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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傳統準據法

因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傳統準據法，有其窒礙難行之

處，本論文乃應運而生，因此在緒論之後，自應先介紹有價

證券處分行為之傳統準據法為何，始能進一步探討其有何缺

失，而在介紹傳統準據法前，理應先對於「有價證券」及「處

分行為」之概念，先予說明。本章固先介紹我國有價證券之

內涵，以及界定其中應另行特別規定其新準據法之有價證券

概念特徵為何，但關於有價證券之內涵，各國容有不同，在

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國際私法案件中，各國之有價證券均有

可能成為涉外民事案件之對象。然應強調者，係無論各國有

價證券之定義或內涵縱使不同，傳統「物之所在地法」或「權

利成立地法」，在現代集中保管、帳戶劃撥之有價證券間接

所有制度中，均有其窒礙難行之處，應此本論文之重點，不

在於我國有價證券內涵之精確定義為何，而在於符合哪種特

質或條件之有價證券，應另行特別規定其新準據法，以及應

採用何新準據法，因此只要符合該特質或條件之有價證券，

無論係我國或外國之有價證券，均應適用新準據法，合先敘

明。

第一節 有價證券之概念

「有價證券」此一名詞，應為眾所周知，但其在法律上

精確之意義為何？則未必人人均能完全掌握，因此有必要先

予探討，否則本論文題目所示之「有價證券處分行為」，將

令人不知所云。而「有價證券」此一名詞，在不同之法律體

系中，有不同之意涵，茲說明如次：

第一項 我國法律規定之有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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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概念之掌握，應自現行法所明文規定者著手。如法

律對一名詞或概念已有精確之定義，原則上自應先以該立法

定義為準，其次始探討其他學說或法理上之定義。茲就我國

現行法所規定之有價證券說明如次︰

第一款 刑法上之概念

刑法第201條規定：「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

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3千元以下罰金（第1項）。行使偽造、變

造之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或意圖供行使之

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千元以下罰金（第2項）」，關於其所謂「有價證券」，

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2074號判例：「有價證券以實行券面所

表示之權利時，必須占有該券為其特質」，最高法院45年臺

上字第1118號判例：「有價證券並不以流通買賣為必要條

件，苟證券上權利之發生移轉或行使，有其一以證券之占有

為要件時，均屬有價證券之範圍」，因此刑法上有價證券之

概念，仍有有形之有價證券實體為基礎。

第二款 民商法之規定

在我國，「有價證券」（Wertpapiere, Valeurs, Valuable
Instruments, Cartevalori）四字係法律用語，而非僅為學說用

語。整部民法典總共有七處出現「有價證券」之用語1，提及

1 民法第 350 條：「債權或其他權利之出賣人，應擔保其權利確係存在。有價證
券之出賣人，並應擔保其證券未因公示催告而宣示無效」，第 481 條規定：「以
貨物或有價證券折算金錢而為借貸者，縱有反對之約定，仍應以該貨物或有價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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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證券之「交付」、「背書」及「運送」等，似均認有價證

券係物質上之實體證書；公司法及票據法均未使用「有價證

券」之名詞，海商法有 1 條提及「有價證券」2，認有價證券

係「貴重物品」，保險法則有 4 條使用「有價證券」之用語3，

券按照交付時交付地之市價所應有之價值，為其借貸金額」，第 608 條：「客人
之金錢、有價證券、珠寶或其他貴重物品，非經報明其物之性質及數量交付保管
者，主人不負責任（第 1 項）。主人無正當理由拒絕為客人保管前項物品者，對
於其毀損、喪失，應負責任。其物品因主人或其使用人之故意或過失而致毀損、
喪失者，亦同（第 2 項）」，第 639 條：「金錢、有價證券、珠寶或其他貴重物
品，除託運人於託運時報明其性質及價值者外，運送人對於其喪失或毀損，不負
責任。價值經報明者，運送人以所報價額為限，負其責任」，第 710 條：「稱指
示證券者，謂指示他人將金錢、有價證券或其他代替物給付第三人之證券（第 1
項）。前項為指示之人，稱為指示人。被指示之他人，稱為被指示人，受給付之
第三人，稱為領取人（第 2 項）」，第 908 條：「質權以無記名證券為標的物者，
因交付其證券於質權人，而生設定質權之效力。以其他之有價證券為標的物者，
並應依背書方法為之」，第 910 條：「質權以有價證券為標的物者，其附屬於該
證券之利息證券、定期金證券或分配利益證券，以已交付於質權人者為限，其質
權之效力，及於此等附屬之證券」。
2 海商法第 118 條：「貨幣、有價證券或其他貴重物品者，經犧牲者，除已報明
船長者外，不認為共同海損犧牲。但經撈救者，仍應分擔共同海損」。另海商法
第 77 條規定：「載貨證券所載之裝載港或卸貨港為中華民國港口者，其載貨證
券所生之法律關係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所定應適用法律。但依本法中華民國受
貨人貨託運人保護較優者，應適用本法之規定」，係適用「載貨證券」之名詞，
而非「有價證券」。
3 保險法第 142 條：「保證金之繳存應以現金為之。但經主管機關之核准，得以
公債或庫券代繳之（第 1 項）。前項繳存保證金非俟宣告停業依法完成清算，不
予發還（第 2 項）。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者，其息票部份，在宣告停業依法清
算時，得准移充清算費用（第 3 項）」、第 146 條第 1 項第 1 款：「保險業資金
之運用，除存款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以下列各款為限：一、有價證券」、第
146 之 1 條：「保險業資金得購買下列有價證券：一、公債、庫券、儲蓄券。二、
金融債券、可轉讓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金融機構保證商業本票及其他經主
管機關核准保險業購買之有價證券；其總額不得超過該保險業資金百分之 35。
三、經依法核准公開發行之公司股票；其購買每一公司之股票總額，不得超過該
保險業資金百分之 5 及該發行股票之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10。四、經依法核
准公開發行之有擔保公司債，或經評等機構評定為相當等級以上之公司所發行之
公司債；其購買每一公司之公司債總額，不得超過該保險業資金百分之 5 及該發
行公司債之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10。五、經依法核准公開發行之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及共同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其投資總額不得超過該保險業資金百分之 5
及每一基金已發行之受益憑證總額百分之 10（第 1 項）。前項第 3 款及第 4 款
之投資總額，合計不得超過該保險業資金百分之 35（第 2 項）」、第 146 之 3
條第 1 項第 3 款：「保險業辦理放款，以下列各款為限：以合於第 146 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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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保險法第 142 條提及得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似均認

有價證券係該實體證書。以上條文均未對有價證券為立法定

義之規定，然自保險法第 146 條之 1 規定，可知該法所稱之

「有價證券」，乃包括公債、庫券、儲蓄券、金融債券、可

轉讓定期存單、匯票、本票、公司股票、公司債、受益憑證

等。

第三款 證券交易法上之規定

依證券交易法第6條規定4，證券交易法上之有價證券，

包括政府債券、公司股票、公司債券、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

他有價證券、新股認購權利證書、新股權利證書及有價證券

之價款繳納憑證或表明其權利之證書，其規定應為列舉而非

例示，故非證券交易法第6條所列舉者，如投資契約（詳如

後述），是否為我國證券交易法上之有價證券，即有疑義。

茲分述證券交易法上「有價證券」之內涵如次：

第一目 政府債券

包括中央政府公債5，以及地方政府公債6。我國之政府

之有價證券為質之放款」。
4「本法所稱有價證券，指政府債券、公司股票、公司債券及經主管機關核定之
其他有價證券（第 1 項）。新股認購權利證書、新股權利證書及前項各種有價證
券之價款繳納憑證或表明其權利之證書，視為有價證券（第 2 項）。前 2 項規定
之有價證券，未印製表示其權利之實體有價證券者，亦視為有價證券（第 3 項）」。
5 民國 91 年 5 月 29 日修正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及借款條例第 1 條規定：「中央
政府為支應重大建設，籌集建設資金，依本條例之規定，發行中央政府建設公債
（以下簡稱本公債）或洽借 1 年以上之借款（以下簡稱本借款）（第 1 項）。前
項公債及借款，各分甲、乙兩種。甲類公債及甲類借款，指支應非自償之建設資
金；乙類公債及乙類借款，指支應自償之建設資金（第 2 項）。中央政府為應特
殊需要，依預算法第 75 條之規定，經行政院送請立法院決議通過之特別預算所
列之借款，得以甲類借款支應（第 3 項）」。
6民國 92 年 12 月 26 日修正公布之臺北市建設公債發行自治條例第 1 條規定：「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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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係政府為理財政策或配合經濟發展，依發行有價證券

之方式，向社會大眾所募集之債，此種政府債券不論為中央

政府公債或地方政府公債、財政公債或建設公債，長期公債

或短期公債，記名債券或無記名債券，均非所問，均為豁免

證券，亦即其發行無須依證券交易法所規定之程序辦理7。論

者有以「政府債券經紀人買賣債券辦法」第2條：「買賣債

券之種類，限於上市之政府公備債、國庫券、及中央銀行儲

蓄券」之規定，謂證券交易法第6條所謂之政府債券，包括

上市之政府公備債、國庫券及中央銀行儲蓄券等語8，惟該辦

法已於民國82年9月15日廢止，似不宜再為援用說明。

第二目 公司股票

依公司法第156第1項條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資本，應

分為股份，每股金額應歸一律，一部分得為特別股；其種類，

由章程定之，因此股份係股份有限公司之最小構成單位，其

亦表示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權，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因持

有股份而取得其在股份有限公司之地位，得享受權利負擔義

務；而投資人認購股份後，即取得股東之地位，享有一定之

股東權，公司將如此權利表彰於書面，就是股票9。

關於股東權，學說認10：股東權之性質，除有財產權之

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為支應重大建設及債務還本，發行臺北市建設公債（以下
簡稱本公債），特制定本自治條例」，第 2 條規定：「本公債得採標售或照面額
十足方式發行。其發行種類、期次、方式、日期、數額、利率、面額及本息償付
期限與方法，由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審酌發行時之實際狀況定之（第
1 項）。本公債採標售方式發行時，其標售底價，由市政府定之（第 2 項）」。
7 吳光明，證券交易法論，臺北：三民書局，2002 年 9 月，頁 55。
8 吳光明，前揭書，頁 55。
9 潘維大、范建得、羅美隆，商事法，臺北：三民書局，2002 年 9 月，頁 81、
97。
10 曾宛如，有價證券準據法之探討—以票據與股票為例，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15 期，2007 年 3 月，頁 106、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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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外，尚有身分權之色彩；而股東權為債權與身分權之結

合，不宜單純以物視之，其轉讓方式及其效力之準據法，應

為其所表彰之股東權所屬公司之本國法，在現行涉外民事法

律適用法，可解為權利發生地法，蓋股東權之發生地為所屬

國，從集中市場之交易特色觀之，非採此解釋，將無由發展

資本市場，對於跨國證券交易而言，若單純以物看待有價證

券，而以物之所在地法為準據，自屬不妥，因此以權利發生

地法，即賦予股東權之公司法為準，應較符合實務，且一般

投資人對於跨國證券之買賣，應有所戒心才是。有學說認11：

股票為彰顯股東權之要式有價證券，股東權，謂股東對公司

之法律上地位，按股份有限公司既屬社團法人，因之公司事

業在法律上歸公司所有，股東在名義上喪失其所投資本之所

有權而直接歸公司所有，然在經濟上，公司事業仍屬股東所

有，從而股東乃成為公司事業之所有人，各股東對於公司事

業，有依其投資比例受益之名份，此種經濟上之名份，在法

律上，遂表現為由各種權利義務所構成公司與股東間之法律

關係，亦即股東對公司之法律上地位，此種法律上之地位，

即謂之股東權，股東在名義上，雖喪失所投資本之所有權，

但在實際上，其所有權變形為股東權，在此意義下，股東權

可謂所有權之變形物，只不過在股份有限公司企業所有與企

業經營分離下，致已變形為股東權之原所有權所具有之使

用、收益及權能（民法第765條參照），其使用權能（業務

執行權）脫離資本所有者之股東控制，而移入實際擔當公司

經營重任之董事會之手，至於所有權之收益權及處分權能，

在法律上則成為股東權之內容（自益權與共益權）而操之於

股東之手，股東權透過股票而趨於流動化，得在證券市場自

由買賣，在股份有限公司，不注重股東個人條件，股東係何

11 柯芳枝，公司法論，臺北：著者發行，1999 年 10 月，頁 199、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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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非關重要，從而股東之地位極端非個人化，並細分為股

份，而股東權之證券化，實為股份有限公司重要經濟特色之

一。另有學說認12：「股份」依學說應有三種意涵：一、由

公司資本之觀點言之，股份有限公司係資合公司，股東個人

之個性非關重要，認股不認人，構成公司之主要部分實係表

彰資本之股份而非股東；二、由表彰股東權利之觀點言之，

股東出資於公司後，其所出資者雖成為公司所有，惟其亦因

此取得公司特定之法律上地位，即謂之股東權，股東權者，

除盈餘分派請求權、剩餘財產分派請求權、股東會出席表決

權等外，最重要者，乃股份讓與之權利，蓋股份移轉，乃股

東回收其投資之主要方式，且在股東漸趨債權人化之今日，

公司法第163條第1項宣示之股份轉讓自由原則，其重要性更

不待言；三、股份，除代表公司資本之構成、股東權之表彰

外，尚指表彰股東權之有價證券，如此意義下之股份，實係

指股東權之證券化而言，亦即「股票」，準此其相對應之規

範要求，自應著重於股份經有價證券化後，於交易上之重要

性。在上述意義下，公司法引入「無實體交易制度」，已不

再強調股票之形體，而著重於現實交易概念上、功能上之意

義，在配合股票集中保管制度及有價證券存摺等方式，可透

過證券交易之制度化機能，將股份所代表經濟上、交易上之

意義，以另一種非證券之方式呈現，節省其證券化之成本，

而達其交易功能13。股票於無實體發行及交易之採行後，其

要式性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係複雜之發行公司、集中保

管機構、股東三方權利義務關係之安排，對於公開發行股票

之公司而言，股票最主要之用處，即係募集資金，以之挹注

12 王文宇，公司法，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3 年 10 月，頁 264。
13 賴源河、王仁宏、王泰銓、曾宛如、王文宇、余雪明、黃銘傑、林仁光、劉
連煜、梁宇賢、林國全、王志誠、柯芳枝，新修正公司法解析，臺北：元照出版
社，2002 年 3 月，頁 179-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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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資本，發展事業，追求利潤，而以股東之角色而言，

因現行證券市場之活絡與開放，除掌握多數股權之大股東

外，其餘股東毋寧係以投資者之角色，來打量股票之交換價

值，是以股票最符合現實之定義，應歸於「投資證券」。

職故，股票集中保管之後，其要式性逐漸喪失，尤其在

跨國有價證券之場合，股票所有人與發行人間，「中間介有」

許多中介機構，中介機構通常為證券商或銀行，表面係由國

外中介機構所購買，其與投資人或投資人所在國之中介機構

間之法律關係，通常為行紀（民法第576條參照）。股票之

權利，往往成為股票所有人對其開立有價證券劃撥帳戶之直

接中介機構之某種具優先受償權之財產權（property interest
ahead of general creditors），尤其股票發行人與所有人分處於

不同國家，有價證券之取得、設定、喪失、變更等，均僅反

映於有價證券所有人所直接接洽、面對之中介機構之記錄

上，在發行人處則無記錄14，發行人亦無從寄發股東會開會

通知，故發行公司與個別股東間之直接聯繫，縱使得以「穿

透」層層中介機構之方式遞次接力主張，但仍不復以往，則

是否仍應著重其發行公司之本國法（設立地法等），即屬可

疑。更值得注意者，係股票此種性質上之演變，不僅存在於

股票，更存在於所有經集中保管，且投資人係透過中介機構

所有及處分之有價證券。

第三目 公司債券

公司籌措資金之方法，主要以「借貸」、「募股」及「發

行公司債」等方式較為常見，許多公司選擇第三種方法，即

14 Joseph H. Sommer, MEETING OF OAS-CIDIP-VI DRAFTING COMMITTEE
ON SECURED TRANSACTIONS: Annex: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Holding and
Transfer Law, 18 Arizo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Summer,
2001, p.695、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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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公司債」，係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司名義，透過法定程

序，公開向外舉債之方式。公司債券包括擔保或無擔保公司

債、附認股權公司債（證券交易法第28條之3）及轉換公司

債等，公司法並就公司債之形式要件加以規定（公司法第257
條）15。論者有認依銀行法第11條、第90條規定發行之金融

債券，只要該金融債券之發行銀行，係屬公司法上之股份有

限公司，則其所發行之金融債券即為公司債券之一種，並認

其發行程序另依「銀行金融債券發行辦法」等語16，該辦法

已於民國89年12月30日變更為「銀行發行金融債券辦法」。

至金融債是否為公司債？倘認非公司債，則僅依銀行發行金

融債券辦法第3條第2項17及第4條18予以審核即可，該辦法第4
條第2項規定，反而係以金融機構體質不良為發行要件。

實則，銀行本身原則上亦為股份有限公司之組織形態

（銀行法第52條第1項參照），故金融債與公司債本質相同，

應適用公司法關於公司債之相關規定，從而其募集，應依公

司法第248條至第250條予以審核，避免體質不良之金融機構

發行金融債，使金融債之購買人因金融債非存款，致中央存

款保險公司不賠付而蒙受損失。金融債固係金融機構強化資

本之方式之一，惟財務有疑慮之金融機構所發行金融債券，

一旦該金融機構被政府接管，如過去之中華銀行，將使金融

15 賴英照，股市遊戲規則—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臺北：著者出版，2006 年 8
月，頁 11。
16 吳光明，前揭書，頁 55。
17 銀行發行金融債券辦法第3條第2項：「銀行依前項規定申請發行一般金融債
券、次順位金融債券及其他未涉及股權之金融債券，主管機關自申請書件送達即
日起屆滿12個營業日，未表示反對者，視為核准」。
18 銀行發行金融債券辦法第4條：「銀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第二項另有規定
外，不得發行金融債券：一、備抵呆帳提列不足者。二、申請發行前1年度加計
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有累積虧損者。三、申請時最近3個月每月逾放比率有
達百分之5以上者。四、申請發行前1年內有新臺幣1億元以上舞弊案件發生者（第
1項）。有前項第2款、第3款或第4款情形之銀行，為改善體質、資本適足性或財
務狀況，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發行金融債券，其最低面額為新臺幣1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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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形同廢紙，並使有心人士擴大掏空規模。

為彌補此一缺失，立法院乃於民國94年5月31日修正行

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以為因應。該修正於民

國96年6月22日公布，但因其第4條第5項規定19，不溯及既

往，故問題仍存在。茲舉實例說明金融債之賠付：某甲在民

國94年6月間購買乙銀行所發行之次順位金融債，該金融債

發行日為民國94年6月28日，某甲申購日則為民國94年6月20
日。若在民國94年6月21日繳款，金融重建基金始有賠償，

若在民國94年6月21日前認購，但在該日後繳款，則需審查

始能決定是否賠付。此涉及金融債係要物契約或諾成契約之

問題，如能將金融債解為公司債，即能解為諾成契約，因公

司債契約，與消費借貸不同：一、公司債通常須發行公司債

券（但得無實體發行），而消費借貸為不要式契約；二、公

司債並無資本維持原則之適用，故得折價發行，或溢價發

行，惟消費借貸，借用人須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

還之（民法第474條第1項參照）；三、消費借貸之轉讓，須

依民法第294條以下規定為之，債權讓與之結果，後手須接

受前手之瑕疵，但公司債與消費借貸不同處，在於公司債經

證券化後，與其原本之借貸原因關係脫離，即有無因性之適

用，是故公司債與消費借貸有所不同，而具買賣契約之特徵
20。消費借貸依通說需交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以移轉所有

權於他方，始能成立21，公司債則否，故為諾成契約。因此

民國94年6月21日前認購，民國94年6月22日後繳款之金融

債，仍應屬民國94年6月21日前成立，故應受行政院金融重

建基金之賠付。

19 「本條例修正施行後，主管機關或農業金融中央主管機關處理經營不善金融
機構時，該金融機構非存款債務不予賠付。惟該經營不善金融機構在本條例修正
施行前已發生之非存款債務，基於法律不溯既往及信賴保護原則，仍受保障」。
20 王文宇，前揭書，頁 423、424。
21 鄭玉波，前揭書，頁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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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 新股認購權利證書

新股認購權利證書係據以行使認購新股權利之證書，乃

尚未認購新股前所必要者，例如依公司法第267條規定，公

司之員工及股東有新股認購之權利，而公司發給員工、股東

用以表彰其新股認購權利之證書，即為新股認購權利證書。

就民法之概念而言，此為證書而非證券。但依公司法第267
條第4項規定，此一證書得與原有股份分離而獨立轉讓22，其

得在證券市場流通，故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2項規定「視為」

有價證券。

第五目 新股權利證書

依公司法第240、241條之規定，公司以盈餘或公積撥充

資本者，股東得依其持股比例或公司章程所定之方法，獲配

新股（即股票獲利），由於公司原則上須於發行新股變更登

記後，始得發行股票（公司法第161條），時間上較易稽延；

為便利股東早日行使權利，公司可先製發「新股權利證書」，

經簽證並核准後上市買賣，至該新股股票上市買賣時終止
23。就民法之概念而言，此亦為證書而非證券，但其得在證

券市場流通，故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2項規定「視為」有價證

券。

第六目 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

財政部（76）臺財證（二）第○○九○○號函依證券交

22 賴英照，前揭書，頁 11。
23 賴英照，前揭書，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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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法第6條第1項規定核定「外國之股票、公司債、政府債券、

受益憑證及其他具有投資性質之有價證券，凡在我國境內募

集、發行、買賣或從事上開有價證券之投資服務，均應受我

國證券管理法令之規範」，（77）臺財證（三）字第09030
號函依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1項規定：「核定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為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所發行之受益憑證為證券交易

法所稱之有價證券」，（86）臺財證（五）字第03037號函

依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1項規定：「非由標的證券發行公司所

發行之認購（售）權證，其募集、發行與交易等相關事項均

應受我國證券管理法令之規範」，另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

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3條第4款規定：「臺灣存託憑證：指存

託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所發行表彰存放於保管機構之外國

發行人有價證券之憑證」，故外國之股票、公司債、政府債

券、受益憑證及其他具有投資性質之有價證券、受益憑證、

非由標的證券發行公司發行之認購（售）權證（Warrants）
及臺灣存託憑證等，均為主管機關核定之有價證券。

第七目 有價證券之價款繳納憑證或表明其權利之證書

認股人或應募人繳納股款或債款，應將款項連同認股書

或應募書向代收款項之機構繳納之；代收機構收款後，應向

各該繳納人交付經由發行人簽章之股款或債款之繳納證明

（證券交易法第33條第1項），此種繳納憑證，即為證券交

易法第6條第1項之有價證券；如使用其他名稱，以表彰證券

交易法第6條第1項各種有價證券之權利者，亦屬之，惟中籤

通知書係記載中籤人得繳納股款以取得股份之書面通知，繳

款書係中籤人得繳納股款之憑據，均非有價證券24；須俟繳

24 最高法院 86 年度臺上字第 565 號判決：「中籤通知書係記載中籤人得繳納股
款，以取得股份之書面通知，而繳款書係中籤人得繳納股款之憑據，須俟中籤人



30

納股款後，所取得之股款繳納憑證，始為有價證券。就民法

之概念而言，此亦為證書而非證券，但其得在證券市場流

通，故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2項規定「視為」有價證券。

第四款 其他特別法之規定

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募集或私募之受益證券（該條例第

5條）、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25發行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

證券（依該條例第7條，短期票券除外），以及依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所發行之受益憑證（該法第1條），均係有價

證券。

第二項 學說上之定義

民法學說上認：有價證券乃表彰具有財產價值之私權證

券，其權利之發生、移轉或行使，須全部或一部依據證券為

之者也。申言之，其權利之發生須作成證券，權利之移轉須

交付證券，權利之行使須提示證券，亦即非作成證券，則其

權利不能發生，非交付證券，則其權利不能移轉，非提示證

券，則其權利不能行使，可見其權利已與證券相結合，惟其

結合，不以發生、移轉、行使三部分均與證券相結合為必要，

據以繳納股款後，取得股款繳納憑證，始具有價證券之性質，是中籤通知書及繳
款書並非證券交易法第 6 條、第 33 條、第 34 條所稱之有價證券或視為有價證券
之公司股款繳納憑證，受讓中籤通知書及繳款書，自非受讓有價證券」，最高法
院 88 年度臺上字第 214 號判決：「中籤通知書係記載中籤人得繳納股款以取得股
份之書面通知，並非有價證券，上訴人受讓中籤通知書及繳款書，自非受讓有價
證券」。
25 該條例第 4 條第 6、7 款規定：「受益證券：指特殊目的信託之受託機構依資
產信託證券化計畫所發行，以表彰受益人享有該信託財產本金或其所生利益、孳
息及其他收益之受益權持分（以下分別簡稱本金持分、收益持分）之權利憑證或
證書。七、資產基礎證券：指特殊目的公司依資產證券化計畫所發行，以表彰持
有人對該受讓資產所享權利之權利憑證或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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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有一部分與證券結合即可。其三部分均與證券相結合者，

謂之「完全有價證券」，其僅一部分與證券結合者，謂之「不

完全有價證券」，惟一部分與證券結合者，至少須移轉之部

分與證券相結合始可，否則若移轉之部分不與證券相合，縱

其他兩部分（發生或行使）與證券結合，亦非純正之有價證

券，因有價證券之特色乃注重流通，而移轉為流通之手段，

移轉與證券結合，則可以助長流通之機能迅速、確實，因而

若其移轉得不與證券結合時，則失其有價證券之特色，而有

價證券有不同之分類：一、指名證券、指定證券、無記名證

券：此以證券上權利人之如何記載為標準，指名證券乃記載

特定權利人姓名之證券，指定證券乃於證券上既記載特定權

利人之姓名，復附以「或其指定人」字樣，而無記名證券乃

不記載特定權利人姓名之證券；指示證券之「指示」（Order），
與民法上之指示證券不同，係指定受讓人，為移轉時所用，

而指示證券之指示（Anweisung），乃證券發行人對被指示人

之委託授權；此三者區別實益在於權利轉讓之方法，指定證

券依背書而轉讓，無記名證券依交付而轉讓，指名證券除法

律上特別視之為「當然之指定證券」或「法定之指定證券」
26而特准其依背書轉讓外，須依民法一般債權讓與之方法（民

法第 297 條）；二、債權證券、物權證券、社員權證券：此

以證券所表彰權利之性質為標準所為之分類，尚分為金錢證

券、物品證券、有價證券之證券及服務證券 4 種，物權證券

如抵押證券，社員證券如股票；三、自付證券、委託證券：

26 如票據雖記載特定權利人之姓名，但未附加指定文句時，本應屬於指名證券，
但票據法仍視之為指定證券，而許其依背書轉讓；票據法第 30 條規定：「匯票依
背書及交付而轉讓。無記名匯票得僅依交付轉讓之（第 1 項）。記名匯票發票人
有禁止轉讓之記載者，不得轉讓（第 2 項）。背書人於票上記載禁止轉讓者，仍
得依背書而轉讓之。但禁止轉讓者，對於禁止後再由背書取得匯票之人，不負責
任（第 3 項）」，此項規定依票據法第 124 條準用於本票，並依票據法第 144
條準用於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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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證券給付人為標準所為之分類，自付證券乃證券發行人

自己為給付，如我國民法上之倉單、提單、無記名證券及票

據法上之本票均屬之，委託證券即委託他人為付款者，如民

法上之指示證券及票據法上之匯票、支票均屬之27。

商法學說對於有價證券之特質，認其在於其權利之發

生、移轉或行使，須全部或一部以證券為依憑，因而權利之

發生，以作成證券為前提，權利之移轉，須將證券交付，權

利之行使，並須提示證券，這種「權利與證券相結合」之現

象，蔚為有價證券之一大特色，亦成為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

之立法基本原則；在權利之發生方面，公司法第 161 條之 1
規定，公司原則上應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後，3
個月內發行股票，證券交易法第 34 條亦規定，發行人應於

依公司法得發行股票或公司債券之日起 30 日內，對認股人

或應募人，憑繳納憑證交付股票或公司債券；在權利之移轉

方面，公司法第 164 條規定，記名股票，由股票持有人以背

書方式轉讓之，並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記載於股票，無記

名股票，則以交付方式轉讓（公司法第 260 條對於記名式公

司債券之轉讓，亦有類似規定）；在權利之行使方面，記名

股東（或公司債權人）出席股東會（債權人會議）或分配股

息（利息），以股東名簿（或公司債存根簿）為準，而股東

（債權人）欲使其名字登載於股東名簿（公司債存根簿），

必須向公司提示其股票（債券），至於無記名股東，必須於

股東會開會 5 日前，將其股票交存公司，始得出席股東會（公

司法第 176 條）；無記名公司債之債權人，出席債權人會議

者，亦同（公司法第 263 條第 3 項），凡此均彰顯權利與證

券結合之特質28。

27 鄭玉波，民法債編各論（下），臺北：著者發行，1981 年 10 月，頁 730 至 732。
28 賴英照，前揭書，頁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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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小結

由上述說明可知：一、我國法律所規定之有價證券，甚

為廣泛，而無論法律規定或民法及商法學說，大體仍認有價

證券係與其權利證書相結合；換言之，其概念大致上係結合

有形之書面實體紙張上，認有價證券之移轉，至少需交付證

券，如以有價證券帳簿劃撥方式所發行者，並透過該帳戶交

割、移轉、設質者，雖仍屬已發行之有價證券，亦即該有價

證券仍屬存在，但無可供交付之實體權利證書，其倘有實體

權利證書，亦非當然與該有價證券之處分得合而為一，如大

面額之有價證券，其權利實體證書未必能與此類型之有價證

券同時移轉，似已非最初概念上為「有形實體」之有價證券，

因此關於傳統有價證券處分行為準據法，是否得適用於劃撥

帳戶內之有價證券，即有疑義；二、我國法上之有價證券，

其內涵或定性，就權利標的而言，有可能為「物權」，亦有

可能為「債權」；鄭玉波先生提到物權證券所舉之「抵押證

券」，應非指抵押「證書」，如抵押權之「他項權利證明書」
29，就其寫作之 1970 年代而言，似另有所指，但不知所指為

何。就今日而言，依民國 92 年 7 月 23 日公布之不動產證券

化條例第 38 條30及同條第 39 條31，其證券化之標的，包括物

權（不動產所有權）及債權（附有不動產抵押擔保之貸款債

權，或以附有不動產抵押擔保之貸款債權設定權利質權所取

29 土地法第 62 條：「聲請登記之土地權利公告期滿無異議，或經調處成立或裁
判確定者，應即為確定登記，發給權利人以土地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30 「不動產投資信託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權之行使及轉讓，應以表彰該受益
權之受益證券為之」。
31 「受益證券應為記名式，其轉讓並應以背書方式為之；且非將受讓人之姓名
或名稱、住所通知受託機構，不得對抗受託機構（第 1 項）。受益證券之轉讓，
非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記載於該受益證券，不得對抗第三人（第 2 項）。受益
證券以帳簿劃撥方式發行或交付有價證券者，得不印製實體有價證券；其轉讓、
買賣之交割、設質之交付等事項，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規定辦理（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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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新債權）32，但即使有價證券之權利標的為物權，倘該

有價證券權利人不得直接支配、處分該權利之標的，其有價

證券之權利本身而言，即非「物權」。有價證券之性質為何，

各國可能有別。本論文之重點，係討論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

準據法，而非有價證券之性質，因此無論何種性質之有價證

券，關於其處分行為，均為本論文討論之對象。

第二節 有價證券之處分行為

關於「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意義及內涵，茲分述如次：

第一項 「處分行為」之意義

「處分」二字，係民法上常用之基本概念，其意義有廣

狹之別：一、最廣義之處分，包括事實上及法律上之處分；

所謂事實上之處分，乃就原物體加以物質之變形、改造或毀

損之行為而言，例如：拆屋重建、改平裝書為精裝書；法律

上之處分，除負擔行為（債權行為）外，尚包括處分行為，

例如所有權之移轉、抵押權之設定、所有權之拋棄（物權行

為），債權讓與及債務免除（準物權行為），民法第765條規

定：「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

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干涉」，其所謂之處分，即屬此種最

廣義之處分；二、廣義之處分，僅指法律上之處分而言，事

實上之處分不包括在內，民法第84條規定：「法定代理人，

允許限制行為能力人處分之財產，限制行為能力人，就該財

產有處分之能力」，其所謂之處分，即屬此種廣義之處分；

三、狹義之處分，係指「處分行為」而言，民法第759條規

32 臧大年、謝哲勝、鄭惠佳，不動產抵押貸款債權證券化，臺北：翰蘆圖書出
版有限公司，2000 年 1 月，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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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繼承、強制執行、公用徵收或法院之判決，於登記

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非經登記，不得處分其物權」，其

所謂之處分，即屬此種狹義之處分，由是可知，民法所稱之

「處分」之意義，不可一概而論，應斟酌其文義、法律體系

及法律規範目的，審慎認定之33。

由以上敘述可知，本論文之所以使用「處分行為」四字，

而非「處分」二字，目的即在限縮其意涵，乃針對狹義處分

之概念而言，亦即專指民法上之「處分行為」，包括物權行

為與準物權行為。物權行為乃發生物權直接變動為目的之法

律行為，如移轉動產或不動產所有權（民法第760、761條）、

拋棄物權所有權（民法第764條）等，依物權法定原則，除

法律規定外，當事人不得自由創設物權之種類（民法第757
條）；準物權行為乃以物權以外財產權直接變動為目的之法

律行為，如債權之讓與（民法第294條）、債務之免除（民法

第343條）或無體財產權如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之讓與

等34。

本論文係以有價證券為法律行為之標的，有價證券可能

為債權或物權，已如前述，故有價證券之處分行為，可能為

物權行為或準物權行為，其意涵較接近於英美法上

“Proprietary Right”之概念，係指就某財產標的，針對不特定

之一般人享有權利，與僅僅針對特定他人之對人權不同35，

而涉及對於有價證券之支配權或支配關係36。然而，拙見以

33 王澤鑑，出賣他人之物與無權處分，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 4 冊，臺北：
著者發行，1986 年 2 月，頁 129、130。
34 施啟揚，民法總則，1987 年 4 月，臺北：著者發行，頁 201。
35 薛波主編，元照英美法詞典，北京：法律出版社、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3 年，頁 1108。
36 支配權乃權利人對待客體（物或無體財產）有直接支配處分之權限
（Beherrschungsfunktion），因此權利人得對其支配之客體長期或於權利存續期間
內使用，因此也排除他人同時使用及支配之機會。參見：黃立，民法總則，臺北：
著者出版，1999 年 10 月，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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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論文之標題，固應力求簡約，因此本論文題目採用「有

價證券處分行為」之字眼，希能讓人一望即知其內容主旨，

但所提出之立法論，為求明確，本論文最後所建議之涉外民

事法律適用法修正草案，則仿效民法第758條：「不動產物

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

不生效力」之規定，採用「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之

較為明確用語，取代「處分行為」四字，以免造成解釋、適

用上之疑義。

第二項 有價證券之處分行為

與有價證券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有關之行為，包

括移轉與設定擔保。茲分述如次：

第一款 移轉

移轉（Transfer, Assignment），亦即有價證券權利之移轉

（Title of Transfer）、權利之完全移轉（Outright Transfers），
以有別於設定負擔（Collateral），但並不代表必然為有價證券

所有權之單純買賣及終局移轉，尚包括其他交易形態，例

如：一、買回契約（Repurchase Agreement, Buyback Agreement,
Sale and Repurchase Agreement,簡稱“Repo”），約定出賣人得

在特定時點，以特定價格向買受人買回所出賣之有價證券，

其又分當日買回（Intra-Day）、翌日買回（Overnight）、無限

期買回（Open）與期間買回（Term）4 種：當日買回係約定

得在出賣有價證券當天稍後之時間，由出賣人將所出賣之有

價證券買回；翌日買回係約定得於出賣後 1 日買回；無限期

買回係約定出賣後，任一方當事人均得終止有價證券之買賣

契約，將有價證券歸還出賣人；期間買回係約定得於超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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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特定期間內買回；另有所謂「反向買回契約」（Reverse
Repo），係指出賣人與買受人約定，買受人得在特定時點以

特定價格，將當初向出賣人所購買之有價證券，要求出賣人

加以買回，乃係出自買受人觀點之買回契約37；二、出售後

買回（Sell/Buy Backs）：與買回契約類似，出賣人先出售有

價證券，並由買受人付清價金，並安排出賣人於嗣後特定時

點以特定價格買回同一有價證券；與買回契約不同者，係買

回契約係單一交易行為，出售後買回係兩個交易行為，又買

回契約需有一主協議（Master Agreement），而出售後買回則

無庸另行特定締約；買回契約與出售後買回，兩者實益相

同，後者僅係在法律限制前者時，所採之一種規避手段38；

三、有價證券之借貸（Securities Loan），亦即出借人將特定

有價證券借給借用人，借用人應於約定之日期交還該有價證

券，而借用人會支付一筆費用給出借人，做為借用期間使用

該有價證券之對價，與買回契約不同者，係有價證券之借

貸，係借用人向出借人借用，而非購買39；四、衍生性金融

商品（Derivatives）之交換契約（Swap）：交換契約係指金融

工具間的互換，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定義，金融交

換係交易雙方在一定期間內，交換不同標的物之現金流量協

議，從事交換交易之目的，在於此交易之雙方均能從中獲得

其所希望之利益，不外是減少資金成本、降低財務風險、增

加資金籌措來源及最適化公司資產負債結構等；交換契約之

基本結構，包含交易雙方同意在特定期間內交易之標的物名

目本金，名目本金可為相同或不同之幣別與工具；由於交易

37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Cross-Border Securities Settlements,
Report prepared by the Committee o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 of the central
banks of the Group of Ten countries, Basle, Glossary, p.40-42（March 1995）.
38 R.D. Guynn/N.J.Marchand, Transfer of Pledge of Securities held through
Depositories, in：Hans van Houtte（ed.）, The Law of Cross-Border Securities
Transaction, London, p.54（1999）.
39 R.D. Guynn/N.J.Marchand, supra, 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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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之需求不同，因此交換契約多透過仲介經紀商居間撮

合，初期交換契約係針對個別客戶需要量身訂作，為避免交

易糾紛，國際間於 1985 年成立了國際交換暨衍生性商品協

會（International Swap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 ISDA），嗣

後並公布了 ISDA 標準化交換契約。就有價證券而言，交換

契約通常自 1 年至 3 年不等，由需求者支付供給者固定或浮

動利率，供給者則將特定有價證券移轉予需求者，使需求者

在交換契約期間內享受該有價證券之權益40。

由此可知，有價證券之移轉，不僅指其所有權之買賣及

其權利之終局移轉，尚包括許多金融商品之交易形態，其中

許多實質上已係設定擔保之行為。從而，移轉與設定擔保之

內涵並非完全相同，但有許多重疊。

第二款 設定擔保

設定擔保後，擔保權利人具擔保利益（ Security
Interest），在此，“Security”並非指有價證券，而係指擔保。

美國統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第 1-201（37）
條將其定義為「一種對財產之利益，用以擔保給付或履行之

義務」。如以有價證券設定擔保，則設定擔保人仍為有價證

券之所有人41。

英美法上之之擔保（Security），包括人之擔保（Personal
Security）及物之擔保（Real Security），人之擔保係債權人獲

得對債務人外之人訴訟之權利，包括保證（Guarantee）、補

償（Indemnity）及共同契約（Joint Contract）；物之擔保分占

40 Kenneth Kettering, Repledge Deconstructed, 61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aw
Review, p.45（1999）.
41 Christophe Bernasconi, The Law Applicable to Dispositions of Securities Held
Through Indirect Holding Systems, First Secretary at the Permanent Bureau, p.6
（November 2000）.



39

有性擔保（Possessory Security）及財產權益擔保（非占有性

擔保, Non-Possessory, Proprietary Security），占有性擔保係指

債權人有權保留對財產之占有，直至債務獲得清償為止，包

括留置（Lien）及質押（Pledge）；留置指債權人在債務獲得

清償前，僅能占有動產或文件，但無權將之出售，而質押係

指債權人有權占有擔保物，在債務人違約時，更有權出賣擔

保物42；另財產權益擔保，包括抵押（Mortgage）及財產負

擔（Charge），抵押指債務人將其財產所有權移轉給債權人，

並約定在債務人清償後，再歸還債務人該財產之所有權；財

產負擔，係指經債權人及債務人雙方不拘任何形式之協議，

即可賦予債權人對債務人財產出售之所得，具優先受償等權

利；財產負擔又分固定之財產負擔（Fixed Charge）及流動之

財產負擔（Floating Charge），前者指債務人之財產雖未設定

擔保，但非經債權人事先同意，不得就該財產進行任何交

易，而後者指在該擔保具體化確定（Crystallise, 結晶）前，

債務人仍有權就其財產進行處分或為正常之交易43。在此

Crystallise（結晶）一字，係英式用法，而非美式用法之

Crystallize，用以彰顯 Floating Charge 係英國法上之概念，為

美國法及多數歐陸國家所無44。

英美法上之擔保，另一區分方法，可分為真正擔保（Real
Security）及準擔保（Quasi-Security），其差異在於設定擔保

是否為要式行為 45，真正擔保為要式，共可分為質押

42 質押之標的，原限於有體物，但由於使用「有價證券之利益」（Securities
Interests）在國際間可能產生混淆，因此在討論海牙證券公約時，有學者將質押
之客體擴張於對於無體物之利益，甚至包括固定之財產負擔。參見：Richard Potok,
The Hague Securities Convention-closer and closer to a reality,15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law and practice, p.207 Note 10（2004）.
43 John Stevens＆Robert A. Pearce, Land Law, London：Sweet ＆ Maxwell Press,
p.368（1998）.
44 James J Fawcett, Shares and Other Securities in the Conflict of Laws, Oxfor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Se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57（2003）.
45 WJ Gough, Company charges , p.3-4（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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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dge)、留置權(Lien)、抵押(Mortgage)46及負擔(Charge) 47四

種48，其中真正擔保中之「負擔」，係指前述流動之財產負擔。

至準擔保，則係在法律規定之外設定擔保，債權人因此得在

債務人破產時，取得某種程度之優先受償權，例如︰附條件

買賣、買回權等49。

由以上所述可知，有價證券在英美法上，可為物之擔保

之標的，其種類多樣，但在我國法上，有價證券設定擔保，

依物權法定主義（民法第 757 條），僅權利質權一種（民法

第 900 條）50。但關於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案件，如準據法

最後選定為英美實體法，則仍需承認並適用我國法律所無之

46 抵押又可分為真正抵押（Real Mortgage）、衡平抵押（Equitable Mortgage）及
法定抵押（Statutory Mortgage）。真正抵押必須將抵押標的物移轉與債權人，近
年真正抵押已漸稀少，間或出現於公司股票，土地之真正抵押則已被法定抵押所
取代︰衡平抵押則不移轉抵押標的物之所有權，僅移轉相關文件，例如︰移轉土
地所有權狀或有價證券之實體權利證書；法定抵押權則係法律特別規定某些特定
物之抵押權設定方式，原則上係針對土地、航空器及船舶；無論如何，抵押均無
庸移轉占有與抵押權人，仍由抵押人或債務人占有該抵押標的物，參見：維基線
上百科全書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curity_interest（最後上網時間：2007 年
12 月 25 日）。
47 Charge 亦為一種財產擔保，擔保權人可在設定擔保人即債務人債務不履行
時，出賣擔保物以受償其債權，而債務人未被索償時，仍得繼續占有及使用擔保
財產。參見︰http://www.gillhams.com/dictionary/18.cfm（最後上網時間：2007 年
12 月 25 日）。
48 RM Goode, Legal problems of credit and security , p.10（1998）；Bell, Modern law
of personal property, p.202-203（1989）.
49 參見：維基線上百科全書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curity_interest（最後上
網時間：2007 年 12 月 25 日）。
50 依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第 30 條之 1 規定，我國有價證券之設
質，需登載於客戶帳簿、參加人存摺及集中保管事業。最高法院 60 年臺上字第
4335 號判例：「依民法第 902 條規定，權利質權之設定，除有特別規定外，應
依關於其權利讓與之規定為之。此為質權設定之通則，對債權質權及證券質權俱
有其適用，上訴人雖主張其依民法第 908 條證券質權設定之要件，其出質人已將
被上訴人公司發行之記名股票交付於上訴人，並依背書方法為之，但關於公司法
第 165 條第 1 項對記名股票轉讓之規定於設定權利質權自亦有其適用，故非將質
權人之本名或名稱記載於股票，並將質權人之本名或名稱及住所記載於公司股東
名簿，不得以其設質對抗公司」，故依最高法院見解，股票設質係屬權利質權，
非登載於公司股東名簿，不得以其質權對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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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其他擔保權利類型。

第三項 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方式

處分行為之方式，係指其有何要式51。以不動產物權之

移轉或設定為例，依民法第 760 條之規定，應以書面為之。

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方式，係指其移轉或設定擔保等行為之

要式。茲就我國傳統與實體權利證書相結合之有價證券，以

及經由劃撥帳戶轉讓之有價證券，分敘如次：

第一款 傳統與實體權利證書相結合之有價證券

就傳統與實體權利證書相結合之有價證券而言，其轉

讓，應依民法第 761 條規定交付其權利證書，另參照民法第

723 條之規定，取得有價證券之權利證書始取得其所有權，

因此其處分行為之方式係交付。

另就設定質權而言，依民法第 900 條規定，可讓與之債

權及其他權利為標的物之質權，為權利質權，依民法第 908
條之規定，質權以未記載權利人之有價證券為標的物者，因

交付其有價證券於質權人，而生設定質權之效力，以其他之

有價證券為標的物者，尤其係指記名有價證券，則應依背書

之方式為之，始生設定質權之效力，其中關於股票之設質轉

讓，尚需依公司法第 165 條第 1 項之規定，將受讓人之姓名

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公司股東名簿，否則不得對抗

發行股票之公司。因此，其處分行為需以交付方式為之，並

視有價證券之種類，依法另需以背書或登記等方式為之。

51 劉鐵錚、陳榮傳，前揭書，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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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經由劃撥帳戶轉讓之有價證券

就現代集中保管、經由劃撥帳戶轉讓之有價證券而言，

其設質之交付，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第3項之規定，得以帳

簿劃撥方式為之。依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第

3條規定，證券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檯

中心）、證券商及證券金融事業等中介機構，辦理有價證券

買賣之集中交割，應以帳簿劃撥方式為之，為辦理帳簿劃

撥，證券交易所、櫃檯中心、證券商及證券金融事業應於保

管事業開設保管劃撥帳戶，成為參加人，參加人辦理以有價

證券為設質標的之設質交付，得以帳簿劃撥方式為之，而發

行人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無實體有價證券，應於保管事業開

設保管劃撥帳戶，成為參加人，依該作業辦法第6條規定，

保管事業應設置參加人帳簿，該帳簿除應記載參加人名稱、

所在地及營利事業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外，就參加人送存之

有價證券，應記載參加人自有部分、客戶所有部分、待交割

部分、設質部分及登錄部分之別、有價證券種類、數量及發

行人之名稱、有價證券數量之增減及其事由、有價證券為信

託財產者，應為必要之記載，以及其他必要事項，待交割部

分，係指參加人辦理當期買賣交割應交付其他參加人或客戶

之有價證券，依該作業辦法第8條規定，客戶之有價證券經

參加人依法令規定送存保管事業，其未在該參加人開設有價

證券帳戶者，應於申請領回、賣出或以該有價證券為設質標

的時，應補辦開戶手續，又依同作業辦法第30之1條規定，

客戶以集中保管之有價證券為帳簿劃撥辦理設質交付時，應

提示存摺，並以原留印鑑或簽名為劃撥確認，由參加人登載

存摺及於客戶帳簿為必要之記載，再將客戶應撥付質權人之

有價證券通知保管事業，保管事業接獲參加人之通知，應即

自出質人之參加人帳簿客戶所有部分，如數撥入質權人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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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人帳簿之設質部分，亦即將系爭有價證券，自出質人在其

直接中介機構之有價證券劃撥帳戶，劃撥轉入質權人於其直

接中介機構之有價證券劃撥帳戶內，如參加人係以自有之集

中保管有價證券為帳簿劃撥辦理設質交付，亦即客戶之直接

中介機構，將其客戶存於其設置有價證券劃撥帳戶內之有價

證券設定質權時，應通知集中保管事業，如數自其參加人即

該直接中介機構在集中保管機構所設帳簿之客戶自有部

分，撥入該直接中介機構（即質權人、參加人）在集中保管

機構所設帳簿設質之部分。復依同作業辦法第30之2條規

定，以帳簿劃撥辦理質權設定之集中保管有價證券，質權消

滅時，由質權人之參加人通知保管事業，自其參加人帳簿設

質部分，撥入出質人之參加人帳簿自有或客戶所有部分；出

質人之參加人並應於其客戶帳簿為必要之記載，另依第30之
5條規定，發行人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有價證券者，應編製

帳簿劃撥交付有價證券名冊之電腦媒體，連同該次發行有價

證券之相關證明文件，於帳簿劃撥交付日前送交保管事業，

保管事業依前項帳簿劃撥交付有價證券名冊之電腦媒體所

載，於交付日撥入客戶於參加人開設之帳戶；證券所有人未

於參加人開設帳戶者，其帳簿劃撥交付之有價證券登載於保

管事業之發行人帳簿之登錄帳部分，保管事業辦理帳簿劃撥

交付後，即於參加人帳簿為必要之記載，並通知各該參加

人，由各該參加人於其客戶帳簿為必要之記載，而有價證券

之所有人，應先於參加人處開設帳戶並於依保管事業之規定

辦理有價證券轉帳至其帳戶後，始得辦理有價證券領回、賣

出及設質等帳簿劃撥作業。由此可知，就現代集中保管、經

劃撥帳戶所有之有價證券，其移轉或設定質權，係以帳戶劃

撥之方式為之。

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方式，攸關該處分行為是否有效，

應屬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要件，故應屬廣義有價證券處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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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內涵，滿足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方式，始得進一步討論

何人對該有價證券具有優先權，故本論文所稱之「有價證券

處分行為」，乃包括其處分行為之方式，另參酌後述之

Macmillan 案，亦可知外國討論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亦包括

其方式（交付、登記等）在內。

第三節 有價證券處分行為傳統之準據法其及缺失

第一項 傳統準據法之規定

就一般國際私法案件而言，涉及外國人或外國地之案

件，為涉外案件52，而應適用國際私法。有力學說，則提出

以「國際民商法律關係」取代「傳統涉外私法案件」，以四

元論即權利主體、權利客體、得喪變動之法律事實、救濟等

四元素涉外因素，取代傳統二元論（外國人及外國地）53。

但就有價證券之處分行為而言，海牙證券公約第 3 條規定本

公約適用於選用準據法之所有具體個案54，海牙證券公約之

官方註釋書因此認：除非所涉案件絕對毫無涉外成分（涉外

成分例如：當事人所在地、有價證券交易之利害關係人、行

為人、有價證券所在地、有價證券發行人所在地、準據法條

款所在地或其他涉外因素），即應適用海牙證券公約55。本論

文亦認，判斷有價證券處分行為是否為涉外案件，不宜再以

一般國際私法案件之判斷標準，而宜儘量放寬涉外案件之認

52 馬漢寶，國際私法總論，臺北︰著者自版，1990 年 8 月，頁 2。
53 賴來焜，當代國際私法學之基礎論，臺北：學林出版社，2001 年 1 月，頁 57
以下。
54 Article 3 Internationality,“This Convention applies in all cases involving a choice
between the laws of different States.”
55 Roy Goode, Hideki Kanda, and Karl Kreuzer, Explanatory report on the Hague
conven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certain rights in respect of securities held with an
intermediary, Permanent Bureau, p.48-56（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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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避免過度擴張本國法之適用，以求與國際接軌，俾利國

際間之判決一致。

就我國而言，民國7年8月5日公布法律適用條例，證諸

當時環境，此一法規制定，毋寧在表示我國收復司法權之決

心，而未必為應付實際上之需要56，嗣後民國42年6月6日公

布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0條第1、2項規定：「關於物權

依物之所在地法（第1項）。關於以權利為標的之物權，依

權利之成立地法（第2項）」，其草案說明略以：「關於物

權之性質、範圍，及其取得、設定、變更喪失諸問題，無論

其為動產或不動產，咸依其所在地法，是為晚近之通例，蓋

以物之所在，恆受所在國領土主權之支配，而所在地法關於

物權之規定，又多涉及當地之公益，當事人服從其規定，不

僅為情勢所必需，且最足以保全其私人法益」，「第二項屬

新增，凡以權利為標的之物權，通稱為準物權，與一般以物

權為標的之物權，未可同視，關於何者為其物之所在地法，

苟非有明確之標準即難以判定，本項認為應以權利之成立地

為準，良以權利成立地，與權利之關係最為密切，該權利可

否為物權之標的，自應依該地之法律決定之」57，故由立法

理由可知，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0條第1項所稱之「物

權」，應指動產及不動產，而同條第2項所稱之「以權利為

標的之物權」，應係指「準物權」或「權利物權」58。有價

證券既有物權及債權之內容，已如前述，則依現行法，有價

證券之處分行為，應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0條第1、2
項之規定。向來認為：權利之準物權，與一般有體物之物權

最大之差異，在於其客體並無確定之所在地，例如權利質權

56 馬漢寶，前揭書，頁 11
57 立法院公報，第 11 會期，第 8 期，1953 年 5 月 22 日，頁 46、47。
58 存於權利之上者，稱為權利物權（權利上物權，財產權上物權），權利質權屬
之，參見：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臺北：著者出版，1995 年 9 月，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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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客體，乃抽象之債權或其他權利，自無所在地可言，苟非

有標準，即難以判定其物之所在地法，且權利之成立地法與

權利之關係最為密切，該權利是否得為（準）物權之標的，

自應依該地之法律，而權利物權之設定，與為標的物權利之

性質或效力有關，另一方面亦為該權利之處分問題，為保護

交易安全，似宜改依該權利本身之準據法59。

有價證券之權利，可能為債權，例如：票據或其他有價

證券，其代表某種型態之抽象「請求權」，得請求特定對象

為一定給付之權利60，故為「債權」，其處分、移轉等，即為

「權利物權」，有價證券亦可能為物權（如載貨證券、不動

產證券化之證券），則關於有價證券之處分，依現行法即須

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0條第1、2項之規定。倘係如

此，則對於物權之有價證券而言，其物權實體所在地即為涉

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0條第1項所稱之「物之所在地」，而對

於債權之有價證券而言，其「權利成立地」則為其債權證書

作成地或債權證書交付地。

民法上之有價證券，係著重於其要式或實體，強調有價

證券之行使及轉讓，須以有價證券實體權利證書為之，已如

前述，而證券交易法上之有價證券，則注重其投資性，因證

券交易法之立法目的在保障投資、發展國民經濟（證券交易

法第 1 條參照），故凡具有投資性質者，即因其出資與經營

分離，而有保障投資之必要性，從而成為證券交易法上之有

價證券，另特別法亦有其規範。然無論如何，有價證券之內

涵，可能為債權、物權，而現行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10
條第 1、2 項之規定，依其文義，應適用於所有定義及內涵

之有價證券處分行為，包括民法、證券交易法及其他特別法

上之有價證券。即使有價證券本身為債權，例如固定收益債

59 劉鐵錚、陳榮傳，國際私法論，臺北：三民書局，2004 年 3 月，頁 371、372。
60 王文宇，前揭書，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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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之有價證券，關於該有價證券之內容，故有可能適用涉外

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6 條之規定，但該有價證券之取得、設定、

喪失、變更等處分行為，仍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10
條第 2 項之規定，因此就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議題而言，並

無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6 條與第 10 條競合之問題。

另關於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方式，因處分行為亦屬法律

行為之一環，故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5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依該行為所應適用之法律，但依行為地法所定之

方式者，亦為有效，又有價證券如為物權者，其處分行為之

方式，應依物之所在地法。至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行使或保全票據上權利之法律行為，其方式依行

為地法」，「行使與保全票據」，係票據法第 20 條61所使用之

名詞，票據權利之行使，係指票據權利人對票據義務人（如

匯票之承兌人）或票據關係人（如匯票或支票之付款人）主

張其權利之謂，例如：匯票或支票之執票人對付款人請求付

款、票據權利人喪失票據時通知匯票或支票之執票人對於付

款人請求付款、票據權利人喪失票據時通知匯票或支票付款

人或本票發票人止付等；票據權利之保全，指票據權利人以

確保其權利為目的，採取法律規定之程序或方法之謂，例

如：票據權利人為中斷其付款請求權或追索權之時效為目

的，對票據債務人請求或起訴，票據權利人對執票人之權利

有爭執時，依督促程序聲請假處分執票人之票據上權利等，

票據權利之行使與票據權利之保全，觀念上雖係兩事，但有

部分係相重疊，例如：本票執票人對發票人請求付款，固為

票據權利之行使，但如未獲發票人付款，請求付款之事實，

61 票據法第 20 條：「為行使或保全票據上權利，對於票據關係人應為之行為，
應在票據上指定之處所為之，無指定之處所者，在其營業所為之，無營業所者，
在其住所或居所為之。票據關係人之營業所、住所或居所不明時，因作成拒絕證
書得請求法院公證處、商會或其他公共會所調查其人之所在，若仍不明時，得在
該法院公證處、商會或其他公共會所作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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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足生中斷時效之效力，是亦為票據權利之保全62。因此票

據之行使與保全，偏向於票據債權行使之層面，並非著重於

有價證券之支配權、支配關係或有價證券取得、設定、喪失

或變更等，故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5 條第 3 項，並非本論

文之範疇。

第二項 缺失之浮現

英美法上對於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準據法，自 1890 年

英國上議院 Colonial Bank Ltd v. Cady and William, London
Chartered Bank of Australia v. Cady63一案後，超過 100 年均無

實務案例。直至 1996 年 Macmillan Inc v. Bishopsgate
Investment Trust plc64（以下簡稱「Macmillan 案」）以及 1997
年之 Re Harvard Securities Ltd, Holland v. Newbury65一案（以

下簡稱「Re Harvard 案」）後，傳統準據法是否妥適，始引起

廣泛討論，最後引起海牙證券公約之誕生。其討論之過程，

是一部活生生之教案，使得哪些有價證券需另行特別規定其

準據法，以及其較為妥適之準據法為何等問題，逐漸浮出，

終至明朗。茲敘述如次：

第一款 Macmillan 案

Macmillan 係一美國德拉瓦州公司，由 Robert Maxwell
所間接掌控。Macmillan 擁有紐約 Berlitz 公司大部分股權。

在 Maxwell 指示下，Macmillan 公司之 Berlitz 公司之股票，

62 曾世雄、曾陳明汝、曾宛如，票據法論，臺北：著者發行，1998 年 5 月，頁
111、112；施文森，票據法新論，臺北：著者發行，1995 年，頁 58-61。
63 （1890）15 AC 267.
64 （1996）1 WLR 387.
65 （1998） BCC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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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告知亦未得到 Macmillan 公司同意之情形下，被移轉給

Bishopsgate Investment Trust plc（以下簡稱「Bishopsgate 公

司」），而登記以 Bishopsgate 公司為名義上之股票所有權人，

嗣後該股票更被用以擔保 Maxwell 個人向 3 家金融機構之借

款，而貸款之金融機構分行及貸款並供擔保人，均在英國倫

敦，本案訴訟之爭點厥在於：Macmillan 公司對於 Maxwell
無權處分之股票，是否還保有權利？其權利是否得對抗該 3
家借款給 Maxwell 之金融機構？

雖然爭點相同，但 3 家金融機構最後所獲致之判決有

異，其原因在於，Macmillan 公司之 Berlitz 公司股票，大部

分係存放於 Depository Trust Co.（DTC,美國之有價證券集中

保管機構），其餘股票，由 Bishopsgate 公司將其權利證書存

放於英國，以供擔保。最後，所有 Macmillan 公司之 Berlitz
公司股票，均被登記為該 3 家金融機構或其指定人之名義，

股票登記機關係在美國紐約，登記完畢後，該 3 家金融機構

始被通知 Macmillan 公司已向 Bishopsgate 公司提出返還股票

之訴訟，而在本案訴訟期間，該 3 家金融機構均將系爭股票

出賣。

本案在第一審時，Millett 法官適用交易行為地法（the
Law of the Place of the Transaction, lex loci actus）為準據法，

在本案其認係股票登記地，並認本案為股票所有權（Title to
Shares）之問題，但上訴法院（The Court of Appeal）則認此

非股票所有權之問題，而採物之所在地法（the Law of Their
Situs, lex situs）。上訴法院認本案之爭點，在於 Macmillan 公

司與該 3 家金融機構間，何人有優先權（Priority），該 3 家

金融機構主張善意取得（Bona Fide），而 Macmillan 公司則

主張其具衡平保障之利益（Equitable Interest）之地位。本案

爭執之原因，在於紐約州法與英國法內容不同：一、依紐約

州所採納之美國統一商法典第 8 條規定，倘受讓人於受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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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證券時，未受通知該有價證券乃係無權處分者，無論其係

受讓該有價證券權利證書，或透過 DTC 而取得該有價證券

之權利，亦無論有無股票登記，均善意取得該有價證券，而

通知之方法，依紐約州法，並不包括「推定通知」（Constructive
Notice，例如：登記公示），亦即受讓前如有公示，仍得善意

受讓，至英國法對此則非明確；二、依紐約州法，如交付有

價證券權利證書，即屬移轉交付該有價證券，而非至股票登

記時，有價證券權利證書在紐約州法下，係屬可流通（可轉

讓）之票據（Negotiable Instrument），即使該有價證券並非

無記名證券（Bearer Securities）；然在英國法，股票登記時，

股票始完成移轉。因此，適用紐約州法或英國法，判決結果

即會有所不同。

本案上訴法院合議庭 5 位法官中有 3 位法官，均認對於

股票所有權及其優先權，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lex situs），
因其視股票與其他財產權，包括土地、有體或無體動產相

同，均一體適用物之所在地法，但 5 位法官對於何處為股票

之物之所在地，則看法分歧，究竟係在發行公司之設立地，

或股票之登記地，其中 3 位法官之多數意見，認係發行公司

設立地，但 Auld 法官則認係股票登記地，另 Staughton 法官

則未反對應以股票登記地為準。但就本案而言，此僅為法官

間之理論之爭，因本案無論為發行公司設立地或股票登記

地，均在紐約州。又一審之 Millett 法官適用股票登記地法，

其理由為股票登記地係交易行為地，交易之優先權在該地發

生，而上訴審 Auld 法官雖亦適用股票登記地法，但其理由

則認其係系爭股票移轉時，其物之所在地。另外，本案無論

係一審或上訴審法院之判決，均排除反致（renvoi）之適用。

Macmillan 案判決後，兩種國際私法權威教科書關此判

決之意見，仍屬兩歧，Dicey and Morris 認本案應採股票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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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66，Cheshire and North 則堅持本案應採發行公司設定地

法，而堅定支持本案之判決67。

第二款 Re Harvard 案

Harvard 係領有英國執照之證券交易員，其購買多種澳

洲及美國之記名股票，並將之出售予客戶，但無論股票之取

得或出售，始終以在美國及澳洲之次保管人之名義登記，其

中美國股票之部分，可由登記名義人以空白背書轉讓，轉讓

不以記名登記為必要，但未登記則不得對發行公司主張股東

權。最後澳洲股票證書保存在澳洲，而美國股票證書保存在

美國。在 1986 年時，Harvard 與客戶就澳洲及美國之股票訂

約適用英國法。當 Harvard 破產並進行清算程序，即發生問

題：究竟哪些股票係屬於哪些客戶？哪些股票仍為 Harvard
所有，而得受 Harvard 之債權人追索？

本案點出一重要關鍵：當有價證券之實體權利證書，不

再等於該有價證券時，且轉讓又無須記名時，則有價證券究

竟有無被轉讓，即發生疑義。關此，Neuberger 法官認，股票

所有權應先適用契約明示約定應適用之法律，如無該約定，

則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lex situs），因此系爭股票倘在準據

法約定前轉讓，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如在準據法約定後轉

讓，應適用約定之準據法。就澳洲股票而言，係在準據法約

定前轉讓，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即為發行公司設立地法或

66 Dicey and Morris, The Conflict of Laws, p.392（2000）。嗣後 2002 年海牙證券公
約通過後之 2004 年版本，Dicey and Morris 也僅簡略介紹海牙證券公約之存在，
並未介紹、分析或評論其內容，參見：Dicey and Morris, The Conflict of Laws,
p.285、286（2004）.
67 Cheshire and North'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970
（1999）.又筆者翻遍 2004 年之版本，仍只見作者介紹歐盟結算交割指令，並未
提及海牙證券公約，參見：Cheshire and North'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97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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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地法；就美國股票而言，無論依法院地法（lex fori）或

股票證書文件所在地法（lex situs cartae），均為英國法。本案

準據法之爭，甚有實益，因依英國法，系爭股票即使無法辨

識由何客戶取得何部分之股票，仍不能阻卻該客戶對系爭股

票之權利；反之，依澳洲法，客戶則不受保護，因 Harvard
之普通債權人仍得就系爭股票之變價索償。

第三款 小結

Macmillan 案係針對記名股票之準據法，法院判認應適

用發行人設立地法，Harvard 案則係針對無記名股票，認應

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即有價證券實體權利證書所在地法。適用

發行人設立地法，有認仍屬物之所在地法，另有認係適用新

準據法。倘依該二案所代表之有價證券處分行為傳統之準據

法，則有價證券之投資人或擔保權利人，對一籃子投資組合

之多國記名有價證券，尚需一一查詢其發行公司設立地法為

何，對無記名有價證券，竟需上天下海到處搜索，以明其有

價證券之實體權利證書，究竟存放在何方，否則實難以知悉

應適用之準據法，如受讓或擔保權益之客體，係多國記名及

無記名有價證券，則更為麻煩，此對投資人或擔保權利人而

言，實為莫大之負擔，足使跨國有價證券之交易欠缺效率，

且暗藏風險68，有價證券處分行為傳統準據法之缺失，由此

清晰可見。

第三項 需重新檢討其準據法之有價證券類型

68 Roger, J, Of Normalcy and Anomaly：Thoughts on Choice of Law for the Indirect
Holding System, Butterworth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Financial Law
（Special Supplement）, p.11（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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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所有法律規定之有價證券，均需特別規定其處分行

為之準據法，或僅部分有價證券需予以特別規定，其餘適用

向來「物之所在地法」或「權利成立地法」之傳統準據法即

可？有價證券種類繁多，因其各具特性，是以，有關準據法

之選定應有不同之考量，若無中介機構集中保管時，因涉及

社員之入社與退社，其股東權之移轉，當依公司之本國法決

定實質與形式要件69。在此，公司之本國法即為公司設立地

法，亦為傳統物之所在地法或權利成立地法之適用，由於此

為非集中保管並透過有價證券劃撥帳戶而所有其權利，此種

有價證券通常應非外國有價證券，且一次性處分此種多國有

價證券之機會不大，因此傳統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準據法，

對於非集中保管之有價證券，適用上並無不妥之處，傳統物

之所在地法或權利成立地法之準據法，並無變革之必要。

而究竟何種有價證券需重新檢討，並特別另行規定其準

據法？而區分需特別規定及不需特別規定者，其據以區分、

判別之標準或概念特徵為何？茲說明如次：

第一款 判別標準

就完全有價證券而言，有價證券權利之行使、轉讓等，

均與其權利證書相結合，如以該權利證書所在地法為準據

法，或可能不致發生重大問題，但就不完全有價證券，有時

無論有價證券如何移轉，其實體權利證書均存放於同一所在

地予以集中保管（有價證券之非移動化），有價證券之移轉、

變更或設定負擔，僅出現在相關之有價證券劃撥帳戶，甚至

有價證券之發行，根本未發行實體權利證書者（有價證券之

無實體化）；此際，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傳統準據法，即生

69 曾宛如，前揭文，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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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義。前述 Macmillan 案及 Harvard 案，正是有價證券處分

行為之傳統準據法，遭遇現代跨國有價證券之交易架構，始

生問題。傳統準據法原本所在之傳統交易架構中，例如：某

甲將支票一張交付與在國外之外國人某乙，則並不生問題。

且自金融政策之需求角度觀之，凡造成準據法事先難以

預測，致有害跨國證券交易安全之有價證券，均有必要將其

歸納成一類，而特別規定其處分行為有別於傳統之準據法。

檢討有價證券之概念特徵，發現在現代交易架構中，凡屬「以

帳簿劃撥方式交付之有價證券」70，均需特別規定其處分行

為之準據法。理由在於，凡經劃撥帳戶進行處分行為之有價

證券，則有價證券之權利人，在實務上經常即將整個帳戶內

之多國有價證券一次性處分71，以謀交易迅捷及效率，例如：

一次移轉其權利或一次將其設定擔保，倘其內容包括多國股

票，其大面額有價證券權利證書分別存放於各該國之集中保

管機構，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10 條第 2 項之規定，需

依「物之所在地」法，致需分別適用各該不同國家之法律為

準據法，準據法並非單一，且導致該多國股票之處分行為成

本增加。而該有價證券劃撥帳戶內，倘為多國債權證券，例

如：多國債券，則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10 條第 2 項

之規定，需依「權利成立地」法，則外國債券之權利成立地

70 此一文字較符證券交易法第 8 條第 2 項之文義。
71 Harry C. Sigman , The Convention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Collateral-Taker,
in：立教大学ビジネスロー研究所, 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ハーグ証券決済拠法条
約」，p.3（October 12, 2004）。本文作者係美國加州律師，係海牙證券公約美國 6
人代表團唯一之律師，其曾主導美國統一商法典第 9 條之修正，並獲加州律師公
會終身成就獎，另其每年主持歐盟贊助之歐洲法律學院法律研討會，專門講授本
論文之有價證券處分行為準據法議題（Security Rights in Movable Property in
European Private Law ）， Harry C. Sigman 之 背 景 資 料 詳 參 ：
http://calbar.ca.gov/calbar/pdfs/sections/buslaw/award-of-achievement_2005_harry-si
gman.pdf，關於前述歐洲法律學院法律研討會之相關介紹資料等，則請參照：
http://www.era.int/web/en/resources/5_1796_3151_file_en.4676.pdf）（最後上網時
間：2007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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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是否為該債券權利證書之發行、交付或集中保管地？

或其發行人所在地？如在投資組合之分散風險考量下，在同

一劃撥帳戶內，可能有數十國之債券，其發行人分散於數十

國家，則是否因此可解釋成其權利成立地分散於該數十國？

是否因此需同時適用該數十國之準據法？尤其各國有價證

券已盛行無實體發行，不同之法官或有不同之看法，猶如本

論文前舉之 Macmillan 案及 Harvard 案，學說更見歧異，致

使其結果難以預測，致有害交易安全。

職故，凡「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之有價證券」，均需重

新檢討其處分行為之準據法，以避免處分有價證券之準據法

分散而不易確定，致產生連鎖效應之系統性風險。亦即此等

有價證券，其處分行為之準據法，常為交易相對人（尤其係

有價證券之受讓人及擔保權利人）事先所不易查知，且在投

資組合之考量下，常分散於多國，即有必要特別為其規範「單

一固定」之準據法，使交易相對人得預見、事先計算其成本

並規劃其商業行為，以避免系統性風險，從而自金融政策觀

點，需重新檢討其處分行為準據法之跨國有價證券，應為透

過有價證券劃撥帳戶而為其處分行為者，「以帳簿劃撥方式

交付」，因而成為此類有價證券之特徵，於規範有價證券之

準據法時，應強調需特別另行規範具有此一特徵之有價證

券，而將其餘並無必要另行特別規範其準據法之有價證券，

亦即適用傳統「物之所在地法」或「權利成立地法」，即可

保障交易安全之有價證券，排除於此特別規範之範疇以外。

蓋因，倘非「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之有價證券，通常即應

為實體發行者，具有價證券證書之實體，例如：外國支票，

其權利之移轉及設定擔保，祇要將有價證券之實體證書「交

付」即可，其實體證書何在、權利成立地何在，均易於確定，

故其處分行為之相對人，較無庸擔心其處分行為之效力問

題，自然較少爭議。而即使爭議發生，由於亦易於判斷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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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或權利成立地，且交易上較少一次大量處分，故不易產

生系統性風險，因此依舊適用傳統「物之所在地法」或「權

利成立地法」即可。

第二款 應適用特別準據法之有價證券

各國關於有價證券之定義及內涵不盡相同，且對於何種

有價證券係「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者，認定上恐未盡一致。

但祇要具有此概念特徵者，無論國內、外發行之有價證券，

均有適用特別準據法之必要。以下僅就我國「以帳簿劃撥方

式交付」之有價證券，例示說明。

第一目 證券交易法上之有價證券

依證券交易法第8條及第43條規定，證券交易法上之有

價證券，其中以帳簿劃撥方式設定質權者，不適用民法第908
條「質權以無記名證券為標的物者，因交付其證券於質權

人，而生設定質權之效力。以其他之有價證券為標的物者，

並應依背書方法為之」之規定，不以交付有價證券實體之方

式處分該證券，而係以帳簿劃撥為處分行為；因此，證券交

易法上之有價證券，倘為「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者，即需

適用特別準據法。倘非「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者（我國現

今之集中保管帳戶劃撥制度，並非強制性），即使其具投資

性，而受證券交易法所規範，仍非應特別規定其新準據法之

有價證券，亦即，應特別規定其新準據法之有價證券，與證

券交易法上之有價證券，有許多重疊之內涵，但範圍不完全

相同，尚難謂應特別規定其新準據法之有價證券，即係證券

交易法上之有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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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其他相關之規定

與有價證券之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有關之規定，包括：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10條72、第77條73、外

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10條74、臺灣證券

集中保管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交換債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

業配合事項肆75、臺灣證券集中保管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國際

債券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參76、臺灣證券集中保管股份有

72 「發行人於辦理現金增資或發行公司債而製發股款或債款繳納憑證時，除不
印製實體者外，應於交付前先經簽證機構依公開發行公司發行股票及公司債券簽
證規則辦理簽證。在公司登記之主管機關核准變更登記前，得憑經申報生效或申
請核准辦理現金增資或發行公司債之文件及收足股款或債款證明，作為辦理簽證
之依據（第 1 項）。前項股款或債款繳納憑證之製作，除不印製實體者外，得以
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之最低成交單位印製，亦得另製單位數空白
之股款或債款繳納憑證，以利認股人或應募人對畸零單位之股票或公司債券請求
製發（第 2 項）。股款或債款繳納憑證，除不印製實體者外，須載明申報生效或
申請核准發行新股或公司債之日期、文號，亦得於申報生效或申請核准前印製，
俟申報生效或申請核准後再以印戳加蓋申報生效或申請核准之日期、文號（第 3
項）。有價證券之發行，依本法第 8 條規定不印製實體者，免依公開發行公司發
行股票及公司債券簽證規則辦理簽證（第 4 項）。依本法第 8 條規定以帳簿劃撥
方式交付者，於發行或註銷時，應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相關規定辦理（第 5 項）」。
73 「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無償配發新股或減少資本，應依照下列規定辦理：二、
於經濟部核准公司發行新股變更登記核准函送達公司之日起 30 日內，依公開發
行公司發行股票及公司債券簽證規則辦理簽證，對認股人交付有價證券，並應於
交付前公告之。但不印製實體有價證券者，免依公開發行公司發行股票及公司債
券簽證規則辦理簽證。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無償配發新股或減少資本，以帳簿劃撥
方式交付者，應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相關規定辦理，得不印製實體有價證券」。
74 「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經申報生效或申請核准後，應依照下列
規定辦理：二、有價證券除不印製實體者外，應經簽證。其簽證事項得準用公開
發行公司發行股票及公司債券簽證規則之規定。但發行臺灣存託憑證全數以大面
額憑證送存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採帳簿劃撥發行並限制領回者，不在此限」。
75 「肆、標的證券送存及保管作業：二、發行人非財政部者，發行人得透過帳
簿劃撥配發方式或向其往來參加人申請方式將標的證券轉帳至其開設於本公司
之保管劃撥帳戶」。
76 「肆、標的證券送存及保管作業：二、發行人非財政部者，發行人得透過帳
簿劃撥配發方式或向其往來參加人申請方式將標的證券轉帳至其開設於本公司
之保管劃撥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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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辦理跨國發行有價證券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貳77、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32條78、第34條79以及受益憑證事務

處理規則第8條80等規定。

第三目 小結

由以上討論可知，就我國而言，目前證券交易法上規定

之債券、公司股票、存託憑證、受益憑證及價款繳納憑證等，

其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者，均屬之。然證券交易法之目的在

保障投資、發展國民經濟，凡投資與經營分離，致易於滋生

道德危險之有價證券，均應為證券交易法所保障之範圍，但

並非所有證券交易法上之有價證券，均有適用特別準據法之

必要，因不見得所有「投資」與「經營」分離，而有保障投

資人必要之有價證券，均屬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之有價證

77 「貳、外國公司至國內發行有價證券（以下簡稱外國股票）一、開戶作業：
（一）本公司與外國保管、劃撥或結算機構簽訂保管契約開設帳戶，委託其代為
保管在國內流通之外國股票，並憑以辦理跨國交易及帳簿劃撥作業等相關事宜。
（二）客戶於往來參加人處開設集中保管帳戶，憑以辦理外國股票買賣、跨國交
易等帳簿劃撥作業相關事宜。二、帳簿劃撥配發有價證券作業（一）外國發行人
或其在國內之股務代理機構須與本公司簽訂約定書，委託本公司將其在國內上市
（櫃）之股票，以帳簿劃撥方式配發至國內投資人集中保管帳戶」。
78 「受益憑證應為記名式（第 1 項）。發行受益憑證得不印製實體，而以帳簿
劃撥方式交付之（第 2 項）。受益憑證事務之處理規則，由同業公會擬訂，報請
主管機關核定（第 3 項）」。
79 「受益憑證，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得自由轉讓之（第 1 項）。受益憑證之
轉讓，由受益人以背書交付，並將受讓人姓名或名稱記載於受益憑證（第 2 項）。
前項轉讓，非將受讓人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記載於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受益
人名簿，不得對抗該事業（第 3 項）。受益憑證之轉讓以帳簿劃撥或登錄方式為
之者，不適用前項規定；其帳簿劃撥或登錄之作業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第 4
項）」。
80 「經理公司募集或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得以製作受益憑證交付或帳簿劃撥
方式交付受益憑證為之（第 1 項）。前項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者，得不
印製實體受益憑證，並應依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之相關規定辦理（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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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另有認在立法上投資契約81應為證券交易法上之有價證

券。解釋論上，如認我國證券交易法第6條係採列舉方式，

並未將投資契約列入，則應認投資契約並非證券交易法上之

有價證券，如自證券交易法第1條保障投資之立法目的予以

目的論之解釋，為保障投資人，則投資契約屬證券交易法上

之有價證券82。倘採肯定說，則投資契約雖屬證券交易法上

之有價證券，但非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致無需特別規定其

有別於傳統之準據法。至民商法上之有價證券，例如：票據

法上之各種票據、倉單、提單、載貨證券等，至目前為止，

似尚非「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者，即無適用特別準據法之

必要性。

此外，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第39條第3項83、金融資產證

券化條例第19條第3項84、票券金融管理法第26條85及銀行發

81 投資契約（Investment Contract），例如：募資人將其柑橘果園之應有部分出賣，
並約定出資人可以分享柑橘園之經營利潤。祇要符合：一、必須有金錢之投資；
二、資金必須投資於一個共同事業（通常係大眾資金）；三、投資人有獲利之期
望；四、利潤之有無全然來自他人之努力等四項特徵，即為投資契約，立法上應
為證券交易法上之有價證券，因其投資人非實際經營利潤，故有保護之必要。參
見：劉連煜，新證券交易法，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3 年 3 月，頁 41 至
43。
82 民國76年10月30日財政部臺財證（二）字第6934號函：「華僑或外國人在臺

募集資金赴外投資所訂立之投資契約，與發行各類有價證券並無二致，投資人皆

係給付資金而取得憑證，係屬證券交易法第6條之有價證券，其募集發行應經本

會核准始得為之。又其募集資金之行為，如係募集基金投資於外國有價證券，則

涉從事證券交易法第18條之2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所規定之業務範圍，亦

應經本會核准」。
83 「受益證券以帳簿劃撥方式發行或交付有價證券者，得不印製實體有價證券；
其轉讓、買賣之交割、設質之交付等事項，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規定辦理」。
84 「受益證券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有價證券之發行者，得不印製實體有價證券；
其轉讓、買賣之交割、設質之交付等事項，依證券交易法或票券金融管理法之相
關規定辦理」。
85 「短期票券得以債票或登記形式發行（第 1 項）。票券商出售債票形式發行
之短期票券，應於交易當日，將債票交付買受人，或將其交由買受人委託之其他
銀行或集中保管機構保管，票券商不得代為保管（第 3 項）。前項集中保管機構
保管之短期票券，其買賣之交割，得以帳簿劃撥方式為之；其作業辦法，由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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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金融債券辦法第11條86等規定，不動產受益證券、金融資

產受益證券、短期票券、金融債券等，在我國均得為「以帳

簿劃撥方式交付」之有價證券，倘其確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

者，即有必要另行規定其特別之新準據法。

至「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之有價證券，通常係透過集

中交易市場買賣，但不完全如此，例如：私募之有價證券，

雖係「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但並非透過集中交易市場為

之87，惟因係「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故有特定訂立其新準

據法之必要。換言之，拙見以為，有必要特定訂立有別於傳

統「物之所在地法」或「權利成立地法」之有價證券概念特

徵，應為「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而非「透過集中交易市

場買賣」。

茲附帶於本章說明者，係本論文於本章係以外國判決為

例，至在我國曾發生之理律法律事務所職員劉偉杰盜賣所保

管股票案，乃涉及有價證券之無權處分，但就無權處分之效

力乙節，當事人間並無爭議，因此與本論文討論之主題並無

直接關係。根據相關新聞報導，其案情略以：劉偉杰係臺灣

知名之理律法律事務所職員，理律法律事務所於民國91年2
月間，受美商新帝公司委託保管新帝公司所有之臺灣聯華電

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聯電」）股票，雙方合約議定，

機關會商中央銀行定之（第 4 項）。以集中保管機構保管之短期票券為設質之標
的者，其設質之交付，得以帳簿劃撥方式為之，不適用民法第 908 條之規定（第
5 項）。短期票券以登記形式發行者，其買賣之交割，得以帳簿劃撥方式為之；
其發行、登記及帳簿劃撥作業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定之（第 6 項）。
前項以登記形式發行之短期票券，其轉讓、繼承或設定質權，非依主管機關依前
項所定辦法之規定辦理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第 7 項）」。
86 「依信託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之金融債券過戶信託登記，原為無記名式之金
融債券應改為記名式，並依下列規定辦理：六、以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保管之金融
債券為信託標的者，其信託之表示及記載事項，應依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
作業辦法規定辦理」。
87 證券交易法第7條第2項規定：「本法所稱私募，謂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

依第43條之6第1項及第2項規定，對特定人招募有價證券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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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新帝公司將來在臺灣出售上開股票，會先將股票匯撥到指

定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再由理律法律事務所以代理人

之身分保管，至於賣股操作，新帝公司另委託香港之證券商

負責下達賣出時機、價格及張數之指令，賣股所得價額須存

入彰化銀行新帝公司名義之帳戶，劉偉杰則係理律法律事務

所指派負責保管新帝公司集中保管存摺及印章之職員。民國

92年8月，新帝公司撥入9萬餘張聯電股票進入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之新帝公司有價證券帳戶，但入帳後，隨即遭劉偉杰以

提領現股之方式提領一空，並悉數轉入其在亞洲證券公司私

設之有價證券帳戶中，此際適逢香港券商指示下單賣出4萬4
千張聯電股票，劉偉杰唯恐東窗事發，趕緊回補4萬4千張聯

電股票回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之新帝公司有價證券證戶，扣除

此4萬4千張，尚有5萬餘張聯電股票在劉偉杰在亞洲證券公

司私設之有價證券帳戶，民國92年8月6日及9月17日，劉偉

杰陸續將之盜賣，所得30億9086萬7453元，以購買鑽石等方

式洗錢，並將其由股款交割帳戶之國泰世華銀行南京東路分

行，購入歐元轉入香港之國泰世華銀行，國泰世華銀行誤以

為臺灣、香港之「新帝公司」為同一家，即讓劉偉杰將上開

歐元轉入劉偉杰設立之香港新帝公司在國泰世華銀行之帳

戶。劉偉杰所用之方式，係先赴香港設立「新帝投資公司」，

在香港國泰世華銀行開立「新帝公司」之法人帳戶，並偽造

美商新帝公司之授權委託書二份，分別提示亞洲證券公司及

國泰世華銀行，內容係美商新帝公司授權劉偉杰全權處理美

商新帝公司股票、交割及股款提存事宜。理律法律事務所以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向該行求償

9億9000萬元，美商新帝公司則向國泰世華銀行求償30億
9086萬7453元，該行已於民國96年7月27日正式表示拒絕賠

償，並發布此重大訊息。本案另啟人疑竇者，係檢調原以為

劉偉杰盜賣之12萬1千張聯電股票，均係新帝公司所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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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後發現新帝公司僅所有其中5萬餘股，而另外7萬餘股不

知劉偉杰自何處搬來，檢警認本案疑雲重重，非外界所認知

者，將傳喚理律法律事務所高層說明88。至提供自己之身分

證、護照、戶口名簿、退伍令，供劉偉杰冒稱黃室華向臺北

縣新店戶政事務所以身分證遺失為由申請換發新身分證，並

據此申請黃室華之護照，以此方式協助劉偉杰冒用黃世華身

分出境之劉偉杰男同居人黃世華，已遭臺灣高等法院以違反

護照條例及刑法贓物罪判刑1年2月、緩刑3年確定89。

本案確屬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涉外民事案件，因涉及美

商新帝公司之股票所有權問題。惟美商新帝公司對其股票所

有權之喪失，並無爭議，因此劉偉杰無權處分新帝公司之聯

電股票部分，尚非案件爭議。又即使美商新帝公司倘主張其

仍保有遭劉偉杰盜賣之新帝公司所有之聯電股票，本案亦較

無準據法之爭議，因系爭聯電股票之發行人、集中保管機構

及有價證券帳戶均在我國，故適用我國法並無疑義。今倘美

商新帝公司係在美國之某中介機構開立有價證券帳戶，內容

有多國股票，且遭理律法律事務所在美國分事務所之職員盜

賣，致美商新帝公司主張其仍保有該無權處分之股票所有權

時，即生本論文所討論之準據法爭議。此際美國法院應會依

美國簽署之海牙證券公約，或美國統一商法典第8-110條規定

（內容均詳如本論文第五章所述），以該美國中介機構為「關

聯中介機構」，據以探尋應適用之準據法，而非同時適用該

多國股票之發行人本國法。

88 自由電子報民國 92 年 10 月 21 日、95 年 9 月 28 日。
89 臺灣高等法院 94 年度上訴字第 3627 號刑事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