分。 

 

由前揭規定可得出二個結論。首先，原告依據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請求損害賠償時，毋須證明損失因果關係(loss causation)，反而

是被告就不存在的損失因果關係須負舉證責任。其次，一九三三年證券

法 section 11(e)不以系爭證券交易日(date of transaction)或資訊正確揭露

日(day of corrective disclosure)之價值作為計算損害賠償之基準日，而係以

一個更晚的時間點—即訴訟提起日(the time suit is filed)作為計算之時

點，43故可推知立法者係以起訴時作為損益分擔基準點，基準點前之損益

由被告負擔，反之則由原告負擔。舉例而言，假設原告以 30 元買進系爭

證券，繼續持有至起訴以後，而起訴時市價為 20 元，嗣後原告於判決前

即出售，出售價格為 13 元，依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e)規定，原

告得請求之損害賠償為 10 元(30 元-20 元)，而起訴後之系爭證券之跌價

損失 7 元(20 元-13 元)由原告負擔；相對而言，若原告之出售價格為 22
元，則原告得請求之損害賠償為 8 元(30 元-22 元)，蓋原告於起訴時之

損害(10 元)，已於訴訟中因市場因素填補 2 元之損害(22 元-20 元)，若

仍同意原告得向被告請求 10 元之損害，無異使原告獲得雙重補償，不應

允許。44從這個角度來看，對於原告而言，如果想要請求完整的賠償，較

                                                 
42 Securities Act of 1933 section 11(e)原文規定為「The suit authorized under subsection (a) of this 
section may be to recover such damages as shall represen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mount paid for 
the security (not exceeding the price at which the security was offered to the public) and (1) the value 
thereof as of the time such suit was brought, or (2) the price at which such security shall have been 
disposed of in the market before suit, or (3) the price at which such security shall have been disposed 
of after suit but before judgment if such damages shall be less than the damages represent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mount paid for the security (not exceeding the price at which the security 
was offered to the public) and the value thereof as of the time such suit was brought: Provided, That 
if the defendant proves that any portion or all of such damages represents other than the depreciation 
in value of such security resulting from such part of the registration statement, with respect to which 
his liability is asserted, not being true or omitting to state a material fact required to be stated therein 
or necessary to make the statements therein not misleading, such portion of or all such damages shall 
not be recoverable.」，並參楊家欣，《以因果關係為起點─論我國證券詐欺法制之未來》，國立台

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年 7 月，頁 114-116。 
43 See Robert B. Thompson, "Simplicity and Certainty" In the Measure of Recovery Under Rule 
10b-5, 51 Bus. Law. 1177, 1187-1188 (1996). 
44 楊家欣，同前揭註 42，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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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利的作法應在提起訴訟前就賣出該證券。45 

 

第二款 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a)(2)(公開說明書重要事項不實或

遺漏之民事責任) 

 

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 係規範募集或出售應申報而未申報之

有價證券，以及以重大不實陳述或隱匿方式要約或出售有價證券之民事責

任。其中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a)(1)係針對要約或出售證券違反一

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5所為之規範，亦即非豁免登記證券未經登記前而

為要約或出售時之責任；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a)(2)則規範以重大

不實陳述或隱匿方式為募集或出售有價證券之責任，無論該證券是否已登

記或屬豁免登記之證券。46依該款文義規定，有價證券之募集人或出賣人，

係以州際通商之傳輸、通訊工具或郵寄公開說明書或口頭說明等方式，而

其所記載之重要事項不實，或其應記載之重要事項或為避免導致誤解所必

須記載之事項於當時未予記載(購買人不知此項不實或未予記載者)，應對

向其購買證券之人負責。除非出賣人能證明其確為不知，並經合理注意亦

不能得知有不實陳述。47由於公開說明書(prospectus)中包含財務報告，48因

此，財報不實必然會造成公開說明書不實之結果，而本文以下即針對規範

有價證券出賣人公開說明書重大不實或遺漏之一九三三年證券法section 
12(a)(2)為介紹： 

 

                                                 
45 Supra note 30 , at 1238-1239. 
46 惟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3 規範之豁免登記證券中的政府債券、銀行債券及信託基金證

券，仍無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a)(2)的適用。Id, at 1193-1194. 
47 Securities Act of 1933 section 12(a)原文規定為「In General. Any person who (1)offers or sells a 
security in violation of section 5, or (2)offers or sells a security (whether or not exempted by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3, other than paragraph (2) and (14) of subsection (a) thereof), by the use of any 
means or instruments of transportation or communication in interstate commerce or of the mails, by 
means of a prospectus or oral communication, which includes an untrue statement of a material fact 
or omits to state a material fact necessary in order to make the statements, in the light of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y were made, not misleading (the purchaser not knowing of such 
untruth or omission), and who shall not sustain the burden of proof that he did not know, and in the 
exercise of reasonable care could not have known, of such untruth or omission, shall be liable, subject 
to subsection (b), to the person purchasing such security from him, who may sue either at law or in 
equity in any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to recover the consideration paid for such security with 
interest thereon, less the amount of any income received thereon, upon the tender of such security, or 
for damages if he no longer owns the security.」 
48 依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0 關於公開說明書應記載事項規定，非外國政府或其所屬機關

所發行證券之公開說明書，應記載附表 A (schedule A)所列登記申報書應記載之事項，而依附表

A 中第 25、26 點之規定，要求應提供登記申報書提出前九十日內之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由

此可知財務報告當屬公開說明書其中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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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責任主體 

 

關於此點，在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a)(2)會和同法 section 
12(a)(1)發生相同的問題，亦即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 責任主體--

出賣人(seller)之內涵究竟為何? 法院早期以普通法原則而非實際之出賣

人來判斷何人為責任主體。申言之，如果發行人與出賣人間缺乏契約當

事人關係時，則購買人即不能根據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a)(2)或同

法 section 12(a)(1)向與其無契約關係之發行人提起訴訟。同時也有許多法

院指出，儘管普通法有契約當事人關係(privity)以及代理(agency)之要求，

但關於被告究竟是否為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 規範之出賣人的測

試，其實只是一種因果關係。49 

 

針對前述看法，最高法院於一九八八年 Pinter v. Dahl 一案判決提出

質疑，並指出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現為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 (a)）之責任主體為最後直接出售證券給原告之出賣人。法院並

強調，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 之責任，此處出賣人之意義係指：

1.轉讓證券所有權之人；2.引誘銷售證券予買受人之人(person who solicit a 
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le to the purchaser)，但非為買受人之利益，僅係某種

程度上基於自身或證券所有者的經濟利益考量(如證券經紀商)。析言

之，最高法院於該判決中限縮了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 (a)出賣人

之概念，並拒絕適用先前的實質因素說(substantial factor test)50，而把先前

於交易過程中被定位為重大因素的律師、會計師排除於出賣人之概念

外。51 

 

二、適用範圍 

 

    在Gustafson v. Alloyd Co.一案52中，最高法院針對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49 See Junker v. Crory, 650 F.2d 1349, 1360(5th Cir.1981)；McFarland v. Memorex Corp., 581 
F.Supp.878, 879(N.D.Cal.1984). 
50 所謂實質因素說(substantial factor test)係用以處理侵權責任上因果關係之問題，意指當被告

之行為是造成原告損害之重要原因時，兩者間即成立因果關係。於本處係指最高法院為 Pinter v. 
Dahl 一案判決前，實務上律師、會計師常因銷售股票中所扮演之角色而被認為渠等亦屬造成原

告損害之重要原因，因而成為原告依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a)提訴之求償對象。 
51 Supra note 32, at 562. 
52 See Gustafson v. Alloyd Co., 513 U.S. 561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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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2 (2)(現為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a)(2))於次級市場有無適

用這個長久以來之爭議，作出否定之結論。法院認為，基於一九三三年證

券法 section 2(10)(現為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2(a)(10))以及一九三三

年證券法 section 10對於公開說明書之定義，公開說明書應指由發行人或

控制股東為公開發行所為之文件。因此，基於私人契約為轉讓之股票所附

之擔保或陳述，並非此處之公開說明書，購買人當然也不能基於一九三三

年證券法 section 12(a)(2)而為請求。53  
 
三、成立要件 

 

    原告基於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a)(2)為請求時，和一九三三年

證券法 section 11相同，僅須證明公開說明書中有重大事項不實或遺漏，

毋須證明被告有未必故意或過失，亦不須證明信賴要件。然而，一九九五

年PSLRA新增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27A(c)就公開說明書中符合特定

條件的公司前瞻性預測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訂有安全港條款(safe 
harbor provision)，54亦即該等前瞻性預測若有不實之情事，只要被告具有

善意(good faith)，則可例外地減輕或免除其責任。55基此，原告就該等不實

前瞻性預測提出訴訟時，須就被告實際知悉(actual knowledge)該等預測有

不實情事，負舉證之責。56 須注意的是，居於被告地位之出賣人，依據一

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a)(2)得主張積極抗辯，即證明其確為不知，並

經合理注意亦不能得知有不實陳述。此等抗辯促使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a)(2)轉變為推定過失責任條款，被告負有舉證其不具過失之責

任。57  
 

四、損害賠償之計算   

                                                 
53 Supra note 36, at 566-567. 
54 前瞻性預測(forward-looking statement)的內容包括對於公司營收的目標、預期每股盈餘，甚

至是公司未來的營運計劃及經營目標等事項。See Rule 175, Securities Act of 1933 section 27. 
55 公開說明書中不實財務預測採取較寬鬆的責任標準，原因可能有二：(1)財務預測屬於一種

軟性資訊(soft information)，本具高度不確定性，與財務報告係針對歷史性、確定性的資料提供，

本質上即有差異；(2)美國一九九五年修法時將所謂 Bespeaks Caution Doctrine 明文化(一九三三

年證券法 section 27A(c)(2))，以強烈的字眼警告證券購買人財務預測係一不確定性相當高之資

訊，該等資訊僅供投資人參考，故投資人對於該等資訊可能發生變動應有所認知，不應再課予

被告與一般財務報告不實相同之責任。參林國全，財務預測制度之探討，月旦法學雜誌第 97
期，2003 年 6 月，頁 282-283。 
56 Supra note 38, at 145. 
57 Supra note 36, at 57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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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係採回復原狀賠償法，原告向被告請求

返還購買時所支付之價金及利息，被告亦因此取回系爭交易標的。但原告

於持有系爭標的期間所獲取之孳息，須從請求返還之價金中扣除。如原告

於提起訴訟前已處分該證券時，則以購買價金與處分時價金之差額，加上

利息，並減除基於該證券所獲得之收益為損害賠償額。此外，一九九五年

PSLRA新增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b)，規定如被告能證明系爭證券

價值全部或部分減損(depreciation in value)並非肇因於重大事項之不實記

載或遺漏，而係其他因素所造成，則原告就此部分不得請求損害賠償。換

言之，被告就該減損部分與重大事項不實記載間不具損失因果關係負舉證

之責。58 

   
第二項  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第一款 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0(b)及 Rule 10b-5(一般反詐欺

條款) 

 

一、概說     

 

按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10(b)59規定「禁止任何人直接或間

接利用州際商務交通工具或郵件，或以任何全國證券交易所之設備，違

反 SEC 為維護大眾利益及投資人權益認為必要所制訂有關之法則與規

定，於買賣上市或非上市之證券，或以證券為基礎之買賣協議，使用操

縱或詐欺之手段。」本項雖禁止以詐欺之方法買賣有價證券，惟僅屬空

白之授權規定，任何人買賣有價證券必須有違反 SEC 所訂規則之情事，

始構成違法。基此，本條之實際執行仍有賴於 SEC 制訂之行政命令。 

                                                 
58 Id, at 572-574. 
59 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0(b)原文規定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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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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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 securities-based swap agreement (as defined in section 
206B of the Gramm-Leach-Bliley Act), or contrivance in contravention of such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the Commission may prescribe as necessary or appropriat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or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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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後 SEC 於一九四二年參考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7(a)之規定

而訂立 Rule 10b-560，規定「任何人直接或間接利用州商務工具或郵件或

全國性證券交易所之設備買賣有價證券，不得有下列各款之行為：a.使用

任何方法、計畫或技巧從事詐欺行為；b.對重要事實為不實陳述，或省略

某些重要事實之陳述，以致在當時實際情形下，產生引人誤導之效果；

c.從事任何行為、業務、商業活動，而對他人產生詐欺或欺騙之情事者。」

由法規文義可知，凡以詐欺之方法從事證券買賣均受 Rule 10b-5 之規範，

故 Rule10b-5 亦有一般反詐欺條款之稱。而司法實務上內線交易(insider 
trading)、操縱行為 (manipulation)以及不實陳述 (misrepresentation or 
omission in corporate statements)等證券詐欺行為均屬 Rule 10b-5 規範之範

疇，且與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b)
於適用上具競合關係。61 

 

二、Rule10b-5 之發展62 

 

    於一九四六年時，有一聯邦地方法院首先肯定 Rule10b-5 雖缺少明示

私法上之訴權，但實質上為蒙受損失之廣大投資人提供了一私法上之救

濟。63此隱含救濟(implied remedy)嗣後即於地方法院和上訴法院開始發

展，然而直到二十四年後始獲得聯邦最高法院之認可。 

 

    而在一九七○年至一九八○年間，最高法院在一系列的案件中限制

Rule10b-5 的適用範圍，而且此趨勢持續進行。首先，最高法院認為提起

訴訟者之原告須為系爭證券之買方或賣方。64其次，僅證明被告有過失

(negligent)尚有不足，至少須證明被告具有未必故意(scienter)。65再者，被

                                                 
60 Rule 10b-5 原文規定為「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by the use of 
any means of instrumentality of interstate commerce, or of the mails, or of any facility of any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 a. to employ any device, scheme, or artifice to defrau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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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y were made, not misleading, o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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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Supra note 38, at 466. 
62 Id, at 467-469. 
63 Kardon v. National Gypsum Co., 69 F.Supp. 512 (E.D.Pa.1946). 
64 Blue Chip Stamps v. Manor Drug Stores, 421 U.S. 723(1975). 
65 Ernst & Ernst v. Hochfelder, 425 U.S.185(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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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遭起訴之行為須具詐欺性(deceptive)。66此外，依據聯邦民事訴訟規則，

主張受詐欺者應提出具體事證，而依據 Rule10b-5 提起訴訟之原告亦須符

合該規則之要求。然而，儘管上述法院判決就 Rule10b-5 之適用作出種種

限制，Rule10b-5 提供之隱含訴權仍為司法實務上投資人重要之救濟手段

之一。 

 

三、Rule10b-5 之要件 

 

參酌美國司法實務見解，原告欲依 Rule10b-5 請求民事賠償，須符合

以下要件：1.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urchase of sale of any security(不實陳

述與證券交易具關連性)；2. purchase or sale(須有購買或出售行為)；3. 
scienter(被告有未必故意)；4. materiality(被告係就重大事項為詐欺)；5. 
reliance and causation(原告信賴被告之行為，且原告所受之損害與被告行

為間有因果關係)；6.damages(原告受有損害)。以下就各要件分別探討： 

 

(一)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urchase of sale of any security(不實陳述與

證券交易具關連性) 
 
    法院認為被告之不實陳述須與證券交易具有關連性，惟同時認為只

要被告該陳述可合理認定影響任何合理投資人之投資決定，即滿足此處

之關連性要件，是以凡於年報或季報中所揭露之資訊均視為足以影響投

資人之投資決定，而與投資人購買或出賣證券具關連性。67 

  

(二) purchase or sale(須有購買或出售行為) 

    

首須注意者，乃證交法規中對於何謂購買或出售行為常有不同的定

義，比方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2(a)(3)68中將出售行為定義為「包括各

種有償之買賣契約或證券、證券利息之處分。」於此定義下，選擇權、

轉換權之行使，均屬此處的出售行為。而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對於出

售行為之定義顯然較一九三三年證交法更為寬廣，依一九三四年證券交

                                                 
66 Santa Fe Industries Inc. v. Green, 430 U.S. 462 (1977). 
67 Supra note 38, at 472-474. 
68 Securities Act of 1933 section 2(a)(3)原文規定為「The term "sale" or "sell" shall include every 
contract of sale or disposition of a security or interest in a security, for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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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法 section 3(a)(14)69規定「本法所稱出售，應包括出售證券之契約或證

券之處分。」並不以有償為條件，是以依據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0(b)授權而訂定之 Rule10b-5，對於出售之概念亦採較廣義之認定。 

     

早期在適用 Rule10b-5 時，第二巡迴法院於 Birnbaum v. Newport Steel 
Corp.一案中70確立依據該規則提起訴訟之原告，須為證券之購買者或出售

者。惟此判決將近二十年後方為最高法院於 Blue Chip Stamps v. Manor 
Drug Stores 一案中採用。負責撰寫多數意見之大法官恩奎斯特(Rehnquist)
在判決意見中，以大量篇幅闡述若缺乏「購買者或出售者」此要件時可

能帶來之後果，比方濫訴(vexatious litigation)的可能性。由該判決內容可

知，法院對於 Rule10b-5 之適用採取廣泛、寬鬆之態度已不復存在。71 

 

(三) scienter(被告有未必故意) 
     

由於 Rule10b-5 僅規定被禁止行為之類型，並未規定主觀要件標準，

故法院對於 Rule10b-5 究竟僅處罰故意(intentional)行為，抑或包括過失

(negligent)之不當行為，判決見解莫衷一是。直到一九七六年，最高法院

方於 Ernst & Ernst v. Hochfelder 一案中表示，依據 Rule10b-5 請求損害賠

償之原告須證明被告具有未必故意(scienter)，僅證明被告有過失(negligent)
尚有不足。而隨之衍生出之重要爭議乃此處 scienter 是否包含 reckless 之
概念? 

 

關於此點，最高法院並未表示意見，多數下級法院則以判決承認

recklessness 符合 Rule10b-5 之主觀要件，且嗣後一九九五年私人證券訴

訟改革法案(PSLRA)並未修改過失標準(recklessness standard)，亦可推知

多數下級法院之見解獲得承認。72再者，由於 Hochfelder 一案中對 scienter
之要求係借用普通法之詐欺概念，而普通法中 scietner 包括 reckless，故

Rule10b-5 主觀要件包含 reckless 應予肯認。 

                                                 
69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section 3(a)(14)原文規定為「The terms "sale" and "sell" each 
include any contract to sell or otherwise dispose of. For security futures products, such term includes 
any contract, agreement, or transaction for future delivery.」 
70 Birnbaum v. Newport Steel Corp.,193 F.2d 461(2d Cir. 1952). 
71 See Larry D. Soderquist, Fraud and Related Issues Under Rule10b-5 and The Sarbanes-Oxley Act, 
1490 PLI/Corp 515, 529-531(2005). 
72 Novak v. Kasaks, 216 F.3d 300, 316 (2d Cir.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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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於過失的標準(recklessness standard)，並非如意圖(intent)一
般可明確判定，最主要的原因在於 recklessness 係一程度問題，要求程度

上超過過失行為 (negligent conduct)但尚未達到實際故意行為 (actual 
intentional action)。因此，有些法院對過失之標準即採取「不超過過失

(barely reckless)」 標準，但大多數法院採取「高度過失(high reckless)」
之標準。由此亦可推測出 Hochfelder 一案判決並未妨礙法院依據特定案

件中原告與被告間關係及周遭事實，而適用彈性責任之標準。73 

 

(四) materiality(被告係就重大事項為詐欺) 

     

在依普通法提出之詐欺訴訟中，原告除須證明被告具有未必故意

(scienter)外，尚須證明系爭不實記載或遺漏具有重大性(materiality)。關於

此點，最高法院明確採取 Basic Inc. v. Levinson 一案74中之標準，亦即對

於某一事實，理性投資人於購買或出售證券時會認為該事實係重要的，

如果具有此種實質可能性(substantial likelihood)存在時，該事實即具有重

大性。此外，最高法院則於 TSC Industries, Inc. v. Northway, Inc.75一案以

及 Levinson 一案中都明確表示，所謂重大性必須存在一種實質可能性，

即遺漏之事實對理性投資人而言會被視為重大，因而調整已提供資訊

的＂整體組合＂(total mix)。76 

     

我國學者亦認為參考TSC Industries和Levinson案可整理出法院對於

重大性之判斷標準，亦即，1.如某一事件對於公司之影響係屬確定而清楚

時，法院之判斷基準應為：一項未經公開之消息，是否理性投資人於知

悉此一消息後，非常可能會重大改變其投資決定；或是，是否將該未經

公開之消息，與理性投資人已知悉之其他消息合併觀察後，理性投資人

便會對該股票之價格或投資與否之決定，予以重新評估。2.如某一事件本

身屬於或許會或許不會發生、尚未確定，僅屬推測性事件時，法院之判

斷基準應為：就該事件最後發生之可能性與該事件在整個公司所佔之影

響程度加以評估。若該事件發生之可能性極大或影響程度甚深，則該項

                                                 
73 Supra note 38, at 483-484. 
74 485 U.S. 224, 232 (1988). 
75 TSC Industries, Inc. v. Northway, Inc., 426 U.S. 438 (1976).  
76 Supra note 71, at 548-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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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即為重大消息。77 

     

須注意的是，如果不實記載或遺漏係存在於揭露性文件中，無論是在

Rule10b-5 或其他背景下，在決定該不實記載或遺漏是否重大時，須將預

示警告原則(“bespeaks caution” doctrine)列入考量。根據此原則，文件中雖

有不實記載或遺漏，但在該文件之上下文中已有充分預示警告之用語

時，則該不實記載或遺漏在法律上可認定不具有重大性。78惟依法院判決
79，預示警告原則之適用前提為針對財務預測或其他預期性之陳述，並不

包含目前或已發生之事實。 

 

此外，SEC 於一九九九年八月發布員工會計公報第九九號(Staff 
Accounting Bulletin 99，簡稱 SAB 99)，針對財務報告中的重大性議題提

出說明。該公報指出須分析量(quantitative)與質(qualitative)的證據來判斷

財務報告中該事項是否具有重大性，但其並未改變重大性的定義，僅係

強化對於重大性的事實與情況判斷標準(facts and circumstance test)。80 
 

(五) reliance and causation(原告信賴被告之行為，且原告所受之損害與

被告行為間有因果關係) 
 
1.信賴要件(reliance)81 
 

(1)概說 

 

    如同普通法之情況，信賴(reliance)要件於證券詐欺案件中亦有適用，

然此要件僅為提起私人訴訟時所必須，若為 SEC 提起之執行訴訟或是刑

                                                 
77 劉連煜，內部人交易規範中內部消息「重大性」之認定基準，收錄於《公司法理論與判決研

究(二)》，元照出版，2000 年 9 月初版，頁 181；劉連煜，內線交易重大消息的範圍及其公開方

式的認定，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84 期，2006 年 10 月，頁 302-301。 
78 Supra note 71, at 550. 
79 Stolz Family P’ship L.P. v. Daum, 355 F.3d 92 (2d Cir. 2004). 
80 See The Subcommittee on the Annual Review, Annual Review of Federal Securities Regulation: 
Significant 1999 Legislative and Regulatory Developments, 55 Bus. Law. 1505, 1517-1518 (2000). 
81 信賴要件與因果關係要件表面上雖為兩個獨立、不同之要件，且不少美國法院堅持此看法。

惟亦有為數不少之法院認為因果關係(尤其是交易因果關係)，其實就是信賴。參劉連煜，論證

券交易法一般反詐欺條款之因果關係問題，收錄於《公司法理論與判決研究(一)》，元照出版，

1997 年 11 月初版，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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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訴訟，並不須建立原告與被告行為間之信賴關係。82此外，最高法院在

Affiliated Ute Citizens of Utah v. United States 一案中，83認定在買方與賣方

面對面之交易中，被告買方對於重大事項之陳述有所遺漏，原告對此之

信賴可藉由遺漏事實之重大性來推定。法院並認為原告之信賴一經推

定，則轉由被告來證明原告事實上並無信賴該重大事項之遺漏。惟

Affiliated 一案所爭執者係針對重大事項之遺漏，是以部分法院仍然認為

信賴推定不能適用於重大事項之不實陳述中，亦即法院認為信賴推定之

基礎係建立於原告難以證明其信賴被告未加陳述之事項(即遺漏)，若被

告就重大事項已有積極之不實陳述，即無信賴之推定。然而，多數法院

會採取「對市場詐欺理論」來解決此處信賴問題。84 

 

(2)對市場詐欺理論(fraud-on-the-market theory) 
 
I.「對市場詐欺理論」之內涵   

 

  對市場詐欺理論可謂順應時空背景下之產物，蓋依傳統詐欺侵權行

為成立要件，原告須舉證證明其因合理信賴被告虛偽之陳述而與其為交

易行為。惟在證券交易過程中，買賣雙方多係透過證券經紀商通過電腦

主機撮合成交，買賣雙方未曾謀面，一旦發生詐欺不法情事，若仍要求

原告負擔合理信賴之舉證責任，則該等案件將難已成立。為求一方面減

輕原告之舉證責任，另一方面仍盡力維持原告應證明信賴之基本原則，

並考量到受害人多利用團體訴訟主張權利，是以法院始利用信賴推定之

方式，緩和傳統詐欺侵權行為對於信賴要件之要求。於此前提下，對市

場詐欺理論乃順應而生。 

 

    所謂「對市場詐欺理論」，係指行為人於證券市場中公布虛偽不實資

訊之行為，形同對於整體證券市場之詐欺。其原理乃係，在一個開放且

發展良好之證券市場(an open and well-developed securities market)，重大

之不實陳述或遺漏，均會造成股價之變動，而市場投資人多以股價作為

證券價值之表徵，故縱使投資人並未直接信賴不實陳述或遺漏，此等投

                                                 
82 Supra note 38, at 500. 
83 406 U.S. 128 (1972). 
84 Supra note 38, at 5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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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人仍可被推定為受害人。85聯邦最高法院於一九八八年在 Basic Inc. v. 
Levinson 一案中，正式採用對市場詐欺理論，表示公司股票之價格係由

流通於市場上之公司重大資訊所形成，而股價亦因不實資訊而變動，不

實資訊不僅欺騙個別投資人，且欺騙市場。是以原告縱使未曾閱讀財務

報告，但因信賴市場而依市價買賣有價證券，仍應推定具有信賴關係，

惟被告得舉反證推翻。 

 

II.Basic Inc. v. Levinson 一案 
 

    按 Basic 一案主要事實乃：Basic 為一家在紐約證交所上市之公司，

而 Combustion Engineering 公司有意將其併購。一九七六年九月起，雙方

即開始秘密洽談未來合併之事宜，惟 Basic 公司在一九七七年至一九七八

年間，三次公開否認任何與 Combustion Engineering 公司合併之消息，然

而 Basic 公司董事會卻於一九七八年十二月十九日公開宣布接受

Combustion 之收購要約。從而許多於一九七七年至一九七八年十二月十

八日(即 Basic 公司董事會宣布接受收購要約前)賣出 Basic 公司股票之投

資人，主張公司屢屢否認併購消息，造成股價下跌，導致渠等僅能以較

低價錢賣出股票，因而受有損失，遂以 Basic 公司違反一九三四年證券交

易法 section 10(b)及 Rule 10b-5 為由，對 Basic 公司及其董事提起團體訴

訟。聯邦地方法院以初步協商併購事宜並非重大消息，判決原告敗訴。

但聯邦巡迴法院則認為公司否認併購消息之傳聞，即屬重大事項，並採

用對市場詐欺理論，推定原告信賴關係，聯邦最高法院予以維持。86 

     

此外，對市場詐欺理論之基礎係建立於三項基本要件：1.系爭不實資

訊須屬重大(material)；2.市場對於資訊之反應須具有效率；3.不實資訊須

已公開散布、傳播。87關於系爭不實資訊須屬重大此要件，由於重大性即

為 Rule10b-5 成立要件之一，故此要件較無問題，依循前述重大性之基準

判斷即可。至於第二個要件，則涉及效率資本市場假說(the efficient capital 
market hypothesis)，亦即認為具有效率之證券市場應有能力接受各種資訊

並將其反應於特定有價證券之價格上。詳言之，效率資本市場學理上可

                                                 
85 劉連煜，同前揭註 81，頁 212。 
86 485 U.S. 224, 225-231. 
87 Supra note 38, at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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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弱勢(weak form)、半強勢(semi-strong form)及強勢(strong form)三
種。弱勢市場僅能反映歷史資訊，投資人無法由公司過去股價之表現來

預期未來之走向；半強勢市場則不僅反映公司歷史資訊，甚至包括現已

公開對該股票係屬重大之資訊；強勢市場則對於所有公開及未公開之資

訊均能反映。88基此，由於弱勢之效率市場主張股價僅能反映過去可得之

資訊，並不包括現在所有可得之資訊，從而原告即不可能信賴該股票之

市價而為交易，是以對市場詐欺理論於弱勢效率市場並無適用餘地；而

於強勢效率市場中，由於所有公開及未公開之資訊均已反映，投資人並

無受害之可能，由此可知聯邦最高法院在 Basic 一案中所指之效率市場，

應指半強勢之市場。89 

 
III.Basic Inc. v. Levinson 一案不同意見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 White 與 O'Connor 大法官於 Basic 一案中

提出不同意見書，其論點主要有四：90 

 

A.關於信賴推定，應由國會立法為妥而非法院判決 

 

    一般而言，法院關於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0(b)以及

Rule10b-5 案例法(case law)之發展，向來植基於普通法(common law)詐欺

法則。即便現在擴張 Rule10b-5 之民事責任範圍，達到普通法先前未曾允

許之範圍，法院仍應將普通法關於詐欺之原則作為參考標準。然而，本

判決卻將未經實證之對市場詐欺理論，此種僅屬經濟上之理論取代傳統

普通法原則而為適用，恐有不妥。退步言之，縱使為因應現今證券市場

每日均有數以百萬計交易之情形，關於形成有別於傳統之經濟理論，以

及將金融市場中關於詐欺概念明文化之工作，仍應交由國會為之，而非

法院判決。 

 

B.對市場詐欺理論內容仍有商榷之處 

 

                                                 
88 Supra note 19, at 1110-1111. 
89 莊永丞，論證券交易法第二十條證券詐欺損害賠償責任之因果關係，中原財經法學第 8 期，

2002 年 6 月，頁 167-168。 
90 485 U.S. 224, 25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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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數意見依照對市場詐欺理論，認為請求權人之信賴基礎在於市場

價格之健全性(integrity of the market price)，亦即經由市場吸納各種資訊所

形成之價格，足以反映證券之真實價值(true value)。然而，多數意見似認

為市價之外，尚有所謂「真實價值」，但其意義究竟為何，實難理解。 

 

再者，縱使真有多數意見所謂不同於市價的「價值」存在，惟投資

人於買賣股票時並非全然和法院相同，認為股價係真實價值之反映

(reflection of value)。析言之，許多投資人選擇買入或賣出股票係因認為

股價不足以反映公司之實際價值，透過買入或賣出股票將有利可圖或是

減少損失。如果投資人真的相信股價反映了股票的「價值」，則賣方應該

絕不賣出股票，買方也應該絕不買入股票，但此顯然與常情不符。基此，

投資人於本案中無可避免地根據不實資訊而為買賣，並於交易過程中產

生了贏家(獲利者)與輸家(受損失者)，但並不能因此推論所有輸家(受損

失的投資人)均係受到被告之詐欺始進行股票之買賣。由此即可看出對市

場詐欺理論本身仍有未盡合理之處。 

 

C.採取對市場詐欺理論恐背離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立法原意 

 

    由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8 立法過程，可以看出立法者對於

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民事責任部分拒絕採用類似對市場詐欺理論之法

律議案。按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8 主要係規範證券不實文件之

民事責任，該法於初次草擬時，規定只要原告買入或賣出證券之價格有

受到不實文件影響者，即可就其損失請求賠償。惟此草案在國會聽證階

段時受到極大批評，蓋該草案完全忽略信賴要件。基此，在一九三四年

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8 最後法案版本即明定信賴要件，顯見立法者對於一

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信賴要件之要求。判決多數意見採用對市場詐欺理

論無異是抽離 Rule10b-5 所要求之信賴要件，此舉恐與一九三四年證券交

易法立法原意相悖。 

 

    其次，多數意見亦忽略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另一立法政策，即對

於資訊公開揭露之要求，蓋公開揭露制度對於聯邦證券法規而言，係極

為重要之功能。惟採取對市場詐欺理論將與此一立法政策產生衝突，蓋

若允許原告縱使未曾閱讀及信賴被告之公開揭露資訊，亦得向被告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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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賠償，則將不會有人去注意公司所為之公開揭露事項，進而使資訊

公開揭露之立法目的受到影響。 

 

D.民事損害賠償制度有成為投資保險之虞 

 

    依照對市場詐欺理論，若被告能證明原告買賣股票並非信賴股票市

價而為之，則原告即不受信賴之推定。惟事實上除非原告於訴訟初期即

自認其並非基於市價而係其他因素而購買系爭股票，否則被告幾乎不可

能舉出反證，換言之，只要原告一舉出被告有重大資訊不實之情事，被

告即須負賠償責任。如此一來，Rule 10b-5 所構成之民事賠償責任機制

恐將淪為投資保險。 

     

除前述 Basic 一案不同意見書外，關於對市場詐欺理論之適用仍有幾

點應予注意：首先，對市場詐欺理論基礎之一係市場對於資訊之反應須

具有效率，惟效率資本市場假說畢竟僅為一假設，對於該假設的批評亦

所在多有，91因此對於證券詐欺案件是否即應適用對市場詐欺理論，仍有

爭議。其次，僅主張重大資訊係屬不實，並不會引發對市場詐欺理論之

適用，原告尚須證明市場對於該不實資訊有所反應始可。此外，充足的

警示資訊亦足以排除對市場詐欺理論之適用。92 

 

就被告之立場而言，於特定情形下被告得主張真實市場抗辯(the truth 
on the market defense)。按不實資訊流入市場，固然會影響證券價格，惟

如後續公布之資訊足以消除不實資訊產生之誤導效果，原遭扭曲之證券

價格即可獲得改正，是以如果投資人係於真實資訊流入市場後始進行證

券之買賣，則不能推定該投資人具有信賴，此即為「真實市場抗辯」。93基

此，被告若能舉證不實資訊或遺漏之資訊不足以影響系爭股價市價，即

可推翻對市場詐欺理論關於信賴之推定。 

 

                                                 
91 有認為效率資本市場假說係一無價值之假設，不可能係真實。蓋股票價格要變成並保持正確

(right)，只有在投資人不斷尋求交易下始有可能。惟投資人僅會在有利可圖時，才會致力於尋

求交易。而所謂的利益(profit)，必須源於市場上股價反映之低效率，亦即市場上需存在足夠的

低效率方能吸引投資人進場買賣，惟此顯與效率資本市場假說之內涵衝突。Supra note 19, at 
1111-1112. 
92 Supra note 38, at 502. 
93 賴英照，同前揭註 1，頁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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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果關係 

 

按因果關係於證券詐欺類型中，係指投資人因信賴各種不實陳述而

陷於錯誤，因此一誤信而為投資決定(買進或賣出)，並因該投資決定而

受有損害。94而美國法院實務上作法係將證券詐欺案件中之因果關係分為

「交易因果關係」與「損害因果關係」兩個層次予以探討。 

 

(1)交易因果關係 

 

原告首先證明「交易因果關係」，亦即原告須證明由自己決意發動之

買賣行為，係受到被告之詐欺行為所影響。而交易因果關係之概念長久

以來被描述為「若非」(but for)因果關係，或者只是信賴要件的另一種描

述方式(merely another way of describing reliance)，蓋信賴要件與因果關係

雖係 Rule10b-5 下不同構成要件，惟證明信賴要件之事實通常亦足以建立

交易因果關係。惟交易因果關係仍非嚴格的「若非」(but for)法則，原告

僅須證明系爭交易係受到重大不實陳述或遺漏所影響即可，毋須證明如

果沒有被告違反 Rule10b-5 之行為，交易即不會發生。95 

 

(2)損失因果關係 

 

其次，原告須證明「損害因果關係」，亦即原告應證明其買賣證券的

損失，係因證券詐欺或不實資訊所造成。惟損失因果關係之認定，美國

法院適用標準不一，採寬鬆標準者，原告僅須證明損失之結果，或被告

之不實資訊使股價灌水(inflated)，而使原告依灌水價買入股票96；另有採

嚴格標準者，認為原告尚須證明被告之不實行為係造成原告損失之直接

原因。97一九九五年私人證券訴訟改革法案(PSLRA)修法時即將損失因果

關係特別明定於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21D(b)(4)，明確宣示損害

因果關係為提起證券詐欺訴訟之要件。98 

                                                 
94 劉連煜，證券詐欺與因果關係，收錄於《新證券交易法實例研習》，元照出版，2007 年 2 月

增訂 5 版，頁 277。 
95 Supra note 38, at 506. 
96 See Schlick v. Penn Dixie Cement Corp, 507 F.2d 374(2d Cir. 1974). 
97 See Huddleston v. Herman & McLean, 640 F. 2d 534(5th Cir. 1981). 
98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section 21D(b)(4)原文規定為「Loss Causation.--- In any private 
action arising under this title, the plaintiff shall have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at the act or omiss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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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須了解的是，一九九五年 PSLRA 增訂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21D(b)(4)之目的並非在解決法院對損失因果關係適用不一之情

形。實則，自從聯邦最高法院於 Basic 一案採用對市場詐欺理論減低原告

對信賴要件之舉證責任以來，實務上衍生出不少依據對市場詐欺理論而

恣意提訴之濫訴(strike suits)情形，立法者基於抑制濫訴情形之考量，始

增訂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21D(b)(4)，將損失因果關係明文化，

藉以增加原告提訴之困難度。正因為此等立法考量，一九三四年證券交

易法 section 21D(b)(4)對於釐清實務上適用損失因果關係標準不一的混

亂情形幫助有限。99 

 

    關於此點，聯邦最高法院二○○五年於 Dura Pharmaceutical Inc., v. 
Broudo 一案，100宣示原告如僅證明不實資訊使股價灌水，並依灌水價買

入證券，尚不足以成立損失因果關係。換言之，最高法院係採取較為嚴

格的損失因果關係標準。按 Dura 一案之背景為原告多人於一九九七年四

月十五日至一九九八年二月二十四日期間買入 Dura 股票，惟 Dura 公司

及其數名董事於此段期間作出數項不實資訊，如誇大其銷售產能、主要

藥品之銷售程度，以及該公司研發用以治療氣喘之藥物將獲食品藥物管

理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之許可。但在一九九八年二月二十四

日，Dura 公司因藥品銷售情況欠佳，向下修正其收益預測，宣布該消息

後隔日 Dura 股價即從 39 元跌至 21 元，跌幅高達 47%。約八個月之後(一
九九八年十一月)，Dura 另宣布先前研發之氣喘藥物未獲食品藥物管理局

之許可，次日股價隨即小幅下跌，惟一週之內即回到原價位。基此，原

告即投資人遂主張渠等所受經濟上損失係可歸責於被告之不實陳述，而

原告因信賴市場之健全性，以灌水價買入 Dura 股票，致生損害，而依一

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0(b)及 Rule 10b-5 訴請賠償。 
 
    聯邦地方法院駁回原告之訴，理由在於原告未充分證明被告具有未

必故意(scienter)，且未舉證證明損失因果關係。原告不服，上訴至第九巡

                                                                                                                                            
the defendant alleged to violate this title caused the loss for which the plaintiff seeks to recover 
damages.」 
99  See Ann Morales Olazábal, Loss Causation In Fraud-on-the-market Cases post-Dura 
Pharmaceuticals, 3 Berkeley Bus. L.J. 337, 347-348 (2006). 
100 544 U.S. 336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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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法院，第九巡迴法院則推翻原判，認定原告僅須證明被告之不實陳述

使其股價灌水，而於購買時支付該灌水價即可。此外，法院並認為原告

所受損害係以交易時(at the time of transaction)為判斷基準，至於不實消息

經更正後，股價是否下跌，並非求償要件。 
 
    然而，聯邦最高法院並不同意第九巡迴法院之見解，其認為Rule10b-5
之請求權係植基於普通法(common law)之侵權法則，須符合六項要件：1.
被告對重大事項有不實陳述或遺漏 (material misrepresentation or 
omission)；2.被告有未必故意 (scienter)；3.與股票交易具關聯性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a security)；4.具有交易因果關係(即
信賴要件)；5.原告受有經濟上之損失(economic loss)；6.損失因果關係。

最後二個要件並為一九九五年 PSLRA 於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21D(b)(4)所增訂，但原告顯然未達該款之要求。 
    

    基本上，聯邦最高法院於 Dura 一案主要有以下論點：1.原告在交易

當時未受有損害：蓋原告購買股票後，可能在不實消息被揭穿前已快速

脫手，則被告所為之不實陳述以及隨後產生之灌水價，並非必然造成原

告之損失。即使在不實陳述被揭穿、灌水價下跌後始賣出，下跌的原因

亦非全然可歸責於被告之不實陳述，而可能肇因於經濟環境的改變、投

資人期望的改變，甚至是特定新產業或特定公司事件之發生；2.原告應證

明其確實受有經濟上之損失：依聯邦民事訴訟程序規則(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Rule) 第八條(a)(2)規定，原告僅須以簡要明確之說明主張

被告有何賠償責任，但至少應使被告得知其主張基礎何在。惟本案原告

僅表示渠等以灌水價購買股票，受有損害，卻未說明於不實資訊被揭穿

後，Dura 股價大幅下跌與原告所受損害間究有何關聯性；3.第九巡迴法

院對於損失因果關係之觀點與侵權行為法第二整編(Restatement(Second) 
of Torts)101所闡述之法律共識(judicial consensus)並不一致。102 
                                                 
101 按侵權行為法第二整編第 548A 就法律上因果關係作有規定「因信賴詐欺性不實陳述而作為

或不作為，致受金錢上損害者，僅於該金錢損害係因信賴該不實陳述而可合理預期之損害，該

詐欺性不實陳述即為金錢上損害之法律上原因。」(Legal Causation of Pecuniary Loss：A fraudlent 
misrepresentation is a legal cause of a pecuniary loss resulting form action or inaction in reliance 
upon it if , but only if, the loss might reasonably be expected result from the reliance.)基此，為出賣

公司股票而對公司財務狀況為不實陳述之人，對於信賴該陳述而買入股票之人於不實陳述被揭

穿後股價因此下跌所產生之損失，應負賠償責任。 
102 Supra note 99, at 35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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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邦最高法院作出 Dura 一案判決後，許多聯邦地方法院已開始就不

同之案件背景以多種方式適用 Dura 判決，惟迄今僅有一巡迴法院根據

Dura 判決採用之損失因果關係標準作出判決。第六巡迴法院於 D.E. & J. 
Ltd. Partnership. v. Conaway 一案中，103認定原告於訴狀中所記載被告公司

自從揭露重整消息後，股價由每股 1.74 美元跌至 0.7 元之陳述，僅屬描

述(observation)之性質，並非被告造成原告損失(cause the loss)之陳述。基

此，可以看出第六巡迴法院亦認為聯邦最高法院於 Dura 案係採嚴格之損

失因果關係。104  
 
第二款  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8(a)(虛偽陳述責任) 
 

按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之立法目的之一，乃確保公開揭露原則， 
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2 並規定公司首次應註冊登記之相關事

項；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3 則規定公司須定期向 SEC 申報年

度財務報告(Form 10-K)105、季財務報告(Form 10-Q)以及記載當月重大事

件之月報(Form 8-K)。而針對上述公開揭露義務之違反，一九三四年證券

交易法 section 18(a)106規定「任何人於依本法及其行政命令規定應呈送之

申請書、報告或其他文件內，或於依 section 15(d)規定之登記申請書內之

承諾，其記載在當時及當時情況下對任何重要之事實為不實之記載，或

為易於導致誤解之記載者，則該人員應向信賴其記載為真實而於受此項

記載影響之價格下買進或賣出證券之他人，基於其信賴而遭受之損害，

負損害賠償之責。但被告如能證明其為善意，且不知該項記載不實或易

導致誤解者，不在此限。依本項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得依法或衡平法向

                                                 
103 133 Fed. App’x 994 (6th Cir. 2005). 
104 Supra note 99, at 377. 
105 須注意 Form 10-K 與發給股東之年度報告(annual report to shareholders )仍有不同，前者包含

較多之財務資訊，比方公司歷史、董監事報酬、權益證券、子公司情況以及經查核之財務報告。 
106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section 18(a)原文規定為「Any person who shall make or cause 
to be made any statement in any application, report, or document filed pursuan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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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ch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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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ll be 
liable to any person (not knowing that such statement was false or misleading) who, in reliance upon 
such statement, shall have purchased or sold a security at a price which was affected by such 
statement, for damages caused by such reliance, unless the person sued shall prove that he acted in 
good faith and had no knowledge that such statement was false or misleading. A person seeking to 
enforce such liability may sue at law or in equity in any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In any such 
suit the court may, in its discretion, require an undertaking for the payment of the costs of such suit, 
and assess reasonable costs, including reasonable attorneys' fees, against either party litig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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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管轄法院提起訴訟。法院對該項訴訟，得裁定由雙方當事人之任何

一方提供訴訟費用之擔保及合理之費用，其中包括合理之律師費用。」 

 

首先，就主觀要件而言，相較於 Rule 10b-5 原告必須負舉證責任證

明被告有未必故意(scienter)，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8(a)原告僅

須證明申報文件中就重大事項有記載不實之情形，即可推定被告具有故

意。惟被告得舉證其為善意，且不知該項記載不實或易導致誤解，以資

抗辯。 

 

就本條項責任主體而言，在申報文件中為重大事項不實記載之任何

人，均得成為責任主體。基此，由於財務報告係屬須向 SEC 申報之文件，

是以董事或高階經理人若於不實之財務報告上簽名，受有損害之投資人

即得依據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8(a)向渠等主張損害賠償。此

外，本條項並不要求原被告間須具有契約當事人關係(privity)。惟須注意

者，乃法院判決認為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8(a)有「眼見為憑」

(eyeball test)之要求。換言之，原告須證明其看過為不實記載之文件或其

影本，而有真正的信賴(actual reliance)存在，可推定信賴要件之對市場詐

欺理論於此並無適用。107 

 

第三項  一九九五年私人證券訴訟改革法案(The 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 of 1995，簡稱 PSLRA) 

 

 

第一款 立法背景  

   

    按美國證券訴訟案件之實務運作，係大量仰賴民事訴訟程序中之團

體訴訟(class action)。惟隨著法院承認對市場詐欺理論對原告信賴要件之

推定，透過團體訴訟以迫使較具知名度或規模較大之公司進行和解，進

而獲取高額和解金之濫訴情形亦日益嚴重。為遏止不當使用團體訴訟程

序之情形，並有效減少因濫訴所產生之弊端，美國國會於一九九五年通

過私人證券訴訟改革法案(PSLRA)，修正部分證券法規，利用增加原告提

訴限制等方式，希冀達成減少濫訴情形之立法目的。此外，PSLRA 亦就
                                                 
107 Supra note 38 , at 54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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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港條款、外部董事責任以及損害賠償限額等議題另訂新規範，本文

茲就該法重要部分為介紹。 
 
第二款 重要規範內容 
 
一、增加提起證券詐欺訴訟之限制 
 
    PSLRA 對於證券詐欺訴訟訂有許多新規範，比方一九三四年證券交

易法 section 21D(b)(1)108即規定原告訴之聲明須具體指摘被告之不實陳

述，並就相關事證須加以陳述表明。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21D(b)(2) 109則要求原告須舉證被告特定不法意圖(a particular stale of 
mind)110始得請求損害賠償。此外，法院有權指定案件之主導原告(lead 
plaintiff)，藉此增加重要投資人(substantial investor)取得訴訟控制權之機

會，而非成為律師主導之訴訟。 
     
二、安全港條款(Safe Harbor Provision) 
 
    自一九七○年代初期起，美國 SEC 對於揭露制度(disclosure)之要求，

已從向來強調之「歷史的或硬的資訊」(historical or hard information)，轉

而重視公司之「前瞻性資訊」(forward-looking information)111，即所謂「軟

性資訊」(soft information)。112就投資人之角度而言，相較於公司過去的、

                                                 
108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section 21D(b)(1)原文規定為「…the complaint shall specify 
each statement alleged to have been misleading, the reason or reasons why the statement is 
misleading, and, if an allegation regarding the statement or omission is made on information and 
belief, the complaint shall state with particularity all facts on which that belief is formed.」 
109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section 21D(b)(2)原文規定為「Required State Of Mind.--- In 
any private action arising under this title in which the plaintiff may recover money damages only on 
proof that the defendant acted with a particular stale of mind, the complaint shall, with respect to each 
act or omission alleged to violate this title, state with particularity facts giving rise to a strong 
inference that the defendant acted with the required state of mind.」 
110 此處所謂特定不法意圖(a particular stale of mind)是否與未必故意(scienter)的內涵相同，仍有

疑義。即使在美國法上，scienter 亦為一模糊不清之概念，有謂 scienter 之內涵應隨周遭相關法

律之規範及其立法目的而作調整，因此在 1995 年 PSLRA 修法後，對於 scienter 應有不同的詮

釋。See Shaun Mulreed, 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Failure：How Scienter has Prevented the 
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 of 1995 from Achieving its Goals, 42 San Diego L. Rev. 
779(2005). 
111 劉連煜，公司財務預測法制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第 59 期，2000 年 4 月，頁 112。 
112 所謂軟性資訊，係指該資訊並非確定不變之事實，而係有可能變動之未確定資訊。參林國

全，前揭註 55，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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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的紀錄，毋寧是公司具前瞻性，如財務預測、經營階層未來目標與

計劃，以及公司未來發展方向等資訊較有意義。基於此等訴求，SEC 遂

開始鼓勵公司公布一些軟性資訊，但並不採取強制揭露方式。惟隨之衍

生之問題則係，若公司發布之前瞻性陳述(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與未

來之現實情況不符時，公司是否即須負擔一定法律責任? 為避免公司因

此招致訟累(inviting litigation)，SEC 即根據一九三三年證券法及一九三四

年證券交易法設計「安全港條款」(Safe Harbor Provision)，規範對於公司

之前瞻性陳述，除非原告能證明該陳述欠缺合理基礎或是非基於善意而

為之，否則不會構成證券詐欺行為。113一九九五年 PSLRA 並針對此等安

全港條款予以強化。 
 
    具體而言，PSLRA 規定下列三種安全港條款，符合其中任一規定者，

被告即可免除因前瞻性陳述與未來現實情況不符時所衍生之法律責任：

1.無實際知情(lack of actual knowledge)：原告如無法證明被告實際知情公

司之前瞻性陳述為錯誤訊息，並仍對外宣布，則被告不負賠償責任。2.
內容無重大性(immateriality)：安全港規則與一般證券詐欺訴訟相仿，亦

強調重大性要件，是以若前瞻性陳述內容不具重大性，則不構成賠償責

任。3.列有警示用語(Cautionary statement)：前瞻性陳述應使用預測字樣，

且應隨同記載有意義之警示用語，標明可能造成實際結果與預測內容相

左之重要因素。114此要件涉及美國司法實務上之預示警告原則(bespeaks 
caution doctrine)以及 Rule 175 之要件。析言之，法院判決認為足夠之警

示用語即可防止公司因前瞻性陳述與未來現實情況不符，而遭起訴之情

形。惟應注意預示警告原則僅得適用於前瞻性陳述，對於現今或歷史事

實之重大不實陳述，並無適用該原則之餘地。115 
 
三、比例責任(proportional liability) 
 
    比例責任之概念係源於侵權行為法，在過去侵權行為案件，關於損害

賠償採取「全有全無」方法(all or nothing approach)，亦即原告須證明被告

極可能(more probable than not)造成其損害，藉此取得全數賠償，若無法證

                                                 
113 劉連煜，同前揭註 111，頁 114。 
114 劉連煜，同前揭註 111，頁 116-117。 
115 Supra note 38, at 14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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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則不能取得任何賠償。於此背景下，為讓原告在即使未達成因果關係

要求之標準的情形下，仍得取得部分賠償，學者提出許多責任理論作為解

決之道，比例責任之概念即因應而生。 

 

在一九九五年PSLRA規範比例責任前，證券詐欺案件被告間對於賠償

數額係負連帶責任(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無論被告所負之責任程度輕

重多寡，原告均得向被告其中之一人請求全部之賠償。惟PSLRA修法時，

即於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21(f)(2)針對違反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的外部董事，以及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21D(f)針對違反

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之被告，增訂比例責任規定。立法者以行為人主觀

認知為基準，將被告之違法行為區分為故意(knowingly)違法行為以及非故

意(non-knowing)違法行為二大類。116故意違法行為人彼此間仍依連帶責任

負責，非故意行為人則依其責任比例分擔賠償責任。  
     
    然而，為避免比例責任制影響資力較差投資人之求償權，於適用上有

例外情形。析言之，原告(投資人)如能證明(1)其財產淨額未達二十萬美元

(以原告買賣系爭證券之前一日為基準日)，且(2)應受償金額超過其財產淨

額百分之十，則非故意行為人仍須就原告未能從無資力被告受償之部分負

連帶責任，惟此連帶責任之範圍最高不超過該等無資力賠償被告原應負擔

責任之百分之五十。117  
 

至於比例責任中之「比例」究應如何認定?學者認為，應取決於被告

之行為與原告損害間因果關係的可能性(the probability of causation)，此時

傳統上事實因果關係(causation in fact)將由「可能因果關係」(probable 
causation)取代。舉例而言，如果證據顯示被告之行為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

性會造成原告之損害，則原告可取得所受損害百分之八十之賠償。同樣

地，如果證據僅顯示百分之四十的可能性，則原告僅能請求所受損害百分

之四十之賠償。簡言之，證據程度(the weight of the evidence)於傳統侵權責

任之認定係決定因果關係得否建立，惟在比例責任下，則係決定因果關係

的存在程度。118 

                                                 
116 依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section 21D(f)第 10 款關於定義之規定，過失行為(reckless 
conduct)並不屬於此處故意違法行為。 
117 Supra note 38, at 560. 
118 See John Makdis, Proportional Liability: A Comprehensive Rule to Apportion Tort Da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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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特別強調的是，就外部董事之賠償範圍，PSLRA 於一九三三年證

券法 section 11(f)(2)119規定除非外部董事明知(knowingly)有違反證交法

規之情形，而應負連帶責任外，其餘情形改依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21D(f)規定，按照各人責任比例負責。蓋修法前連帶責任制度，居

於次要被告地位之外部董事對於主要違法者造成之全部損失亦須負責，

顯有不公。120事實上，修法後實務上許多案件中陪審團的裁決均認為外部

董事毋須負任何責任。121  

 
四、損害賠償之限額 
 
    PSLRA 於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21D(e)122增訂損害賠償之

限額規定，依該條項規定，原告求償金額，以其「購買證券之價格（或

賣出價格）」，與「更正不實消息之日起九十天該證券平均收盤價格」之

間的差額為上限；如原告於消息更正後不滿九十天的期間內賣出證券

者，賠償金額上限為「賣出價格」與「消息更正日起至賣出日止的平均

收盤價格」之差額。比方原告 A 先生於 7 月 1 日以 100 元買入甲公司股

票，嗣後甲公司於 9 月 1 日更正其先前發布之不實消息，A 先生向甲公

司請求之賠償金額應以 9 月 1 日起算 90 天甲公司股票之平均收盤價，與

                                                                                                                                            
Based on Probability, 67 N.C. L. Rev. 1063, 1064-1065(1987). 
119 Securities Act of 1933 section 11(f)(2)原文規定為「(A)The liability of an outside director under 
subsection (e) shall be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21D(f)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B)For purposes of this paragraph, the term "outside director" shall have the meaning given 
such term by rule or regulation of the Commission.」 
120 Supra note 38, at 288-289. 
121 Supra note 32, at 559-560.  
122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section 21D(e)原文規定為「Limitation On Damages.---  
1.In General.--- Except as provided in paragraph (2), in any private action arising under this title in 
which the plaintiff seeks to establish damages by reference to the market price of a security, the 
award of damages to the plaintiff shall not exce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urchase or sale price 
paid or received, as appropriate, by the plaintiff for the subject security and the mean trading price of 
that security during the 90-day period beginning on the date on which the information correcting the 
misstatement or omission that is the basis for the action is disseminated to the market. 
2.Exception.--- In any private action arising under this title in which the plaintiff seeks to establish 
damages by reference to the market price of a security, if the plaintiff sells or repurchases the subject 
security prior to the expiration of the 90-day period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 the plaintiff's 
damages shall not exce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urchase or sale price paid or received, as 
appropriate, by the plaintiff for the security and the mean trading price of the security during the 
period beginning immediately after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correcting the misstatement or 
omission and ending on the date on which the plaintiff sells or repurchases the security. 
3.Definition.--- For purposes of this subsection, the "mean trading price" of a security shall be an 
average of the daily trading price of that security, determined as of the close of the market each day 
during the 90-day period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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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價 100 元之差額作為上限。如依其他方法計算之賠償金額，低於一

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21D(e)的上限，應以該等方法為計算標準；

惟不論依何種方法計算之賠償金額，均不得超過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21D(e)訂定之上限。123 

 
第四項  二○○二年沙氏法案(The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 
 

    自從美國安隆(Enron)、世界通訊(WorldCom)、全錄(Xerox)、默克藥

廠(Merck)等一連串公司爆發財報不實之情形後，美國國會在社會輿論壓

力下，以壓倒性多數於二○○二年通過沙氏法案(亦有譯為企業改革法

案，簡稱 SOX)，其內容分十一篇共六十六條，124以下僅就涉及財報不實

與董事責任之規範加以介紹。 

 

一、CEO/CFO 切結聲明及薪資歸還125   

   

依據沙氏法案 section 302(a)規定，SEC 應針對公開發行公司依一九

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3(a)或 section 15(d)規定所提交或呈報之年度

財務報告及季財務報告訂定規則，責令公司之執行長(CEO)及財務長

(CFO)於簽署財務報告時，就業已審閱該報告、該報告並無就任何重要事

項為不實陳述或有所遺漏等事項為切結聲明。另外，依沙氏法案 section 
304(a)規定，若發行公司未遵循證券相關法令就財務報告所為之規定且情

節重大，致被 SEC要求重編財務報告時，不論財報不實是否可歸責於CEO
及 CFO，CEO 及 CFO 應歸還被要求重編之財務報告首次公開發布或向

SEC 申報時（視何者為先）起十二個月內，由公司所領取之薪資及出售

股票之獲利。   

 

二、財務報告之揭露與財務預測之規範126 

     

                                                 
123 賴英照，同前揭註 1，頁 534-535。 
124 沙氏法案各篇規範略為：第一篇：公開發行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CAOB)之設置；第二篇：

審計人員獨立性；第三篇：企業責任；第四篇：強化財務資訊之揭露；第五篇：分析師利益衝

突；第六篇：證管會資源及職權；第七篇：研究與報告；第八篇：公司及犯罪舞弊之責任；第

九篇：提高白領階級犯罪之刑罰；第十篇：公司所得稅申報；第十一篇：公司詐欺之責任。 
125 The SOX section 302(a)、304(a). 
126 The SOX section 401(a)、4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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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氏法案section 401(a)於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3增訂揭露

財務報告之規範，要求公開發行公司應確保提交SEC財務報告之正確性，

並揭露資產負債表外交易。此外，section 401(b)另要求SEC應於沙氏法案

制定後半年內，發布規則要求公司提交給SEC的定期報告或其他申報文

件、財務預測資訊(pro forma financial information)，須與公司於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規範下所反應之財務狀況符合，亦不得就重大事項有不實之陳述或

遺漏、有所誤導。 
 
三、證券詐欺訴訟之時效規定127 
 
    關於證券詐欺訴訟之時效，沙氏法案 section 804(a)訂有特別規範。

規定因詐欺、偽造或違反證券法令之管制要求而受有損害者，得於知悉

犯罪構成事實時起二年內；或自犯罪構成事實發生時起五年內，提起私

權訴訟。換言之，本規定延長了 Rule 10b-5 原本須於「知悉詐欺事實後

一年內或詐欺情事發生後三年內提訴」之時效規定。惟實務上法院判決

認為本條項關於時效期間之規定，不適用於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及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蓋該等法規並非針對詐欺為主張(sound 
in fraud)，不符合沙氏法案 section 804(a)詐欺行為要件之要求。128 
 

四、證券詐欺之刑事責任129 
 

    沙氏法案section 807(a)另就證券詐欺訂定刑事責任，規定1.依一九三四

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2須向SEC提交報告之公開發行公司，就其所發行之

證券，對於任何人故意或意圖實施詐騙行為者；或2.故意或意圖以詐欺虛

偽陳述等不正方法，買賣前款公開發行公司之任何證券而獲取金錢或其他

財產利益者，科以罰金、處或併處二十五年以下有期徒刑。 
 
五、財務報告之企業責任130 
 
    沙氏法案section 906(a)增訂公司執行長、財務長違反財務報告保證規

                                                 
127 The SOX section 804(a). 
128 Supra note 36, at 571-572. 
129 The SOX section 807(a).  
130 The SOX section 9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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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法律責任，該條項規定要求公司提交予SEC的定期報告(包括財務報告)
應附有其執行長、財務長或任相同職務者之書面聲明。而該書面聲明，應

保證該公司提交予SEC之定期報告符合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3(a)或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5(d)項規定，並已合理表達有關該

公司財務狀況及營運成果之所有重大資訊。公司之執行長、財務長或任相

同職務者如明知提交予SEC之定期報告與上述要求未合，而仍出具任何書

面聲明者，處十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一百萬美元以下罰金；如為

不實保證者，處二十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五百萬美元以下罰金。 
 
第五項  請求權競合之關係 

 

一、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 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a)(2) 
 

    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a)(2)的適用範圍較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為窄，因為前者要求須具有契約當事人關係(privity)。但就責任

主體而言，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a)(2)適用於所有證券出賣人，並

不限於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規範之特定主體。另就適用範圍而

言，除通常之書面陳述外，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a)(2)也適用於口

頭陳述。而與 Rule 10b-5 賦予被害人之隱含訴權相比，一九三三年證券

法 section 12(a)(2)並不要求未必故意。131 

 

二、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8(a) & Rule 10b-5     
    若依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及其行政命令規定應提交 SEC 之申請文

件內，對於重大事實有不實記載或遺漏，而同時構成一九三四年證券交

易法 section 18(a)與 Rule 10b-5 要件時，多數法院判決均認為此時兩者發

生競合，原告得擇一為主張。惟亦有少數法院判決認為此時一九三四年

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8(a)係專屬之救濟途徑，排除 Rule 10b-5 之適用。惟

事實上因為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8(a)有嚴格信賴要件之要求

且消滅時效較短，是以大多數法院就無法適用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8(a)之案例，均以 Rule 10b-5 為補充適用。132 

 

                                                 
131 Supra note 38, at 303.  
132 Supra note 36, at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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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疑問投資人因信賴該提交 SEC 之申請文件中不實記載而受有損

害時，既有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0(b)以及 Rule 10b-5 之規定可

茲救濟，何以須另訂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8(a)來保護投資人?

其原因在於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頒布時，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8(a)已明定民事責任，惟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0(b)以
及 Rule 10b-5 之私權訴訟則係立法後方由判決逐漸發展而成，係屬一網

打盡(catch all)之條款，是以兩者併存不足為奇。133 

 

 

第三節  對公司之責任 

 

第一項  董事會之職權與功能 

 

第一款  概說 

 

關於董事會功能與定位之問題，美國法於一九七○年代前，亦與我國

現行法制相同，主張董事會乃業務執行機關，而非經營監督機關。134惟此

種看法與大型企業實際運作情形有所差異，135為符合實際情況，董事會之

定位即由原本的經營模式 (managing model) 逐漸轉變為監督模式

(monitoring model)，亦即董事會主要功能變成監督以執行長(CEO)為首的

經營團隊之業務經營活動。136而依現行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8.01(b)規定，

公司業務應由董事會(the board of directors)經營，或在其主導下經營。137是

以在探討美國法上財報不實董事對公司之責任前，首應對董事會於公司之

定位建立基本認識。一般而言，董事會有以下三個主要功能：138 

                                                 
133 曾宛如，同前揭註 26，頁 222。 
134 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於 1974 年修正前，原規定「公司之營運事務應由董事會經營(shall be 
managed by a board of directors)」。  
135 德拉瓦州最高法院即認為於現代公司架構下，甚難期待董事會能夠負責執行日常業務之經

營(day-to-day activities)，而係由董事會挑選之專業經理人負責。參林國彬，董事忠誠義務與司

法審查標準之研究—以美國法為範圍，「企業經營者責任與投資人保護」學術研討會，台大法

律學院、台灣法學會主辦，2006 年 12 月。 
136 黃銘傑，公司法理與董監民事責任之現狀及課題—以外部董事制度及忠實、注意義務為中

心，律師雜誌第 305 期，2005 年 2 月，頁 19。 
137 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 8.01(b)規定「All corporate powers shall be exercised by or under the 
authority of, and the business and affairs of the corporation managed by or under the direction of, its 
board of directors, subject to any limitation set forth in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or in an 
agreement authorized under section 7.32.」 
138  See Rachel A. Fink, Social Ties in the Boardroom: Changing the definition of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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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監督之功能 

 

鑑於實際執行公司業務之人可能從事謀取本身利益之行為，董事會的

監督功能即顯格外重要。具體而言，監督功能可分為三個不同面向：1.利

益衝突的監督(conflicts monitoring)：主要是防範實際執行公司業務之人奪

取公司機會謀取自身而非全體股東之利益。2.雇用監督 (employment 
monitoring)：主要監督關於CEO之聘任、解任，以及CEO及其他高階經理

人報酬決定事項。3.控管監督(oversight monitoring)：此部分主要監督包括

公司財務報告、會計、稽核及揭露方式等公司經營事項，亦即股東及投資

人藉以評估公司績效及經營狀況之事項。 
 
(二)協助公司尋求外部資源 

 

公司成立後之營運能否順利、成功，常須仰賴董事會尋求外部資源之

能力，比方獲取資訊之能力，或是能與公司之利害關係人(stakeholder)、政

府或其他法律、金融單位互動良好。換言之，若有能夠提供外部資源或對

外關係良好之人員加入董事會，將對公司之成長有極大助益。 
 
(三)協助管理階層擬定經營策略並提供建議 

 

董事會選出公司之管理階層後，即退居幕後成為公司業務的決策諮詢

者及監督者。據統計有極大比例的公司，其前任或現任之CEO均為董事會

之成員，而該等人員對於公司之經營均有豐富經驗。因此，董事會協助管

理階層擬定經營策略並提供建議之功能，對於公司之營運而言相當重要。

研究亦顯示當董事會參與公司經營策略之擬定時，該公司之財務表現即有

明顯改善。139 
    

然而，董事會所具備之監督和協助管理階層擬定經營策略功能，兩者

                                                                                                                                            
independence to eliminate “Rubber-Stamping” Boards, 79 S. Cal. L. Rev. 455, 459-461(2006); 
Daniele Marchesani, The Concept of Autonomy and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 of Public Corporations, 
2 Berkeley Bus. L.J. 315, 319-320(2005). 
139 See Jonathan L. Johnson, Catherine M. Daily & Alan E. Ellstrand, Boards of Directors: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22 J. Mgmt. 409, 426 (1996). 



                                              第二章 美國法上財報不實董事之民事責任 

 49

間其實內含衝突。蓋董事會若積極地參與公司經營決策之擬定，則董事會

對於該決策之獨立判斷空間將被犧牲，進而影響董事會之監督功能。舉例

而言，某公司由其董事會負責協商與他公司合併之架構，實難冀望董事會

於評估該合併時能居於中立立場。又假設董事會與管理階層過份親密，未

保持適當距離時，亦難期望董事會確實地評估公司經營績效。反之，一個

與管理階層過度疏離的董事會，即須承擔對於公司事務不夠熟悉的風險，

也正因不夠清楚公司事務，將導致董事會難以發揮監督之功能。140 

 
第二款  美國公司董事指導手冊之見解 

 

根據美國律師公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所編訂「公司董事指導手

冊」141(Corporate Director’s Guidebook, 4th., ABA 2004)，其中第二條指出公

司董事會之任務應包括： 
 
1.檢查及監督公司之營運表現、財務或其他公司計畫、策略及目標，

並適當修正計畫及策略； 

2.採用道德行為政策並監督該等政策及所適用之法規； 

3.瞭解公司風險所在，對於公司之風險管理加以審查及監督； 

4.瞭解公司財務報表，並監督公司財務或其他內部控制之充足性及其

揭露控制和程序； 

5.對於執行長(CEO)、資深高階主管之選拔、及定期評估、建立報酬制

度，於適當時變動資深管理階層； 
6.培養、執行關於執行長、資深高階主管之繼任安排； 

7.檢查提供充分且即時之公司財務、業務資訊給決策者(包括董事)及

股東之流程； 

8.評估董事會及其下委員會之程序、運作及效能； 

9.建立董事會及其下委員會之組成，包括選擇被提名董事人選。 

  
第三款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之見解 
                                                 
140 See Florence Shu-Acquaye, The Independenc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Govern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is this heading? 27 Whittier L. Rev. 725, 733(2006). 
141 公司董事指導手冊係美國律師公會商法類之公司法委員會所出版，目前係發行至第 4 版

(2004 年 5 月)。其內容主要係依據模範商業公司法及沙氏法案所編撰，目的在於指引公司董事

履行其對於公司之義務，並協助瞭解現代公司治理原則之運作模式，適用對象以公開發行公司

董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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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公開發行公司之公司治理，深受OECD所推動之公司治理制度所

影響，故本文認為OECD關於公司治理原則之說明，亦有參考之必要。按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於二○○四年修正公布之公司治理原則，142其中

第一部分(公司治理原則)第六章係關於董事會責任之說明。其內容包括： 
 

1.董事會成員之行為應基於已取得充分資訊之基礎、善意、適當的勤

勉及注意，並且為公司及股東之最佳利益為之； 

2.當董事會之決定會對不同之股東團體造成不同之影響時，董事會應

公平的對待所有之股東； 

3.董事會應適用高道德標準，並將利害關係人利益納入考量範圍； 

4.董事會應履行某些重要功能，包括： 

(1)檢查並指引公司策略、主要行動計畫、風險政策、年度預算及業

務計畫，設定續效目標，監督執行及公司表現，並監督主要資

本支出、收購、合併和撤資。 

(2)監控公司治理實務之實效性並於需要時作改變。 

(3)選任、補償、監控，於必要時並更換主要執行業務人員，並且監

督繼任安排。 

(4)使主要業務執行人員與董事之報酬和公司及股東之長期之利益

一致。 

(5)確保一個正式且透明的董事會提名及選舉程序。 

(6)監控及處理管理部門、董事會成員及股東潛在的利益衝突，包含

不當使用公司資產及濫用關係人交易。 

(7)確保公司會計及財務報告之健全，包含獨立之稽核及設置適當之

控制制度，特別是風險管理、財務及操作控制，以及符合法律

及相關標準。 

(8)監督揭露及溝通之程序。 

5.董事會對公司之事務應行使客觀獨立之判斷，包括： 

(1)董事會應考慮指派充足非執行業務之董事會成員，以便在有潛在

利益衝突時可行使獨立判斷。此類重要責任之情形比方確保財

務報告及不涉及財務之報告的健全性、檢視關係人交易、提名
                                                 
142 See OECD, 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2004).  



                                              第二章 美國法上財報不實董事之民事責任 

 51

董事會成員及主要業務執行人員，以及董事會報酬。 

(2)當董事會其下委員會成立時，關於其授權、組成及運作程序應由

董事會明確之定義及揭露。 

(3)董事會之成員應盡其責任。 

6.為履行其責任，董事會成員應取得正確、相關、即時之資訊143。 

其次，於治理原則第二部份（公司治理原則註釋）第六章有關董事

會之責任中，亦指出監督包含財務報告、使用公司資產之內控制度，以

及防範關係人交易之濫用，係董事會一重要功能。在董事會履行其控制

監督責任時，有一點極為重要的是董事會應鼓勵通報不道德或違法之行

為而毋須畏懼懲罰。公司倫理規範應增加對於關切之個人提供法律上之

保護。在許多公司，會將審計委員會或是道德委員會作為希望通報可能

危及財務報告正確性的不道德或不法行為之員工的接觸點 (contact 
point)。144  

第四款  功能性委員會之設立 

 

另須注意的是，實務上大型公司運作上均會設置各種功能性委員會，

如審計委員會(audit committee)、提名委員會(nominating committee)、報酬

委員會(compensation committee)、執行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以及財

務委員會(finance committee)。而功能性委員會之任務係屬董事會職權之分

工，將原由董事會決議之事項或職權，授權由獨立性較高之功能性委員會

負責決策，而獨立董事多藉由參加各功能性委員會，以達直接或間接監督

公司經營之目的。 

 

於各種功能性委員會中，又以審計委員會最受重視，其功能最主要在

於提升公司財務揭露程序之透明及可信度。145透過由獨立董事組成之功能

性委員會，經由其獨立性與財務會計專業性之基礎，作為查核公司內部財

                                                 
143 Id, at 24-25. 
144 Id, at 62. 
145 我國證交法於 95 年修法時亦引入審計委員會制度。依證交法第 14 條之 4 第 1 項規定「已

依本法發行股票之公司，應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同條第 2 項規定「審計委員會

應由全體獨立董事組成，其人數不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

財務專長。」詳細請參劉連煜，公開發行公司董事會、監察人之重大變革—證交法新修規範引

進獨立董事與審計委員會之介紹與評論，收錄於《公司法理論與判決研究(四)》，元照出版，2006
年 4 月初版，頁 6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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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報告編造、影響公司財務之重大交易，以及與外部審計人員維持溝通管

理，以確保公司定期揭露之財務資訊過程透明、合法、可信。146 

 

    美國二○○二年通過之沙氏法案，特別強調加強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

之獨立性，如在該法案中第三章企業責任部分，即要求所有公開發行公司

均應於董事會下設置審計委員會，並提供其獨立運作所需之適當財源。而

審計委員會應由獨立董事組成，除因擔任董事所得領取之報酬外，獨立董

事不得自公司收受任何形式之報酬，包括顧問費、諮詢費等，亦不得為該

公司或其子公司之關係人。147 

 

第二項  董事之受託義務與責任 

 

按董事之受託義務(fiduciary duty)內涵，依傳統看法，基本上包括「注

意義務」(duty of care)、「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兩大部分，148惟近年

來亦有學者主張「善意義務」(duty of good faith)之概念應從注意義務下脫

離而獨立論述。149由於財報不實主要係涉及董事之注意義務，故董事之忠

實義務及善意義務部分僅作基本介紹。 
 

第一款 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 
 

    所謂忠實義務，應指公司負責人於處理公司事務時，必須出自為公

司之最佳利益之目的而為，不得圖謀自己或第三人之利益。150亦即執行公

司業務時，應作公正且誠實之判斷，以防止負責人追求公司外之利益。151

此核心概念雖然單純，惟其涵蓋範圍甚難界定，實定法、判例及學者見

解也無一致標準。惟可確定的是，實務上多數相關案例均導因於董事與

                                                 
146 林仁光，董事會功能性分工之法制課題—經營權功能之強化與內部監控機制之設計，台大

法學論叢第 35 卷第 1 期，2006 年 1 月，頁 189。 
147 The SOX section 301. 
148 關於受託義務，英國法與美國法雖均區分為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惟處理方式並不相同。

英國法就受託義務又分為普通法(common law)上義務及衡平法(equity rule)上義務，普通法主要

處理注意義務，衡平法則處理忠實義務，美國法則直接分為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參王文宇，

《公司法論》，元照出版，2005 年 8 月 2 版，頁 29。 
149 邵慶平，董事法制的移植與衝突—兼論「外部董事免責」作為法制移植的策略，臺北大學

法學論叢第 57 期，2005 年 12 月，頁 179-180；林國彬，同前揭註 135。 
150 劉連煜，公司負責人之忠實義務與注意義務，收錄於《現代公司法》，作者自版，2006 年 8
月初版，頁 80-81。 
151 柯芳枝，《公司法論(上)》，三民書局出版，2004 年 8 月增訂 5 版，頁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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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間發生利益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之情形。152具體而言，董事與公司

間利益衝突約略可分為四種類型：1.利害關係董事之交易(包括自己交易

self-dealing 以及有共通董事的兩家公司間交易之情形)153；2.董事之報酬

(compensation) ； 3. 董 事 奪 取 屬 於 公 司 之 機 會 (taking corporate 
opportunity)；4.董事從事競業行為(competition)。 
 

其中董事奪取屬於公司機會的案例，其董事是否違反忠實義務，須

視董事在將此機會據為己有之前，是否先將該商業機會提供給公司。當

董事不當使用該商業機會而認為有違反忠實義務時，公司得選擇主張享

有因該交易所得之利益。惟此類之案例，最困難之處在於如何判斷是否

屬於公司之商業機會。對此問題，美國法院判決亦無一定之標準。154德拉

瓦州最高法院於一九三九年 Guth v. Loft., Inc 一案155判決中，係採取所謂

「營業範圍(line of business)」之審查標準。申言之，若一個商業機會係公

司財務上所能負擔，且該機會依其性質屬於公司營業範圍，或公司有興

趣或合理期待者，則董事及經理人均不得由自己取得該商業機會。除非

該商業機會係第三人針對被告個人之身分(individual capacity)而提出，而

非基於被告擔任公司董事或經理人之身分(official capacity)提出，且公司

對該機會並無興趣者，公司董事或經理人始可取得該商業機會。156 

 

承上所述，由於董事違反忠實義務之行為將傷害到公司之利益，亦

與董事須以公司及股東之最大利益為行為目的之要求相違，因此董事原

則上須戒絕(refrain)此等行為，惟事實上仍存在某些利益衝突行為能為公

                                                 
152 邵慶平，同前揭註 149，頁 183-185。 
153 美國法上對董事利益衝突之交易的態度，依時間先後可分為三個時期。早期於 1880 年，對

於董事利益衝突之交易，無論此交易對於公司公平與否，均全面禁止。到 1910 年左右，法院

之態度逐漸放鬆，認為只要經過大多數無利害關係董事在充分認知相關事實下所為之同意，且

該交易對公司屬於公平者，即可為之，惟此標準以無利害關係董事達一定人數為前提。換言之，

若該交易對董事會大多數董事皆屬有利害關係時，則不論該交易對公司是否公平，皆為無效。

最後在 1960 年左右，此時標準更為寬鬆，董事利益衝突之交易原則上均為有效，除非經法院

判定對公司有失公平。See Robert C. Clark, Corporation Law,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at 
160-161(1986). 
154 美國法院處理此一問題，至少有五種以上之標準，包括 1.利益或期待性標準(interest or 
expectancy test)；2.營業範圍(line of business)標準；3.公平性(fairness)標準；4.包含營業範圍以

及公平性之雙重檢驗標準；以及 5.由美國法律協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提出之事前揭露程

序。詳細介紹請參吳碧雲，《董事的注意義務》，中原大學財經法律學系碩士論文，2005 年 7
月，頁 24-34。 
155 Guth v. Loft. Inc., 5 A.2d 503(Del. 1939). 
156 林國彬，同前揭註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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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董事雙方均帶來利益。基此，德拉瓦州公司法於一九六七年即針對

董事利益衝突交易增訂安全港規定，依該法第 144(a)項規定，董事具利益

衝突之交易於下列三種情形仍為有效：(1)董事之利益衝突情事已向董事

會充分揭露，而該交易行為業經無利害關係之董事過半數同意；或(2)董
事之利益衝突情事已事前向股東會充分揭露，而該交易經股東會決議許

可；或(3)該交易行為之內容對公司係屬公平。由前揭規定可知，董事為

利益衝突交易時，只要妥善安排交易模式及決策過程，即可大幅減低因

違反忠實義務被訴之可能性，忠實義務存在之實質功能已大為削弱。157 
 

第二款  注意義務(duty of care) 

關於注意義務之內涵與適用之標準，模範商業公司法第 8.30 條(b)

項規定可資參考，其規定「董事會之成員或委員會之成員，於行使決策

職能或監督公司業務執行時，應以處於類似情形下之人合理認為應有之

謹慎，履行其義務。」158觀察條文內容，可知董事會成員或董事委員會成

員最主要之功能即在於「行使決策職能(decision-making function)」與「監

督公司業務執行(oversight function)」，且以「處於類似情形下之人合理認

為應有之謹慎」作為注意義務適用之標準。 

 

按董事之決策功能所涉及者乃即時的在某特定時間作出決定；監督

功能所涉及的則是在一段時間內，對公司之業務及事務作持續性之監

督。因此，董事就監督功能未履行注意義務所造成公司之損害，往往並

非導因於錯誤的決定，而係未經深思熟慮的不作為(unconsidered inaction)
所造成。159兩者最大區別實益在於董事為決策時會涉及商業判斷原則

(business judgment rule)，而於監督公司業務執行時，原則上則不涉及商業

判斷原則，故兩者對於判定是否履行注意義務之標準並不相同。160此外，

由於決策功能會涉及商業判斷原則，是以在判斷董事是否履行注意義務

                                                 
157 邵慶平，同前揭註 149，頁 184-185。 
158 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 8.30(b)規定「The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a committee of the 
board , when becoming inform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decision-making function or devoting 
attention to their oversight function, shall discharge their duties with the care that a person in a like 
position would reasonably believe appropriate under similar circumstances.」 
159 See Regina F. Burch, Director Oversight and Monitoring: The Standard of Care and the Standard 
of Liability Post-Enron, 6 Wyo. L. Rev. 481, 488-489(2006). 
160 楊竹生，論董事注意義務中監督公司業務執行之義務，中原財經法學第 13 期，2004 年 12
月，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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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多著重於董事作成決定之「過程」，亦即董事於行為前若已採取適當

作為以瞭解狀況(become informed)，則已盡注意義務；相對而言，監督功

能原則上與商業判斷原則無涉，是以在司法審查上即會採取以「結果」

為導向之標準來衡量董事之行為。161 
 
又，對於財務報告之檢視應屬董事監督公司業務執行之範疇，惟為

使讀者有通盤認識，本文以下仍分從董事作決定以及監督公司業務執行

兩方面予以探討董事之注意義務。162 
 

一、於董事作決定之情形 

 

董事於作成公司決定時，係受商業判斷原則163之保護。申言之，當股

東質疑公司所作之決定時，此原則會假設董事所作之商業決定係在被充

分告知下所作之判斷，並推定董事係善意相信該決定係基於公司之最佳

利益。原告欲請求董事負損害賠償責任時，須舉證被告董事在作成決定

之當時，係處於資訊不足(uninformed)之狀況或係基於惡意而作成該決定。 

 

基於商業判斷原則之考量，德拉瓦州最高法院於 Aronson v. Lewis 一
案164中，即將注意義務之標準放寬至董事須具有重大過失(gross negligence)
時，始須負損害賠償責任。須注意的是，德拉瓦州最高法院嗣後於 Smith 
v.Van Gorkom 一案165中表示，董事所作之商業決定雖受商業判斷法則保

護，惟其前提為董事作決定之過程中，有經過完全且詳細之討論，且對

於公司提供給董事之書面資料，有足夠的時間閱讀並仔細考慮。換言之，

於 Van Gorkom 一案中，法院所強調者為作成決定之過程，而非結果。 

 

                                                 
161 吳碧雲，同前揭註 154，頁 43-45。 
162 另有學者提出董事之注意義務下尚有調查義務(duty to inquiry)此分類，係指當公司之經營狀

況出現異常現象時，一個合理之董事基於其義務及責任，應對該現象提高注意並提出相關質疑

或調查。See Melvin A. Eisenberg, The Duty of Care of Corporate Directors and Officers, 51 U. Pitt. 
L. Rev. 945, 956-958(1990). 
163 所謂商業判斷法則並非行為之標準，而係司法審查之標準，其意義係指董事為商業決定

(business decision)時，如該決定 1.並無涉及董事個人利益；2.董事為決定前已蒐集相關資訊

(informed)；且 3.董事合理相信(rationally believe)其決定係為公司最佳利益，則董事之決定受商

業判斷法則之保護。關於商業判斷法則之立論及詳細介紹，參戴志傑，公司法上「經營判斷法

則」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第 106 期，2004 年 3 月，頁 157-176。 
164 473 A.2d 805, 812(Del. 1984) 
165 488 A 2d 858(Del.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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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於董事監督公司業務執行之情形 

 

按董事授權高階經理人執行業務後，應負有監督公司業務執行之義

務，由於未涉及董事作成商業決定，故此部分原則上並無商業判斷原則

之適用。而對於財務報告之檢視，即屬董事監督公司業務執行之範疇。

關於此部分注意義務之標準，實務上 Francis v. United Jersey Bank 一案166

可資說明。 

 

於 Francis 一案中，被告係再保險經紀公司（Pritchard & Baird）已故

董事(以下稱被告董事)之遺產管理人，該被告董事與其兒子二人均擔任該

再保險經紀公司之董事，惟該被告董事對公司業務均未深入瞭解，亦未

曾檢查公司相關財務報表，且對於公司所從事之再保險經紀業務亦毫無

概念，在其消極管理之態度下，其二子陸續以貸款之方式挪用客戶之資

金，最後導致公司破產。原告為公司之破產管理人，主張被告董事未積

極參與公司業務經營，對公司之業務完全不瞭解，於擔任董事數年期間

僅至辦公室一次，從未閱讀公司之財務報表，亦未做任何努力以確保公

司之作為符合法令。訴訟過程中被告董事死亡，故以其遺產管理人為被

告。 

 

法院於 Francis 一案判決中指出，公司董事對於公司應盡通常之注意

義務(ordinary care)，並對所處之事業應具有基本之瞭解，不得以其欠缺

專業知識以為抗辯。蓋董事有義務認知公司經營之業務，一個人如果認

為其經驗不足以履行董事之義務，則應選擇充實其專業或拒絕擔任董事

一職。其次，董事對於公司之經營具有保持資訊充足(informed)之義務，

否則即無法參與公司日常業務之管理經營。董事不能僅因其身為名義上

董事即受保護，不論為名義上或有名無實之董事皆無差別，均負有注意

義務。判決更進一步指出，董事之管理作為並非要求董事對於公司日常

事務均須詳細檢視，而係對公司業務及政策為一般性之監督，如定期檢

視公司之財務報告以熟悉公司之財務狀況。基此，如檢視財務報告時發

現異狀，即有詢問之義務，發現有非法行為時，應立即制止，始謂履行

其注意義務。 
 

                                                 
166 432 A 2d 814(N.J.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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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董事於此處所負之監督義務，並不要求董事須取得所有關於

公司營運活動之資料，此舉不僅事實上不可行，亦造成董事無謂之負擔。

蓋董事取得該等資訊所能產生之利益可能遠低於取得該等資訊所耗費之

成本，且要求董事須取得所有關於公司營運活動之資料，將使董事難以

判斷何等資訊具重要性。因此，董事監督公司業務執行時是否履行注意

義務，應視事件本身之進展狀況及範圍而定。167 

 

惟就法院實務判決而言，就董事監督公司業務執行時之注意義務方

面，不同於董事作決定之情況有商業判斷原則之適用，德拉瓦州最高法

院就此並未訂出過失或是重大過失的標準。僅於 In re Caremark Int'l Inc. 
derivative litigation 中168，德拉瓦州衡平法院首席法官 Allen 表示，公司內

應有一個合理的資訊及通報系統(information and reporting system)，提供

董事會與公司管理階層即時與正確之資訊以為決定之基礎，董事如以善

意(good faith)確定公司之資訊及通報系統存在，且該系統足以適時提供相

關資訊，董事即屬履行其注意義務。至於該內部監控通報系統應執行到

何等細節步驟，則屬商業判斷原則之範圍。基於此前提，原告股東若仍

主張被告董事疏於履行其注意義務，則須舉證證明：(1)董事知悉或應知

悉(should have known)發生違法情事；(2)董事未盡善意採取作為以防止該

違法行為；以及(3)董事之消極不作為與公司之損害有相當因果關係。169
 

 

須注意的是，有學者主張二○○二年國會頒布之沙氏法案，已改變

董事監督公司業務執行時注意義務之標準。其認為沙氏法案中數項規

範，如第三章有關企業責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第四章有關強化財

報揭露之規範，以及第 906 條等規定170，均會影響到董事之行為。比方沙

氏法案第 301 條關於審計委員會之規定，該條規定制訂之源由係考量到

長久以來，大部分公開發行公司之董事會似乎都放棄(abdicate)監督之職

責，故董事會應當有更多具獨立性之董事參加。再者，董事會於過去扮

演的角色似乎管理者(caretakers)的身份多過於監督者(overseers)之身分，

此種發展趨勢顯與董事會應為股東受託人，而為股東監督管理階層之設

                                                 
167 Supra note 162 , at 954. 
168 698 A.2d 959(Del. 1996). 
169 Id, at 971. 
170 The SOX section 906 主要規定公司主管對財務報告保證規定之違反(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for financial report)，並就定期財務報告之保證、保證之內容，以及刑罰部分予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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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本旨不符。基此，藉由審計委員會之設置，可以提醒董事其身為監督

者之角色，亦可發展董事會之獨立性。171
 

 

其更進一步指出，經常被大眾所忽略的是，法院於 In re Caremark Int'l 
Inc. derivative litigation 中屢次強調董事有合理充足資訊 (reasonably 
informed)之責任，以及行使合理的監控(reasonable oversight)義務。隨著

沙氏法案之頒布，所謂「合理的」(reasonable)應被賦予新的意涵，是以

董事於此處之注意義務也應作不同於以往的詮釋。172
 

 
第三款  善意義務(duty of good faith) 
 
    傳統上關於善意義務之討論，均將其置於注意義務之概念下討論，

惟近年來將善意義務單獨視為受託義務下一獨立義務的趨勢亦日益明

顯。173學者認為，透過善意義務概念之單獨確立，可使過去傳統上忠實義

務和注意義務所無法涵蓋之董事不法行為，亦受到規範。其並主張善意

義務包含四要素： (1)主觀上須為正直或誠摯 (subjective honesty or 
sincerity)；(2)未違反一般經營行為準則(nonviolation of generally accepted 
standards of decency applicable to the conduct of business)；(3)未違反一般公

司基本規範(nonviolation of generally accepted basic corporate norms)；(4)對
公司忠誠(fidelity to office)。

174實務上關於善意義務之見解，則以德拉瓦州

最高法院於二○○六年六月 In re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Derivative 
Litigation 中175所作判決最具代表性。該判決維持初審法院之見解，認為

被告董事並未違反其忠實義務，於判決理由中並敘及善意義務與注意義

務係可區分的。 
 
    事實上此股東代位訴訟已纏訟多年，事件起因於一九九五年，迪士

尼執行長Michael Eisner決定聘用其友人Michael Ovitz擔任總裁(president)
一職，而此人事案所涉及之薪資相關事項於當年並提請該公司報酬委員

                                                 
171 See Lyman P.Q. Johnson, Mark A. Sides, The Sarbanes-Oxley Act and Fiduciary Duties, 30 Wm. 
Mitchell L. Rev. 1149, 1155-1157(2004). 
172 Id, at 1198-1199. 
173 Supra note 159 , at 525. 
174 See Melvin A. Eisenberg, The Duty of Good Faith in Corporation Law, 31 Del. J. Corp. L. 
1(2006). 
175 906 A.2d 27(De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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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討論。惟委員會在未審閱該人事合約，亦未徵詢專家意見之情況下，

倉促通過此人事案。該人事合約中有一條款規定若公司提前終止聘僱契

約，迪士尼公司應給付 Ovitz 約一億三千萬美元之金額作為無過失終止

(non-fault termination)費用，然而合約中另約定只要非因 Ovitz 的重大過

失(gross negligence)或失職(malfeasance)而終止之情形，均屬於無過失終

止。Ovitz 擔任迪士尼總裁一職後，表現不如預期，任職僅十四個月即萌

生離職之意，經與 Eisner 討論後，Eisner 同意將其離職視為無過失終止，

並給付其鉅額股票選擇權及現金作為無過失終止之補償。此消息曝光

後，引起軒然大波，迪士尼股東經法定程序後，提起代位訴訟主張董事

違反忠實義務。 
 
    此外，另有學者主張根據美國法律協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公司

治理原則之規定，亦可作為善意義務係受託義務下獨立子義務之依據。

蓋美國法律協會公司治理原則§ 4.01(a)規定「A director…has a duty to the 
corporation to perform…in good faith,…」；§ 4.01(c)規定「A director or 
officer who make a business judgment in good faith fulfills the duty under 
this Section if…」，兩規定將注意義務與善意義務分列，且比較兩規定可

知若董事係惡意，亦不得主張商業判斷原則。基此，在該公司治理模式

下，善意義務顯然係受託義務下一獨立子義務。176 
 

 

第四節  董事責任減免機制 

 

    由前述探討可知，董事於財報不實時所可能面對的不僅是對第三人

之責任，對於公司亦有違反受任義務而產生之責任。然而，此並非意謂

一旦發生財報不實之情事，投資人或公司向董事求償時，董事即須支付

大筆之賠款。實則，美國多年來實務上已發展出一套董事責任減免機制。

除前述商業判斷原則的適用，實際上已大幅降低董事之責任外，另外常

見者為公司章程直接限制董事賠償責任、支出補償機制(indemnification)
以及責任保險制度 (D&O insurance)。 
 

                                                 
176 林國彬，同前揭註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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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公司章程直接限制董事賠償責任 

 

現今美國許多州皆有明文允許公司得透過章程限制董事因違反受任

義務而須負之損害賠償責任，諸此規定係以德拉瓦州公司法為濫觴，並

成為其他州法仿效的對象。德拉瓦州在 Van Gorkom 一案後，修正其公司

法條文，允許公司得以章程限制或免除董事違反注意義務時所須負之賠

償責任，該州公司法§102(b)(7)177即規定公司章程中得訂定條款限制或免

除董事對於公司或股東因違反受任義務所須負之金錢賠償責任，惟有四

種例外情形：(1)董事所違反者係其對於公司或股東之忠實義務；(2)董事

不具善意(not in good faith)；(3)非法分配股利(distribution)；(4)董事由交易

中謀取不當利益時。其中尤須注意乃所謂「善意」(good faith)之概念，多

半係由司法實務審查予以判斷，惟透過一些客觀行為，如完全未履行監

督之責(complete failure to monitor)或是率自採用仍待進一步查證之資

訊，均可解釋為惡意之行為(willful misconduct)。但被告不具善意之事實，

仍由原告負舉證責任。178 

 

     透過章程規定以限制或免除董事之責任，對於外部董事的聘任，有其

必要性存在。蓋外部董事年薪平均大約三萬至四萬美金，數額並不大，雖

然擔任外部董事亦能為其帶來附加利益，比方名聲、更為廣闊的眼界。但

卻必須承擔違反注意義務所帶來的責任風險，179是以公司章程若訂有限制

或免除董事責任之條款，即能提高擔任外部董事之誘因。 

 
第二項  支出補償機制(indemnification) 

 

                                                 
177 Del Code Ann. Tit. 8, §102(b)(7)原文規定為「In addition to the matters required to be set forth in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by subsection (a) of this section,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may 
also contain any or all of the following matters:…A provision eliminating or limiting the personal 
liability of a director to the corporation or its stockholders for monetary damages for breach of 
fiduciary duty as a director, provided that such provision shall not eliminate or limit the liability of a 
director: (i) For any breach of the director's duty of loyalty to the corporation or its stockholders; (ii) 
for acts or omissions not in good faith or which involve intentional misconduct or a knowing 
violation of law; (iii) under § 174 of this title; or (iv) for any transaction from which the director 
derived an improper personal benefit. No such provision shall eliminate or limit the liability of a 
director for any act or omission occurring prior to the date when such provision becomes effective.」 
178 Supra note 162 , at 970. 
179 Id, at 970-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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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拉瓦州公司法§145 主要規範董事、高級經理人之支出補償，依該

條規定董事係為善意且合理相信其行為符合公司最佳利益或與公司最佳

利益不相違背時，若因其職務涉訟，則因此所衍生之法律費用(含律師

費)，在合理範圍內，公司得代為支出或得在事後予以補償；若董事在本

案判決或其他法律程序中取得勝訴之成果，公司更有負擔上述費用之義

務。具體而言，本條規定依訴訟結果之不同，而區別支出補償機制運作

的方式。若董事取得勝訴之結果(successful on the merits or otherwise in 
defense of any action, suit or proceeding)，公司即有補償訴訟支出之義務；

反之，公司則可依其情形，自由決定是否補償。180至於決定補償與否則有

下列方式：(1)由未涉訟之董事過半數決定；(2)由未涉訟董事指定成立之

委員會決定，如無未涉訟董事時，則由獨立之法律顧問以書面意見方式

決定；(3)經股東會決定。181      

 

然而，德拉瓦州公司法§145有關董事支出補償之規定並非能適用於所

有之情形。首先，依SEC的政策，根據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提起之

訴訟，不能適用支出補償機制。SEC具體的作法是，基於公司欲加快登記

申報書生效日期的心態，要求公司事前同意若違反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之董事尋求支出補償機制時，將被視為違反一九三三年證券法所

定之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182其次，公司股東本於公司權利針對董事違

反注意義務而提起代位訴訟(derivative suit)時，被訴董事若敗訴而需負賠償

責任時，公司原則上不得對其所支出之賠償金額予以補償。但公司有為董

事購買責任保險時，此部分之賠償仍可由保險人承受負擔。 

 

第三項  責任保險制度(D&O insurance) 
 

按董事責任保險制度係起源於一九二九年經濟大恐慌後期，許多公

司因經營不善面臨倒閉之途，衍生出諸多公司負責人遭投資人求償之情

形，董事責任保險制度遂因應而生。惟最初此保險制度似與公共政策有

所衝突，因此關於其可行性備受爭議。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公司董事所負

損害賠償責任中，不能依法取得支出補償(indemnification)之部分，是否

                                                 
180 邵慶平，同前揭註 149，頁 188-189。 
181 Del Code Ann. Tit. 8, §145(d). 
182 See Bernard Black, Brian Cheffins, Michael Klausner, Outside Director Liability, 58 Stan. L. Rev. 
1055, 108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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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能以保險制度為補充?雖然論者有持反對見解，惟州立法者最後仍認為

此部分得以保險制度為之，比方德拉瓦州公司法§145 (g)183即規定「公司

得為其董事或應公司要求而擔任董事之人購買保險，使其免於因其職務

涉訟而產生之任何責任，無論公司依本條規定是否有權就該責任為支出

補償。」嗣後，董事責任保險制度即成為分散董事訴訟風險的一種契約

機制，將個別董事之風險移轉至公司或保險人身上，使個別董事毋須承

擔因其職務涉訟而產生之任何責任。184 

 

     目前美國市場上關於董事責任保險的內容可分為三種型式：(1)以保

護個別董事遭訴訟風險為主要保險內容(Side A Coverage)；(2)針對公司對

董事所為支出補償數額為補償(reimburse)之保險內容(Side B Coverage)；(3)
以公司直接因證券相關團體訴訟所生之賠償責任為主要保險內容(Side C 
Coverage)。而一個完整的董事責任保險契約係由以上三種型式所組成，差

別之處僅在於各個型式所佔比例有所不同。185 
 

企業實務上，絕大數公司均會為擔任董事者投保責任險，惟與前述

支出補償機制相較，責任保險機制之存在更加強化對董事之保障。舉例

而言，當公司陷於無清償能力(insolvency)或有破產之虞時，致被訴董事

已無法藉由從公司處獲得支出補償時，透過責任保險機制，將可有效地

確保董事的權利。186或是股東對董事提起代位訴訟時，雖非支出補償之範

圍，但仍為責任保險範圍所及。 
 

 
第五節  外部董事之責任 
 

                                                 
183 Del Code Ann. Tit. 8, §145(g)原文規定為「(g) A corporation shall have power to purchase and 
maintain insurance on behalf of any person who is or was a director, officer, employee or agent of the 
corporation, or is or was serving at the request of the corporation as a director, officer, employee or 
agent of another corporation, partnership, joint venture, trust or other enterprise against any liability 
asserted against such person and incurred by such person in any such capacity, or arising out of such 
person's status as such, whether or not the corporation would have the power to indemnify such 
person against such liability under this section.」 
184 See Sean J. Griffith, Uncovering a Gatekeeper: Why the SEC Should Mandate Disclosure of 
Details Concerning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 Policies, 154 U. Pa. L. Rev. 1147, 
1162-1163(2006). 
185 Id, at 1163-1164. 
186 邵慶平，同前揭註 149，頁 1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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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外部董事之設置，本係美國企業實務上自發性公司治理措施，而

非源於各州公司法或聯邦法規之單一強制規定，惟主要目的均在於延請

「非參與公司經營」之專業人士擔任董事會之成員，並依其職權監督公

司之營運狀況。187考量外部董事之設置目的，隨後即會衍生出兩個問題：

(一)外部董事之責任與一般董事，即所謂內部董事有無區別?(二)外部董

事實際上所承擔的法律風險為何?以下即針對前述問題為討論。 

 

第一項  法律責任：外部董事 vs 內部董事 

   

外部董事與內部董事之責任應否區別、兩者受託義務是否相同，向

來為學說爭論之焦點。對此問題，美國司法實務上亦未形成一致之見解。 

 

一、不應區別說 

 

在德拉瓦州Smith v. Van Gorkom一案188中，法院認為外部董事責任與

內部董事責任毋須區分。本案事實略為Van Gorkom係Trans Union之執行

長，並決定將Trans Union出售予Pritzker(著名的公司收購專家)。於數次會

議後，Pritzker同意以每股55元之價格合併Trans Union，但限定Trans Union
董事會須於一定期限前同意。嗣後Trans Union董事會雖於期限最後一天召

開並通過合併之決議，但在該次董事會中(Trans Union有五位內部董事及

五位外部董事)，所有董事僅憑藉執行長Van Gorkom二十分鐘的口頭報告

即通過合併案，甚至沒有看到合併協議及任何總結合併條件或是支持合併

價格合理性之文件，即在二個小時內通過該合併案。  

 

本案涉及到一個重要問題，即外部董事得否援引德拉瓦州公司法§ 

141(e) 規定，主張渠等係基於合理的善意信賴由內部董事及顧問提出的報

告及法律建議而應免責?蓋被告董事抗辯渠等係因受限於出價者 Pritzker
提出之期限，始倉促通過該合併案。再者，執行長 Van Gorkom 的口頭報

告應屬德拉瓦州公司法§ 141(e)之報告。惟法院認為執行長 Van Gorkom 的

                                                 
187 邵慶平，同前揭註 149，頁 176-177。當然，外部董事之設置是否真能發揮其預期作用，仍

有爭議，尤其在實務上 CEO 多半亦為公司提名委員會成員之情況下，外部董事之提名受到一

定程度之控制，是以對於外部董事能否發揮監督功能之質疑從未間斷。Supra note 138, at 
463-469. 
188 488 A. 2d 858(Del.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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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報告，並不符合德拉瓦州公司法§ 141(e)所謂的「報告」。其次，外

部董事並無任何合理基礎能得出 Pritzker 的出價係豐厚的結論。基此，法

院認為整個董事會，包括外部董事，均係在資訊不充足的情況下即通過

合併案，本案外部董事與內部董事之責任並無區分之必要。 

 

二、應區分說 

 

另有學者由Van Gorkom一案衍生出不同看法，其認為董事基於合理信

賴由公司內部提出之報告及法律建議，導致損害或引起訴訟時，內部董事

能主張善意信賴該報告的權利應較外部董事為小。理由在於內部董事較外

部董事有更多接觸公司內部資料的機會，此亦為其職責所在，其能主張「善

意」(in good faith)的空間有限。換言之，就善意信賴公司內部提出的報告

而言，內部董事與外部董事應有不同標準。189 

 

此外，就董事的監督和決策功能而言，學者認為法院於Aronson v. 

Lewis一案190中雖未就內部董事、外部董事之責任為區分。惟衡諸德拉瓦州

公司法§141(a)關於董事僅負責監督公司營運之規定，外部董事應有不同的

適用標準。舉例而言，若某公開發行公司高階經理人員犯下詐欺行為導致

公司重大損失，惟渠等刻意隱匿該詐欺行為，使公司內部會計人員及獨立

會計師亦無從知悉。因此，即使係身處審計委員會的外部董事，亦無任何

理由相信，或有任何跡象促使其注意高階經理人員從事不法行為。其次，

公司董事長、總裁和財務長和外部董事每年僅有十二次例行性的每月會

議，相較於內部董事每日都會與前述高階經理人員接觸，外部董事在防範

或發現詐欺的責任上實無疏失，外部董事實不應與內部董事負相同之注意

標準。191 

 

另外，在 Joy v. North 一案192中，股東提起代位訴訟主張被告董事同

意核貸款項予另一公司之決議，已違反國家銀行法及受任義務。本案二

十三位被告董事中，高達二十位為外部董事，法院認為外部董事若縱容

他人作成公司決策而影響公司之前景，卻不履行其監督之責，不得以不

                                                 
189 Supra note 4 , at 48-49. 
190 473 A.2d 805 (Del. 1984). 
191 Supra note 4 , at 49-50. 
192 692 F.2d 880(2d Cir.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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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lack of knowledge)公司決策作為抗辯理由，蓋此等無視(ignorance) 本
身已違反受任義務。此外，法院並指出外部董事若未直接涉入公司決策

而以「不知」為抗辯者，其責任之判定原則上應個別為之，視其「不知」

係可歸因於個人之故意過失抑或係內部董事之隱瞞所致。基此，可以看

出法院已嘗試就不同董事類型作責任之區分。193 

 

第二項  外部董事實際承擔之風險 

 

    承前所述，外部董事之責任向來是學說關注的焦點，尤其在二○○

五年世界通訊案(WorldCom)和安隆案(Enron)的和解協議中，即便並無明

顯證據顯示外部董事有涉入不法情事，兩公司之外部董事仍同意支付鉅

額款項以達成和解，更使社會大眾對於擔任外部董事一職是否即須負擔

高度法律風險感到疑慮不安。事實上，在美國法上多種董事責任減免機

制下，最後外部董事需要實際賠償的情況少之又少。此可由以下二方面

來觀察： 
 
一、實證調查方面 
 
    目前每年約二百件的涉及證券案件團體訴訟中，會進入到審判程序

的並不常見。從一九八○年之後，外部董事經由審判過程後(after a trial)
實際支付賠償的情形只有一件，即前述發生於一九八五年的 Van Gorkom
一案。大多數團體訴訟均以和解收場，而和解案中原告所收受的和解金

幾乎都是由公司本身、董事責任保險公司(D&O insurer)、公司主要大股

東(major shareholder)或其他第三人提供，鮮有由外部董事支付的情形。

據調查顯示，從一九八○年到二○○五年間僅有十三個案件外部董事有

支付款項，而這十三個案件中除 WorldCom 案、Enron 案、Tyco 案及 Van 
Gorkom 案外，被告又以名不見經傳的小公司為主。194 
 
二、法律分析方面195 
 

                                                 
193 邵慶平，參前揭註 149，頁 193。 
194 Supra note 182, at 1060-1064. 
195 Id, at 1077-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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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對於公開發行公司外部董事提起之證券訴訟多以團體訴

訟(class action)方式為之，少部分訴訟則根據州公司法主張外部董事違反

受任義務而提起。 
 
(一)證券訴訟部分 
 
    在證券訴訟方面，訴因主要有兩大類。其一依據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登記申報書不實規定而提起；其二為依據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

法 section 10(b)一般反詐欺條款提起之訴訟。 
 

就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而言，如同第二節有關一九三三年證

券法 section 11 要件的討論，被告外部董事如要主張已盡「相當注意之能

事」 (due diligence 抗辯 )，其須證明 (1)已為合理之調查 (reasonable 
investigation)；(2)對於文件上專家意見部分，其未具足夠理由相信且亦不

相信，該部分於登記申報書生效時，應記載的重大事實有虛偽不實或遺

漏之情形；(3)對於文件上非專家意見部分，有合理的理由(reasonable 
grounds)相信並確實相信，該部分於登記文件生效時，係真實且完整。至

於何謂「合理的調查」、「合理的理由」則採過失(negligence)標準，換

言之，被告外部董事在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下須負過失責任，相

較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0(b)的未必故意(scienter)責任，或是州

公司法下的受託義務責任，外部董事於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下的

法律責任風險顯然較大。 
 
再者，就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0(b)而言，除非原告在起訴

時能舉證可資推論被告具有未必故意的具體事實，否則原則上被告向法

院聲明直接駁回原告之訴(motion to dismiss)均會被允許。而外部董事平時

並不涉入公司日常營運，原告要建立外部董事對於不實財務報告具未必

故意的推論，有其困難性存在。基此考量，原告多會放棄將外部董事列

為被告名單。以此角度而言，相較於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0(b)
原告提訴之困難性，外部董事於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下具有較大

的法律責任風險。 
 
然而，事實上外部董事於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下的法律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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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並不如想像中巨大，主要原因在於原告依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提起的訴訟中，除個別董事及高階經理人員外，多會將公司本身列為

被告，而發行人即公司本身在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下係負絕對責

任。而在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和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0(b)的訴訟中，一旦公司本身被判定有責任，原則上會負擔所有的損害

賠償責任，是以只要公司本身尚具清償可能 (solvent)，或其投保的董事

責任保險足以支付可預見的賠償數額，原告通常不會再針對個人被告擴

大損害賠償請求。 
 
    惟訴訟實務上，外部董事仍有可能被列於被告名單中，但此多基於

訴訟策略考量，比方藉由把外部董事推上火線迫使公司尋求和解，或是

希望能由外部董事身上取得有用證詞。但此作法對於原告而言亦有風險

存在，蓋過多的個人被告可能會使陪審團分心，或造成陪審團的混亂困

擾，因而危及原告整個案件。基此，只要公司尚具清償可能，主導原告(lead 
plaintiffs)僅會在案件前階段基於策略考量將外部董事列為被告名單，但

不會訴追外部董事進入到審判階段。 
 
    由上可知，外部董事遭法院判決負擔賠償責任的可能性甚小，即便

最後經判決須支付賠償金額，仍有支出補償機制(indemnification)以及董

事責任保險可為後盾。甚者，尚有專以獨立董事為保險對象的獨立董事

責任保險(independent director liability, IDL)，是以外部董事實際承受之風

險誠屬有限。 
 
(二)公司訴訟：違反受任義務部分 
 
    對於外部董事因違反受任義務提起之訴訟，常被認為以代位訴訟

(derivative suits)的方式提起居多。惟事實上，許多股東主張違反受任義務

的訴訟係以直接團體訴訟(direct class actions)的方式為之，而起訴原因多

半係基於控制股東逐出少數股東(freeze out)。然無論原告所提起者係代位

訴訟抑或直接訴訟，支出補償機制以及董事責任保險仍提供被告外部董

事充足的保護。基此，有關外部董事違反受任義務之主張通常不會造成

直接損害責任，除非外部董事從事自己交易(self-dealing)或有意識疏忽

(consciously neglected)其監督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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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未履行監督責任而言，欲對外部董事主張其違反注意義務而成立

責任並不容易。蓋依德拉瓦州公司法§102(b)(7)規定，公司章程中得訂定

條款限制或免除董事對於公司或股東因違反受任義務所須負之金錢賠償

責任，而幾乎所有公開發行公司均訂有該條款。除非能證明外部董事所

從事者係惡意不法行為(intentional misconduct)或不具善意，否則依該條款

即可免除外部董事因違反受任義務所須負之金錢賠償責任。即便外部董

事最後經法院認定有責任，仍有支出補償機制以及董事責任保險提供保

障。 
 
    須注意的是，就支出補償機制於直接訴訟與代位訴訟的適用，法律

有不同之規定。在直接訴訟中，公司可補償董事因遵循判決或和解所須

支付之全部數額；但在代位訴訟中，公司對董事之補償限於法律費用(legal 
expenses)以及暫墊訴訟成本。 
 
 
第六節 小結 
 

綜觀美國法上財報不實董事之民事責任，可分為對第三人之責任和

對公司之責任兩大面向。 
 
就對第三人之責任而言，可能涉及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登記

申報書不實之責任、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2(a)(2)公開說明書記載不

實之責任，以及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0(b)與 Rule 10b-5 一般反

詐欺條款、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18(a)虛偽陳述責任。其中除一

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有將董事列為責任主體外，其餘規定並無特別

將董事列為責任主體，是以須依各規定對責任主體之要求個別檢驗。且

各該規定對於主觀要件、客觀行為之標準亦不盡相同，對於財報的不實

記載可能同時合致數項規定，故各該規範間亦會發生請求權競合之情形。 
 
其次，一九九五年私人證券訴訟改革法案(PSLRA)於一九三三年證券

法 section 21(f)(2)以及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 21D(f)增訂比例責

任及損害賠償上限之規定，使非故意違反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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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部董事及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之被告，得依其責任比例分擔賠償

責任。然而，隨著企業舞弊案件頻傳，二○○二年頒布之沙氏法案除著

重公司內部資訊之揭露外，亦大幅提升主管機關的監理權限，並強化董

事及會計人員之責任，比方明文要求公司提交予 SEC 的定期報告(包括財

務報告)應附有其執行長、財務長或任相同職務者之書面聲明。 
 
就對公司之責任而言，董事之受託義務呈現「高度行為準則、低度

審查準則」的現象。具體而言，美國法上公司董事受託義務之「行為準

則」(standard of conduct)—對董事行為之要求，雖然相當嚴格。但「審查

準則」(standard of review)—即法院對董事行為進行事後審查之標準，則

屬相當寬鬆。196財報不實主要涉及董事之監督責任，雖無商業判斷原則之

適用，惟透過美國長久以來發展的支出補償機制、董事責任保險，甚至

直接以章程條款免除的方式，已大幅降低董事之民事責任。 
 
此外，考量到外部董事多不介入公司日常經營，而以監督公司營運

為主要功能，關於其法律責任是否應與內部董事區別，美國實務及學說

尚有爭議，並無形成一定看法。惟可確定的是實務上已有判決嘗試基於

兩者角色之差異性而區分責任。其次，外部董事實際承擔之法律風險，

無論是經由實證調查或是法律分析，都可以得出外部董事實際上幾乎不

須為金錢賠償之結論。 
 
綜上所述，美國法上對於財報不實時董事責任之規範可謂相當完

備，惟實際上藉由團體訴訟制度提起訴訟的原告，多與被告公司、董事

以和解收場，且董事責任減免機制亦有效降低董事實際上所需承擔的損

害賠償責任。因此，美國法上現行規範是否即可有效扼阻董事操縱財報

情形之發生，仍有待觀察。

                                                 
196 邵慶平，同前揭註 149，頁 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