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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現代跨國有價證券之交易架構

有價證券中，屬於「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者，即需特

別另行規劃與傳統準據法有別之特別準據法，以規範其處分

行為，已如前章所述。事實上，此等有價證券，正係現代跨

國有價證券交易架構下之產物。因此，在決定此等有價證券

應適用何種有別於傳統「物之所在地法」及「權利成立地法」

準據法之特別準據法前，實應先理解何謂集中保管與帳簿劃

撥？現代跨國有價證券之交易架構，究係如何運作？又現代

跨國有價證券之交易涉及哪些法律主體間之哪些法律關

係？本論文並以跨國有價證券交易最常見之跨國股票、存託

憑證及國際債券三者為例，說明其交易客體。

第一節 有價證券之集中保管與帳簿劃撥

第一項 制度之緣起

隨股票流量及籌措金額之增大，股票市場勢將形成股票

洪流股之移動與業務量之增加，故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於

證券市場逐漸擴大後，為解決每日龐大交易所引起之大量現

券之點收，搬運人力之耗費，防止有價證券之被偽造、竊盜，

並解決投資人持有、過戶與設質之不便，均先後以不同之方

式實施服務，健全市場管理，所謂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制度，

乃設立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及劃撥交割機構，於有價證券之買

賣及設質等交易時，免實際移動有價證券，而以該機構所備

置之帳簿間劃撥（轉帳）予以處理之制度，此制度之實施，

非但對於辦理交割股票、保管股票等事務之證券公司、銀行

及證券交易所等有所裨益，對於股東亦有諸如：股票之保管

簡便且安全，賣賣、設質時之股票授受既簡單又迅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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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以往在辦理過戶期間無法賣出之不便，亦可消除，對於發

行公司，則減少股票之移動，並可發行大面額股而減輕費用

負擔，因過戶減少，可望減少股票之管理費用，因加強股票

之市場功能，籌措資金之途徑將越趨擴大1。以我國而言，所

謂有價證券質權設定採用帳簿劃撥，即投資人擬將存放在臺

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之有價證券設定質權，可用

帳簿劃撥方式，將該項有價證券設定給質權人，以替代以往

必須攜帶實體有價證券交付予質權人後，方可辦理質權設定

之法定程序，一般而言，有價證券質權設定採用集中保管帳

簿劃撥之實益為：一、便利出質人及質權人辦理設質登記；

二、縮減證券商作業流程，提高辦理質權設定時效；三、簡

化發行公司作業，快速完成設質登記；四、降低實體證券移

動所可能產生之風險。而帳簿劃撥交割作業，各參與結算系

統之市場參與者，不再實際占有實體有價證券，而改以抽象

帳簿記載表彰權利，煩有關有價證券之決算、交割、過戶，

皆透過電腦作業處理，由證券商發給投資人存摺，日後只需

憑此存摺，即得以自動轉帳方式登錄買賣紀錄及辦理交割、

過戶，所有作業皆由銀行辦理，由銀行信用擔保，安全上並

無問題，買進時，投資人只需在開立帳戶有足夠之存款，應

付之股款即可直接劃撥，賣出時，證券商再委託銀行自動將

投資人應收之款項，直接撥入投資人銀行帳戶，經主管機關

核准證券商所指定之銀行，可在證券商營業所設置收付處，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保管之有價證券，其買賣之交割，得以帳

簿劃撥方式為之，市場參與者間就結算結果進行交付時，即

無須交付實體有價證券，而得以帳簿之移轉登載取代。另相

對於無實體化制度，於證券發行時，即不印製實體憑證之做

1 賴源河，有價證券集中保管與劃撥交割制度之研究（上），政大法學評論，第
32 期，1985 年 12 月，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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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分市場由於受到法律規範，或投資人接受之意願等因

素限制，仍印製發行實體證券，其帳簿劃撥，即需附有相對

之實體有價證券，以為登錄所有權之基礎，亦即市場投資

人，仍得持有實體有價證券，或象徵性保管在集中保管機

構，實施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交割時，市場參與者應先在集中

保管機構設置帳戶，將有價證券存入，辦理交割時，則以帳

上委託保管之有價證券撥付給對方之市場參與者（按：中介

機構），對方之市場參與者，倘續將有價證券委託集中保管

時，則整個交割作業將僅有集中保管機構帳簿記載之變更，

而無涉及實體有價證券之收付作業，對於有價證券交割作

業，得有效加以簡化，集中保管制度之功能，係有價證券予

以集中存放，不再移動，亦稱為「無移動化」（非移動化，

Immobilization）之集中保管體系，此項集中保管制度，雖不

若無實體化效果徹底，但對交割作業之簡化，仍有相當顯著

效果，因此世界各國實施相當普遍2。

在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常無法區分其中何有價證券

係由何人與何人交易，僅知係該市場中所有交易者該日之共

同交易後，有那些有價證券買進與賣出，甚難認定其中某公

司之某張股票係由何人出賣予何人，因此有需要將所有交易

者之有價證券集中保管，統一進行結算，如不參加集中保

管，較難進行大筆交易，因此集中保管與劃撥交割之結果，

最終有價證券僅係劃撥帳簿上之數字而已，其處分行為，亦

僅係該數字在不同之劃撥帳簿間流動，根本無涉其實體權利

證書，幾乎與現金無異，現金之流動與匯入、匯出，亦不會

有大量鈔票之提領或存入，在國際間之有價證券或現金流

動，更係如此，從而若將有價證券想像成現金，則較易理解

2 李開遠，證券管理法規新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7 年 9 月，頁
458-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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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所研究之議題，也較易尋找到妥適之準據法。

第二項 有價證券之無實體化與非移動化

有價證券之無實體化與非移動化，係現代集中保管有價

證券之特色，茲分述如次：

第一款 有價證券之無實體化

有價證券之無實體化（Dematerialization），意指將表彰

有價證券之實體權利證書去除，發行人發行有價證券，不發

行任何有價證券實體權利證書，或將既有之實體權利證書回

收，使得有價證券之交易，不再移轉交付其實體權利證書，

而僅係劃撥帳簿或電子設備之記載；有價證券之無實體化，

未必具全面性，有時發行人會發行大面額證書（ Jumbo
Certificates），以表彰特定發行人所發行之全部有價證券，該

大額證書經常係鎖在保管箱中3。例如：我國外國發行人募集

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10 條4，即係關於大面額憑證之

規定。

第二款 有價證券之非移動化

有價證券之另一趨勢，係非移動化（Immobilization），
其與無實體化之目的，均在促進交易之結算，使有價證券之

3 James J Fawcett, Shares and Other Securities in the Conflict of Laws, Oxfor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Se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95（200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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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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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無需交付實體權利證書，而實體證書常被鎖在遙遠之保

管箱中，該有價證券無論如何被交易，亦無論由何人為最終

權利人，其權利證書均登記為某保管機構（按：即為某中介

機構）之名義，該有價證券因交易致其權利人產生變動時，

發行機構無需隨時登記該有價證券最終權利變動之最新狀

況，蓋因該有價證券始終登記為某保管機構之名義，發行機

構得以減少登記有價證券最終權利人之管理成本，尤其該有

價證券之最終權利人分散於許多外國時，成本之節約更為明

顯；此外，將有價證券之權利證書鎖在金庫中，亦得防止其

因交易而遺失或被盜5。

前述權利證書始終登記為某保管機構之名義，即為間接

所有之架構（Nominee 或 Street Name），有價證券之發行機

構（發行人）與有價證券之最終權利人或所有人，並未有實

際之聯絡，發行機構無法確知有價證券之權利人為何人，更

無法以電話或書面直接聯繫，僅能透過中介於發行機構與有

價證券最終權利人間之層層中介機構輾轉聯繫，然在大型企

業之發行機構，有價證券之最終權利人較不受重視，以股票

而言，大企業之個別股東對公司經營、股票價格與公司合

併、解散等事宜影響較少，如個人所持股份多至足以影響公

司營運時，則縱採間接所有方式，事實上亦可知大股東之姓

名6。

第三款 有價證券無實體化與非移動化之差異

有價證券之無實體化與非移動化，係兩種不同之概念，

其差異為：一、有價證券之無實體化，需依發行機構設立地

5 James J Fawcett, supra, p.96.
6 賴源河，前揭文，頁 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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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並形諸於發行機構之內部文件；相反地，有價證券之非

移動化，則無需發行機構設立地法之授權，亦無需特定法律

要件，僅單純為事實上之作為；二、有價證券之非移動化本

身，並非有價證券之構成要件，其亦得為移動；反之，有價

證券之無實體化與否，其則需恪遵發行機構之設立地法；

三、有價證券之非移動化，僅存在於有價證券之間接所有交

易架構下，而為有價證券「間接所有」（Indirect Holding）之

同義詞，而有價證券之無實體化則非如此7。

第四款 有價證券無實體化與非移動化對國際私法之影響

有價證券權利證書在交易上之不便，終至其被打入冷宮

（存放倉庫、保管箱），甚至根本不曾有實體權利證書，即

使有實體權利證書，集中保管機構亦始終保管數張大額有價

證券權利證書，其代表許多發行人發行之有價證券8，或甚至

僅係保管一個有價證券之抽象概念而已，並無任何紙張或實

體證書物品之出現，造成 20 年前尚出現於英美上級審法院

之 Macmillan 案及 Harvard 案等，所適用之傳統「物之所在

地法」準據法，顯得相當荒謬。此即涉及有價證券之無實體

化與非移動化，對跨國有價證券市場之交易形態影響甚鉅，

亦凸顯科技與交易形態日新月異，國際私法之研究亦不得不

加快腳步，亦步亦趨。

第三項 各國之有價證券集中保管

茲就世界主要交易中心之美國、日本與德國之集中保管

7 James J Fawcett, supra, p.96.
8 例如：複數股票，每張表彰數股之股票，如十股股票、百股股票、千股股票。
參見：梁宇賢，公司法實例解說，臺北：著者發行，1997 年 2 月，頁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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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以及歐盟之集中保管機構加以介紹：

第一款 美國之集中保管制度

美國有關有價證券之保管劃撥制度，主要分兩大類，一

種係以股票及公司債為對象之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制度，另一

種係以國債及其他政府公債為對象之帳簿記載制度

（Book-Entry），前者股票及公司債本身並未消滅，只是被保

管於保管機構（Depository Trust Company, DTC），而依帳面

上之劃撥為權利移轉之方法，後者雖亦以帳面上劃撥為權利

移轉之方法，但係以有價證券本身消滅為目的，故二者之終

極目的不同；美國於 1968 至 1970 年代間，紐約證券交易所

每日證券交易量高達 1200 萬至 1500 萬股，至 1978 年時，

一日最高達 5000 萬至 6000 萬股，由於證券交易數增加，致

事務繁雜，導致證券業者作業上之混亂，最後僅能處理紅

利、股息分配等較重要之事務，對其他事務則力有未逮，此

現象稱為「紙張洪流危機」（Paper Crisis），因此有價證券業

者對於證券之交割業務，乃透過股票清算公司（Stock
Cleaning Corporation, S.C.C.）之劃撥交割制度加以處理，此

一制度發展成 CCI（Central Certificate Inc.），乃 1968 年由紐

約證券交易所（NYSE）之子公司 SCC 分離而設立者，其性

質，為排除證券業者間以證券移轉為目的之有價證券保管機

關，1973 年間，紐約證交所（NYSE）、美國證券交易所

（AMEX）、全美證券業協會（NASD）與紐約證券交易量大

之銀行間有一備忘錄，據此改組 CCI，另成立一限定目的之

信託公司，本質上為銀行，此即為美國最大之受託保管機構

DTC，加上經紀商與銀行之電腦系統發達，此後紙張洪流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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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不復發生9。

DTC 之運作上，係經營證券關係業務（Portfolio Service）
為有價證券保管、股息紅利之受領與支付、委任書之處理、

因公司合併或變更組織所發行有價證券之處理，其中最重要

者為依記帳方式為有價證券之轉讓交割業務，即有價證券實

際上之移動，透過「帳簿之清算」來完成，而 DTC 對受託

之有價證券不論其實質所有人，全部以 Cede & Co.之名義登

記，其性質為混合寄託，在受託機構內，所有之有價證券互

有代替性，亦因 DTC 所保管之有價證券全部為單一名義加

以登記，故對其所生之股息、紅利等，可由 DTC 全部受領

後，再將該股息、紅利存進集中保管之參加人帳戶內，參加

人即參加集中保管之機構，包括有價證券業者、銀行、清算

機構、保險公司等10。

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後，即得透過劃撥帳戶轉讓及取得，

此由美國統一商法典第 8-501 條規範有價證券帳戶及透過中

介機構取得有價證券之權利可知：「（a）有價證券帳戶係指特

定金融資產現在所在之帳戶，或將來依開立該帳戶與維持該

帳戶之人間協議，即將匯入該金融資產供開戶人行使權利之

帳戶；（b）除本條第（d）及（e）項另有規定者外，一個人

得以下列方式，經由中介機構取得有價證券之權利：（1）金

融資產經簿記劃撥匯入該人之有價證券帳戶；（2）為自他人

取得金融資產，或為他人取得金融資產，而將金融資產匯入

該他人之有價證券帳戶；（3）依法令將有價證券匯入他人之

帳戶；（c）倘符合本條第（b）項之規定，則經由中介機構取

得特定金融資產權利，即使該中介機構本身並未取得該權

9 賴源河，前揭文，頁 106-108。
10 陳錦旋，股份轉讓法律問題研究—股票集中保管帳簿劃撥制度為中心，臺北：
東吳大學法學碩士論文，1988 年 11 月，頁 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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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d）倘一有價證券中介機構為他人持有某項金融資產，

而該金融資產係登記為該他人之名義，或受該他人之指示付

款，或背書予該他人而未背書或空白背書予該中介機構，該

他人視為直接所有該金融資產，而非僅取得其權利；（e）有

價證券之發行，並非當然創設其權利」11。

第二款 日本之集中保管制度

日本於昭和 59 年（1984 年）通過「株券等の保管及び

振替に関する法律」（昭和 59 年 5 月 15 日法律第 30 号，最

改正：平成 19 年 6 月 1 日法律第 74 号），目的在追求股票

及其他有價證券之保管與清償交割之合理化，並使有價證券

之流通更為便利，此乃源於日本戰後財團解體，當時約有 150
億圓之股票流入市面，復因日本經濟急速恢復，各企業為充

實資本而大量增資，且增資所發行之大量股票，又因戰後提

倡「股票民主化」運動結果，認應由一般民眾投資購買，更

促進大量股票流入市面，以東京證券交易所為例，每日交易

11 §8-501. SECURITIES ACCOUNT; ACQUISITION OF SECURITY
ENTITLEMENT FROM SECURITIES INTERMEDIARY. (a)"Securities account"
means an account to which a financial asset is or may be credited in accordance with
an agreement under which the person maintaining the account undertakes to treat the
person for whom the account is maintained as entitled to exercise the rights that
comprise the financial asset.(b)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in subsections (d) and
(e), a person acquires a security entitlement if a securities intermediary: (1) indicates
by book entry that a financial asset has been credited to the person's securities account;
(2) receives a financial asset from the person or acquires a financial asset for the
person and, in either case, accepts it for credit to the person's securities account; or (3)
becomes obligated under other law, regulation, or rule to credit a financial asset to the
person's securities account. (c) If a condition of subsection (b) has been met, a person
has a security entitlement even though the securities intermediary does not itself hold
the financial asset. (d) If a securities intermediary holds a financial asset for another
person, and the financial asset is registered in the name of, payable to the order of, or
specially indorsed to the other person, and has not been indorsed to the securities
intermediary or in blank, the other person is treated as holding the financial asset
directly rather than as having a security entitlement with respect to the financial asset.
(e) Issuance of a security is not establishment of a security enti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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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之股票，至少達 3 億股，依日本商法第 205 條第 1 項規

定，記名股票之轉讓須以交付為之，關於有價證券自客戶至

證券公司，再由證券公司至交易所之股票帳目製作，作業程

序極為繁複，東京證券交易所為使股票流動量減少至最低，

遂將其股票集中保管於其子公司日本證券決濟株式會社，並

將交易方式改為以帳戶內劃撥方式為之，雖有成效，但非完

善，日本乃謀求立法手段一併解決所有問題，以促進國民經

濟及保障投資人，即保管劃撥制度，使有價證券之發行與流

通，更為合理化與現代化，即以證券公司、證券交易法所規

定之證券金融公司、銀行等等為參加人，在保管劃撥機關設

立帳戶，將所有股票委託保管於保管劃撥機關，並登記於帳

面上，若因買賣交易、擔保交易等情形而發生股票移轉時，

在實際運作上，並不實際交付股票，而代之以在保管機關之

帳戶劃撥為之12。

詳言之，1984 年通過之「株券等の保管及び振替に関す

る法律」（The Law Concerning Central Securities Depository
and Book-Entry Transfer；The CSD Law）即為日本集中保管

機構之基礎，同年 12 月成立財団法人証券保管振替機構，

翌年 5月，日本法務大臣及大藏大臣正式核准其為集中保管

機關，至 1991 年 10 月，其開始集中保管業務，並成為日本

唯一官方認可之集中保管機構。2002 年 6 月 17 日，日本法

務大臣及大藏大臣將財団法人証券保管振替機構公司化，並

指定其為株券等の保管及び振替に関する法律下之集中保

管機構即証券保管振替機構，其負責保管株券等の保管及び

振替に関する法律規定之有價證券，包括日本國內之有價證

券，如股票、債券、不動產投資信託證券等，直至 2007 年 7
月底，總計有 3,985 家公司同意由証券保管振替機構保管其

12 陳錦旋，前揭文，頁 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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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証券保管振替機構之參加人，係以自己之名義所有其

顧客之有價證券，參加人需在証券保管振替機構開立有價證

券帳戶，參加人包括證券公司、銀行、信託銀行、保險公司、

證券金融公司或證券交換所，直至 2007 年 7 月底，總計有

287 家參加人，而參加人之客戶在參加人開立有價證券帳

戶，並非直接與証券保管振替機構聯繫。証券保管振替機構

保管有價證券，係採混藏保管，並不區分參加人自己之有價

證券及參加人客戶之有價證券，因此証券保管振替機構認：

參加人與其所有客戶乃共有保管於証券保管振替機構之有

價證券，但參加人與其客戶之有價證券，係分屬不同之有價

證券保管，以保障客戶之權益，萬一所保管之有價證券數量

不足，依株券等の保管及び振替に関する法律，証券保管振

替機構與參加人對客戶負連帶賠償責任。至 2007 年 7 月底，

証券保管振替機構已保管 3053 億股票，百分之 81.2 之上市

公司將其股票集中保管，且証券保管振替機構保管之有價證

券中，有百分之 64.2 為無實體發行。日本之兩段式保管圖示

如次13：

13 日本証券保管振替機構（Japan Securities Depositary Center Inc.；JASDEC）官
方網占 http://www.jasdec.com/en/finance/（最後上網時間：2008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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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在學理上，為使劃撥交割制度之效果得以實現，其技

術前提，須對個別特定之證券權利，以一定之數額觀念加以

表示，並可為權利之移轉，在日本考慮者有消費寄託、信託

及混合寄託三種方式：一、消費寄託：此理論由一般股東向

參加人，參加人向受寄機關為有價證券之消費寄託，寄託人

對受寄人有返還請求權，此返還請求權之對象，並非為已寄

託之特定有價證券，而為同種類之有價證券，性質上為債權

請求權，可自有價證券帳戶上一定數額之替換，而為買賣交

易之交割；此說之根本缺點，在於寄託人僅具債權請求權，

如參加人之證券公司破產等情形，寄託人並無取回權，亦無

資格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對寄託人並無物權保護效力；

二、信託：一般有價證券權利人將其有價證券信託於證券公

司，復由證券公司以自己之名義信託於中央寄託公司，一般

有價證券權利人即為信託關係之受益人，具物權之權利，但

即使依信託法理論，有價證券帳戶上之受益權，並不能依劃

撥即可移轉，此際視同債權讓與，而需依日本民法第 476 條

為讓與通知，始具對抗要件，然倘踐行此手續，則無法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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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撥交割制度，另外，本制度亦欠缺信託所需之要件，包括

需賦予受託人管理處分財產之權限，以及受託人管理處分權

之排他性等，因此信託理論亦有瑕疵；三、混合寄託：所寄

託之有價證券權利歸屬於全體寄託人所有，全體寄託人以其

所寄託之有價證券之數量，而比例具有其持分，又因此一持

分觀念得以數額加以表示，在有價證券之權利，得以劃撥之

方式為權利移轉，依劃撥所移轉者，並非對個別有價證券之

權利，而係對混合寄託有價證券之共有持分，又共有持分之

讓與，與單獨所有權之讓與，同其方法，得以避免前述信託

方式所遭遇有關權利移轉對抗要件之困難，故日本立法之

初，即採混合保管共有權理論14。

第三款 德國之集中保管制度

德國民法第929條規定︰「移轉動產所有權，需由讓與

人及受讓人達成合意，並由所有權人將物交付予受讓人。受

讓人已占有該物者，於讓與合意時，即生效力」15，係規範

動產之移轉，例如︰有價證券實體權利證書之移轉，然此規

定對於非實體化之有價證券透過劃撥帳號移轉，無從規範，

通說認於劃撥帳戶簿記時即生移轉之效力16，依德國有價證

券寄託法（Depot Gesetz）第24條第2項規定，有價證券得經

劃撥帳戶移轉之。德國聯邦借貸登記局（Bundesschuldbuch）
係德國之其中保管機構，有價證券係集中由該局保管，並以

14 賴源河，前揭文，頁 91、92。
15 § 929 Einigung und Übergabe“ 1Zur Übertragung des Eigentums an einer
beweglichen Sache ist erforderlich, dass der Eigentümer die Sache dem Erwerber
übergibt und beide darüber einig sind, dass das Eigentum übergehen soll. 2Ist der
Erwerber im Besitz der Sache, so genügt die Einigung über den Übergang des
Eigentums.”
16 Heinsius, Horn and Than, Commentary on the German Safe Custody Act, s.13,
fn.22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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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局為受託人及登記名義人，而由有價證券之所有人所共

有，而此共有，依德國有價證券寄託法第6條規定，係虛擬

之共有。另依德國與歐洲中央銀行之協議，歐洲中央銀行得

發行無實體之電子債券，並以該行為德國之集中保管機構17。

然而，依德國之有價證券寄託法第 22 條，有價證券之

所有人及開立劃撥帳戶為其保管有價證券之中介機構間，係

德國民法第 675 條之處理事務關係，有價證券所有人實際上

係準所有權之地位，為信託之受益人，中介機構則為受託

人，有價證券所有人僅能要求中介機構返還同種類之有價證

券，中介機構依德國民法第 243 條第 1 項，所負之義務為種

類之債，而所有人透過中介機構移轉有價證券，並非使受讓

人取得該有價證券之所有權，而係將該原有價證券所有人之

讓與返還請求權（revindication）移轉予有價證券之受讓人，

讓與人及受讓人間僅為德國民法第 398 條債權讓與之關係，

總之，在德國有價證券寄託法下，有價證券所有人事實上並

非具有所有權，而僅係信託關係之受益人18。

第四款 歐盟之集中保管機構

歐盟境內主要由 Clearstream 與 Euroclear 兩大集團提供

交割與集中保管作業服務，兩集團均各擁有集中保管公司

（CSD）與國際集中保管公司（ICSD）。另北歐各國則由

Nordic 集團旗下的芬蘭 CSD 與瑞典 CSD 提供相關服務。至

有價證券權利人所享有者，究為債權或物權，端視各國法律

17 Sitzabkommen, “Law on the Headquarters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nd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Federal
Gazette, Pt II, No.51, p.2995（1998）.
18 Herbert Rogner,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the Hague Securities Convention and
German Law, 2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Law and Regulation, 7, p.369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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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歐盟之集中保管機構，僅係各國集中保管機構之再

集中保管機構。茲簡述如次19：

第一目 Clearstream 集團

Clearstream 集團為德國交易所集團之一部分，並擁有德

國與盧森堡兩地之全國性 CSD，與 ICSD Clearstream Banking
盧森堡。Clearstream International 為集團之控股公司，並在盧

森堡登記，為 2000 年時由 Cedel（位於盧森堡的 ICSD）及

Clearstream Banking 法蘭克福（德國 CSD）所合併設立。而

德國交易所最初僅持有 Clearstream International 百分之 50 股

份，但於 2002 年 7 月 11 日再取得 Cedel 公司之百分之 50 股

份，正式將 Clearstream International 納入旗下。Clearstream
International 下設有三個主要子公司：

１、ICSD

Clearstream Banking Luxembourg （簡稱 CBL）為歐盟

境內處理歐洲債券的兩個 ICSD 中的一個，並提供交割服

務。而 ICSD 也逐步增加提供給中介商的服務，CBL 同時

也提供與其他全國性 CSD、保管服務、銀行與證券融資20提

供者合作管道。

２、德國 CSD

Clearstream Banking Frankfurt （簡稱 CBF）取代原屬

19 www.euroclear.com
20 包含為交割需要提供流動性與融資交易對手，安排融資融券服務，及提供附
帶（collateral）管理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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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交易所結算部門，其營運模式為依德國法成立之銀

行，並為德國目前唯一的 CSD。

３、盧森堡 CSD

LuxClear 掌管在盧森堡登記之有價證券註冊業務，並

提供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交易之盧森堡證券之交割服務。

目前 Clearstream 最大收入來源為保管業務，依德國交

易所 2002 年報揭露，保管業務佔其總收入的 46%，其次是

佔 30%的結算與交割服務，與佔 24%的融資融券業務。CBL
係依盧森堡法律登記成立之信用機構，且 CBL 與 LuxClear
皆屬「盧森堡金融監管委員會」（Commission de Supervision
du Secteur Financier）所監管之金融機構。

（二）Euroclear 集團

自 2005 年 1 月起，Euroclear S.A./N.V.成為擁有全國性

CSD 與 ICSD 的控股公司。而 Euroclear S.A./N.V.之所有權

歸屬於依英國與威爾斯法律所成立的 Euroclear plc，
Euroclear plc 的股東也是部分被合併公司（如 Euronext、使

用 Euroclear 服務之公司）的前任股東。2005 年 3 月，

Euroclear 集團以契約方式結合法國、荷蘭與英國的全國性

CSD，以及 Euroclear 銀行（ICSD）之方式正式成立。2005
年的機構組織重組，運用控股公司架構將原本分離的

Euroclear S.A./N.V.與使用 Euroclear 服務各國 CSD 連結起

來，使他們成為姊妹公司。

茲描述 Euroclear 集團組織架構圖如次21：

21 http://www.euromoneyplc.com（最後上網時間：2007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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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uroclear 集團旗下各個公司提供下列各種不同的服

務：

１、Euroclear 銀行

為目前兩個處理歐洲債券的 ICSD 中的一個，提供債券

交易之服務。由於 ICSD 也逐步增加中介服務（Intermediary
Service）之比重，故 Euroclear 銀行另提供帳簿劃撥與有價

證券保管服務，更提供聯繫各國 CSD（包括同集團或非屬

該集團之 CSD）的中介服務。該銀行更提供系統參加人與

交割相關之銀行業務，包括徵信、證券借貸與擔保

（Collateral）管理服務。

２、Euroclear 法國為法國本地之 CSD

掌管法國境內發行有價證券之登記與交割業務。

Euroclear PLC
United Kingdom
歐洲結算機構

（依英國法設立）

Euroclear SA/NV
Brussels

歐洲結算機構（比利時）

Euroclear SA/NV
Paris 巴黎分支機構

Euroclear SA/NV
London 倫敦分支機構

Euroclear SA/NV
Amsterdam 荷蘭分支機構

Euroclear Bank
SA/NV Brussels
歐洲結算銀行
（比利時）

Euroclear France
SA, Paris

法國巴黎結算機構
CREST Co Ltd
英國結算機構

Euroclear Nederland
Amsterdam

荷蘭阿姆斯特丹
結算機構

CIK Brussels
比利時

結算機構

User shareholder
股東

Sicovam holding
北歐持股人

86.9%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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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Euroclear 荷蘭為荷蘭本地之 CSD

掌管荷蘭境內發行有價證券之登記與股票交割業務。

４、Crest Co 為英國本地之 CSD

掌管英國與愛爾蘭境內發行有價證券之登記與交割業

務。

自 2000 年 12 月起，Euroclear 在愛爾蘭政府及其中央銀

行許可下，也開始提供愛爾蘭政府公債（Gilts）交割服務。

該集團下的 Euroclear plc 為取得英國金管局（FSA）授權之

金融服務機構，而 Euroclear S.A./N.V.與 Euroclear 銀行則由

比利時「銀行與金融保險委員會」（BFIC）所監管22。至於

Euroclear 所擁有的各國 CSD，則各由其本地之金融主管機關

監管。然而，為繼續進行相關合併事宜，法國、荷蘭、比利

時、英國與愛爾蘭各國主管機關以簽訂備忘錄（MOU）之方

式建立合作監視制度。為達到合作監管之目的，訂定具前瞻

性的監管規則與監管系統之指導原則，由各國主管機關依該

原則修改本國規定，並要求 Euroclear 避免監管重複的問題。

（三）北歐集中保管機構（Nordic CSD，簡稱 NCSD）

NCSD 旗下有瑞典 CSD（簡稱 VPC AB）與芬蘭 CSD（簡

稱 APK），2004 年 11 月 VPC AB 成為原屬 OMX 集團的芬蘭

CSD 之所有人，而 OMX 目前則持有 VPC AB 公司 20%的股

22 歐洲中央銀行系統（European System Central Banks，簡稱 ECSB）與歐洲證券
法制委員會（CESR）目前正致力於發展統一之結算與交割標準，這些標準將適
用 Euroclear 及其他交割服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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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惟 OMX 有意逐步降低持股比例。據 NCSD 的資料顯示，

目前北歐市場約有 64%股權相關交易係由 NCSD 所負責。

第五款 我國之集中保管制度

我國證券交易法於民國 77 年 1 月增訂集中保管之法源

後，於民國 89 年再度修正，第 43 條第 2 項至第 6 項為集中

保管、劃撥交割之規定，第 18 條則為集中保管事業之法律

依據。行政院及主管機關依上開規定，分別訂立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管理規則（以下簡稱「管理規則」）及有價證券集中

保管劃撥作業辦法（以下簡稱「作業辦法」）。茲分敘我國之

集中保管制度如次：

第一目 集中保管與帳簿劃撥

依作業辦法第 2 條規定，集中保管之有價證券，包括上

市、上櫃與興櫃有價證券，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有價證

券，現今之集中保管機構係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集保公司」），集保公司之業務，主要為有價

證券之保管與交割、設質之帳戶劃撥，至於有價證券之結算

與交割作業，仍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與櫃臺買賣

中心為主體。參照管理規則第 11 條規定，在集保公司開戶

之參加人，包括財政部，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櫃臺買

賣中心、證券商、證券金融事業、受託保管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全權委託投資資金、境外華僑及外國人款券或外國專業

投資機構款券之保管機構、中央公債交易商、金融機構、保

險業者、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無實體有價證券之發行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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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者，而參加人並未包括投資人23，此

等參加人，除發行人外，成為發行人與有價證券所有權人間

之中介機構，客戶直接在某參加人（中介機構）開立有價證

券帳戶，而擁有某些有價證券，該中介機構因而成為該客戶

之直接中介機構，參加人則將其自己所有或客戶所有之有價

證券送存集保公司（作業辦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參照），但

參加人在集保公司之有價證券帳戶，通常會將該參加人自己

所有之有價證券，與所有客戶之有價證券，分別以不同名義

之帳戶存放，所有客戶之有價證券存於同一有價證券帳戶，

稱客戶綜合帳戶（Omnibus Customer Securities Account）24。

復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第 2、3 項規定，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保管之有價證券，其買賣之交割及設質之交付，均得以

帳簿劃撥之方式為之25，得以減少證券經紀商、證券金融事

業等每日運送大量待交割有價證券向證券交易所辦理交

割，並於交割後取回有價證券之勞繁與風險，因此即排除民

法第 908 條無記名證券之設質需交付之規定，以及公司法第

164 條記名股票須由股票持有人以背書轉讓等規定。

第二目 有價證券以擬制人名義登記

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第 5 項前段規定，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為處理保管業務，得就保管之股票、公司債以該有價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之名義，登載於股票發行公司股東名簿或公

司債存根簿，使有價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成為保管股票之形式

23 林維義，談臺灣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願景，臺北：集保月刊，第 90 期，2001
年 5 月，頁 23-34。
24 關於客戶綜合帳戶，參見：林仁光，「開放以『綜合帳戶』（Omnibus Account）
從事我國證券市場交易」，臺北：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委託，2005 年 12
月 31 日。
25 賴源河，證券管理法規，著者出版，1998 年 9 月，頁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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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此即美、日等國擬制人名義（Street Name）之作法，

俾使其所保管股票於銷除前手及過戶事項更加便利。而正因

有價證券之發行機構，平時並未登載有價證券權利取得、設

定、喪失或變更之情形，致使有價證券實際所有人或權利

人，無法隨時直接對發行機構有所請求，而需透過中介機

構，並透過在集保公司之有價證券帳戶擁有其權利，此為國

際潮流所趨。

有價證券發行公司關於該有價證券之事務，例如：股票

發行公司召開股東會、決定分派股息或紅利或其他利益，公

司債發行之公司召開債權人會議、償付本息，有價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於事前將所保管股票及公司債所有人之本名或名

稱、住所或居所及所持有數額通知該股票或公司債之發行公

司，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第 5 項後段規定，即視為已記載

於公司股東名簿、公司債存根簿，或已將股票、公司債交存

公司，不適用公司法第 165 條第 1 項、第 176 條、第 260 條

及第 263 條第 3 項之規定，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第 6 項規

定，此亦準用於政府債券及其他有價證券，例如：存託憑證

等。

第三目 混合保管與兩階段式保管架構

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第 4 項規定，有價證券集中保管

機構，係以混合保管之方式，保管送存之有價證券，由有價

證券所有人按其送存之種類、數量分別共有，於領回時，並

得以同種類、同數量之有價證券返還之，亦即混合保管之有

價證券，係由參加人或其客戶按送存數量之比例分別共有

（作業辦法第 20 條參照）。實際混合保管之情形，分為斷至

少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客戶（有價證券實際上之終局所

有人或權利人）將有價證券寄託於證券商，成立民法上之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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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關係，客戶仍保有其有價證券之所有權，實務上係由投資

人（客戶）向證券商申請開戶，簽訂保管契約、領取存摺，

委託證券商辦理買賣有價證券之帳簿劃撥、有價證券送存及

領回等手續，第二階段，係證券商即參加人以自己之名義在

集中保管事業開戶，二者間亦成立寄託關係，證券商係將其

客戶之有價證券寄託於集中保管事業，實務上係由證券商向

集保公司申請開戶，辦理代客買賣有價證券之劃撥交割，再

將投資人委託保管之有價證券辦理轉存、匯撥及領回等手續
26。

綜上所述，就我國而言，有價證券之權利，應為準物權，

而非如某些外國有價證券，可能僅為對受託中介機構之信託

關係受益人權益，或可能僅為對中介機構之請求權之債權性

質。

第四目 有價證券帳戶之管理、送存、領回及權利之行使

依作業辦法第 7 條規定，客戶將有價證券以參加人之名

義，送存保管事業集中保管者，應先向參加人申請開戶；依

作業辦法第 16 條規定，參加人送存保管事業之有價證券，

須經空白背書，並附過戶申請書；依作業辦法第 17 條規定，

參加人收受客戶之有價證券，應於當日送交集中保管事業，

但臺北縣市以外之參加人，得延至次一營業日；依作業辦法

第 21 條規定，客戶領回集中保管之有價證券，應提示存摺，

向參加人提出，參加人應將申請領回之有價證券種類及數

量，輸入電腦，通知集中保管事業，並應於當日向集中保管

事業提出申請，而依作業辦法第 32 條規定，集中保管事業

應於次一營業日，將客戶欲領回之有價證券交付參加人，又

26 賴英照，前揭書，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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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作業辦法第 13 條規定，集中保管事業應逐日與參加人核

對有價證券送存、領回及餘額之數額，對帳資料如有不符，

參加人應即時與集中保管事業共同查明錯誤原因，並更正

之。

由以上敘述可知，就有發行實體權利證書之有價證券而

言，客戶平時為有價證券之交易，得以帳簿劃撥方式為之，

其有價證券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僅係在其有價證券

劃撥帳戶之存摺上有所變動或登錄，但有價證券之所有人，

亦得領回其保管於集中保管事業之有價證券實體權利證

書，集中保管事業則應因此交付客戶同種類、數量之有價證

券實體權利證書。

第二節 有價證券之交易架構

有價證券權利人透過中介於其與發行機構間之中介機

構，而享有其對於有價證券之權利，係屬常態，中介機構所

扮演之功能，最單純者，應至少為負責保管有價證券之實體

權利證書，而中介機構可為集中保管機構、保管銀行、證券

商等，發行機構對於中介機構之需求，在於發行機構得省卻

登記有價證券名義人、推銷有價證券及股務事項處理之麻

煩，投資人或消費者需要中介機構，主要在於其需要有價證

券之銷售通路，以及需有管道暸解有價證券之公開說明書，

並享受買賣、轉讓、設定擔保之便利性，尤其跨國有價證券

之交易，投資人對外國法令規章制度及語言風情等，均不甚

熟稔，如能透過本國之中介機構交易有價證券，對投資人來

說亦多一分熟悉感與保障，而中介機構有時需透過另一中介

機構，例如：將自己持有之有價證券保管存放於他國之集中

保管機構，乃便利該有價證券在該他國之統一結算與交割，

得以省卻與該他國中之複數中介機構同時交易、結算所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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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煩瑣與不便，並建立跨國有價證券交易之橋樑。茲說明有

價證券之交易架構如次：

第一項 無中介機構之有價證券權利架構

在傳統無中介機構之情形，圖示如下︰

在傳統無中介機構之架構中，在發行人處登記為有價證

券之所有人者，係投資人，投資人直接所有（Held Directly）
其有價證券，亦即投資人對於有價證券之發行人，係所有權

（Legal Ownership）之關係，但不表示投資人因此並無主保

管機構（Lead Custodian）及次保管機構（Sub-Custodian），
只是該保管機構並非中介於投資人與有價證券之發行人之

間，投資人與保管機構間，係寄託（Bailment）之法律關係，

此寄託關係未必形諸於契約條款。投資人將其有價證券實體

權利證書（Certificate or Token）之占有（Possession）移轉與

保管機構，而由保管機構自行保管之，或由保管機構委由次

保管機構保管之，如主保管機構自行保管，則次保管機構不

投資人
有價證券發行
人（發行機構）

主保管機
構

次保管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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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而主保管機構與次保管機構間，係另一寄託關係。權

利證書上所載明有價證券之所有人，仍係投資人之名義，但

有價證書之權利始終在於投資人，保管機構僅負責有價證券

實體權利證書之存放安全，防止其遺失、被盜、受損，此不

因有價證券實體權利證書之寄託關係有無而有差別，又保管

機構經投資人授權後，為投資人之股務代理人，並依投資人

之指示，返還投資人該有價證券權利證書27。

第二項 單層中介機構之有價證券權利架構

第一款 單層中介機構之基本法律架構

單層保管（Single-Tier Custody）係有價證券之所有人透

過單一保管機構，而保有其有價證券之所有權。圖示如下：

以上為單層保管之架構。此架構係由保管機構中介於投

資人與有價證券之發行人間，其原因在於有價證券無實體化

與非移動化之趨勢，投資人藉此獲得便利28，此際投資人所

有之有價證券，甚至並未發行有價證券之權利證書實體，或

其權利證書實體係統一存放於特定之機構，有價證券權利之

得、喪、變更，均不需移動其權利證書之實體，可能僅係劃

撥帳簿上之記載，一如以存摺代表某人擁有多少現金，現金

27 A.O.Austen-Peters, Custody of Investments︰Law and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pril p.26、27、55（2000）.
28 A.O.Austen-Peters, supra, p.27.

投資人 保管機構 有價證券發行
人（發行機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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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甲移動到某乙，某甲不需把鈔票自金融機構提領而出，

再親手交給某乙，僅需赴金融機構填寫匯款單，即可完成轉

帳手續，甚至有價證券之發行，根本並無任何權利證書之實

體，亦可不具劃撥帳簿，僅係電腦網際網路上虛擬之代號及

數字；亦即，投資人初次在保管機構開立有價證券之帳戶之

後，經保管機構核對本人身分及證件無誤後，即發給投資人

一組帳號及密碼，往後投資人即可在全世界任何一角落，透

過電腦網際網路，進入保管機構之網站，以鍵盤及滑鼠操

作，處分其劃撥帳戶內之有價證券，完全不涉及任何有價證

券之權利證書實體，因此需有保管機構記錄何人所有多少數

量之有價證券，及該有價證券權利得、喪、設定或變動之情

形，並與有價證券之發行人相互勾稽，以確認上開有價證券

權利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之記錄，保管機構於是成為介於

投資人與有價證券發行人間之中介機構（ Intermediary
Custody）。

在此架構中，投資人（Investor）為有價證券之所有人，

而其有價證券係發行人（Issuer）所發行者，有價證券之發行

人，例如：公司發行股票，則該公司為其股票之發行人。投

資人係透過保管機構（Custodian）購得或買賣其有價證券，

而保管機構係介於發行人與投資人間之中介機構，投資人在

保管機構開立有價證券之帳戶（Securities Account，A/C），
保有其有價證券之所有權，投資人與保管機構間，具保管契

約（Custodial Agreement），但在發行人處登記為該有價證券

之所有人者，係該保管機構；在投資人與保管機構之間，投

資人較想建立者，係所有權關係（Proprietary Rights），而非

單純之債權關係（Personal Rights），因在保管人破產時，此

二種關係之投資人，在英美法上所受之待遇有所差別29。如

29 RM Goode, Ownership and Obligations in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103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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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與保管機構間，係信託之法律關係，則投資人為信託

人，保管機構為受託人，投資人成為信託財產（有價證券）

之受益人（Beneficiary）。投資人有權基於信託之法律關係，

要求保管機構交付、返還其所有之有價證券，但投資人更關

心者，係萬一保管機構破產時，投資人如何取回其信託財產

之有價證券，其有價證券如何與保管機構本身之財產有所區

分，但單憑投資人與保管機構間之契約關係，無法決定投資

人是否具優先受償權或取回權，此際必須仰賴法律之規定
30。然投資人與保管機構間，倘僅為單純之債權關係，則當

保管機構破產時，投資人並無優先受償權，而需與保管機構

之普通債權人共同分配受償保管機構之資產，通常投資人之

債權無法充分受償，但法律得規定保管機構之最低資本適足

標準（Capital Adequacy Standard），以儘量保障投資人獲得更

多之賠償31。

投資人與保管機構間之關係，究係所有權關係或債權關

係，亦影響投資人之債權人權益。當投資人係以其所有之有

Quarterly Review, p.433（1987）.
30 因契約僅具相對性，並非當然得對抗第三人，因此投資人即使與保管機構約
定，當保管機構破產時，投資人對於其所有之有價證券，具有取回權，或約定有
價證券交由保管機構保管後，投資人仍保有該有價證券之所有權，此種約定亦非
當然得對抗保管機構本身之債權人或該有價證券之發行人，因此需仰賴法律之規
定，以保障投資人，且為保障交易安全，避免對保管機構之交易相對人或債權人
產生不測之損害，投資人信託之有價證券，需有公示性。以我國法為例，信託法
第 4 條規定︰「以應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為信託者，非經信託登記，不得對抗第
三人（第 1 項）。以有價證券為信託者，非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於證券上或
其他表彰權利之文件上載明為信託財產，不得對抗第三人（第 2 項）。以股票或
公司債券為信託者，非經通知發行公司，不得對抗該公司（第 3 項）」，同法第
11 條︰「受託人破產時，信託財產不屬於其破產財團」，同法第 12 條︰「對信
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
之權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第 1 項）。違反前項規定者，委託人、
受益人或受託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
（第 2 項）。強制執行法第 18 條第 2 項、第 3 項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第 3 項）」。
31 A.O.Austen-Peters, supra, p.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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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證券為擔保而借貸時，貸款人即投資人之債權人，亟需暸

解其受擔保而得以變賣之擔保財產，其性質如何32。至投資

人對於保管機構，究竟具所有權之權利關係，或投資人對保

管機構僅債權關係，端視其間之約定，以及法律之內容而

定。在此所謂之英美法上之所有權，需先予理解，否則無法

判斷投資人在保管機構所保有者，究竟是否為所有權；所有

權之概念通常包括有體財產及無體財產33，一般認為其係成

熟法律制度承認對物之最大可能利益34，其具多重內涵，包

括持有、使用、管理及轉讓財產之權利，得以對抗不特定多

數人，而具對世效，例如：擁有某島嶼所有權之人，可主張

排除其他任何人之干涉，但不因此表示所有權係絕對者，其

仍有例外，例如其不可對抗善意第三人；就無體財產，如投

資人之股票，係被視為所有權35；在此所謂之所有權，係可

特定、識別並由第三人承受，亦即可轉讓之權利36。職故，

英美法上之所有權概念，幾乎與大陸法系國家之所有權之概

念相通。

第二款 投資人與保管機構間之法律關係

在單層保管架構下，投資人與保管機構間，可能具有之

法律關係，包括契約兩造當事人之關係、債權人與債務人之

關係、代理關係或信託關係等。至於投資人與保管機構間，

32 R Ryan, Taking Security over Investment Portfolios Held in Global Custody, 10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p.404（1990）.
33 WN Hohfeld,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
W W Cook, p.85-91（1964）.
34 AM Honoré, “Ownership”in AG Guest, Oxford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p.107、
108（1961）.
35 The Colonial Bank v. Frederick Whinney（1886）11AC 426.
36 AP Bell, Modern Law of Personal Property in English and Ireland, p.12-13（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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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得成立寄託關係，在英美法上即有疑義，有見解認為即

使係無體財產，亦得成立寄託37，有認寄存關係必須持有實

體之動產（Chattel）38，另有認即使該有價證券具實體權利

證書，投資人與保管機構間，亦不得成立寄託關係，因該實

體權利證書，係登記以保管機構為所有人，形式上保管機構

係保管自己之財產，而非投資人之財產，因一個人不能同時

為寄託人與受託人39，故投資人與保管機構間，不能成立寄

託關係，即使保管機構形式上登記為有價證券所有人之舉，

係為投資人之利益，從而倘有中介之保管機構存在，即不符

合寄託關係40。

如肯認投資人與保管機構間，無法成立寄託關係，則其

間應為信託關係，此際投資人對於信託之有價證券具受益人

之地位。所謂信託，一般係指受託人（Trustee）為信託人

（Beneficiary or cestuis que trust）之利益，處理受託人掌有之

信託財產（Trust Property）41。而在投資人與保管機構間之信

託關係，得表示於其間之保管契約，亦得由其他文字或事實

上之行為，顯示投資人將其有價證券移轉與保管機構，並非

出自於贈與或借貸，而得以判斷其為信託關係42。然投資人

與保管機構間倘屬信託關係，有認投資人對於信託財產具直

接所有權43，有認投資人投資人對保管機構僅具債權44，有認

37 Federal Commissioner of Taxation v. Aircraft Corporation 68 CLR 525、534
（1943）；AW Beaves, Global Custody︰A Tentative Analysis of Property and
Contract, in NE Palmer and E McKendrick, Interests in goods, P.267、274、276-277
（1993）.
38 PV Baker and PStJ Langan , Snell's equity, p.91（1990）.
39 Dows v. Nat Exch Bank of Milwaukee 91 US 618, 23 L Ed 214,219.
40 J Benjamin, The law of global custody, p.37-40（1996）.
41 Underhill and Hayton, Law Relating to Trusts and Trustee ,p.1（1995）.；Keeton and
Sheridan, The Law of Trusts ,p.3（1993）.
42 A.O.Austen-Peters, supra, p.30.
43 WG, What is a trust？, 15 Law Quarterly Review, p.294、301（1899）；AW Scott,
The Nature of the Rights of the cestui que trust, 17 Columbia Law Review, p.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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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兩者之混合關係45。而無論投資人對保管機構具直接所有

權之關係，或僅具債權之關係，投資人將該有價證券轉讓或

設定擔保，因其客體均係無體財產，故均即係準物權關係，

而得為其處分行為。

投資人經由單層中介機構之保管機構所有其有價證

券，並不致成為間接所有其有價證券，其仍為有價證券之直

接所有人，只不過在無中介機構之情形，投資人直接對有價

證券發行人之所有權關係，在此則轉化為對於其保管機構之

權利，其權利仍係其有價證券之直接所有權（Direct Right），
在保管機構破產時，投資人信託於保管機構之有價證券，係

可資識別者（Identifiable），得由投資人取回而不分配予保管

機構之債權人46。美國統一商法典（UCC）第 8 條第 53 節第

（e）項第 3 款將投資人之權益定義為所有權（Property
Right）。

在投資人與保管機構之保管契約中，投資人得一開始即

將處分其有價證券之權利，概括授與保管機構，使保管機構

得機動出賣、出質、買回投資人之有價證券，或為其他處分

行為，如此一來，保管機構即無庸在每項處分行為之前，逐

一與投資人訂立契約，由投資人分別明示授權保管機構為處

分行為，得以掌握市場先機，亦省卻時間及成本，但投資人

在授權保管機構時，並未喪失其所有權，在保管機構將投資

人之有價證券處分後，投資人始喪失其有價證券之所有權，

受益人之衡平利益（Equitable Interests）47轉讓，需以書面為

（1917）；PH Winfield, The Province of the Law of Torts, p.112（1931）.
44 HF Stone, The Nature of the Right of the cestui que trust, p.17, 467（1917）.
45 HG Hanbury, The Field of Modern Equity, 45 Law Quarterly Review, p.196、199
（1929）；Parker and Mellows, The Modern Law of Trusts, p.12（1994）.
46 A.O.Austen-Peters, supra, p.31.
47 衡平利益，係指受益人因信託關係，因於衡平法所享有之利益，在信託關係
中，受託人係名義上、形式上之所有人，而受益人係實質上之所有人，受益人所



93

之，因此投資人授權保管機構處分其有價證券之權利，授權

行為本身無庸以書面為之，如保管機構基於此授權，將投資

人之有價證券移轉與第三人，而該第三人經由另一保管機構

（通常係經由在該另一保管機構中所開立之有價證券劃撥

帳戶）取得該有價證券之所有權時，並非衡平利益之移轉，

無庸以書面為之，但第三人如經由同一保管機構取得該有價

證券之衡平利益時，倘依英國法，則需以書面為之，因此時

該有價證券之所有權始終存在同一保管機構，僅受益人之衡

平利益移轉而已，故依英國 1925 年之所有權法第 53 條第 1
項第（C）款規定，應以書面為之。投資人在授權保管機構

時，並未喪失其所有權，依英國 1925 年之所有權法第 53 條

第 1 項第（C）款規定，雖無庸以書面為之，然為避免引起

紛爭致引發後續連鎖反應，保管機構接受投資人之概括授權

時，宜以契約明示為之，使投資人日後不能無端否認保管機

構之處分行為效力，以保障與保管機構交易之第三人交易安

全，而投資人於概括授權後，既享受概括授權保管機構之便

利與效率，即需承擔其相對而來之風險48。在此，英國 1925
年之所有權法第 53 條第 1 項第（C）款規定適用之情形，適

足以說明，每個國家對於處分有價證券之法令不盡相同，有

些國家可能將有價證券之權利定位為共有權之持分（如我國

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第 4 項、第 6 項規定以及作業辦法第 20
條規定為分別共有），有些國家可能定位為信託關係之受益

權，有些國家可能將之定義為混合寄託關係，某些國家或可

能將之定義為單純之債權或利益，而且相同之處分行為，在

甲國或許有效，在乙國則否，例如︰相同之移轉在同一保管

中介機構中之衡平利益行為，倘不具書面，在英國係屬無

享有者，係對於受託人之衡平利益，而成為衡平所有人（equitable owner）。以上
參見︰英美法辭典，臺北︰元照出版社，2003 年，頁 482。
48 A.O.Austen-Peters, supra, 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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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在他國或許有效，足令交易第三人無所適從，準據法之

確定與可預見之重要性，由此清晰可見。

第三款 保管機構之保管內容

無論有價證券是否具實體權利證書，發行人均得將之編

號，且每一單位均為等量，其內涵，以股票而言，係股東依

公司法規及發行人之章程，對於發行人之權利義務之總合，

就債券而言，係投資人請求發行人給付收益及回贖之權利，

投資人對於其有價證券之權益總合，即為其有價證券所有權

之客體，而屬無體財產49。基本上，不同投資人所有之每一

單位有價證券均屬相同，即使該有價證券具實體權利證書亦

然，蓋因實體權利證書，並非有價證券本身，即使具實體權

利證書，有價證券本質上仍為對於發行人實體權利之總合
50，實體權利證書僅為有價證券之表彰，若發行人發行有價

證券實體證書，不同之投資人固然領有不同之實體權利證

書，而不同之實體權利證書通常編號互不相同，但不因此改

變每一單位之有價證券原則上均相同之本質，倘保管機構破

產，如何識別哪些有價證券係屬於投資人者，或係由投資人

信託讓與保管機構致不得由保管機構之債權人分配受償

者，而哪些有價證券係屬於保管機構自己致得由保管機構之

債權人分配受償者，乃成為重要課題51，故保管機構如何保

管其持有之有價證券，影響投資人權益甚鉅；若要求保管機

構將每一單位之有價證券，均以實體權利證書表彰，而每張

實體權利證書均載明其表彰之有價證券數量及所有人之姓

49 Commissioners of Inland Revenue v. Crossman AC 26, 66（1937）.
50 Skiff v. Stoddard 26 A 874,880（1893）.
51 例如︰保管機構為經營融券業務，會擁有真正屬於自己而非客戶信託或寄託
之有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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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資料，實過於煩冗，且成本過高，若針對某些有價證券，

僅敘述其中多少數量屬於哪些投資人，其中多少數量屬於保

管機構本身者，又過於空泛，使有價證券所有權之客體或標

的，無從特定，此將導致投資人與保管機構間，僅能就可替

代性之有價證券，成立使用借貸之債權債務關係，無從將其

解釋為信託關係，且此際投資人僅能以普通債權人之身分，

與保管機構之其他普通債權人，共同分配破產財團，並無任

何取回權或優先受償權，對投資人相當不利，從而折衷作

法，係將保管機構保管之某特定群組之有價證券，特定為屬

於其全體客戶（投資人）之有價證券52，而由全體投資人所

共有（Tenants in Common）53，而將另一或其他群組之有價

證券，特定為保管機構本身所有之有價證券，不同群組間，

得以在同一保管機構中，以不同名義之有價證券帳戶予以區

分。此即前述之參加人自己名義所有之有價證券帳戶，與客

戶綜合帳戶（Omnibus Customer Securities Account）之分別。

第三項 多層保管之所有權架構

多層保管，係指投資人與有價證券發行人間，有兩個以

上 之保 管機構， 除保 管機構外 ，尚 有次保管 機構

（Sub-Custodian），此多發生於跨國所有之有價證券；換言

之，主保管機構與投資人，甚至部分次保管機構，可能均係

位於同一國家，而其餘次保管機構、集中保管機構及有價證

券之發行人，可能位於另一國家。以下茲以簡要之圖示說

52 A.O.Austen-Peters, supra, p.39、40.
53 Spence v. Union Marine Insurance Co.（1868）3 LRCP 427, 437；Indian Oil Cprpn
v. Greenstone Shipping SA, QBD, 345、370（1998）；I. Brown, Admixture of Goods
in English law,Lloyd’s Maritime and Commercial Law Quarterly, p.286（1998）；R.
Bradgate and F. White, Sale of Commission, Sale of Goods Forming Part of a Bulk,
Law Com, p.215, 415、416（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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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但在跨國有價證券之交易實務上，往往變化多端，有可

能在投資人與集中保管機構或發行機構之間，中介更多之中

介機構，其中某些中介機構本身，甚至即為該地區或國家之

集中保管機構︰

在上圖中，次保管機構可能有許多個，圖示中僅列一個

為例。集中保管機構（Depository），係投資人所有之有價證

券形式上、名義上之所有人，亦可稱為投資人之「次次保管

機構」，次保管機構則將其對集中保管機構之權益，次遞移

轉予主保管機構，主保管機構（直接與投資人接洽之直接保

管機構）則須將其對於次保管機構之權益，次遞移轉與投資

人。在多層保管架構中，投資人仍然信託其有價證券，而有

價證券形式上、名義上之所有人，係最終保管機構，以前述

圖例而言，係集中保管機構，次保管機構對集中保管機構可

能僅具信託關係之衡平利益（受益人地位），而主保管機構

對次保管機構，亦可能僅具信託關係之衡平利益，但投資人

與次保管機構及集中保管機構間，以及主保管機構與集中保

管機構間，並無直接法律關係，投資人原則上無法直接向發

行機構有所請求54。

54 Grey v. Inland Revenue Commissioners 1 Ch 375,381（1958）.

投資人
主保管受
託機構

次保管受
託機構

集中保管機
構

有價證券發

行人（發行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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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中介機構之架構，相當具有彈性，亦即投資人可透

過主保管受託人與次保管受託人，而與集中保管機構建立直

接信託關係，而直接對於集中保管機構，具信託關係之衡平

利益，將多層中介機構之架構轉換成單層中介機構之架構；

投資人亦可受讓主保管機構對於次保管機構之衡平利益，而

直接對於次保管機構，具信託關係之衡平利益主保管機構，

更可透過主保管機構與次保管機構，與集中保管機構建立直

接信託關係，而直接對於集中保管機構，具信託關係之衡平

利益，集中保管機構甚至可成為僅保管有價證券實體權利證

書之寄託關係受託人，而由次保管機構成為有價證券形式

上、名義上之有價證券所有權人，並與主保管機構間，具直

接信託關係；總之，多層中介機構之架構，可由參與之當事

人自行調整，將其轉換成無中介機構或單層中介機構之架

構。

第三節 跨國有價證券之交易客體

跨國有價證券，其種類無法列舉，因業者不斷對其金融

商品推陳出新，茲僅以跨國有價證券最常見之跨國股票、存

託憑證及國際債券三者為例，加以說明。

第一項 存託憑證

第一款 存託憑證之意義

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海外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4 條

第 4 款規定，海外存託憑證，係指存託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

依當地國之證券有關法令發行表彰存放於保管機構之有價

證券之憑證，故存託憑證（Depositary Receipt）之法律上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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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係指外國發行公司或該公司有價證券之持有人，不將該

外國公司之證券在本國境內以原證券形式直接發行、流通，

而約定委由本國存託機構在本國境內發行一種表彰已寄存

於外國保管機構之一定數額外國有價證券（通常係股票或債

券）之可轉讓證書或憑證55，因此投資人所購買者為憑證而

非原股票，投資人所面對者為存託機構而非原發行有價證券

之外國公司。

存託憑證係由美國 Morgan Guaranty Trust Company 於

1972 年，為英國公司發行美國存託憑證而發行者，以代替原

股票之金融工具，其目的在克服跨國股票交易時，所可能遭

遇之法律制度、語文、外幣交換、資訊取得、金融實務差異

等問題。發行公司先將其部分之股票，存放於發行公司之保

管機構內，但存託給境外之存託機構，並以該存託機構之名

義登記於保管機構，該存託機構再發行存託憑證予境外之投

資人，用以表彰存放於保管機構內前述股票之權利義務，而

該存託機構除負責發行公司資訊之公布外，並於發行公司發

放股利時，負責匯兌，並將股利換算成投資人國家之貨幣予

投資人；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對發行公司而言，可提昇公司

之國際形象及知名度、募集大量海外資金、穩定其內國股票

之股價、避免匯率波動影響公司，在國營企業民營化之過程

中，可藉以減輕對國內有價證券之衝擊；對投資人而言，可

無庸赴發行公司國購買該國之股票，並可藉由其海外投資分

散風險、消除時空造成之不便、避免交易制度與慣例不同所

造成之困擾、免除匯兌風險、免除購買外國股票之保管費

用、保險費用及將股票自發行公司國運送至本國之風險，投

資人亦得委託專業之律師、會計師處理跨國法律、稅務等問

55 陳春山、李啟賢，證券發行實務精華：制度、法令、契約，臺北：五南圖書
出版有限公司，1994 年，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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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並得取得以其本國語言作成之公開說明書，暸解發行公

司之狀況及其投資之風險56，因投資人所面對、接洽者，為

熟悉之本國存託機構。

第二款 海外存託憑證之法律關係

發行海外存託憑證，相關之當事人有股票或債券之發行

公 司 （ Issuer ）、 承 銷 商 （ Underwriters ）、 存 託 機 構

（Depositary）、保管機構（Custodian）及存託憑證之持有人。

海外存託憑證之發行與交易過程中，由發行公司與承銷商簽

訂承銷契約（Underwriting Agreement），發行公司並與存託

機構簽訂存託契約（Deposit Agreement），存託機構與保管機

構簽訂保管契約（Custodian Agreement），保管機構並提出公

開說明書（Prospectus）57。以表彰股票之存託憑證為例，海

外存託憑證之交易程序為：由發行公司先將所發行股票存託

於保管機構，再由保管機構製作表彰已存入存託機構相當數

量股票之存託憑證，交付予投資人，投資人得向存託機構提

示存託憑證要求兌回股票，亦得要求存託機構代為出售存託

憑證所表彰之股票，而現行國際存託憑證實務上，存託之股

票，形式上係以存託機構之名義登記，投資人僅得依其持有

之存託憑證數額，對於存託機構主張存託股票上之權利，而

對發行股票之發行公司，並無契約上之直接請求權58。

依我國信託法第1條規定，信託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

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

56 魏妁瑩，存託憑證理論與實務之研究，臺北：中興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8 年 1 月，頁 22-26。
57 王文宇，跨國證券發行與交易之法律關係，新金融法，臺北：元照出版社，
2004 年 11 月，頁 361。
58 陳思廷，從投資人保護法制論國際存託憑證發行服務架構及其電子化帳簿劃
撥作業，臺北：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10 月，頁 14、15。



100

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存託憑證之持有

人持有其存託憑證，發行公司將所發行有價證券存託移轉於

存託機構，使存託機構成為名義上之有價證券所有人，此行

為應為信託行為，且為處分行為，而存託憑證之持有人即投

資人，並非實際上持有發行公司所發行之有價證券（股票或

債券等），有價證券之實體，實際上係由保管機構保管，投

資人處分其存託憑證，如係透過帳簿劃撥為之，且處分行為

之相對人，並非投資人之本國人，即有必要適用單一而固定

之準據法。

第二項 跨國股票

第一款 跨國股票之意義

投資人認購股份後，即取得股東之地位，享有一定之股

東權，公司將如此之權利表彰在書面上，就是股票，惟股東

權並非由股票而創設，而是持有股票即享有股東權，股票係

表彰股東權利之證券，已如前述。為克服跨國股票交易時，

所可能遭遇之法律制度、語文、外幣交換、資訊取得、金融

實務差異等問題，因此跨國證券交易，多以發行海外存託憑

證之方式，亦如前述，惟以發行原股之方式發行跨國有價證

券，仍不乏實例，蓋因其具有以下優點：一、由於發行原股

在母國與外國皆可買賣，其似乎已將兩個不同法域之交易市

場結合成一交易市場，其替代性與流通性，較存託憑證為

高，蓋因存託憑證並無法代替原股而在母國進行交易，且各

國之存託憑證制度、標準不一，不易加強有價證券所應具之

流通性。二、原股發行所需之交易成本，較存託憑證之發行

為低，由於發行存託憑證，需由買受人（即存託憑證所有人）

給付一定比例之手續費（Exchange Fee），此部分費用由存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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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收受，而在原股發行之情形，由於沒有存託機構之介

入，不需另外發行表彰原股之有價證券，故而不需負擔此部

分之手續費，而交易成本之降低，亦為原股發行較存託憑證

更具流通性之原因。三、在發行股利之貨幣問題上，由於存

託憑證持有人並無選擇以發行公司之母國貨幣做為股利計

算單位之權利，亦即不可以母國之貨幣單位收受股利，而須

由存託憑證持有人自行向外匯指定銀行匯兌，而匯兌之損失

與手續費，則由持有人承受；反之，在原股發行之情形，則

可由持有人自行選擇要以哪一國之貨幣單位計算與收受股

利，故持有人不需負擔匯兌所產生之額外交易成本59。

第二款 跨國股票交易之法律關係

茲以嫻熟國際金融證券交易實務之學者所舉之例及圖

示說明之60：伊利諾公司係在美國伊利諾州之一家公司（下

圖卡車形狀者，Illinois Inc），其具有500萬股，且在全球發行

股票表彰其股權。伊利諾公司在美國之股票，係由在紐約州

（NY）之存託信託公司（DTC）集中保管，而股票之實體，

係存放於DTC在紐約州之保管箱中（DTC Vault NY），而在

紐約州有一登記機構（NJ Registrar），負責為伊利諾公司登

記股東為何人。今有一澳洲投資人（Australian Investor）購

買50萬股伊利諾公司之股票，但並沒有真正持有該50萬股伊

利諾公司股票之實體，股票實體無論如何，始終存放於DTC
在紐約州之保管箱中，而該澳洲投資人因此係「間接所有」

該50萬股股票，其在中介機構加拿大銀行中開有一有價證券

帳戶（Australian Investor A/C），該50萬股伊利諾公司之股

59 王文宇，前揭書，頁 368。
60 Richard Potok, The Hague Securities Convention-closer and closer to a reality,15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law and practice, p.206-21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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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係以有價證券劃撥帳簿之形態，存放在該有價證券帳戶

之中，甚至連有形之有價證券存摺或帳簿均無，而係透過加

拿大銀行之網路銀行，虛擬持有該50萬股伊利諾銀行之股

票。該澳洲投資人與加拿大銀行雪梨分行訂立該有價證券帳

戶，其開戶契約（A/C Agreement）中約定，該開戶契約之權

利義務關係，係明示約定適用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 Law）

之法律。而加拿大銀行之客戶中，除該澳洲客戶所有之50萬
股伊利諾公司股票外，尚有其他客戶亦擁有伊利諾公司之股

票，加拿大銀行之客戶總共有100萬股伊利諾公司之股票，

加拿大銀行即將此100萬股伊利諾公司之股票，以「加拿大

銀行客戶綜合帳戶」（Canadian Bank Omnibus Customer
Securities A/C）之名義，存放於DTC。而上開澳洲投資人，

欲向倫敦銀行（London Bank）貸款，倫敦銀行係依英國法

所設置者，地點在倫敦，倫敦銀行則接受該澳洲投資人以其

所有伊利諾公司股票，做為貸款之擔保（Securities Pledge），
因此倫敦銀行與該澳洲投資人，在加拿大銀行之該澳洲投資

人上開有價證券帳戶內，以澳洲投資人所有之伊利諾公司股

票設定擔保，所適用者，仍為原開戶契約內所約定之準據

法，然無論係該澳洲投資人所有50萬股伊利諾公司之股票，

或該澳洲投資人將該50萬股之伊利諾公司股票設定擔保給

倫敦銀行，均不會在DTC或其登記機構顯示出來，在登記機

構顯示者，永遠係以「加拿大銀行客戶綜合帳戶」之名義存

放之100萬股伊利諾公司之股票，此為美國「擬制人名義」

（Street Name）持有股票之特色。倫敦銀行必須事先確定，

其對該澳洲投資人之50萬股伊利諾公司之股票，移轉予倫敦

銀行設定擔保（Australian Investor Pledge to London Bank
Securities A/C），其設定完成且成功，而得以對抗該澳洲投資

人及任何第三人，並需確認其具優先受償權，否則倫敦銀行

無法放心將款項（Cash）借給該澳洲投資人。即使該澳洲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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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人與倫敦銀行間之消費借貸契約，係約定適用英國法，但

關於設定擔保是否成功、設定擔保之對世效及優先受償地位

等問題，涉及股票處分行為（Disposition of Securities）之股

票所有權問題（Proprietary Question），各國關此之法律適用

未臻明確。英美法上傳統上，係依「物之所在地法」原則（lex
rei sitae principle），因此有價證券之處分效力，係依該有價證

券之權利證書實體所在地法，在上例即係適用紐約州法，如

有價證券並無實體，則適用登記機構地法，在上例即為紐澤

西州法，此即為透視理論（Look-Through Approach，亦即無

視或透視中介機構之存在，直接找尋發行人、有價證券登記

機構或有價證券實體權利證書何在）。以上說明如下圖所示

（下圖中之英文，均已在前述說明中之對應中文後，以括號

表示）：

如股票投資人係直接所有該股票，係即並未透過中介機

構持有股票，尚不致發生太大問題，但如投資人係透過中介

機構，如上例之加拿大銀行所有股票，「透視理論」將導致

問題。首先，係準據法為何？係股票發行人伊利諾公司所在

地之伊利諾州法律？或登記機構之紐澤西州法律？或股票

實體權利證書所在地之紐約州法？其次，即使設定擔保人，

如上例之倫敦公司，依「透視理論」事先確知要適用股票實

體權利證書所在地之法律，然倫敦銀行亦未必得以查知該股

票實體權利證書究竟何在，加拿大銀行即使知悉系爭股票權

利證書之實體係存放於紐約州，亦未必會告知倫敦銀行，若

如股票投資人係直接所有該股票，係即並未透過中介機

構持有股票，尚不致發生太大問題，但如投資人係透過中介

機構，如上例之加拿大銀行所有股票，「透視理論」將導致



104

問題。首先，係準據法為何？係股票發行人伊利諾公司所在

地之伊利諾州法律？或登記機構之紐澤西州法律？或股票

實體權利證書所在地之紐約州法？其次，即使設定擔保人，

如上例之倫敦公司，依「透視理論」事先確知要適用股票實

體權利證書所在地之法律，然倫敦銀行亦未必得以查知該股

票實體權利證書究竟何在，加拿大銀行即使知悉系爭股票權

利證書之實體係存放於紐約州，亦未必會告知倫敦銀行，若

係如此，倫敦銀行如何能確定其就該澳洲投資人之50萬股伊

利諾公司之股票，應適用何準據法？其所設定之擔保究竟是

否設定成功，又如何放心把錢借貸給該澳洲投資人？因此，

倫敦銀行並無「透視」能力；更嚴重之問題，係以上僅假設

澳洲投資人僅購買美國伊利諾公司之50萬股股票，但在實務

上，基於投資組合理論，澳洲投資人不可能把所有之雞蛋均

放在同一藍子中，必然會分散投資風險，因此該澳洲投資

人，實際上會如下圖所示，同時購買法國、日本、美國、祕

魯、瑞典、義大利、德國及加拿大等8國股票，均存放於其

在加拿大銀行之有價證券帳戶內，倫敦銀行要將錢借貸予該

澳洲投資人，需以該澳洲投資人所有之多國股票設定擔保，

依「透視理論」，竟需同時符合8國之實體法律，致其放款生

意難做，因準據法不易確定且相當複雜。就大陸法系或我國

法之觀點而言，股票亦屬「權利」，但仍有上述問題，依透

視理論，竟需同時符合該8國股票發行人之設立地即各該股

票之權利發生地法，故嗣後發展出以尋找關聯中介機構所在

地方法（Place of the Relevant Intermediary Aproach）之PRIMA
原則，其目的在據以決定「單一固定」之準據法，以維交易

安全。以上說明如下圖所示（下圖中之英文，均已在前述說

明中之對應中文後，以括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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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國際債券

第一款 國際債券之意義

公司籌措資金之方式，一般而言係增加股份、一般借貸

及發行公司債，發行新股雖可使公司資本增加，但公司有時

僅短期（1、2年）需大筆資金，將來如不再需要，減資復需

召開股東會變更章程等複雜程序，而向外舉債時，未必覓得

適合金主，至於公司債，僅需公司具備一定財務基礎，即可

發行，其流通甚為方便、迅速，亦不失為投資大眾投資之良

好工具，因此公司債乃股份有限公司為籌募資金，以發行債

券之方法，與特定或不特定之人，大量、集團地成立金錢借

貸契約，此外公司亦得以不公開之方式私募公司債61。但債

61 潘維大、范建得、羅美隆，商事法，臺北：三民書局，2002 年 9 月，頁 148、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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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不限於係由公司發行者，凡國際組織、政府、公司或其他

法人機構等為籌措資金而發行，載明由發行人於到期日按面

額償還之可轉讓債務證明，均屬債券（Bonds），而國際債券

（International Bonds）係指發行人為籌措資金，乃向借款人

之國家以外之國家發行及銷售之債務憑證62。

第二款 國際債券之法律關係

典型之國際債券承銷集團，係由主辦經理人（Lead
Manager）、協辦經理人（Co-Manager）、承銷商（Underwriter）
及經銷集團（Selling Group）所組成。主辦及協辦經理人，

對於國際債券之發行，邀集會計財務、工程技術、法律及經

濟專家，事先加以審慎評估分析、設計產品及提供意見，決

定於某適當時期發行某些特定條件之債券，以及各承銷商或

經銷商之配額後，承銷商或經銷商始能承銷或經銷該國際債

券，如此可防止發行人之業務計畫失敗，使社會資金誤用於

不經濟之途，並避免投資人蒙受損失63。發行國際債券之公

司，與受託人或財務代理人訂立信託契約或代理契約，並與

承銷商訂立承銷契約，或與經銷商成立經銷契約，而投資人

向承銷商或經銷商購得債券後，對受託人或財務代理人行使

所購買債券之權利義務64。投資人向承銷商購買國際債券，

並非取得其債券實體，而係透過有價證券帳戶所取得，因此

該國際債券之處分行為，尤其係購買多國債券，甚或多國股

票、債券均存放於同一證券帳戶，而為一次性之處分行為，

62 陳春山，國際金融法論—政策及法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9
年 5 月，頁 184、185。
63 朱純蕙，國際債券發行有關契約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1986 年 6 月，頁 47、48。
64 朱純蕙，前揭論文，頁 4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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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際關於此多國有價證券之處分，亦有「單一固定」準據法

之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