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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關於有價證券處分行為準據法之立法趨勢

第一節 PRIMA原則

現代有價證券處分行為準據法之討論與立法，均始於

PRIMA原則，並受其影響，但最終亦非完全採行最原始之

PRIMA原則，因此在討論有價證券處分行為準據法之國際趨

勢時，首先須介紹PRIMA原則，其次始能開展各國立法例及

海牙證券公約之論述。

第一項 PRIMA原則之興起與影響

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準據法議題，在國際私法史上堪稱

年輕，且其並非由學術殿堂內之理論推演而出者，而係國際

金融業務蓬勃發展後，為滿足業界之需求及呼聲所為之因

應，而為「實務領導學術」之結果。申言之，倘有價證券處

分行為之準據法未以法律事先規範，則處分行為當事人間之

實體權利義務關係，即無法合理預期，不免因此形成相當之

交易風險，足以阻卻跨國證券金融資金之流通。因此，國際

間早有確定其準據法之呼聲，並提出PRIMA原則（Place of the
Relevant Intermediary Approach，關係最切中介機構地，関連

口座管理機関の所在地），以取代傳統「物之所在地法」、「權

利成立地法」等準據法原則。

PRIMA 原則最早為比利時、廬森堡及美國法所採用，其

後歐盟結算交割指令（EU Directive 1998/26/EC on Settlement
Finality in Payment and Securities Settlement Systems of 1998）
第 9 條第 2 項亦採之，2003 年 12 月 27 日施行於歐盟各會員

國之歐盟金融擔保指令（EU Directive 2002/47/CE on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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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teral arrangements），更將本原則視為通則1。另 2002 年

12 月 13 日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第 19 次會期，所通過之「透過

中介機構無體所有其有價證券若干權利之準據法公約」

（Hague Conven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Certain Rights
in respect of Securities Held with an Intermediary，以下稱「海

牙證券公約」），乃將此原則予以融入，並對於海牙國際私法

會議現有 65 個會員國，以及其他任何欲加入公約之國家，

正開放簽署及批准中2。

第二項 PRIMA 原則之內涵與類型

PRIMA 原則近年受熱烈討論，國際著名之線上百科全書

維基字典（Wikipedia）亦將其收錄在內，並定義及說明如次：

「係一種選法規則，適用於有價證券交易之支配權事項

（Proprietary Aspects of Securities Transaction），尤其係有價

證券之設定擔保（Collateral Transaction），其取代傳統之透視

理論（Look-Through），其乃根源於海牙證券公約之起草工

作；有別於透視理論，PRIMA 原則在尋找妥適準據法之際，

不會透視介於有價證券權利人與發行機構間層層之中介機

構，去緊盯著有價證券之實體權利證書，而僅止於有價證券

移轉或設定擔保當事人所直接接洽之中介機構，其優點在於

投資人對於其有價證券之權利，乃由單一之準據法規範，即

1 Christophe Bernasconi and Richard Potok, PRIMA Convention brings certainty to
cross-border deals, 22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aw Review p.1, 11（January 2003）.
2 參見：http:\\www.hcch.net（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官方網站），其開放簽署及批准
之對象，不限於海牙國際私法會議之會員國；另關於公約之「簽署」（Sign）、批
准（Ratification）、「加入」（Accede）、「接受」（Accept），以及海牙證券公約第
10 條排除反致條款、第 11 條第 1 項之公序條款、第 12 條第 3 項複數法域國條
款、第 17 條最後條款，均係海牙國際私法公約常見之通用條款，均可參見：伍
偉華，海牙國際私法公約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法學碩士論文，1999 年 6 月，
頁 12 以下，本文不另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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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有價證券之實體權利證書所在地分散於多國，或一籃子投

資組合有價證券之發行機構乃分散於各國。對於 PRIMA 原

則究竟係由傳統物之所在地原則（lex rei sitae）演變而來，

或係一嶄新之選法規則，容有爭議。PRIMA 原則可自三種樣

態說明之：一、類型一（Type I PRIMA）：此乃起源於 1960
年代之比利時，投資人對於其有價證券之權利，乃登錄於其

直接接洽之直接中介機構劃撥帳簿內，視為有別於有價證券

權利證書之基礎證券（Underlying Securities，又稱『標的證

券』），比利時此種 PRIMA 原則，係與傳統之物之所在地法

相連結。此類型在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產生問題，因

在大陸法系國家，有價證券之權利人，即使該有價證券係透

過中介機構所有，仍視為係對其實體權利證書具直接所有權

（Direction Ownership），如此一來，便難以將有價證券之權

利解釋成僅止於中介機構之階段。1998 年歐盟結算交割指令

第 9 條第 2 項乃引進 PRIMA 原則於各歐盟會員國，在德國，

投資人對其有價證券具直接所有權，適用歐盟結算交割指令

第 9 條第 2 項，乃與傳統物之所在地法分道揚鑣，在 2002
年，歐盟委員會復通過歐盟金融擔保指令，仍係基於類型一

之 PRIMA 原則，依該指令第 9 條，有價證券設定擔保行為

之定性（Characterization）、設定擔保（Perfection）與其他相

關問題，均適用有價證券劃撥帳戶所在地法，但多數歐盟會

員國仍未實施該指令。歐盟執行委員會（行政機關）於 2006
年 6 月指出，其欲修正結算交割指令與擔保指令，使之與海

牙證券公約相符。早在 2005 年 6 月 23 日，歐洲議會即要求

歐盟執行委員會評估及釐清歐盟交割之指令之 4 項法律議

題，包括：（1）其適用之範圍；（2）第三人權利之範圍；（3）
適用實體法與公法之結果；（4）複數法域對交割制度之影

響；評估結果，前 3 項並無問題，但評估第（4）項議題，

認在交割制度適用複數法律，將危及金融安定（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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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ility），歐盟執行委員會於是建議歐盟及其會員國應立即

簽署海牙證券公約，並建議修改歐盟交割指令，使其僅適用

海牙證券公約之準據法。而瑞士業已簽署海牙證券公約。

二、類型二（Type Ⅱ PRIMA） ;：非 PRIMA 方法（a
non-PRIMA Approch），美國採此類型，依其統一商法典

（Uniform Commerical Code）第 8 條規定，有價證券處分行

為之準據法之連結因素，並非有價證券所在地，而係由當事

人以關聯開戶契約（Relevant Account Agreement）予以約定

準據法，此方法不再與物之所在地法（lex rei sitae）原則相

連結，亦非依 PRIMA 原則，因其並非著眼於中介機構所在

地，乃依中介機構與其客戶間約定所選擇之準據法，而與中

介機構所在地無關。三、後 PRIMA 之現代方法（Modern
Post-PRIMA Approach）：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特別委員會 2001
年 1 月於荷蘭海牙召開時，即討論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妥適

準據法，其第一次會議中，即採行 PRIMA 原則，其後二年

之協商與討論，均在商討如何以擬定妥適之公約內容，以及

討論 PRIMA 原則之內涵，何者應納入海牙證券公約，而何

者不宜，在研商之後，乃無異議排除以關聯中介機構所在地

（Place of the Relevant Intermediary）為中心，蓋因討論之基

礎，在於尋求單一固定之準據法，但最後發現，對於有多數

辦公處所之機構，無法指出其確切之中介機構所在地，各國

代表於是體認，倘欲標定某特定有價證券帳戶之位置，勢將

招致不可能與不確定，因此一種嶄新之方法於焉發展，亦即

投資人與開立其有價證券帳戶之中介機構，得依海牙證券公

約，約定選擇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準據法，但該中介機構需

為維持該有價證券帳戶（Maintenance of securities Account）
之適格中介機構（Qualifying Office）」3。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Place_of_the_Relevant_Intermediary_Approach（最後
上網日期：2007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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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廣義之 PRIMA 原則，甚至包括投資人與關

聯中介機構間對於準據法之約定，均涵蓋在廣義之大 PRIMA
原則之下，或與 PRIMA 原則合併討論，因此 PRIMA 原則之

內涵，已不能侷限於其表面文字意義之“Place of the
Relevant Intermediary Approach”，而應代表所有與關聯中介

機構所在地有關之準據法討論，並不必然係指其狹義內涵之

「關聯中介機構所在地法」。又應予強調者，係 PRIMA 原則

之縮寫原文，雖包括「關聯」（Relevant）一字，但並不表示

PRIMA 即係國際私法上之「關係最切原則」或指應適用「最

重要牽連關係」之法律，PRIMA 原則所定位之關聯中介機構

所在地，顯然較為具體，倘誤認 PRIMA 即係國際私法上之

「最重要牽連關係」原則，再更進一步誤認海牙證券公約係

採狹義之 PRIMA 原則，進而在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之

修正草案條文內，提出「應依關係最切地之法律」之條文，

即不無商榷餘地。

第二節 歐盟法制

第一項 歐盟結算交割指令

歐盟結算交割指令第 9 條規定：「有價證券擔保權利人、

歐盟會員國中央銀行或未來歐盟之中央銀行，而成為有價證

券擔保權利人者，其權利不受供擔保人受破產程序之影響，

其擔保利益仍得實現（第 1 項）。前述供擔保之有價證券權

利，以本人、受託人、代表人或代理人之名義，合法登記於

歐盟會員國內之登記機構、帳戶或集中保管機構者，關於其

實體權利，依該歐盟會員國法」4，旨在闡明歐盟有價證券結

4 Article 9, “1. The rights of:- a participant to collateral security provided to it in
connection with a system, and- central banks of the Member States or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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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交割制度中，有價證券擔保之準據法5。但究竟何處係有價

證券權利之「合法登記（Legally Recorded）地」？甚難認定
6，且規定有價證券權利登記地，如為歐盟會員國，則依登記

地法，但如登記地在歐盟會員國以外之國家，如何定其準據

法？則成為問題。再者，如一次性處分多國有價證券，則可

能有數個登記地，此際是否要同時適用該多國法？交易是否

因此而不便？均成問題。

第二項 歐盟金融擔保指令

歐盟金融擔保指令第 9 條：「準據法：任何本條第 2 項

所生之有價證券劃撥帳戶設質事項，依設置該帳戶所在地之

國內法，而不論其國際私法（第 1 項）。本條第 1 項之事項，

包括：（a）有價證券劃撥帳戶設質之法律本質及所有權效力

事項；（b）以有價證券劃撥帳簿設質之構成要件，以及有價

證券設質契約外對抗第三人之要件事項（按：例如設質公示

或登記）；（c）對於以有價證券劃撥帳戶設質證券之權益，是

否優先或劣後受償，或是否善意取得；（d）以有價證券劃撥

European central bank to collateral security provided to them, shall not be affected by
insolvency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participant or counterparty to central banks of the
Member States or the future European central bank which provided the collateral
security. Such collateral security may be realized for the satisfaction of these rights. 2.
Where securities (including rights in securities) are provided as collateral security to
participants and/or central banks of the Member States or the future European central
bank as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 and their right (or that of any nominee, agent or
third party acting on their behalf) with respect to the securities is legally recorded on a
register, account or centralized deposit system located in a Member State,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rights of such entities as holders of collateral security in relation
to those securities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 of that Member State.”
5 Steven L. Schwarcz, articles and comments:intermediary risk in the indirect holding
system for securities, 12 Du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Law p.309、
314（Spring, 2002）.
6 Richard Potok, The Hague Securities Convention-closer and closer to a reality,15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law and practice, p.21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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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設質之證券，其質權之強制執行事項」7，乃在規範劃撥

帳戶制度下之有價證券設質事項，並以在中介機構設置「有

價證券劃撥帳戶設置地」為連結因素。可謂為較早期原始意

義之 PRIMA 原則。然「有價證券劃撥帳戶設置地」，在現代

電子帳戶之趨勢下，同一有價證券帳戶可能之地點或許有數

個，如此一來，準據法之不確定性依然存在，草擬海牙證券

公約之專家們亦發現此點，經三次會期之冗長討論後，認並

非所有之有價證券帳戶均具有可靠之實體所在地，認歐盟結

算交割指令及歐盟金融擔保指令，均有修正必要8。後述海牙

證券公約明文予以排除之僅為科技設備登錄帳簿或從事資

料處理之場所、僅為與帳戶所有人（客戶）通信之聯絡中心、

與帳戶所有人（客戶）郵件往返之場所、僅為文書檔案存放

之場所，以及僅為展示處或內部行政管理中心（如內部人事

管理單位），而與設立並維持有價證券帳戶無關者，均可能

包括在「有價證券劃撥帳戶設置地」之文義內，而造成準據

法之混淆及不確定，因此歐盟金融擔保指令並非完美可採。

倘歐盟簽署海牙證券公約，則將取代歐盟現行之結算交

割指令及金融擔保指令，歐盟國家法官即無需再考量「有價

證券帳戶設置地」何在，並應適用海牙證券公約，亦即首先

7 Article 9, “Conflict of laws 1. Any question with respect to any of the matter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2 arising in relation to book entry securities collateral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 of the country in which the relevant account is maintained. The
reference to the law of a country is a reference to its domestic law, disregarding any
rule under which, in deciding the relevant question, reference should be made to the
law of another country. 2. The matter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are: (a) the legal
nature and proprietary effects of book entry securities collateral; (b) the requirements
for perfecting a financial collateral arrangement relating to book entry securities
collateral and the provision of book entry securities collateral under such an
arrangement, and more generally the completion of the steps necessary to render such
an arrangement and provision effective against third parties; (c) whether a person's
title to or interest in such book entry securities collateral is overridden by or
subordinated to a competing title or interest, or a good faith acquisition has occurred;
(d) the steps required for the realization of book entry securities collateral following
the occurrence of an enforcement event.”
8 Richard Potok, supra , p.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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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與設置該有價證券帳戶者間約定

之準據法，即使系爭有價證券之帳戶並非存在該準據法國家

內，復因歐盟金融擔保指令係適用「有價證券劃撥帳戶所在

地法」，因此許多當事人間，先前早已在契約內約定有價證

券劃撥帳戶之所在，為避免歐盟及其會員國簽署海牙證券公

約後，許多約定有價證券劃撥帳戶所在地之契約必須重新修

正，海牙證券公約非常體貼地在公約第 16 條第 4 項規定，

此等關於有價證券劃撥帳戶所在地之約定，於簽署本公約

後，仍屬有效，亦即仍適用公約簽署前所約定之有價證券劃

撥帳戶所在地法，但前提係該有價證券劃撥帳戶所在地需為

海牙證券公約之簽署國9。

第三項 歐盟簽署海牙證券公約之進度

歐盟（European Union）包括德國、法國、英國、瑞典、

冰島、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荷蘭及廬森堡等

歐洲主要民主法制先進國家，但不包括瑞士10。歐盟內部刻

正積極研討簽署海牙證券公約之事宜，早在 2003 年 12 月 15
日，歐盟執行委員會即向歐盟部長理事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提案簽署海牙證券公約11，執行委員會備忘

錄並認在簽署海牙證券公約前，歐盟需依海牙證券公約修正

其指令12，2005 年 5 月 17 日，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應歐盟部長理事會之要求，提供簽署海牙證券

9 Ulrik Rammeskow Bang-Pedersen（丹麥人名）, The Impact of the Hague Securities
Convention o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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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European_Union#Member_states（最後上網日期：
2007 年 12 月 25 日）。
11 16292/03 JUSTCIV 273.
12 15464/06 JUSTCIV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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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之法律意見13，在 2005 年 6 月，歐盟部長理事會要求執

行委員會審查歐洲中央銀行於 2005 年 3 月 17 日所提出之法

律意見，在 2006 年 7 月歐洲執行委員會提出其民事法小組

之報告中指出，歐洲中央銀行所提出之若干問題，並非簽署

海牙證券公約之阻礙，認倘簽署海牙證券公約，得使歐洲交

割制度之參加人僅適用該公約規範之單一固定準據法，且海

牙證券公約與歐盟法制得以相容，2006 年 12 月，歐盟議會

（European Parliament）提案關切歐盟簽署海牙證券公約之事

宜14，而歐盟執行委員會擬於 2008 年底前正式向歐盟議會及

部長理事會提案調整修改歐盟指令，並預計於 2010 年前使

歐盟簽署海牙證券公約15。

第三節 美國法

1971年美國國際私法第二整編第249條（有價證券彰顯

之權利）規定：「某文書是否彰顯某權利，依該權利所適用

之法律（第1項）。在並非文書之直接轉讓前後手關係之情

形，該文書所彰顯之權利，其轉讓之效力，取決於該文書轉

讓之效力。文書彰顯某權利，其利益轉讓之效力，依轉讓時

文書所在地法院應適用之法律；法院通常適用法庭地法（第

2項）」16，目前尚無較新之整編版本。該整編規定仍停留在

文書（有價證券權利證書）等於有價證券權利之概念，完全

13 7669/05 JUSTCIV 64.
14 P6-TA-(2006)0608.
15 15464/06 JUSTCIV 250
16 § 249. Embodiment Of Right In Document,“(1) Whether a right is embodied in a
document is determined by the law which governs the right. (2) As between persons
who are not both parties to the conveyance, (a) the effect of a conveyance of a right
embodied in a document depends upon the effect of the conveyance of the a document;
and (b) the effect of a conveyance of an interest in a document in which a right is
embodied is determined by the law that would be applied by the courts of the state
where the document was at the time of the conveyance. These courts would usually
apply their own local law in determining such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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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當代有價證券非移動化或無實體化發行之需求。

而美國統一商法典第 8-110 條規定17：

（a）依本條第（d）項規定之有價證券發行人所在地法，適

17 § 8-110. APPLICABILITY; CHOICE OF LAW. (a) The local law of the issuer's
jurisdiction, as specified in subsection (d), governs: (1) the validity of a security; (2)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issuer with respect to registration of transfer; (3) the
effectiveness of registration of transfer by the issuer; (4) whether the issuer owes any
duties to an adverse claimant to a security; and (5) whether an adverse claim can be
asserted against a person to whom transfer of a certificated or uncertificated security
is registered or a person who obtains control of an uncertificated security. (b) The
local law of the securities intermediary's jurisdiction, as specified in subsection (e),
governs: (1) acquisition of a security entitlement from the securities intermediary; (2)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securities intermediary and entitlement holder arising out
of a security entitlement; (3) whether the securities intermediary owes any duties to an
adverse claimant to a security entitlement; and (4) whether an adverse claim can be
asserted against a person who acquires a security entitlement from the securities
intermediary or a person who purchases a security entitlement or interest therein from
an entitlement holder. (c) The local law of the jurisdiction in which a security
certificate is located at the time of delivery governs whether an adverse claim can be
asserted against a person to whom the security certificate is delivered. (d) "Issuer's
jurisdiction" means the jurisdiction under which the issuer of the security is organized
or, if permitted by the law of that jurisdiction, the law of another jurisdiction specified
by the issuer. An issuer organized under the law of this State may specify the law of
another jurisdiction as the law governing the matters specified in subsection (a)(2)
through (5).(e) The following rules determine a "securities intermediary's jurisdiction"
for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1) If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securities intermediary
and its entitlement holder governing the securities account expressly provides that a
particular jurisdiction is the securities intermediary's jurisdiction for purposes of this
part, this article, or this act, that jurisdiction is the securities intermediary's
jurisdiction. (2) If paragraph (1) does not apply and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securities intermediary and its entitlement holder expressly provides that the
agreement is governed by the law of a particular jurisdiction, that jurisdiction is the
securities intermediary's jurisdiction. (3) If neither paragraph (i) nor paragraph (ii)
applies and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securities intermediary and its entitlement
holder governing the securities account expressly provides that the securities account
is maintained at an office in a particular jurisdiction, that jurisdiction is the securities
intermediary's jurisdiction. (4) If none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s applies, the
securities intermediary's jurisdiction is the jurisdiction in which the office identified in
an account statement as the office serving the entitlement holder's account is located.
(5) If none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s applies, the securities intermediary's
jurisdiction is the jurisdiction in which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securities
intermediary is located. (f) A securities intermediary's jurisdiction is not determined
by the physical location of certificates representing financial assets, or by the
jurisdiction in which is organized the issuer of the financial asset with respect to
which an entitlement holder has a security entitlement, or by the location of facilities
for data processing or other record keeping concerning the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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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1）有價證券之有效性；（2）有價證券發行人

關於有價證券登記及移轉之權利義務；（3）有價證券

發行人對於有價證券移轉登記之效力；（4）有價證券

發行人對有價證券權利人之義務；（5）對於經移轉登

記之投資證券或非投資證券之權利人，或非投資證券

之持有人，是否得主張權利；

（b）依本條第（e）項規定之有價證券中介機構所在地法，

適用於：（1）自中介機構取得之有價證券權利；（2）有

價證券中介機構及權利人之權利義務；（3）有價證券中

介機構對主張有價證券權利之人，是否有何義務；（4）
對於自中介機構取得有價證券權利者，或自有價證券權

利人取得其有價證券之權利或利益者，是否得主張權

利；

（c）對於有價證券權利證書之受讓人主張權利，適用該有價

證券權利證書交付時之所在地法；

（d）發行人之所在地法，意指有價證券發行人組織設立地

法，或發行人依該法所指定之其他法律，依我國法所

設立之發行人，得指定其他應適用之法律於本條第（a）
項第（2）至（5）款之事項；

（e）以下選法規則適用於透過中介機構所有之有價證券：（1）
有價證券權利人與設置其有價證券劃撥帳戶之中介機

構，明示應適用於本條第（a）項第（2）至（5）款事

項之準據法；（2）如前述（1）不適用，且有價證券權

利人與設置其有價證券劃撥帳戶之中介機構間具有協

議（按：通常係指開戶契約），明示該協議之準據法，

即適用該法；（3）如前述（1）、（2）不適用，且有價

證券權利人與設置其有價證券劃撥帳戶之中介機構，

明示應適用該中介機構之特定分支機構所在地法，即

依該法；（4）如前述（1）至（3）均不適用，即由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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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資料所記載之分支機構為該有價證券帳戶之所在

地，並依該地法；（5）如前述（1）至（4）均不適用，

即依該中介機構主要營業所在地法；

（f）有價證券，不應依表彰該金融資產之實體權利證書所在

地法，且不應依該有價證券發行人設立地法，亦不由

系爭有價證券劃撥帳戶之資料處理地或記載地法」。

美國統一商法典第8條第110項，係規定有價證券之權

利，明確將具有價證券區分為透過中介機構所有及非透過中

介機構所有之有價證券，以及有價證券發行之法律規範與發

行後之法律規範，而異其準據法之規範，其中關於透過中介

機構所有之有價證券，於發行後，除明確規範以設置系爭有

價證券劃撥帳戶之中介機構為中心外，更明文規定此類型之

有價證券，不得適用實體權利證書所在地法，即明確排除物

之所在地法，應包括在最廣義之PRIMA原則內，但係適用有

價證券權利人與設置其有價證券劃撥帳戶之中介機構間協

議之準據法，如無協議，則適用有價證券劃撥帳戶資料所記

載之分支機構，即該有價證券帳戶所在地法。而美國嗣後參

與全球數十位專家研討經年，並在千呼萬喚中產生海牙證券

公約，美國亦旋即簽署，其效力應涵蓋美國原有之國際私法

規則。自海牙證券公約第4條（詳如後述）可看出美國統一

商法典第8條第110項之影子。

第四節 瑞士法

瑞士國際私法第105條規定：「債權、有價證券或其他

權利，適用當事人約定之法律，但該約定不得對抗第三人（第

1項）。當事人未約定時，債權或有價證券之擔保，適用擔

保權人之慣居地法律，其他權利之擔保，依適用於該權利之

法律（第2項）。唯有適用於被擔保權利之法律，始得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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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債務人（第3項）」18，其與美國統一商法典第8條第110
項，同樣係依當事人之意思。惟此規定顯與海牙證券公約不

同。

依瑞士債務法第965條規定，有價證券係「證書票據」

（Certificated Instrument），其表彰權利之行使及移轉，需與

該證書同時為之，但現今多數有價證券為非移動化，且保管

存放於集中保管機構，其有價證券之行使及移轉，均無需提

示及交付有價證券之實體權利證書，因此以往之瑞士法與實

務差距甚大，無可避免地導致法律之不確定性19。2005年9月
12日，瑞士聯邦議會決議簽署海牙證券公約，而瑞士與美國

共同於2006年7月5日簽署海牙證券公約20，目標在建立世界

金融中心，其認為：現今股票及其他有價證券，一般均保管

存放於金融中介機構，而非由投資人自己保管，當有價證券

係透過中介機構所持有時，何人持有該有價證券之權利實體

證書，即無關緊要，有價證券投資人之權利形態，係撥入金

融中介機構運作之投資人名義有價證券帳戶內，該金融中介

機構，亦將此有價證券保管存放於其在集中保管機構之有價

證券帳戶內，瑞士關於透過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之有價證券法

制，已無法反映現狀，而有修改之必要，而海牙證券公約，

係透過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之有價證券國際私法標準化最重

要之工作，在公約起草時，瑞士即參與其中，提供跨國有價

18 3. Besondere Regeln a. Verpfändung von Forderungen, Wertpapieren und anderen
Rechten 1 Die Verpfändung von Forderungen, Wertpapieren und anderen Rechten
untersteht dem von den Parteien gewählten Recht. Die Rechtswahl kann Dritten nicht
entgegengehalten werden. 2 Fehlt eine Rechtswahl, so untersteht die Verpfändung von
Forderungen und Wertpapieren dem Recht am gewöhnlichen Aufenthalt des
Pfandgläubigers; die Verpfändung anderer Rechte untersteht dem auf diese
anwendbaren Recht. 3 Dem Schuldner kann nur das Recht entgegengehalten werden,
dem das verpfändete Recht untersteht.
19 http://www.iflr.com/?Page=10&PUBID=33&ISS=24106&SID=692844&TYPE=20
（國際財經法評論官方網站，最後上網日期：2007 年 12 月 25 日）。
20http://www.ejpd.admin.ch/ejpd/en/home/dokumentation/mi/2005/2005-12-090.html
（瑞士聯邦司法警察部官方網站，最後上網日期：2007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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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準據法之意見，而海牙證券公約極為重要，因其準

據法具高度不確定性，尤其透過中介機構或電子商務系統持

有之有價證券，以往需耗費極大之精力與資源去確認有價證

券之實體所在地及應適用之準據法，海牙證券公約則提供準

據法之確定性，其容許當事人自行選擇應適用之準據法，及

確保準據法之一致，因此瑞士聯邦議會決議，在海牙證券公

約生效前，將海牙證券公約融入瑞士聯邦國際私法，以提供

瑞士金融業務之法律確定性，瑞士聯邦司法與警察部及聯邦

財政部，正共同依海牙證券公約草擬「透過中介機構持有有

價證券法」，使瑞士之有價證券法制得以更新，並填補海牙

證券公約由瑞士及美國以外第三國簽署而生效前之空窗期。

第五節 德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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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有價證

券實體權利證書亦同，因此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之有價證券

所有權移轉，其如何移轉交付，在德國民法上並不明確，有

價證券亦得以推定交付（Constructive Delivery），意指中介

機構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有價證券予受讓人，依通說見解，

帳簿劃撥為有價證券權利移轉之生效要件，包括所有權之移

轉及設定擔保之移轉交付。有價證券保管條例第22條，依同

條例第12條之有價證券交易特殊商業用語及條件之規定，對

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予以定位，中介機構為其客戶即有價證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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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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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帳戶所有人之代理人，並為客戶有償處理事務（德國民法

第675條參照），而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對於有價證券之權

利，並非所有權，而係準物權（Quasi-Ownership）之地位，

得要求中介機構交付而取回（Repossession）其有價證券，中

介機構依德國民法第364條第2項規定，得依有價證券帳戶所

有人（即出賣人）之指示，將系爭有價證券移轉予第三人（即

受讓人），以代交付有價證券之實體，而中介機構亦非有義

務將系爭有價證券之所有權移轉予受讓人（即買受人、受益

人），而係將其對外國中介機構之系爭有價證券取回請求權

移轉予受讓人，中介機構係受託人，將系爭有價證券以帳簿

劃撥方式交付受益人（即第三人、受讓人），中介機構所交

付者，係由同種類之有價證券（德國民法第243條第1項），

轉化成對該外國中介機構（即保管銀行）有價證券資產池之

債權，受益人因此承擔受託人不履行讓與該債權（德國民法

第398條參照）之風險，受託人不履行交付義務，倘不可歸

責，受益人仍不能解免購買系爭有價證券價金之支付義務。

總之，受託人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者，並非海外有價證券之

所有權，而係「推定交付」。依德國民法施行法第43條22第1
項規定，有價證券權利之移轉或利益之創設，及其移轉及創

設之效力，原則上適用德國強行規定，並無選法規則之適

用，但有價證券以外之其他動產，其具有權利證書者，依該

權利證書所在地法（lex situs）。嗣後有價證券保管條例

（Depotgesetz）第17條第a項規定，乃修正前述物之所在地法

原則：「德國集中保管機構保管之有價證券權利或利益，其

22 Art 43 Rechte an einer Sache (1) Rechte an einer Sache unterliegen dem Recht des
Staates, in dem sich die Sache befindet. (2) Gelangt eine Sache, an der Rechte
begründet sind, in einen anderen Staat, so können diese Rechte nicht im Widerspruch
zu der Rechtsordnung dieses Staates ausgeübt werden. (3) Ist ein Recht an einer Sache,
die in das Inland gelangt, nicht schon vorher erworben worden, so sind für einen
solchen Erwerb im Inland Vorgänge in einem anderen Staat wie inländische zu
berücksicht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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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係透過登記或有價證券帳戶之簿記而生效者，應適用因

登記而移轉生效之登記機構設立地法，或因簿記而移轉生效

之保管人總部或分支機構所在地法」23，亦即規定德國集中

保管機構保管之有價證券權利或利益，其移轉係以帳簿劃撥

方式為之者，應適用關聯有價證券帳戶（有價證券撥入時，

權利移轉或設定始生效力之帳戶）所在地法，有價證券實體

權利證書所在地為何，因此不具重要性。有價證券保管條例

第17條第a項規定，適用於所有跨國有價證券交易，包括所有

類型之非移動化、無實體化或具實體權利證書及種類有價證

券，乃用以實行98/26歐盟結算交割指令第9條第2項之規定，

通說認德國內國法實行歐盟指令者，需依該歐盟指令解釋，

且兩者牴觸時，應以該歐盟指令為準24，故有價證券保管條

例第17條第a項規定，係採行PRIMA原則25。

自德國立法例可知，其認有必要特別規定其處分行為準

據法之有價證券，係透過有價證券帳戶簿記移轉生效之有價

證券，其重點並非「集中保管」，而係「透過有價證券帳戶

移轉生效」者，固然集中保管之有價證券，通常需透過有價

證券帳戶移轉或設定擔保，但是否在某些國家，某些透過有

23 § 17a Verfügungen über Wertpapiere, “Verfügungen über Wertpapiere oder
Sammelbestandanteile, die mit rechtsbegründender Wirkung in ein Register
eingetragen oder auf einem Konto verbucht werden, unterliegen dem Recht des
Staates, unter dessen Aufsicht das Register geführt wird, in dem unmittelbar
zugunsten des Verfügungsempfängers die rechtsbegründende Eintragung
vorgenommen wird, oder in dem sich die kontoführende Haupt- oder Zweigstelle des
Verwahrers befindet, die dem Verfügungsempfänger die rechtsbegründende
Gutschrift erteilt”.英譯： “The transfer of ownership of securities or interests in
securities held in a German central securities depository system, which are, with
constitutive legal effect, entered in a register or booked in an account,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under whose supervision the register is kept in
which such entry is made for the direct benefit of the transferee or in which the head
office or branch of the custodian that makes the account entry with constitutive legal
effec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transferee is located”.
24 Herbert Rogner,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the Hague Securities Convention and
German law, 2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Law and Regulation, 7, p.368-371.
25 Richard Potok, supra , p.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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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證券劃撥帳戶移轉或設定擔保之有價證券，並非集中保

管，亦不無可能，因此重點應如德國有價證券保管條例第17
條所特定之「透過有價證券帳戶移轉生效」之有價證券，而

非「集中保管」。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草案第40條，規

定「集中保管」之有價證券應適用如何之準據法（詳見本論

文第六章所述），似有商榷餘地。

第六節 中國大陸法

中國大陸2000年國際私法示範法第6稿第83條規定：「商

業證券，適用證券上指定應適用的法律。沒有指定的，適用

證券簽發機構營業所所在地法」，其說明為：「商業證券為

有一定價值的可流通的有價證券。證券上指定的應適用的法

律為解決證券糾紛的準據法。沒有指定的，適用證券機構營

業所在地法。證券機構營業所所在地為該機構註冊登記所載

明的營業地點」26，由本條與第103條至第107條關於「票據」

之規定互相比對，本條應係指有價證券之準據法。然有價證

券上是否必然會載明應適用之準據法，容有疑義，如未載

明，依本條規定，即應適用發行人所在地法，然如一次性處

分多國有價證券，因次即需同時適用多國法律，所造成之不

便及不利於交易安全，均見所述。

對於現代集中保管及帳簿劃撥方式之有價證券所有型

態，中國大陸法制迄今似尚未有適當之因應，學說上，上海

交通大學教授蕭凱博士早在2002年4月海牙證券公約尚未正

式通過前，即論述關於海牙證券公約之草案：「海牙（證券）

公約最主要一點，就是以條約的形式規定了PRIMA作為確定

間接持有制中證券交易所有權方面準據法的連接點」，

26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私法示範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年 8 月，頁 20、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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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概念的具體化，也就是找出相關證券中間人的實際

所在地，惟此才能借助該連接指引特定國家實體法的援用。

因此，如何進一步確定相關證券中間人的所在地，構成了整

個公約最為重要的內容。相關證券中間人所在地，指的就是

相關證券證戶的被保管地，所以，相關證券中間人的場所化

必須與證券所簿記的帳戶所在地緊密關聯，另一方面，更為

重要的是，相關證券中間人的所在地，可以通過證券交易當

事人的選擇而事先予以確定，這便是所謂的事先確定性（ex
ante certainty）的問題，事先確定性，實為公約滿足跨國證券

市場各參與者對於證券交易可預見性需求的貫徹，這一點得

到了公約起草小組專家一致贊同。下面分別述之。（1）相

關證券中間人場所化的兩種途徑：在2001年1月的專家會議

上，相關證券中間人場所化最直接的辦法，就是直接以證券

被貸記的證券帳戶所在地作為判斷標準，因為就PRIMA的實

質意義而言，正是在該相關證券中間人所持有的投資者證券

帳戶上擔保權人或受讓方的證券權利得以記載，並因此能夠

得以實施，依此看來，帳戶論不失為一種既切中又適當地轉

化傳統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可行觀點，但持否定意見的學者

則認為，證券帳戶實際上表彰的是一種無形的法律關係，尋

求其地理意義上的所在地，仍不過是擬制的產物，削足適

履，仍然沒有擺脫物之所在地法的槽臼，與其硬性地規定證

券帳戶的所在地，不如著眼於進行證券帳戶保管活動的證券

中間人具體的分支機構或營業所。一則這些分支機構或營業

所本身就具有物理所在，並暗合PRIMA的本意；二則證券帳

戶的保管活動，也在該場所實施，通過實際的而非擬制的條

件即可作出判斷。這種觀點可稱之為分支機構／營業所論。

（2）事先確定性：儘管從公約的立法宗旨來看，證券交易

當事人預先指定交易中所有權問題的準據法，能夠確保交易

雙方明確擔保權益完善的必要條件，從而促進交易的可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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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有效性，但對於如果約定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仍有爭議。

一方認為只要證券託管協議進行了法律選擇，或是在該證券

託管協議中規定了證券帳戶的保管地，則該準據法或是特定

保管地法應予以肯定，換句話說，證券託管協議中的法律選

擇應為完全的意思自治，不必與事後的證券交易，有任何的

聯繫，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當事人自由選擇法律，支配證券

交易中的所有權問題，並對抗第三人，這是無法接受的。事

實上，既便是某些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律允許當事人意思自治

以支配交易的財產權方面，這種法律選擇，也不得對抗第三

人」27，因此中國大陸學說上，並未主張國際私法示範法第6
稿第83條所規定證券上指定應適用的法律或證券簽發機構

營業所所在地法，而主張應以帳戶所在地為中心，定其準據

法，較能與國際潮流接軌。

第七節 海牙證券公約

為降低跨國證券處分行為準據法不確定之投資風險，海

牙國際私法會議乃參酌 PRIMA 原則28，即關聯中介機構所在

地之準據法原則，制定海牙證券公約。本公約具數項劃時代

之意義，其係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第一個經濟法領域之國際私

法公約，草擬過程中，在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常設局起草小組

之主導下，歷經密集、持續、透明之討論，並開放以區域經

27 蕭凱，跨國證券交易的國際私法問題，武漢：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2
年 4 月，頁 153-155。
28 公約前言： “Conscious of the importance of reducing legal risk, systemic risk and 
associated costs in relation to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involving securities held with
an intermediary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international flow of capital and access to capital
markets. Desiring to establish common provisions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securities
held with an intermediary beneficial to States at all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cognizing that the “Place of the Relevant Intermediary Approach” (or PRIMA) as 
determined by account agreements with intermediaries provides the necessary legal
certainty and predic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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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整合組織（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rganisations,
REIO）之名義加入，此對歐盟及其會員國甚為重要，且本公

約實際上係最優先適用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 Party
Autonomy），用以取代狹義之 PRIMA 原則29，其次始以訂立

開戶契約之機構所在地、訂立開戶契約時關聯中介機構設立

地、營業所在地或主要營業所所在地等連結因素，較歐盟結

算交割指令及歐盟金融擔保指令之前述規定，更臻圓熟30，

尤其對於關聯中介機構之「有價證券劃撥帳戶設置地」，同

時從正面及反面詳細描述，足以定紛止爭。茲分析如次：

第一項 公約之基本名詞定義

依海牙證券公約第 1 條第 1 項 1 款，本公約所稱之「有

價證券」（Securities），係指任何股票（Shares）、債券（Bonds），
或其他現金以外之金融工具（Financial Instruments）或金融

資產（Financial Assets），及其所生之任何利益31，範圍廣泛，

應能避免掛一漏萬。依同條項第 b 款，「有價證券帳戶」

29 Karl Kreuzer, Würzburg, Innovative features of the Hague Securities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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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12, 2004. （會議書面資料未編頁碼）。
30 市場參與者認為，歐盟結算交割指令及歐盟擔保指令，僅係暫時協定之措施
（Interim Measures），海牙證券公約始提供長遠之規劃。例如︰國際換匯交易員
協會（International Swap Dealers Association）便於 2004 年 7 月 26 日致函歐盟委
員會表達此一立場，並期許能修改歐盟結算交割指令及歐盟擔保指令，使之與海
牙 證 券 公 約 之 規 定 相 符 。 參 見 ︰ Richard Potok, The Hague Securities
Convention-closer and closer to a reality, supra , 212.如歐盟成員國採用海牙證券公
約，則本公約在該國將取代前述二指令，該國法官不能再直接適用證券劃撥帳戶
設置地法，而應從本公約，優先探討有無約定準據法，參見：Ulrik Rammeskow
Bang-Pedersen, The impact of the Hague Securities Convention o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States,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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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12, 2004.
31 Article 1 Definitions and interpretation“1. In this Convention –a) “securities” 
means any shares, bonds or other financial instruments or financial assets (other than
cash), or any interest the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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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ies Account），係指由中介機構所設置供有價證券撥

入及撥出之有價證券帳戶32，而由本公約前言可知，該帳戶

為有價證券結算、交割（Clearing and Settlement）之帳戶33。

所謂中介機構（Intermediary），依同條項ｃ款，係指：「為

他人或同時為自己計算，而從事有價證券商務或其他維護有

價證券帳戶之業務者」34。「中介機構」之一般概念，係指貸

款者與借貸者之間資金流動移轉之機構，或對儲蓄者（有餘

單位）發行各種間接證券，以所籌得之資金購進投資者（赤

字單位）所發行之各種證券，完成資金移轉功能之機構35，

例如：投資人（有餘單位）透過中介機構購買某公司（赤字

單位）所發行之股票。而海牙證券公約之上開定義，「為他

人或同時為自己計算」，如配合後述之本公約第 4 條第 3 項

觀之，亦包括受讓所設置、維持有價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

券，或就該帳戶內之有價證券設定擔保之中介機構（例如：

融資融券業務即有可能發生此情形），得包括有價證券集中

保管機構、結算機構、證券公司、銀行、或為他人設置維持

有價證券帳戶之中央銀行，凡能透過所設置、維持之帳戶交

易有價證券者，即為「中介機構」36，其係中介於有價證券

所有人（權利人）與有價證券之發行人之間，另依本公約第

32 Article 1 Definitions and interpretation, “1. In this Convention –d) “securities
account ” means an account maintained by an intermediary to which securities may be
credited or debited.”
33 “Aware of the urgent practical need in a large and growing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to provide legal certainty and predictability as to the law applicable to securities that
are now commonly held through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ystems or other
intermediaries.”
34 Article 1 Definitions and interpretation, “1. In this Convention –c) “intermediary” 
means a person that in the course of a business or other regular activity maintains
securities accounts for others or both for others and for its own account and is acting
in that capacity.”
35 陳春山，證券投資信託專論，臺北：五南出版社，1997 年 9 月，頁 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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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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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條第 4 項規定37，有價證券集中保管機構（Central Securities
Depository，CSD）如設置、維持有價證券劃撥帳戶而為集中

保管，他人並得透過該有價證券帳戶移轉有價證券者，該有

價證券集中保管機構，亦屬本公約所稱之中介機構，因此凡

具有價證券結算、交割功能者，即為中介機構。另本公約第

1 條第 3 項規定：「下列之人不得視為本公約所稱之中介機

構：ａ、為有價證券發行人登記有價證券權利，或代理有價

證券發行人移轉有價證券者；或ｂ、就他人在中介機構所開

立有價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為該有價證券所有人經理

（操作）、代理，或單純為行政管理，而記錄其有價證券進

出該帳戶之交易細節者」38。就我國而言，買賣外國股票時，

在證券商開戶，證券商即為中介機構；在我國買賣股票時，

透過證券商在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集保公司」）39開戶，投資人取得集保公司劃撥帳簿，集保

公司即為中介機構。另依照本公約第 1 條第 5 項之規定，倘

一機構設置有價證券帳戶，僅係為使有價證券之發行人，知

悉該等有價證券移轉及所有之情形，並製作原始記錄者，本

公約之締約國得隨時宣告該中介機構並非本公約所稱之中

37 Article 1 Definitions and interpretation“ 4. Subject to paragraph (5), a person shall 
be regarded as an intermediary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onvention in relation to
securities which are credited to securities accounts which it maintains in the capacity
of a central securities depository or which are otherwise transferable by book entry
across securities accounts which it maintains. ”
38 Article 1 Definitions and interpretation,“3. A person shall not be considered an 
intermediary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onvention merely because –a) it acts as
registrar or transfer agent for an issuer of securities; or b) it records in its own books
details of securities credited to securities accounts maintained by an intermediary in
the names of other persons for whom it acts as manager or agent or otherwise in a
purely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
39 為兼顧市場參與者之方便度、避免資源重複投資及順應國際主要證券市場後
台整合之趨勢，2005 年 7 月，臺灣證券集中保管公司與臺灣票券集中保管結算
公司之合併，並以前者為存續公司，期能透過整合結算交割保管平臺，有效達到
降低投資成本，提高經營效率，擴大服務範圍，促進市場發展等整合綜效，且於
2006 年 3 月 27 日正式合併完成，名稱為「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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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機構40。蓋因該等中介機構，僅係執行類似於公司法第 165
條記載公司股東名簿之職權而已41。

依同條項第 d 款規定，「帳戶所有人」（Account Holder），
係指中介機構設置維持其名義之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42。「開

戶契約」（Account Agreement），依同條項第 e 款之規定，係

指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與設置、維持該有價證券帳戶之關

聯中介機構，所訂立規範該有價證券帳戶之契約43。「經中介

機構所有之有價證券」44（Securities Held with an Intermediary）
之意義，依同條項第 f 款，係指有價證券所有人對其帳戶內

有價證券之權利45。依同條項第 g 款之規定，「關聯中介機構」

（Relevant Intermediary），係指為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客

戶、投資人）設置並維持其帳戶之中介機構46，故係有價證

40 Article 1 Definitions and interpretation,“5. In relation to securities which are
credited to securities accounts maintained by a person in the capacity of operator of a
system for the holding and transfer of such securities on records of the issuer or other
records which constitute the primary record of entitlement to them as against the
issuer, the Contracting State under whose law those securities are constituted may, at
any time, make a declaration that the person which operates that system shall not be
an intermediary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onvention.”
41 公司法第 165 條：「股份之轉讓，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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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以其轉讓對抗公司（第 1 項）。前項股東名簿記載之
變更，於股東常會開會前 30 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 15 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
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 5 日內，不得為之（第 2 項）。公開發行股票
之公司辦理第 1 項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於股東常會開會前 60 日內，股東臨時
會開會前 30 日內，不得為之（第 3 項）。前 2 項期間，自開會日或基準日起算
（第 4 項）」。
42 Article 1 Definitions and interpretation,“1. 1. In this Convention –d) “account 
holder” means a person in whose name an intermediary maintains a securities 
account.”
43 Article 1 Definitions and interpretation,“1. 1. In this Convention –e) “account 
agreement” means, in relation to a securities account, the agreement with the relevant
intermediary governing that securities account.”
44 論者有將其翻譯為「間接持有」。例如：張曉凌、楊月萍，QFII 制度下跨境間
接持有證券的法律問題研究，國際金融研究，2004 年 10 月，頁 68-74。
45 Article 1 Definitions and interpretation,“1. 1. In this Convention –f) “securities 
held with an intermediary” means the rights of an account holder resulting from a 
credit of securities to a securities account.”
46 Article 1 Definitions and interpretation,“1. 1. In this Convention –g) “relevant 
intermediary” means the intermediary that maintains the securities account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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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處分行為人在其中開立有價證券帳戶，而直接面對、接洽

之直接中介機構。

在我國，與委託人訂立「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契約」

而受理開戶，並與委託人辦理結算、交割之證券商，即為本

公約所稱之關聯中介機構，而本公約所指之「開戶契約」，

係存在於該證券商與委託人間，委託人即本公約所指之「有

價證券帳戶所有人」，帳戶所有人在證券商開立本公約所稱

之「有價證券帳戶」，而經由該證券商無體所有其購買之外

國有價證券。

本公約第 1 條第 1 項第 h 款規定，有價證券之處分行為

（Disposition），係指證券權利之買斷、賣斷（Outright）或

有價證券權利之讓與（Grant），無論其權利為占有或非占有

者47。另外，有價證券所有人在關聯中介機構開立有價證券

帳戶買賣有價證券，有時可能會將其有價證券移轉或設定擔

保給該關聯中介機構本身48，故本公約第 1 條第 2 項即規定：

「本公約所稱之有價證券處分行為（ a Disposition of
Securities），包括：ａ、有價證券帳戶之處分行為。ｂ、將有

價證券處分予關聯中介機構。ｃ、關聯中介機構基於維持及

運作有價證券帳戶，對於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所具之權利，

依法實行其留置權（Lien）」49。依同條項第 k 款，「破產程

account holder.”
47 Article 1 Definitions and interpretation,“1. 1. In this Convention –h) “disposition” 
means any transfer of title whether outright or by way of security and any grant of a
security interest, whether possessory or non-possessory.”。本公約之原意，「處分行
為」並未包括將有價證券權利證書之實體轉讓或設定擔保，僅指透過有價證券劃
撥帳戶之處分有價證券行為。參見︰Roy Goode Hideki Kanda, and Karl
Kreuzer,supra, 35.
48 例如：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規則第 18 條規定︰「證券商因受託
買賣關係所收受之委託人財物及交易計算上應付與委託人之款項得視為委託人
對於證券商委託買賣交易所生之債務而留置，非至委託人清償其債務後不返還
之；其合於民法抵銷之規定者，並得逕予抵銷」，可資參照。
49 Article 1 Definitions and interpretation,“1. 1. In this Convention–2. References in
this Convention to a disposition of securities held with an intermediary include–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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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Insolvency Proceeding），係指司法或行政之一系列程

序，包括中間程序，在該程序中，債務人之資產及業務，由

法院或適格機關接管並掌控，以進行重整（Reorganization）
或清算（Liquidation）50。

第二項 公約適用之範圍

第一款 公約明定之適用範圍

海牙證券公約第 2 條乃規範「公約及準據法適用之範

疇」，該條第 1 項規定：「本公約適用於有價證券所有人透過

中介機構所有其有價證券之權利，包括：ａ、對撥入中介機

構所設有價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得對抗該中介機構及第

三人之權利本質及效果；ｂ、對撥入中介機構所設有價證券

帳戶內有價證券之處分行為（Disposition），得對抗該中介機

構及第三人之權利本質及效果；c、就中介機構所設有價證券

disposition of a securities account; b) a disposition in favor of the account holder’s 
intermediary; c) a lien by operation of law in favor of the account holder’s 
intermediary in respect of any claim arising in connection with the maintenance and
operation of a securities account.”。本項第 a 款所稱之「處分行為」，包括將該有價
證券帳戶整個更名移轉予他人，或移轉該帳戶內一部或全部之有價證券予他人。
第 b 款所稱之「處分」予直接中介機構，包括將有價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設
定擔保予設置、維持該帳戶之中介機構。第 c 款所稱中介機構對有價證券帳戶所
有人所具之權利，包括因提供信用所生之權利，或因有價證券帳戶管理費用所生
之權利，但屬非意定擔保權利（Non-Consensual Lien）者，例如：稅捐優先權，
則非本公約之規範範疇。參見：Roy Goode Hideki Kanda, and Karl Kreuzer, supra,
38、39.由此可知，中介機構對其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融資、融券所設定之擔保
權利，亦屬海牙證券公約之規範範疇，至涉及類似稅捐稽徵法第 6 條之稅捐優先
權，則非本公約規範之範疇。
50 Article 1 Definitions and interpretation,“1. 1. In this Convention –k) “insolvency 
proceeding” means a collective judicial or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 including an 
interim proceeding, in which the assets and affairs of the debtor are subject to control
or supervision by a court or other competent authority for the purpose of
reorganization or liqu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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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內之有價證券設定擔保（Perfection）51之要件；ｄ、對

中介機構所設有價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其權利是否消

滅，或有何優先權（Priority）；ｅ、設置有價證券帳戶之中

介機構，於該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以外之人，對該有價證券

帳戶所有人或第三人，主張就該有價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

具優先權利時，該中介機構所應負之義務；ｆ、對中介機構

所 設有 價證券帳 戶內 之有價證 券權 利，予以 實現

（Realization）52之要件；g、對中介機構所設有價證券帳戶

內有價證券之處分行為效力，是否及於其股息紅利

（Dividends）、收入（Income）或其他分配（Distributions）、
贖回（Redemption）、買賣（Sale）或其他收益（Proceeds）
之問題」53，同條第 2 項規定：「本公約係就本條第 1 項議題

51 依本公約第 1 條第 1 項第 I 款之規定，有價證券之設定擔保（Perfection），係
指設定使有價證券具得對抗該處分行為以外第三人效力之權利，例如：設定質權
之登錄，除設定質權物權契約外之登錄動作，因此得對抗出質人（債務人、有價
證券所有人）之普通債權人。參見：Roy Goode Hideki Kanda, and Karl Kreuzer,
supra, p.35、36.
52 證券交易上之“realize”，係指變現，或透過訴訟或依法變賣擔保物以實現所
擔保之債權。參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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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
53 Article 2 Scope of the Convention and of the applicable law, “1. This Convention 
determines the law applicable to the following issues in respect of securities held with
an intermediary –a) the legal nature and effects against the intermediary and third
parties of the rights resulting from a credit of securities to a securities account; b) the
legal nature and effects against the intermediary and third parties of a disposition of
securities held with an intermediary; c) the requirements, if any, for perfection of a
disposition of securities held with an intermediary; d) whether a person’s interest in 
securities held with an intermediary extinguishes or has priority over another person’s 
interest; e) the duties, if any, of an intermediary to a person other than the account
holder who asserts in competition with the account holder or another person an
interest in securities held with that intermediary; f) the requirements, if any, for the
realization of an interest in securities held with an intermediary; g) whether a
disposition of securities held with an intermediary extends to entitlements to
dividends, income, or other distributions, or to redemption, sale or other proceeds.”本
公約係使用「處分行為之權利本質及效果」（the Legal Nature and Effects of a
Disposition）之用語，在本公約最初之草案，係使用「財產上」（Proprietary）之
用語，但此用語並無全球統一性之定義，在某些國家適用此用語，在某些國家，
其意義可能為多元，如本公約採納此用語，可能使不同國家之法官或律師對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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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價證券帳戶內有價證券之處分行為及權利，定其準據

法，即使該有價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權利，依本條第 1 項

第ａ款之權利本質及效果，係屬契約之性質」54；換言之，

無論有價證券所有人或權利人，對該有價證券係具有所有

權、信託關係之受益權或單純之債權，其權利之處分行為，

均依本公約之規範55，而同條第 3 項之規定：「依本條第 2 項

規定，本公約不適用於：ａ、因有價證券撥入有價證券帳戶

所生之契約或對人（Personal）之權利義務關係；ｂ、中介機

構所設有價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其處分行為當事人之契

約或其他對人之權利義務關係；ｃ、有價證券發行人、登記

代理人（Registrar）56或過戶（移轉）代理人（Transfer Agent）
57之權利義務關係，無論其是否與有價證券所有人或任何其

他人有關」58，另海牙證券公約第 3 條規定本公約適用於選

案件事實獲致不同之結論，因此為使本公約之用語更為中立、較能廣泛為各國接
受，本公約最後係採用「處分行為之權利本質及效果」此一用語。參見︰Harry C,
Sigman , the Convention from the Riew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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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ctober
12, 2004.），因此對於有價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權利，其性質無論為債權或物
權、準物權，本公約係均規範關於其「處分行為」方面之準據法。
54 Article 2 Scope of the Convention and of the applicable law, “2. This Convention 
determines the law applicable to the issue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1) in relation to a
disposition of or an interest in securities held with an intermediary even if the rights
resulting from the credit of those securities to a securities account are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a) to be contractual in nature.”
55 Harry C, Sigman , supra, 4.
56 “Registrar”，係指有價證券登記代理人，通常為（發行）公司指定之銀行或
信託公司，負責保存債券存根簿及股東名冊，登記有關有價證券轉讓事項及分配
盈餘。參見：薛波主編，前揭書，頁 1168。
57 “Transfer Agent”，係指公開發行股份公司指定之代理人，通常係商業銀行，
其代理事項包括：經管股票之過戶、記錄、檔案，銷毀舊有價證券及發行新有價
證券，並解決有關有價證券遺失、毀損等問題及寄發股息等。參見：薛波主編，
前揭書，頁 1150。
58 Article 2 Scope of the Convention and of the applicable law, “3. Subject to 
paragraph (2), this Convention does not determine the law applicable to–a) the rights
and duties arising from the credit of securities to a securities account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rights or duties are purely contractual or otherwise purely personal; b) the
contractual or other personal rights and duties of parties to a disposition of securities
held with an intermediary; or c)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an issuer of securities or of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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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準據法之所有具體個案59。

第二款 公約適用範圍之分析

第一目 公約第 2 條第 1 項列舉事項之排他性

海牙證券公約列舉公約應適用之範圍，而非以概括含糊

之用語予以描述，由海牙證券公約第 2 條之規定可知，本公

約純粹為國際私法公約，既不影響亦不提供關於透過中介機

構所有之有價證券之實體法律關係，尤其不影響關於投資人

透過中介機構所有之有價證券，其權利性質為何（按：債權

或物權），或創設及處分該有價證券權利之要件之實體法律

規則，本公約亦不處理透過中介機構所有之有價證券權利，

是否能追溯對抗更上層之中介機構，或甚至及於該有價證券

之發行人；公約第 2 項第 1 款，刻意以通用之字句，排他性

地廣泛列舉公約適用之範圍，並以同條第 2 款規定予以強

化，而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第 a 至 g 款所規定之所有事項，

儘量涵蓋實務上所有可能之情形，而均依本公約第 4 條或第

5 條決定其準據法，倘非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第 a 至 g 款所

規定之事項，即非本公約規範之範圍，而對同一有價證券帳

戶之法律議題而言，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第 a 至 g 款所規定

之事項，不可能其中某些事項適用某準據法，而其他事項適

用其他準據法60。

第二目 本公約適用之有價證券類型

issuer’s registrar or transfer agent, whether in relation to the holder of the securities or
any other person.”
59 Article 3 Internationality,“This Convention applies in all cases involving a choice
between the laws of different States.”
60 Roy Goode, Hideki Kanda, and Karl Kreuzer, supra,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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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論對有價證券之權利定性為何

不同之法律系統對撥入有價證券帳戶內有價證券之權

利，有不同之定性，在某些法律系統，將有價證券權利關係，

定性為一般寄託、特別寄託、或可追溯主張對於特定有價證

券權利之財產權利，在其他法律系統，則定性為非通常寄

託、或其他對中介機構之單純對人權或契約請求權，僅得請

求中介機構轉讓或移轉特定種類及數量之有價證券，另有其

他法律系統，則將之定性為信託法律關係之受益人地位、信

託利益、對具可替代性之混合有價證券之共有財產權、有價

證券資產池之帳戶劃撥、有價證券所有權、集合財產、契約

權利或其他權利等。對撥入中介機構所設有價證券帳戶內之

有價證券權利本質及效果，在所有法律系統下，均需有明確

之選法規則，無論該有價證券投資人對抗關聯中介機構或第

三人之權利，在不同之法律系統下如何定性，關於本公約對

於第 2 條第 1 項列舉之各款議題，均定其準據法，即使投資

人依該準據法，係直接所有其有價證券61。

二、以撥入有價證券帳戶為其特徵

本公約僅適用於透過中介機構所有之有價證券，對於發

行人或登記代理人所登記之記名有價證券權利，或無記名有

價證券權利證書所有人之權利，倘該有價證券並非撥入有價

證券帳戶，本公約則不適用之，有價證券撥入有價證券帳

戶，因此進入中介機構之系統，且其撥入或處分，致引發本

公約第 2 條第 1 項所規範之議題時，無論該有價證券之撥入

61 Roy Goode, Hideki Kanda, and Karl Kreuzer, supra,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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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證券帳戶，係有利於該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或其他人，

亦無論該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是否得對該有價證券發行人

直接主張權利62。本公約規範之有價證券，係中介機構有價

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因此唯有對於中介機構有價證券帳

戶內之有價證券，海牙證券公約始認有特別規定其準據法之

必要性，從而在我國之立法論上，對某些特殊性質之有價證

券，認應特別規定其準據法，其性質之特徵，究竟應採「集

中保管說」或「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說」，具相當啟示性。

第三目 本公約所規範之法律關係性質

在研擬本公約之初，討論焦點在於中介機構所設有價證

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所有權法律關係，在早期之初稿中，確

實限縮於僅規範此權利關係，嗣後則經修正，目的係為涵蓋

所有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所列舉之事項，無論該等事項在某

一法律系統中係如何予以定性（按：例如大陸法系將某有價

證券定性為物權，英美法系則定性為債權），因此捨棄使用

所有權（Proprietary Right）及契約權（Contractual Right）之

法律名詞，並因而有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之區別，

以及第 2 項及第 3 項之區別，其用以區分下列二者：一、與

有價證券本身，或有價證券之撥入有價證券帳戶，或處分有

價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所生之權利；二、本公約第 2 條

第 1 項所未列舉，而屬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與設置該有價證

券帳戶之中介機構間之契約法律關係，或有價證券處分行為

當事人間之契約法律關係，前者依本公約所規範之準據法，

後者則另依法庭地法之選法規則，決定其準據法，而非本公

約規範之法律關係。倘某一法律關係是否屬於本公約第 2 條

62 Roy Goode, Hideki Kanda, and Karl Kreuzer, supra,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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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所規範之議題，則依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

定之文字予以定性，以決定是否適用本公約，而非先依本公

約決定準據法後再以該準據法為定性系爭法律關係之性質

（按：並非採初步定性及次步定性說），至有價證券帳戶所

有人，關於該有價證券本身，或有價證券之撥入該有價證券

帳戶，究係所有權或對人權性質，在判斷是否適用本公約

時，則無庸區分，因本公約適用於撥入有價證券帳戶之有價

證券權利，無論任何法律系統對該權利性質之定性為何，亦

無論該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是否得直接對抗該有價證券之

發行人；另外，是否屬於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所列舉之議題，

亦反映於本公約第 4 條第 1 項之規定，本公約第 4 條第 1 項

規定，容許開戶契約當事人選擇關於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所

列舉議題之準據法，其有別於開戶契約法律關係之準據法，

後者係適用法庭地法之選法規則，而非本公約。而本公約第

2 條第 3 項第 a 款規定，係指本公約之準據法，不適用於本

公約第 2 條第 1 項列舉事項以外之純粹契約或對人之法律關

係，因此本公約第 2 條第 3 項第 a 款規定，乃從屬於同條第

2 項規定，強調同條第 1 項規定，並不適用於諸如帳戶報表

之內容與寄發頻率、投資風險、下單截止時間等事項，同樣

地，本公約第 2 條第 3 項 b 款規定，亦從屬於同條第 2 項規

定，強調同條第 1 項規定，不適用於類如處分之有價證券數

量及種類為何、價格為何等議題。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應予

擴張解釋，以涵蓋各種情形，包括買回契約與有價證券所有

權移轉契約，是否得定性為擔保、有價證券擔保權利人是否

得再使用有價證券帳戶內之供擔保有價證券、中介機構面臨

數不相容之權利主張時之義務，包括與其上層中介機構之法

律關係，以及有價證券之處分是否包括股份、其他收入及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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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等議題63。

第四目 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各款之分析

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規定各款，將透過中介機構所有之

有價證券交易實務上典型之議題予以分類，基本交易形態，

係有價證券之撥入有價證券帳戶並處分之，其涉及有價證券

進出一個以上之中介機構，由第 2 條第 1 項各款之列舉規定

可知，任何本公約適用之案件，必然適用其中一款以上之規

定，因而並無必要強行區分究竟適用其中何款，僅需確認系

爭議題係屬第 2 條第 1 項規定之範圍，舉例而言，有價證券

權利之讓與，係屬第 2 條第 1 項第 b 款之範圍，本公約決定

該有價證券權利是否得對抗中介機構及第三人之權利本質

及效果，然有價證券權利（按：例如設定股票質權）倘得對

抗第三人，其需滿足設定擔保之要件，此則落在第 2 條第 1
項第 c 款之規定，而第 2 條第 1 項第 d 款，本公約在此決定

擔保權利人對於有價證券之權利是否消滅，或相對於他人

（包括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關聯中介機構及任何第三人）

之權利具有何優先權，此即說明，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各款

規定，應視為一體，僅在無法適用其中任何一款規定時，始

無本公約適用之餘地。又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列舉規定之其

他功能，係關於特定有價證券帳戶，所有第 2 條第 1 項列舉

各款之議題，均統一適用同一準據法，亦即依本公約第 4 條

及第 5 條規定，定其準據法，因此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規定，

乃力求將所有透過中介機構所設有價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

券交易實務議題，予以納入，非但本公約所定準據法之涵蓋

範圍，將被廣泛承認，且以單一準據法，即得貫穿所有議題，

63 Roy Goode, Hideki Kanda, and Karl Kreuzer, supra, p.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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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本公約適用越廣，越能達成公約提供確定準據法之目

標。本公約第 2 項之文字，提供受訴法院適用本公約之廣泛

空間，一旦有價證券撥入有價證券帳戶後，即非常可能適用

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之廣泛文意。以下茲就第 2 條第 1 項各

款分別予以說明64。

一、第 a 款

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第 a 款，係規範有價證券最初撥入

有價證券帳戶，而無進一步處分行為之情形，例如：投資人

購入有價證券，並保管存放於中介機構之有價證券帳戶後，

欲暸解其對該中介機構之權利為何，但不規範未透過中介機

構而直接所有之有價證券，亦不規範有價證券發行人權利義

務之準據法。至有價證券何以撥入有價證券帳戶？其情形包

括：（一）發行人發行有價證券，並將其實體權利證書或以

帳簿劃撥方式保管存放於集中保管機構，並指示撥入投資人

之有價證券帳戶；（二）有價證券所有人自始取得該有價證

券，並將之保管存放於其中介機構之有價證券帳戶中；（三）

中介機構為其客戶取得有價證券後，並將之由自己之帳戶撥

入客戶帳戶，該有價證券是否撥入，及何時撥入該有價證券

帳戶，係由本公約所定之準據法決之，例如依本公約所定之

準據法，當系爭有價證券撥入甲中介機構在其中介機構乙之

帳戶內（按：乙係甲中介機構之上層中介機構，而甲直接面

對有價證券所有人即客戶），而由甲取得後，即已視為撥入

甲之客戶之有價證券帳戶。倘受訴法院認依本公約所定之準

據法，系爭有價證券尚未撥入有價證券帳戶前，即未進入中

介機構體系，則本公約則不適用於系爭有價證券，此際係適

64 Roy Goode, Hideki Kanda, and Karl Kreuzer, supra, p.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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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庭地之其他選法規則，然依本公約所定之準據法，系爭

有價證券一旦撥入有價證券帳戶，則該準據法規範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所列舉各款之議題，包括系爭有價證券處於該有

價證券帳戶內之狀態，以及嗣後之處分行為，無論該有價證

券是否再撥出而另行撥入其他有價證券帳戶，而倘該有價證

券是否再撥出又另行撥入其他有價證券帳戶，且該其他有價

證券帳戶係由不同之中介機構所設置者，則以該不同之中介

機構為本公約規範之關聯中介機構，據以定其準據法，規範

該其他有價證券帳戶關於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之事項。

以下茲以 6 種情況說明之。

例 2-1
投資人Ｉ係特定記名有價證券之所有人，並持有表彰其他無

記名有價證券之實體權利證書，Ｉ將所有其有價證券出售予

Ｃ，Ｃ因此成為上開記名有價證券之所有人，並收受上開實

體權利證書，本公約並不規範任何Ｉ或Ｃ對系爭有價證券之

權利或處分該有價證券所生之法律關係（按：因未以帳簿劃

撥方式交付），法庭地於本公約以外之選法規則，將會規範

該有價證券之權利及其處分之法律關係。

例 2-2
承前例，Ｉ依Ｃ之指示，Ｉ將有價證券實體權利證書移轉至

Ｃ之中介機構，以撥入Ｃ之有價證券帳戶，Ｃ接著指示其中

介機構將系爭有價證券撥入Ｔ在其中介機構之帳戶，但因電

腦故障，撥入Ｔ帳戶因而遲延。本公約規範系爭有價證券何

時撥入Ｃ之帳戶，以及該撥入之效果，倘依本公約所定之準

據法，系爭有價證券並未撥入Ｃ之帳戶，本公約即不再適

用，因系爭有價證券並未進入有價證券帳戶，此時應適用法

庭地除本公約以外之選法規則，倘依本公約所定之準據法，

系爭有價證券業已撥入Ｃ之有價證券帳戶，並因此進入中介

機構體系，依本公約所定之準據法，即適用該帳戶關於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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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第 2 條第 1 項之事項，不僅關於Ｃ對系爭有價證券之權

利，並關於Ｃ將系爭有價證券移轉予Ｔ，一旦系爭有價證券

撥入Ｔ之有價證券帳戶，該撥入所生之權利，以及所有其他

第 2 條第 1 項所規範之事項，本公約均依Ｔ之有價證券帳

戶，而非Ｃ之有價證券帳戶定其準據法，然無論如何，本公

約並不規範發行有價證券之權利義務關係，因其尚非本公約

第 2 條第 1 項之規範事項。

例 2-3
一投資人將有價證券撥入某一依韓國法設立之甲中介機構

所設之有價證券帳戶，甲則會因此同時持有相同種類及數量

之有價證券，並保管存放於依日本法設立之乙中介機構，系

爭有價證券之發行機構，則係依日本法設立。在適用本公約

之Ｒ國法之程序中，關於投資人撥入有價證券帳戶之有價證

券所生之權利，本公約是否適用發生爭議，原告主張本公約

並不適用，蓋因依日本法，有價證券所有人得直接對有價證

券之發行機構主張權利，或被視為直接所有其有價證券。然

此一說法並無理由，因本公約適用於透過中介機構所有之有

價證券，無論有價證券所有人是否得直接對有價證券之發行

機構主張權利，或是否被視為直接所有其有價證券，且本公

約無論如何，並不規範發行有價證券之權利義務關係，因其

非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之規範事項。

例 2-4
一投資人將有價證券撥入某一依紐約法設立之甲中介機構

所設之有價證券帳戶，在適用本公約之Ｒ國法之程序中，關

於投資人撥入有價證券帳戶之有價證券所生之權利，本公約

是否適用發生爭議，原告主張本公約並無適用餘地，因投資

人對其有價證券權利之法律性質，為純粹契約性或對人性，

紐約法將撥入有價證券帳戶內有價證券之權利，定義為特定

之集合權利，稱為有價證券之所有權。然原告之論點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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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決定本公約是否適用時，並無必要區分有價證券之權利

本質究竟係所有權、對人權或混合類型，但有價證券所有人

與其保管存放有價證券之中介機構間，純粹契約上之法律關

係，則本公約不適用之，因其非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所列舉

之事項。

例 2-5
承前例，但中介機構係依德國法所設立。原告主張本公約並

無適用餘地，因投資人對其有價證券權利之法律性質，德國

法將其定性為純粹契約性或對人性，原告之論點亦有誤，因

在決定本公約是否適用時，並無必要區分有價證券之權利本

質為何。

例 2-6
承例 2-4，但中介機構係依義大利法所設立。原告主張本公

約並無適用餘地，因投資人對其有價證券權利之法律性質，

義大利法將其定性為非通常寄託契約，而其性質為純粹契約

性或對人性。原告之論點亦有誤，因在決定本公約是否適用

時，並無必要區分有價證券之權利本質究竟係所有權、對人

權，本公約適用於所有關於投資人非通常寄託所生之第 2 條

第 1 項事項，無論該非通常寄託在義大利法、Ｒ國法或其他

法，被定性為一部或全部之所有權、契約權或其混合性質。

即使有價證券權利之性質，在相關當事人間，均同意其

性質為債權性質，本公約仍有適用之餘地。有疑義者，係共

同基金（Mutual Fund）65是否為本公約所得規範之有價證券？

65 共同基金，係由投資公司或投資銀行經營管理基金，一方面以發行股票之形
式，從基金股東處籌集投資基金，用以投資於各種股票、債券、商品或貨幣管理
市場，共同基金可為投資者提供多樣化及專業化之投資管理優勢，每年按一定比
例向股東收取基金管理費，共同基金之收益取決於其投資組合之盈利狀況，嚴格
意義上之共同基金，係一種股份不定額之投資信託公司，即開放型投資信託公
司，但在美國則泛指任何投資公司。參見：俞濟群，共同基金交易原理，臺北：
著者發行，2000 年 2 月，頁 25；薛波主編，前揭書，頁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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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共同基金係由基金公司收集，並用以投資於有價證券，基

金公司並將投資獲利扣除成本及利潤後，分配予基金投資

人，但基金投資人對基金公司所投資之有價證券，並無任何

權利，例如：某投資人有美國基金 1000 單位，基金公司並

募集 10 萬單位之基金，將其購買美國ＩＢＭ公司股票、花

旗銀行股票、美國政府公債等 20 餘種有價證券，但投資人

就其 1000 單位之基金，無法主張其中對應至多少股美國Ｉ

ＢＭ公司股票、多少股花旗銀行股票或多少張美國政府公

債，基金權利之內涵，並非特定種類及數量之有價證券，僅

係出資並指定基金公司投資於某特定範圍之有價證券，而基

金公司得在該範圍內，自行調配所購買有價證券之內涵及比

重，例如美國基金，投資人即指定投資於美國發行之有價證

券，基金經理人發現美國花旗銀行受次級房貸波及嚴重，乃

當機立斷全數賣出，並將賣得資金購買蘋果電腦股票，此不

影響投資人之基金單位數量，投資人僅得對基金公司主張依

基金淨值贖回變現其基金之數量單位，並無權要求基金公司

給付特定種類、數量之有價證券，因此本文以為，對基金公

司所投資購買之有價證券投資組合而言，共同基金並非該有

價證券之權利。相對地，投資人倘透過層層中介機構購買特

定種類、數量之有價證券，例如：透過 4 層中介機構購買 1000
股伊利諾公司之股票，雖僅對直接開戶之中介機構得主張其

具有價證券之權利，對次一層（上一層）之中介機構則無法

直接主張權利，但透過 4 層中介機構層層接力之主張，最後

仍得實際上得到 1000 股伊利諾公司之股票，則其對直接中

介機構之權利，仍屬海牙證券公約所規範之有價證券。

二、第 b 款

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第 b 款對撥入中介機構所設有價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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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帳戶內有價證券之處分行為，得對抗該中介機構及第三人

之權利本質及效果，定其準據法，所謂「處分行為」

（Disposition），本公約係以第 1 條第 1 項第 h 款予以定義，

並進一步詳盡規定於第 1 條第 2 項，以上規定使本公約不限

制「處分行為」之意義，而得以涵括所有經濟上之處分行為

與各種法律上分類之處分行為，因此在決定是否適用本公約

時，無庸先確定處分行為之意義，例如無庸先確定究為賣斷

或所有權之移轉，而由本公約所定之準據法定義該處分行為

之本質及對第三人之效力。處分行為之當事人，均信賴依本

公約所定之準據法，該處分行為所生之本質及效果，在其他

法域，至少在本公約有效之法域，不致遭到推翻或變更，此

在以提供擔保為目地之有價證券權利移轉，或出賣及買回契

約，格外重要，買回契約在某些法律體系中之優點，係得以

迴避設定擔保之要件及有價證券擔保權利人使用該有價證

券之限制，買回契約之當事人，傳統上均面臨其買回契約為

受訴法院定性為擔保之風險，因某些法院會認該交易之當事

人意欲形成擔保之法律本質，而無論其外觀形式，或認該交

易之法律本質即為擔保，而無論當事人之意欲，導致該交易

倘不符設定擔保之要件，則整個交易即為無效。倘當事人締

結買回契約，或其他移轉有價證券權利之機制，本公約締約

國之所有法官，均須適用本公約所定之準據法，以決定該處

分行為之法律本質，至交易之形式、實質或當事人之意思，

均不能決定由何準據法規範該處分行為之法律本質，本公約

並非規範處分行為法律本質之實體法律規定，但提供交易行

為當事人均能預見之準據法。

例 2-7
投資人甲係依日本法成立之公司，與依英國法成立之乙銀行

締結契約，依該契約，甲在依新加坡法律成立之中介機構丙

開立有價證券帳戶，甲將撥入該有價證券帳戶內之全部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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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出賣予乙，並協議由甲於 30 日後，以特定價格買回

該有價證券，該買回契約有準據法條款，約定適用英國法，

甲移轉系爭有價證券予乙後，乙亦將之保管存放於在丙開立

之有價證券帳戶，丙與其所有客戶均明示約定，關於開戶契

約，均依新加坡法，假設關於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所列舉之

事項，依本公約所定之準據法，即為新加坡法，且假設本公

約在英國有效，當事人在英國法院涉訟，爭執該買回交易之

本質及效果，依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第 b 款，依本公約所定

之準據法，決定該處分行為之本質及效果，無論該買回交易

之形式、實質及當事人對該處分行為本質有何意思，英國法

院均需適用新加坡法律，以解決該項爭議，而非自行依英國

法或其他法律對買回之性質再定性（Recharacterizing），即使

英國法為買回契約指定應適用之法律及法庭地法。

例 2-20
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第 b 款之議題，包括當事人因有價證券

之處分行為而取得之權利，是否包括在其他人同意或不同意

之情形下，使用該有價證券之權利（亦即該當事人對撥入其

有價證券帳戶內有價證券權利之法律本質及效果），無論該

有價證券係賣斷或擔保性質，亦無論該有價證券之性質為所

有權、契約權或其混合或其他性質。實際上在所有法律體系

下，對財產或權利之所有權（Ownership），其特質，係不經

原所有人（該財產或權利出讓予現所有人之出讓人）之同

意，即得處分該財產或權利予第三人，或為權利人之利益利

用之。有價證券之擔保權利人，經處分行為而取得擔保權利

後，是否或在何種程度範圍內，得將該擔保之有價證券再設

定擔保或予以使用，各法律體系之規定各有不同，本公約不

提供實體法律關係之解決，而僅決定準據法。

例 2-8
一投資人將有價證券撥入其在中介機構之有價證券帳戶，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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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之全部設定擔保予該中介機構，該投資人與該中介機構

間，並未約定中介機構對該設定擔保之有價證券，是否得出

借、再設定擔保予他人，或予以使用，現該中介機構未經投

資人之同意，即出借該所有之擔保有價證券予第三人，本公

約所定之準據法，即決定該中介機構是否有權在未經投資人

之同意下，使用該擔保之有價證券。

三、第 c 款

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第 c 款所稱之「設定」或「設定生

效」（Perfection），依本公約第 1 條第 1 項第 i 款之規定，係

完成使處分行為得以有效對抗處分行為當事人以外之人之

程式要件，本公約規範透過中介機構所有之有價證券處分行

為設定之要件，其實體規定，在設定方式及效果方面，各國

容有不同，但通常決定權利之先後順序，並具防弊功能，且

提供交易之客觀證據、確定日期及公示作用，常見之設定方

法，包括公示、記錄、登記及占有（在某些國家，設定擔保

無需移轉占有，因此有價證券之提供擔保人，無需將該有價

證券轉出其有價證券帳戶，而僅與設置該有價證券帳戶之中

介機構約定，該中介機構需遵從有價證券擔保權利人之指

示，甚至提供擔保人在設定擔保後，仍得處分該有價證券）。

四、第 d 款

依本公約所定準據法規定之設定要件，雖使該處分行為

得以有效對抗第三人，但無法確保設定之權利必然優先於其

他權利，至是否有優先權，係屬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第 d 款

之事項，而依本公約所定之準據法。依該款規定，本公約所

定之準據法，決定對同一有價證券之相互衝突之權利，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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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優先，該權利之衝突，可能發生於兩絕對權利之間，亦可

能發生於兩相對權利之間，亦可能發生於一絕對權利及一相

對權利之間。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第 d 款規定之範圍相當廣

泛，不僅包括優先權之問題，亦包括相關裁判之效果，例如

相衝突之權利間是否共存，或其中之一優先於其他權利，或

其中之一免受其他權利之主張等，所謂免受其他權利之主

張，即相當於在衝突之二權利競爭者間，其中一人相對阻卻

另一人之權利，但不致使該另一人之權利，在面對第三人時

完全消失。關此不同權利人間之權利競爭（競合）之問題，

本公約不提供實體法律關係之解決，而僅提供用以解決之準

據法。

五、第 e 款

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第 e 款規定設置有價證券帳戶之中

介機構，於該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以外之人，對該有價證券

帳戶所有人或第三人，主張就該有價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

具優先權利時，該中介機構所應負義務之事項，依本公約所

定之準據法，例如：依本公約所定之準據法，對有價證券具

優先權之當事人，對該中介機構主張交付該有價證券時，該

中介機構是否履行其義務、中介機構依權利人之指示交付有

價證券，嗣後發現有其他優先權利人時，該中介機構責任之

免除，以及該中介機構依其中之一權利人之主張履行，而忽

略其他權利人之主張等。亦即本公約所定之準據法，適用於

面臨相衝突之權利主張時，中介機構應負之義務，其權利衝

突包括：（一）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以及另一人主張對該

有價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所具之權利；（二）有價證券帳

戶所有人，以及另一人主張對該有價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

予以查封；（三）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重複處分該帳戶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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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證券，致數處分行為之相對人，均主張對該有價證券具

優先權利。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第 e 款之規定，對現代有價

證券持有之系統相當重要，依本公約所定之準據法，決定在

上層中介機構之擔保權利，是否應予准許。倘主張對撥入某

有價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具有權利，不僅對設置該有價證

券帳戶之中介機構主張權利，亦會對其他中介於有價證券帳

戶所有人及有價證券發行人間之其他中介機構主張權利，例

如對上層中介機構主張權利，依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第 e 款，

本公約所定之準據法，決定在上層中介機構之擔保權利是否

發生，亦即相反權利主張之人，是否得對中介機構主張其具

對抗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或其他人（包括下層中介機構有價

證券帳戶所有人）之權利，本公約並不決定在上層中介機構

之擔保權利是否發生，但決定由何實體準據法定之。在決定

準據法時，須注意：（一）在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與有價證

券之發行人間，可能中介許多中介機構；（二）本公約適用

於每一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與其中介機構間之關係；（三）

當有價證券移轉時，受讓人之權利，以及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規定之事項，仍以移轉人之有價證券帳戶為準，依本公約

定其準據法，一旦該有價證券撥入受讓人之有價證券帳戶，

關於受讓人之權利及所有其他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規定之事

項，均以受讓人之有價證券帳戶為中心，依本公約定其準據

法；（四）對特定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而言，具關聯中介機

構地位者，其本身可能為上層中介機構有價證券帳戶之所有

人。

例 2-10
某投資人甲係依日本法設立之公司，對撥入依菲律賓法設立

之乙中介機構所設置有價證券帳戶內之Ａ公司有價證券具

有權利，乙因此對於同一有價證券，以依德國法設立之丙銀

行之有價證券帳戶保管存放之，丙因此對同一有價證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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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紐約法設立之丁集中保管機構，開立有價證券帳戶，丁並

指定戊登記為所有該種有價證券之登記名義人，並由一張全

球權利證書表彰其權利。對甲取得勝訴確定判決之債權人，

欲對丁提出法律程序，以實現其判決（按：例如強制執行），

並查封撥入丙在丁之有價證券帳戶內之Ａ有價證券中，其中

甲間接所有之部分，以實現其對甲之勝訴確定判決，該法律

程序係在本公約有效國家內之法院提起，爭議在於，對於登

記在戊名下之Ａ有價證券，丁是否有義務提出其一部分（相

當於甲所有之張數）予該債權人？對該債權人，是否僅能對

其債務人甲及甲之中介機構乙提出法律程序？假設依本公

約，關於撥入丙在丁開立有價證券帳戶內之Ａ有價證券，係

依紐約法，而關於關於撥入乙在丙開立有價證券帳戶內之Ａ

有價證券，係依德國法，關於丁是否有義務提出部分Ａ有價

證券予該債權人，係依紐約法，因關於撥入丙在丁開立有價

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係以紐約法為準據法。

六、第 f 款

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第 f 款，係規定對於透過中介機構

所有之有價證券，予以實現之權利事項，依本公約定其準據

法，例如：因提供有價證券擔保之債務人，無法清償向擔保

權利人所借貸之款項，擔保權利人即借貸人欲出賣所有供擔

保之有價證券，本公約所定之準據法，即決定擔保權利人是

否有權出賣，及其出賣之要件為何，例如依準據法，擔保權

利人倘欲出賣供擔保之有價證券，須經法院同意，或應以公

開拍賣方式為之，而不得以私募方式為之。

七、第 g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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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第 g 款之規定，並非將「透過中介

機構所有之有價證券」之文意，擴張至保管存放於中介機構

之現金，然依本公約所定之準據法，乃決定對中介機構所設

有價證券帳戶內有價證券之處分行為效力，是否及於其股息

紅利、收入或其他分配、贖回、買賣或其他收益，例如：倘

一投資人將 1000 股Ａ公司股票撥入他人之有價證券帳戶，

以授與該他人股票權利，依本公約所定之準據法，將決定該

股票權利，是否及於Ａ公司所發放關於該 1000 股股票之股

息。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第 g 款之規定，包括諸多形態，如

股息、利息、分紅事項、權利事項、贖回債務證券（Redeemed
Debt Securities）之收益、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之銷售收益，

以及有價證券類型之轉換等。

第五目 本公約第 2 條第 2 項之分析

本公約第 2 條第 2 項，明示確認依本公約所定之準據

法，適用關於透過中介機構所有之有價證券之處分與權利，

其有關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之事項，即使依本公約所定之準

據法，撥入有價證券帳戶內有價證券之權利，本質上為契約

性者。本公約第 2 條第 2 項之英文版本及法文版本並不相

符，英文版本正確指出有價證券之「處分行為」及「權利」，

但法文版本僅提及「處分行為」，因此英文版本為正確，法

文版本則需訂正66。

第六目 本公約第 2 條第 3 項之分析

依本條第 2 項第 3 項第ａ款及第 b 款，本公約不適用於

66 Roy Goode, Hideki Kanda, and Karl Kreuzer, supra, p.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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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價證券撥入有價證券帳戶所生之契約或對人權利義務

關係，以及開戶契約或處分行為當事人間純粹對人之權利義

務關係，亦即重聲本公約第 2 條第 2 項之規定，規定本公約

第 2 條第 1 項所謂列舉之事項，非本公約規範之範圍，本公

約不予規範之事項，通常與開戶契約有關，但非必然與開戶

契約有關，例如：關於中介機構對維持其所設置有價證券帳

戶，以及撥入該有價證券帳戶之有價證券，所應負之注意義

務程度、中介機構寄發帳戶報表之內容及頻率、有價證券帳

戶所有人須指示其當天營業之截止日期、中介機構為有價證

券帳戶所有人（客戶）保存有價證券之損失風險（如電腦中

毒、當機致資料流失），類此在中介機構與有價證券帳戶所

有人間之契約或債權債務法律關係。同樣地，本公約亦不規

範與處分行為有關之債權債務關係，例如：應移轉之有價證

券種類及數量、價格、移轉有價證券及支付價金之日期、依

契約應移轉有價證券或支付價金之債務不履行事項等。此等

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與其中介機構間之契約法律關係，並非

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所列舉之事項，尚非本公約規範之範

圍，而係由法庭地之其他選法規則規範之，通常該其他選法

規則，容許開戶契約、擔保契約或其他有關處分行為之契約

關係，自行選擇應適用於其契約權利義務關係之準據法，本

公約第 4 條第 1 項，即明示將開戶契約所指定之準據法，適

用關於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所列舉之事項，至開戶契約以外

之其他契約性或對人性法律關係當事人，例如處分行為之原

因行為契約，所指定應適用於該法律關係之準據法，則與本

公約之適用無關。

例 2-11
客戶Ｃ將有價證券撥入其在甲中介機構之有價證券帳戶，Ｃ

將之移轉予第三人Ｔ，Ｔ亦為甲之客戶，而在甲開立有價證

券帳戶。Ｃ與甲明示約定：一、甲對維持該有價證券帳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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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入其內之有價證券之疏失責任，限於故意或重大過失；

二、甲應寄送Ｃ有價證券帳戶報表（明細、對帳單）之內容

及時間；三、Ｃ須指示其當天營業之截止日期；四、有價證

券帳戶內有價證券遺失之風險負擔。同時，Ｃ與Ｔ亦明示協

議：一、Ｃ應移轉予Ｔ之有價證券種類及數量；二、Ｔ應支

付予Ｃ之對價；三、Ｃ應移轉交付系爭有價證券予Ｔ之時

間，以及Ｔ付款之時間；四、Ｃ應移轉交付Ｔ系爭有價證券，

以及Ｔ應支付Ｃ對價之債務不履行責任。嗣後在本公約有效

之Ｒ國，Ｃ與Ｔ爭訟，爭點在於，本公約是否適用於上開契

約之解釋與效力，因上開契約所定之事項，均非屬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所列舉之事項，依本公約第 2 條第 3 項第 a、b 款

規定，本公約並無適用，而應適用於法庭地之其他選法規則。

依本公約第 2 條第 3 項第 c 款規定，本公約不適用於有

價證券發行人、登記代理人或過戶（移轉）代理人之權利義

務關係，無論該有價證券之所有人，係直接所有或透過中介

機構所有其有價證券。上開不適用之範圍，包括所有之公司

行為，例如股東投票權利、分配股息及登記權利、發行人界

定如何清償票據、債券或其他債務有價證券之權利。

例 2-12
甲公司係依英國法所設定，發行之有價證券由一張全球有價

證券權利證書所表彰，由乙集中保管機構所指定之丙登記為

該有價證券之所有人，在乙開立有價證券帳戶之丁，獲准對

甲之支付義務強制執行，因甲關於其發行之有價證券債務不

履行（例如：不支付債券之利息），即使有價證券所有人丁

得直接向發行人甲主張權利，該有價證券仍屬透過中介機構

所有之有價證券，但本公約並不規範發行人關於系爭有價證

券之權利義務。而本公約亦與發行及交易有價證券之行政法

令規章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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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目 本公約第 3 條之分析

本公約第 3 條規定本公約適用於選用準據法之所有具體

個案，在透過中介機構所有之有價證券，涉及超過一個國家

時，本公約應予適用，倘任何涉外因素發動本公約之適用

時，關於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所列舉之事項，本公約即取代

法庭地其他選法規則，因此提供準據法之確定性及預見可能

性。在法律程序開始時，本公約廣泛適用之目的，即反映於

第 3 條之規定。本公約第 3 條規定，不依特定預設且精確界

定之因素，或要求在特定時點符合其所定義之「涉外」要件，

使當事人或法院均需事先斟酌該要件，以決定本公約是否適

用（按：此即說明案件何時具涉外因素，致應適用本公約），

相反地，本公約採取一廣泛描述之方法，簡潔說明本公約適

用於所有選法案件，因而，除非所涉案件絕對毫無涉外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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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約應予適用，倘案件均無涉

外成分，則不能僅因法庭地係在外國，即因此認定為有價證

券處分行為之涉外案件，關此，本公約第 6 條明文規定不得

視為涉外成分之事項。本公約第 3 條係以涵意寬廣之文字，

規定本公約應適用之時機，得以避免以解釋之方式迴避本公

約之適用，因此無庸仰賴各締約國對本公約第 3 條之解釋達

成一致，即可提供有價證券處分行為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是

否適用本公約之法律確定性及預見可能性（按：意指本公約

第 3 條文字之意義非常寬廣，只要不是完全欠缺涉外因素或

成分，無論如何解釋其文義，應均有本公約之適用，使得當

事人及利害關係人，均能預知本公約是否有其適用，據以測

定相關之實體權利義務關係，此有益於交易安全，不至因各

締約國對第 3 條之解釋不同，而產生是否適用本公約之不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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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

本公約之適用，在法庭地或任何其他國家之國際私法

上，最後實質上不必然真正需要涉及法律衝突，受訴法院可

能認為某項涉外因素，對本案之審理並不重要，但此仍不影

響本公約之適用，例如：在Ｘ及Ｙ間，對有價證券何人有優

先權發生爭議，該有價證券係依英國法所設立之Ζ公司所發

行者，但由所有人Ｉ將其存放於Ｂ中介機構所設置之有價證

券帳戶中，嗣後Ｉ重覆處分予Ｘ及Ｙ。Ｂ、Ｉ、Ｘ及Ｙ均在

西班牙，在本案中，發行人與Ｘ及Ｙ之爭議無關，但仍不影

響本案具有涉外因素，因而有本公約之適用，本公約第 3 條

並未使用「國際性」（Internationality）作為本公約適用之要

件（按：不要求案件必需有「國際性」始能適用本公約），「國

際性」之字眼，係本公約第 3 條之標題，而非條文之一部分，

用以提醒讀者本條之內涵，刻意不將「國際性」此一字眼納

入條文之內容，係經精心思慮，係為避免許多本公約意圖涵

蓋之案件遭到排除，因此許多案件，剛開始乍看之下，似為

內國法之案件，亦有本公約之適用。

本公約第 3 條使用「不同國家法律間之選擇」（Choice
between the Laws of Different States）之用語，並非契約法律

關係之選法，在此之「選擇」，係指案件涉及中介機構所設

置有價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具有涉外因素或成分，其關

於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所列舉之事項，如何選擇其應適用之

準據法。本公約適用於所有涉及中介機構所設置有價證券帳

戶內之有價證券，且與超過一個國家產生關聯者，所謂涉外

因素或成分，或與當事人有關，或與指定準據法之契約條款

有關，或與其他事項有關。倘下列當事人具涉外成分，即有

本公約之適用：一、有價證券帳戶之所有人；二、有價證券

處分行為之當事人、處分有價證券帳戶之當事人，或有價證

券之權利人；三、關聯中介機構；四、有價證券之發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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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人員，只要其營業處所或公司、慣居地或居所地，係在

不同之國家，或涉及中介機構所設置有價證券帳戶內有價證

券之法律行為，係在不同國家作成，即應適用本公約。

例 3-1
投資人甲係以巴西為慣居地，在依巴西法設立之乙中介機構

開立有價證券帳戶，撥入該有價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係

由依巴西法設立之丙公司所發行者，以及巴西政府之公債，

而開戶契約明示以巴西法為準據法，但對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所列舉之事項，則未明示約定其準據法，在明示約定開戶

契約之準據法時，乙在巴西聖保羅有本公約第 4 條第 1 項之

適格辦公處所，嗣後甲為設定有價證券權利予他人，將所有

在乙帳戶中之有價證券，撥入依墨西哥法設立之中介機構丁

所設置之有價證券帳戶中。之後在本公約有效之國家涉訟，

爭點在於系爭有價證券是否有效設定擔保，此際應適用本公

約，因本案涉及有價證券帳戶中之有價證券，且涉及超過一

個國家（巴西及墨西哥），依本公約第 3 條「不同國家法律

間之選擇」之規定，故應適用本公約。

上例非但舉出擔保行為當事人所在地之案例，系爭有價

證券處分行為之相對人丁，亦提供本案涉外成分，更說明：

即使有價證券開戶及撥入有價證券，均係在同一國家內，但

嗣後系爭有價證券移轉至另一國家，即因此使本案具涉外成

分，致有本公約之適用。

此外，有關有價證券發行人將系爭有價證券撥入有價證

券帳戶、關聯中介機構之中介機構，及與有價證券處分行為

有關之其他中介機構（見後述例 3-2），均得啟動本公約之適

用，但此不能誤解為係「透視理論」，在此僅係說明，在決

定是否適用本公約時，有價證券之發行人及上層中介機構雖

屬無關，但發行人及上層中介機構，仍得啟動本公約之適

用，因其可能構成案件之涉外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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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2
投資人甲係依挪威法設立之公司，在依挪威法設立之中介機

構乙開立有價證券帳戶，撥入該有價證券帳戶之有價證券，

分別係依挪威法設立之丙、依芬蘭法設立之丁及依瑞典法設

立之戊所發行者，甲、乙之開戶契約，明示應適用挪威法，

但關於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所列舉之事項，則未明示約定其

準據法，而在訂立開戶契約時，乙係透過在挪威奧斯陸之辦

公處所維持該有價證券帳戶，嗣後甲將所有保管存放於乙所

設置有價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全部移轉撥入依挪威法所

設立之己所設置之有價證券帳戶中，以為他人設定擔保。在

本公約有效國家之法律程序中，爭點在於系爭有價證券之擔

保是否有效設定，本公約即有適用餘地，因本案涉及中介機

構所設置有價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且涉及多國（挪威、

芬蘭及瑞典），係屬本公約第 3 條所稱之「不同國家法律間

之選擇」，故應適用本公約。由本例可知，即使係相對微小

之涉外因素（如本案僅涉及一些非挪威發行人發行之有價證

券），而大部分之因素均集中在同一國家（如本案之挪威），

仍足以啟動本公約之適用。在此，案件之涉外成分，需涉及

外國人或外國地，以及其他因素，例如：有價證券帳戶所有

人與其中介機構間關於準據法之契約，係指定他國法或同國

他法域法為準據法，同有本公約之適用，無論是否符合本公

約第 4 條第 1 項適格辦公處所之要件。

例 3-3
有價證券所有人甲係依羅馬尼亞法設立之公司，其在依羅馬

尼亞法設立之乙中介機構開立有價證券帳戶，所有撥入該有

價證券帳戶之有價證券，均係依羅馬尼亞法所設立之丙公司

所發行者，甲、乙之開戶契約明示約定以英國法為準據法，

但對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所列舉之事項，則未明示約定，而

在開戶契約訂立時，乙在英國倫敦有一符合本公約第 4 條第



191

1 項之適格辦公處所，嗣後甲將其有價證券帳戶設定擔保予

他人，並將所有上開有價證券撥入依羅馬尼亞法所設立之丁

中介機構。在本公約有效國家之法律程序中，系爭有價證券

之設定擔保是否有效發生爭議，本公約應予適用，因本案涉

及有價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且涉及超過一個以上之國家

（羅馬尼亞及英國），本案係屬「不同國家法律間之選擇」

之規定，故應依本公約第 3 條規定適用本公約。由本例可知，

即使所有因素均集中於同一國家，但依本公約第 4 條第 1 項

約定之開戶契約準據法，係指定其他國家法律或其他法域法

律為準據法，仍應適用本公約。

第八目 小結

一、本公約係規範準據法之國際私法公約

由以上說明可知，海牙證券公約係關於準據法之國際私

法公約，尚非跨國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實體法規範，而關於

有價證券處分行為實體法之統一工作，刻正由統一國際私法

協 會 （ UNIDROIT ） 及 歐 盟 執 行 委 員 會 （ European
Commission）處理中。從而，本公約所規範之有價證券處分

行為議題，倘引進我國，相關草案條文，似較宜納入涉外民

事法律適用法，而非證券交易法等實體法律規定。當然，在

實體法律規定中規範準據法之規定，在我國立法上不乏其

例，例如海商法第 77 條之規定，但需特別規定準據法之有

價證券，並不等同於證券交易法或其他民商實體法上之有價

證券，例如投資契約即屬證券交易法上之有價證券，但因非

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故並無特別規定其處分行為準據法之

必要，已如本論文第二章所述；再者，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

準據法，為物權準據法之再類型化，亦見所述，從而本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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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認應納入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為宜。

二、本公約規範之法律關係

由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各款分析可知，本公約係規範有

價證券契約或債權、債務關係以外之有價證券權利取得、設

定、喪失或變更之法律關係，以大陸法系之觀點而言，海牙

證券公約係規範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準據法公約，且係為保

障跨國有價證券相關當事人之交易安全，而非為保障有價證

券發行人所設者。

三、本公約規範之有價證券

在某些國家，有價證券所有人之名義，並不見於有價證

券發行人或關聯中介機構以外之其他中介機構，例如依照我

國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第 5 項之規定，股票及公司債，得以

集保公司名義登載於發行公司股東名簿或公司債存根簿，即

美、日所謂擬制人名義（Street Name），而非登記各個投資人

個人之名義。然無論係採擬制人名義，或登記為證券所有人

之名義，本公約均一體適用67。本公約之重點，在於避免因

表彰有價證券權利之證書（Underlying Security Certificates）
之物質實體或其權利之登記分散多國，致造成有價證券處分

行為之準據法難以預測，或需同時滿足多國有價證券交易實

體法之不便，此與該有價證券於不同之法律體系下，在有價

證券發行人、CSD 或登記機構(Registrar)，最後登記究竟係

為中介機構名義或有價證券實質所有人名義，並無關係68，

67 Roy Goode, Hideki Kanda, and Karl Kreuzer, supra, p.9、21.
68 Hideki Kanda, Scope of the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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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ctober 12, 2004.）。相同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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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公約應得一體適用於大陸法系國家與英美法系國

家，並非針對英美法系國家所量身定作者，更非偏袒美國或

圖利美國之中介機構69，海牙證券公約之官方註釋書，亦說

明此點非常重要而應予以強調70，亦即無論本公約所規範有

價證券之性質，在不同之法律體系之下，將其定性為物權、

債權、信託受益人地位等或其他性質，其取得、設定、喪失

或變更等處分行為之準據法，均有本公約之適用，從而我國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倘予引進，並無違誤，倘認海牙證券公

約係英美法系之產物，因此認其不宜引進我國，似有誤解。

四、本公約規範之當事人

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爭議，不僅發生於有價證券所有權

人與第三人之間（如本論文第一章所舉二例），亦會發生於

有價證券所有權人與關聯中介機構之間，尤其係關聯中介機

構破產或發生財務危機時71，或有價證券所有人與關聯中介

機構間，因融資融券致生處分行為方式或效力疑義時。然有

價證券處分行為之爭議，無論係發生於有價證券所有權人與

第三人間，或發生於有價證券所有權人與關聯中介機構間，

解：Richard Potok, The Hague Securities Convention-closer and closer to a reality,
supra , p.217.
69 Richard Potok, The Hague Securities Convention-closer and closer to a reality,
supra , p.220.
70 Roy Goode, Hideki Kanda, and Karl Kreuzer, supra, p.87.
71 當關聯中介機構出現財務危機或破產時（有可能係受其上層中介機構拖累所
造成者），該關聯中介機構本身之債權人，是否可以查封拍賣該關聯中介機構所
設置有價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以受償？開立該有價證券帳戶之投資人權益如
何保障？尤其係該關聯中介機構係以自己之名義，將有價證券權利登記於上層中
介機構、集中保管機構或有價證券發行人時，問題更為顯著。此即「中介機構風
險」（Intermediary Risk），關此參見：Charles Mooney, Beyond Negotiability：A New
Model for Transfer and Pledge of Interests in Securities Controlled by Intermediaries,
12 Cardozo Law Review p.305, 413（ 1990）； James Steven Rogers, Policy
Perspectives on Revised U.C.C. Article 8, 43 U.C.L.A. Law Review p.1431、1450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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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ａ、ｂ「得對抗該中介機構及第三人

之權利本質及效果」之規定可知，本公約均一體適用。

五、關聯中介機構不限於最下層之中介機構

由海牙證券公約官方註釋書前述例 2-10 之說明可知，有

價證券關聯中介機構之認定，係以處分行為為準，處分行為

涉及何中介機構，或哪一層次、哪一階段之處分行為發生爭

議，則各該中介機構即為關聯中介機構，並非限於最下層之

中介機構。

六、涉外案件之認定

依海牙證券公約，如何認定為涉外案件，而應適用本公

約，其標準至為寬廣，與處分行為當事人或交易地無關之因

素，包括有價證券發行人、開戶契約指定應適用之契約準據

法，如與外國有關，均屬涉外案件。我國如欲與國際接軌，

則在處理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準據法時，宜採同一標準，否

則難符合跨國有價證券交易當事人之期待，或在他國服膺海

牙證券公約而採較寬廣之認定時，我國倘仍提高認定之門

檻，致同一案件在他國法院易認定為涉外案件而適用海牙證

券公約，我國法院卻認定為內國案件而適用我國實體法，似

有違公平原則及 WTO 之國民待遇原則。

第三項 公約之準據法

第一款 先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

海牙證券公約第 4 條第 1 項規定：「本公約第 2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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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所定事項之準據法，係適用在關聯中介機構開立有價證券

帳戶時，與該關聯中介機構訂立之開戶契約內，所明示

（Expressly Agreed）應適用於該開戶契約之法律，但如在該

開戶契約內，明定72上開第 2 條第 1 項之事項，其指定應適

用其他法律者，則適用其所指定之法律。但在依本項之規

定，所適用準據法之國家內，該設置有價證券帳戶之關聯中

介機構，於訂立開戶契約之際，需具備下列 a 或 b 要件之營

業所（Office）73﹕a、該直接中介機構之專屬有價證券營業

所，或與該關聯中介機構其他業務處所合署辦公之處所，或

與該關聯中介機構之代理人合署辦公之處所，其負責：Ⅰ、

運作或監管該有價證券帳戶；Ⅱ、管理有價證券帳戶內有價

證券之付款及公司行為（Corporate Actions）事宜74；Ⅲ、或

從事商業活動或維持其所設置有價證券帳戶之例行業務（如

均不符合Ⅰ及Ⅱ之要件時）；b、在該國得以有價證券帳戶號

碼、銀行代碼或其他方法特定其所設置之帳戶」75，同條第 2

72 關於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所定事項之準據法，需以「明示」（Expressly Agreed），
係避免受訴法院有解釋默示意思表示之空間，致造成準據法之不確定性，而無法
達成本公約之目的。參見：Roy Goode Hideki Kanda, and Karl Kreuzer, supra, 70.
73 營業所（Office）之定義，依照本公約第 1 條第ｊ款，係指﹕「中介機構商業
活動所經營之處所，但不得僅為暫時之處所或其他中介機構之處所」。Article 1
Definitions and interpretation,“1. In this Convention–j) “office” means, in relation to 
an intermediary, a place of business at which any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intermediary
are carried on, excluding a place of business which is intended to be merely
temporary and a place of business of any person other than the intermediary. ”
74 公司行為（Corporate Actions）係指中介機構代理其所開立證券帳戶所有人，
而與證券發行人間發生之行為，例如：現金支付股利（Dividends）或其他現金
之分配、紅利之分派、股東權之行使、以發行新股分派股利、股票之轉讓等等。
參見：Roy Goode, Hideki Kanda, and Karl Kreuzer, supra, p.79.
75 Article 4 Primary rule,“1. The law applicable to all the issues specified in Article 
2(1) is the law in force in the State expressly agreed in the account agreement as the
State whose law governs the account agreement or, if the account agreement expressly
provides that another law is applicable to all such issues, that other law. The law
design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provision applies only if the relevant intermediary
has, at the time of the agreement, an office in that State, which –a) alone or together
with other offices of the relevant intermediary or with other persons acting for the
relevant intermediary in that or another State –i) effects or monitors entries to
securities accounts; ii) administers payments or corporate actions relating to secu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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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為達本條第 1 項第 a 款之目的，僅具下列功能之處

所，尚非該款所稱從事商業活動並維持其所設置有價證券帳

戶之例行業務者：a、該處所僅係以科技設備登錄帳簿或從事

資料處理之場所；b、該場所僅係與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客

戶）通信之聯絡中心；c、該場所僅係與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

（客戶）郵件往返之場所，或僅為文書檔案存放之場所；d、
該處所僅為展示處或內部行政管理中心（如內部人事管理單

位），而與設立並維持有價證券帳戶無關，並無締結開戶契

約之能力者」76。按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係以當事人之自

由意思決定所適用之法律，亦即就衝突規範中特定涉外法律

關係授權允許以「當事人意思」為連結因素，規定適用各方

當事人合意適用之法律，表明當事人有以合意選擇適用法律

之權利77，然海牙證券公約第 4 條第 1 項，規定應先適用當

事人於開戶契約內明示應適用之法律，係依開戶契約當事人

意思，但非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之適用，因係以開戶契約兩

造當事人意思拘束第三人（對世效），而非依該第三人與某

人之合意選定準據法，亦即係依開戶契約當事人之意思，而

非依處分行為當事人之意思，係為事先預見之方便性，將原

本在本質上僅有相對性、對人性之開戶契約關於準據法之約

held with the intermediary; or iii) is otherwise engaged in a business or other regular
activity of maintaining securities accounts; or b) is identified by an account number,
bank code, or other specific means of identification as maintaining securities accounts
in that State.”
76 Article 4 Primary rule,“2. For the purposes of paragraph (1)(a), an office isnot
engaged in a business or other regular activity of maintaining securities accounts –a)
merely because it is a place where the technology supporting the bookkeeping or data
processing for securities accounts is located; b) merely because it is a place where call
centers for communication with account holders are located or operated; c) merely
because it is a place where the mailing relating to securities accounts is organized or
files or archives are located; or d) if it engages solely in 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s or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other than those related to the opening or maintenance of
securities accounts, and does not have authority to make any binding decision to enter
into any account agreement.“
77 賴來焜，當代國際私法學之構造論：建立以連結因素為中心之理論體系，臺
北：神州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 9 月，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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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透過海牙證券公約，使之具有對世效，而得以拘束非開

戶契約當事人之處分行為當事人（例如：處分行為相對人）。

事實上，在爭議發生前，在何人與何人間會發生爭議，並不

確定，殊無可能事前合意指定準據法，故非適用當事人意思

自主原則。

此外，在有價證券所有人將其帳戶內之有價證券處分予

設立該有價證券帳戶之中介機構時，為明確定義本公約第 4
條第 1 項所稱之「關聯中介機構」（Relevant Intermediary），
以及據以指出準據法之「關聯開戶契約」（Relevant Account
Agreement），本公約第 4 項第 3 款規定：「有價證券帳戶所有

人，將其有價證券處分予設置維持該有價證券帳戶之中介機

構，無論該中介機構是否為達本公約之目的，而登載其自己

為有價證券之帳戶所有人：a、該中介機構即為關聯中介機

構；b、有價證券所有人（客戶）與該中介機構間，所訂立

之開戶契約，即為關聯開戶契約；c、本公約第 5 條第 2、3
項所需認定之有價證券帳戶，即為有價證券處分行為前該有

價證券所在之帳戶」78。

參酌前述本公約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如適用於大陸法系

國家，則關於跨國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準據法，在立法論

78 In relation to a disposition by an account holder of securities held with a particular
intermediary in favour of that intermediary, whether or not that intermediary
maintains a securities account on its own records for which it is the account holder,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onvention–a) that intermediary is the relevant intermediary;
b) the account agreement between the account holder and that intermediary is the
relevant account agreement; c) the securities account for the purposes of Article 5(2)
and (3) is the securities account to which the securities are credited immediately
before the disposition. 例如︰客戶Ａ在甲中介機構開立有價證券帳戶，甲則係將
其所有客戶之有價證券全部轉存於其在乙中介機構之客戶綜合帳戶（Omnibus
Account）內，現Ａ將其在甲之有價證券帳戶內之100張股票，出賣給甲，則甲需
將其在乙開立之客戶綜合帳戶中10000張股票其中100張，移轉到甲在乙以甲自己
名義開立之有價證券帳戶中，此際甲仍為關聯中介機構，而Ａ與甲所訂之開戶契
約仍為關聯開戶契約，蓋因實際為處分行為者，仍為Ａ存於開立於甲之有價證券
帳戶內之股票。參見：Roy Goode Hideki Kanda, and Karl Kreuzer, supra, 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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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首先應視開立有價證券帳戶之開戶契約，有無指定關於

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準據法，如無特別指定，則應適用該開

戶契約所約定應適用於該開戶契約本身契約法律關係之準

據法，亦即以該開戶契約之債權、債務關係之準據法，為該

有價證券帳戶內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準據法，此為主要原則

（Primary Principle，基本原則）。然依海牙證券公約，無論

開戶契約是否指定處分行為之準據法，或適用債權、債務關

係之約定準據法，其前提係在該準據法國，關聯中介機構需

有符合本公約第 4 條第 1 項後段要件之適格營業處所，其原

意在避免當事人選用與該有價證券帳戶之運作無關（Has No
Operations）國家之準據法79。但本文以為，海牙證券公約第

4 條第 1 項後段增加特定（適格）營業處所之要件，反而使

準據法之確認過程，於個案中加入過多判斷與裁量之餘地，

致不利於準據法之確定與預測，造成本公約之目的難以達

成，在立法論上尚不足取。

第二款 次依備位原則（Fall-back Rules）定之

海牙證券公約第 5 條第 1 項規定：「如無法以本公約第 4
條之規定決定準據法，但在書面之開戶契約（Written Account
Agreement ） 80 中 ， 有 明 示 且 清 楚 地 （ Expressly and
Unambiguously Stated in a Written Account Agreement）載明該

關聯中介機構，係經由某特定營業處所締結該開戶契約者，

79 Richard Potok, The Hague Securities Convention-closer and closer to a reality,
p.214.
80 依本公約第 1 條第 1 項第 n 款，書面（written）係指包括以電子通信之方式所
記錄之資料，其為有形者，或得隨時轉成實體資料者。Article 1 Definitions and
interpretation,“1. In this Convention –n) “writing” and “written” mean a record of 
information (including information communicated by teletransmission) which is in
tangible or other form and is capable of being reproduced in tangible form on a
subsequent occa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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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該營業處所之所在地國，或所在複數法域國家（Multi-unit
State）81中之某一法域，其法律即為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所

規範事項之準據法，惟該營業處所以符合本公約第 4 條第 1
項後段（即適格營業處所之特定積極要件）所規定之適格營

業處所為限。在判斷書面開戶契約中，是否有明示且清楚地

載明該關聯中介機構，係經由某特定營業處所締結該開戶契

約之際，下列事項之處所應不予考量：a、開戶契約條款約定

某營業處所僅係負責通知或送達文件之處所；b、開戶契約

條款約定應在某特定國家，或在某複數法域國中之某一法域

內，始得對該直接中介機構提出司法程序（按：即約定管轄

權）；c、開戶契約條款僅約定應由某一營業處所提供財務報

表（Statement）或其他文件；d、開戶契約條款僅約定該設

置帳戶之關聯中介機構，得經由某營業處所提供服務；e、開

戶契約條款僅約定須在該處所執行操作功能」82，同條第 2
項規定：「如無法依前項之規定定其準據法者，則以訂立該

81 依本公約第 1 條第 1 項第 m 款之規定，係指一個國家具有兩個以上不同之法
域，或國家及其不同法域之間，各自對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事項，有不
同之法制規範者。Article 1 Definitions and interpretation,“1. In this Convention–m)
“Multi-unit State” means a State within which two or more territorial units of that 
State, or both the State and one or more of its territorial units, have their own rules of
law in respect of any of the issues specified in Article 2(1). ”
82 Article 5 Fall-back rules, “1. If the applicable law is not determined under Article 4, 
but it is expressly and unambiguously stated in a written account agreement that the
relevant intermediary entered into the account agreement through a particular office,
the law applicable to all the issues specified in Article 2(1) is the law in force in the
State, or the territorial unit of a Multi-unit State, in which that office was then located,
provided that such office then satisfied the condition specified in the second sentence
of Article 4(1).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n account agreement expressly and
unambiguously states that the relevant intermediary entered into the account
agreement through a particular office, none of the following shall be considered–a) a
provision that notices or other documents shall or may be served on the relevant
intermediary at that office; b) a provision that legal proceedings shall or may be
instituted against the relevant intermediary in a particular State or in a particular
territorial unit of a Multi-unit State; c) a provision that any statement or other
document shall or may be provided by the relevant intermediary from that office; d) a
provision that any service shall or may be provided by the relevant intermediary from
that office; e) a provision that any operation or function shall or may be carried on or
performed by the relevant intermediary at that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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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開戶契約時，設置該帳戶之關聯中介機構設立

（Incorporated or Otherwise Organized）之所在地國法，或設

立所在之複數法域國家之該法域法，如無書面開戶契約者，

則以開戶時為準。如該關聯中介機構係依某複數法域國家之

國家法，而非該複數法域國家中之某法域法所設立者，且該

關聯中介機構在該複數法域國有營業處所（ Place of
Business）者，則以該營業處所所在法域之法律為準據法。

如該關聯中介機構，係依某複數法域國家之國家法（按：如

美國聯邦法），而非該複數法域國家中之某法域法所設立

者，且該關聯中介機構在該複數法域國之不同法域中，具多

數營業處所者，則以訂立書面開戶契約時，其主要營業處所

（Its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所在地法域之法律為準據

法，如無書面開戶契約者，則以開戶時為準」83，同條第 3
項規定：「如無法依本條前 2 項規定定其準據法者，則以訂

立書面開戶契約時，該關聯中介機構營業處所（Its Place of
Business）所在國家之法律為準據法，或依該營業處所所在

複數法域中之某法域之法律。倘該關聯中介機構在不同之國

家中，具多數之營業處所，則以訂立書面開戶契約時，其主

要營業處所（Its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所在地國家之法

律為準據法，如無書面開戶契約者，則以開戶時為準」84。

83 Article 5 Fall-back rules, “2. If the applicable law is not determined under
paragraph (1), that law is the law in force in the State, or the territorial unit of a
Multi-unit State, under whose law the relevant intermediary is incorporated or
otherwise organized at the time the written account agreement is entered into or, if
there is no such agreement, at the time the securities account was opened; if, however,
the relevant intermediary is incorporated or otherwise organized under the law of a
Multi-unit State and not that of one of its territorial units, the applicable law is the law
in force in the territorial unit of that Multi-unit State in which the relevant
intermediary has its place of business, or, if the relevant intermediary has more than
one place of business, its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at the time the written account
agreement is entered into or, if there is no such agreement, at the time the securities
account was opened.”
84 Article 5 Fall-back rules, “ 3.If the applicable law is not determined under either 
paragraph (1) or paragraph (2), that law is the law in force in the State, 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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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在無法依本公約第 4 條所定之開戶契約當事

人意思決定準據法時，則「退回」（Fall-Back）依本公約第 5
條第 1 項之規定：簡單歸納之，首先以關聯中介機構負責締

結開戶契約之營業處所地法為準據法，但該營業處所，以符

合本公約第 4 條第 1 項後段之營業處所積極要件者為限。如

仍無法決定準據法，則依同條第 2、3 項之規定，依序以關

聯中介機構設立地及主要營業處所所在地法為準據法。

對於營業處所所在地之考量，本公約第 6 條乃為消極之

負面排除規定：「在決定本公約之準據法時，下列因素不予

考量：ａ、有價證券發行人設立或組織（Incorporated or
Otherwise Organized）地，或其法定處所，或其登記之營業

處所，或其總行政管理所在地。ｂ、有價證券權利證書之物

質實體所在地。ｃ、為有價證券發行人登記有價證券所有情

形之登記機構所在地。ｄ、關聯中介機構以外之處所所在地」
85。其中第 a、b 項明定不以有價證券發行人所在地，以及不

以有價證券權利證書之物質實體所在地為準，主要即在排除

傳統國際私法對於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準據法，其原則上仍

以物之所在地法或權利成立地法為準之窠臼。

第三款 海牙證券公約之適用與破產程序之關係

territorial unit of a Multi-unit State, in which the relevant intermediary has its place of
business, or, if the relevant intermediary has more than one place of business, its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at the time the written account agreement is entered into
or, if there is no such agreement, at the time the securities account was opened.”
85 Article 6  Factors to be disregarded, “In determining the applicable law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Convention, no account shall be taken of the following factors–a)
the place where the issuer of the securities is incorporated or otherwise organized or
has its statutory seat or registered office, central administration or place or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b) the places where certificates representing or evidencing
securities are located; c) the place where a register of holders of securities maintain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issuer of the securities is located; or d) the place where any
intermediary other than the relevant intermediary is lo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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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約第 8 條規定：「無論破產程序是否開始，本公約

均適用於所有公約第 2 條第 1 項所定，且於破產程序開始前

即發生之法律關係（第 1 項）。本公約不影響破產實體法或

破產程序法之適用，其不適用於：ａ、所主張權利之類型區

分及其受償地位之優劣，是否具優先受償權、移轉有價證券

是否詐害債權；ｂ、破產程序開始後強制執行之規定」86。

本條最主要之目的，係使破產程序開始前，依本公約之準據

法業已取得之有價證券所有權或擔保權利，不致因嗣後破產

程序之啟動而受影響，但同時不欲就破產程序創設例外規定
87。亦即，破產法院不得因有價證券權利之取得不符合破產

程序，即拒絕承認該權利，至該權利在破產程序中之地位、

有無優先受償權等，則應依該破產程序之規定，並非海牙證

券公約所規範之範疇88。

第四款 排除反致條款

海牙證券公約明文排除反致（renvoi）之適用。其第 10
條規定：「本公約所稱之準據法，係指不包括準據法國家之

選法規則（Other than its Choice of Law）」89。蓋因如採取反

致，則有可能一再輾轉適用其他國家之法律，甚至形成循環

論，在兩個國家之法律間不斷相互來回反致，勢將導致準據

86 Article 8 Insolvency, “1. Notwithstanding the opening of an insolvency proceeding, 
the law applicable under this Convention governs all the issues specified in Article
2(1) with respect to any event that has occurred before the opening of that insolvency
proceeding.2. Nothing in this Convention affects the application of any substantive or
procedural insolvency rules, including any rules relating to –a) the ranking of
categories of claim or the avoidance of a disposition as a preference or a transfer in
fraud of creditors; or b) the enforcement of rights after the opening of an insolvency
proceeding.”
87 Roy Goode, Hideki Kanda, and Karl Kreuzer,supra, p.107.
88 Richard Potok, The Hague Securities Convention-closer and closer to a reality,
p.218.
89 Article 10  Exclusion of choice of law rules (renvoi), “In this Convention, the 
term “law” means the law in force in a State other than its choice of law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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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無法確定及預期，而無法達成本公約之目標，此已於本論

文第四章所述。

第四項 關聯中介機構之認定

海牙證券公約規範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準據法，基本原

則乃依當事人意思，乃視開立有價證券帳戶之開戶契約，有

無指定關於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準據法，如無特別指定，則

應適用該開戶契約所約定應適用於該開戶契約本身契約法

律關係之準據法，所謂開戶契約，係存在於有價證券帳戶所

有人與關聯中介機構間，故應先認定關聯中介機構為何，否

則無從特定開戶契約。海牙證券公約之備位原則，乃視關聯

中介機構之締約處所、設立地、訂立開戶契約或開戶時之主

要營業處所所在地等，亦均以先行認定何者為「關聯中介機

構」為前提。然在跨國有價證券交易實務上，有價證券之保

管機構結構複雜，同一有價證券之權利，常輾轉透過跨越數

國之層層中介機構保管，則究竟何一中介機構係「關聯中介

機構」？如無法予以明確定義，則前述之主要原則及備位原

則，勢將因「關聯」（Relevant）之定義過度空泛，而幾乎無

法適用，再度走回彈性選法規則或開放性選法規則之老路，

預見可能性及交易安全之追求，亦將再度落空。

是以，如何認定何一中介機構係「關聯中介機構」，幾

乎成為整個海牙證券公約成敗之關鍵，亦係探討有價證券處

分行為準據法議題核心中之核心。關此，海牙證券公約草擬

時，已經各國專家爭辯已久，並以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常設局

第一秘書處於 2000 年 11 月由法律專家 Christophe Bernasni
所提出之公約草擬報告中第 37 頁中之第三種案型為討論基

礎（詳如後述），因此學者通稱其為「第 37 頁問題」。

有 學 說 認 ， 所 謂 「 關 聯 中 介 機 構 」（ Relevant



204

Intermediary），係指有價證券所有人「自己之」中介機構，

而非諸如集中保管機構（Central Securities Depository，CSD）

之「上層」之中介機構，如此說明，對於僅涉及單一中介機

構之跨國有價證券交易，尚無問題，但實務上常涉及多數中

介機構；此時，何為有價證券所有人「自己」、「下層」之中

介機構？尚非明確；依海牙證券公約第 1 條第 g 款之規定，

「關聯中介機構」（Relevant Intermediary），係指為有價證券

帳戶所有人（客戶、投資人）設置並維持其帳戶之中介機構，

因此「關聯中介機構」之定義，係以「帳戶所有人」為基準，

而依同條項第 d 款規定，「帳戶所有人」（Account Holder），
係指在中介機構設置維持其名義之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又

需仰賴「中介機構」之認定，如此一來，「帳戶所有人」與

「關聯中介機構」彼此定義，不免形成循環論，絲毫無助於

「關聯中介機構」之認定90。在多數中介機構之交易架構中，

每一層中介機構均設置有價證券帳戶，而為他人保管有價證

券，該他人可能係客戶或其他中介機構，從而在「關聯中介

機構」之定義不明確之情形下，實難以正確適用海牙證券公

約第 2 條及第 4 條規定。

有趣的是，對於此一重要議題，各方說法不一。茲敘述

如次：

第一款 公約起草之專家報告

海牙證券公約當初在草擬時，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常設局

第一秘書處負責起草公約草案之法律專家 Christophe
Bernasni 所提出之報告，就其提出四種圖示案型分別討論如

90 James J Fawcett, shares and other securities in the conflict of laws, Oxfor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se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29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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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91：案例事實係，有一澳洲投資者擁有 50 萬張美國伊利諾

公司之股票，該澳洲投資者係透過法國銀行所有該股票，而

法國銀行係透過歐洲之集中保管機構 ICSD 所有，ICSD 又係

透過美國加州之某次保管機構所有，至該加州之次保管機構

乃透過美國之集中保管機構 DTC 所有該股票，而 DTC 指定

Cede & Co 為該股票之登記名義人，並由位於紐澤西州之登

記機關負責登記股票所有之情形，股票之證書實體，則存放

於 DTC 位於紐約之保管箱內。現澳洲投資者希能以其伊利

諾公司之股票為擔保，以借款紓困，在後述前三種案型中，

澳洲投資者係向位於英國倫敦之倫敦銀行借款，在後述第四

種即最後一種案型中，澳洲投資者係向其直接面對之中介機

構法國銀行借款。

第一種案型：設定擔保人將其有價證券設定擔保予擔保權利

人，而設定擔保人及擔保權利人係透過相同之

中介機構持有其權利

91 Christophe Bernasconi, The law applicable to disposition of securities held through
indirect holding systems, First Secretary at the Permanent Bureau, p.31-39（Novemb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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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案型中，倫敦銀行為擔保權利人，與供擔保之澳洲

投資者相同，均係透過法國銀行持有 50 萬股之伊利諾公司

股票，澳洲投資者與倫敦銀行間之擔保契約，約定以英國法

為準據法，但在法國銀行、ICSD、美國加州次保管機構或

DTC 之簿記上，並未有何更動，僅於法國銀行之帳戶中，將

「澳洲投資者」之帳戶名稱，改成「澳洲投資者向倫敦銀行

設定擔保」之帳戶名稱而已，如上圖所示。

澳洲投資者將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設定擔保予倫敦

銀行後，復將相同之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重複設定擔

保予義大利銀行，其與義大利銀行間就該項設定擔保之契

約，係約定以義大利法為準據法，並依義大利法為有效，之

後澳洲投資者進入破產程序，破產清算人聲請破產法院裁

定，就系爭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之股票，究竟係倫敦銀行為

擔保權利人，或義大利銀行始有擔保權利，或倘倫敦銀行及

義大利銀行均有擔保權利，其擔保權利間之受償順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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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法院即需決定澳洲投資者設定擔保予倫敦銀行之處分

行為，以及設定擔保予義大利銀行之處分行為，其準據法為

何。

在此案型中，如依 PRIMA 原則，就設定擔保是否有效

及其是否有優先受償權利等議題，應以法國銀行所在地之法

國法為準據法，亦即以有價證券帳戶名稱有變動之中介機構

為關聯中介機構。

第二種案型：設定擔保人將其有價證券設定擔保予擔保權利
人，而設定擔保人及擔保權利人係透過不同之
中介機構持有其權利

在此案型中，倫敦銀行係擔保權利人，並非透過法國銀

行接受澳洲投資者之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擔保，而係透

過在瑞士蘇黎世之瑞士銀行。澳洲投資者之 50 萬股之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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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公司股票，原本在法國銀行之有價證券帳戶內，復將其移

撥入該投資者在瑞士銀行之有價證券帳戶中，帳戶之所有人

名稱，均為該澳洲投資者，但所在之銀行不同。法國銀行為

其所有客戶所保管之有價證券，均存放於其在 ICSD 內之帳

戶，帳戶名稱係「法國銀行客戶綜合帳戶」，原本有伊利諾

公司股票 120 萬股（包括澳洲投資者透過法國銀行所有之 50
萬股，以及法國銀行其他客戶在該行有價證券帳戶內之 70
萬股），當澳洲投資者將其中 50 萬股移轉撥入其在瑞士銀行

設立之有價證券帳戶內時，法國銀行保管存放於其在 ICSD
內之「法國銀行客戶綜合帳戶」，即減少 50 萬股而成為 70
萬股。而瑞士銀行為其所有客戶所保管之有價證券，均存放

於其在 ICSD 內之帳戶，帳戶名稱係「瑞士銀行客戶綜合帳

戶」，原本有伊利諾公司股票 10 萬股，因澳洲投資者將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移轉撥入其在瑞士銀行設立之帳戶

內，致增加 50 萬股，而成為 60 萬股（其中包括澳洲投資者

之 50 萬股，以及其他瑞士銀行客戶透過在瑞士銀行開立有

價證券帳戶而所有之 1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

至於 ICSD 在加州次保管機構之「歐洲 ICSD 綜合帳戶」

內，共有 250 萬股之伊利諾公司股票，其中包括「法國銀行

客戶綜合帳戶」及「瑞士銀行客戶綜合帳戶」共 130 萬股，

以及加州次保管機構其他客戶透過該機構所有之 120 萬股伊

利諾公司股票。加州次保管機構亦以其本身之名義在 DTC
設立有價證券帳戶，其內有伊利諾公司之 300 萬股股票，包

括「歐洲 ICSD 客戶綜合帳戶」內之 250 萬股，以及加州次

保管機構其他客戶之 50 萬股。但澳洲投資者將其在法國銀

行有價證券帳戶內之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撥入其設於

瑞士銀行之有價證券帳戶內時，僅會分別在法國銀行及瑞士

銀行在 ICSD 之「法國銀行客戶綜合帳戶」及「瑞士銀行客

戶綜合帳戶」內，有撥出及撥入之記載，ICSD 在加州次保



209

管機構之「歐洲 ICSD 綜合客戶帳戶」，始終保持 250 萬股伊

利諾公司之股票不變，而加州次保管機構在 DTC 內之「加

州次保管機構客戶綜合帳戶」之 30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

亦未變動，更未真正移動存放於 DTC 保管箱中伊利諾公司

股票權利證書之實體。

在此案型中，澳洲投資者起先係透過法國銀行所有 50
萬股之伊利諾公司股票，澳洲投資者與倫敦銀行間之擔保契

約，約定以英國法為準據法，但在法國銀行、ICSD、美國加

州次保管機構或 DTC 之簿記上，並未有何更動，如上圖所

示。
嗣後，澳洲投資者將系爭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設定

擔保予倫敦銀行，至該 50 萬股之股票，則撥入在瑞士銀行
內之澳洲投資者名義之帳戶，再撥入倫敦銀行在同一瑞士銀
行所設立之「澳洲投資者為倫敦銀行設定擔保帳戶」內；同
樣地，ICSD、美國加州次保管機構或 DTC 之簿記上，並未
有何更動，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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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投資者為履行與倫敦銀行間之擔保契約，而將系爭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撥入倫敦銀行在同一瑞士銀行所設

立之「澳洲投資者為倫敦銀行設定擔保帳戶」後，復將相同

之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重複設定擔保予義大利銀行，

其與義大利銀行間就該項設定擔保之契約，係約定以義大利

法為準據法，且該設定擔保予義大利銀行，依義大利法為有

效，之後澳洲投資者進入破產程序，破產清算人聲請破產法

院裁定，就系爭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之股票，究竟係倫敦銀

行為擔保權利人，或義大利銀行始有擔保權利，或倘倫敦銀

行及義大利銀行均有擔保權利，其擔保權利間之受償順序如

何，破產法院即需決定澳洲投資者設定擔保予倫敦銀行之處

分行為，以及設定擔保予義大利銀行之處分行為，其準據法

為何。

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秘書處，認為在此案型中，如依關聯

中介機構所在地法之狹義 PRIMA 原則，就設定擔保是否有

效及其是否有優先受償權利等議題，應以瑞士銀行所在地之

瑞士法為準據法，亦即問題之重點，在於倫敦銀行是否順利

透過瑞士銀行接受該股票，而有效設定擔保權利，故應以瑞

士銀行為關聯中介機構。

第三種案型：設定擔保人移轉有價證券權利予擔保權利人，
而設定擔保人及擔保權利人係透過不同之中
介機構持有其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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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學者前述通稱之「第 37 頁問題」，意指最複雜而最

具代表性之問題，此一問題若能解決，則其他問題即較易迎

刃而解。本案型之案例事實與前述之第二種案型大致相同，

唯一之差別，在於此案型中，澳洲投資者將其透過法國銀行

所有之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所有權移轉讓與倫敦銀行，

藉以獲取倫敦銀行之貸款，在澳洲投資者與倫敦銀行之借貸

契約中，倫敦銀行承諾一旦澳洲投資者清償積欠倫敦銀行之

借款本息，即返還澳洲投資者該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

澳洲投資者之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原本係在法國

銀行該投資者名義之有價證券帳戶內，現澳洲投資者將該股

票，移轉至倫敦銀行在瑞士銀行之有價證券帳戶內。法國銀

行為其所有客戶所保管之有價證券，均存放於其在歐洲 ICSD
內之帳戶，帳戶名稱係「法國銀行客戶綜合帳戶」，原本有

伊利諾公司股票 120 萬股（包括澳洲投資者透過法國銀行所

有之 50 萬股，以及法國銀行其他客戶在該行有價證券帳戶



212

內之 70 萬股），當澳洲投資者將其中 50 萬股移轉撥入倫敦

銀行在瑞士銀行設立之有價證券帳戶內時，法國銀行存放於

其在 ICSD 內之「法國銀行客戶綜合帳戶」，即減少 50 萬股，

而成為 70 萬股。而瑞士銀行為其所有客戶所保管之有價證

券，均存放於其在 ICSD 內之有價證券帳戶，帳戶名稱係「瑞

士銀行客戶綜合帳戶」，原本有伊利諾公司股票 10 萬股，因

倫敦銀行接受澳洲投資者將其中 50 萬股移轉撥入倫敦銀行

在瑞士銀行設立之有價證券帳戶內，而增加 50 萬股，成為

60 萬股（其中包括倫敦銀行之 50 萬股，以及其他瑞士銀行

客戶，透過在瑞士銀行開立有價證券帳戶而所有之 10 萬股

伊利諾公司股票）。

至於 ICSD 在加州次保管機構之「歐洲 ICSD 綜合帳戶」

內，共有 250 萬股之伊利諾公司股票，其中包括「法國銀行

客戶綜合帳戶」及「瑞士銀行客戶綜合帳戶」共 130 萬股，

以及加州次保管機構其他客戶，透過該機構所有之 120 萬股

伊利諾公司股票，加州次保管機構亦以其本身之名義在 DTC
設立有價證券帳戶，其內有伊利諾公司之 300 萬股股票，包

括「歐洲 ICSD 客戶綜合帳戶」內之 250 萬股，以及加州次

保管機構其他客戶之 50 萬股。但澳洲投資者將其在法國銀

行有價證券帳戶內之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移轉讓與倫

敦銀行，並撥入倫敦銀行設於瑞士銀行之有價證券帳戶內

時，僅會分別在法國銀行及瑞士銀行在 ICSD 之「法國銀行

客戶綜合帳戶」及「瑞士銀行客戶綜合帳戶」內，有撥出及

撥入之記載，ICSD 在加州次保管機構之「歐洲 ICSD 客戶綜

合帳戶」，始終保持 250 萬股伊利諾公司之股票不變，而加

州次保管機構在 DTC 內之「加州次保管機構客戶綜合帳戶」

之 30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亦未變動，更未真正移動存放於

DTC 保管箱中伊利諾公司股票權利證書之實體。

澳洲投資者將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設定擔保予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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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在簽訂擔保設定契約書後、實際移轉該股票予倫敦銀

行前，復將相同之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重複設定擔保

予義大利銀行，而與該義大利銀行簽立設定擔保契約，其與

義大利銀行間就該項設定擔保之契約，係約定以義大利實體

法為準據法，並依義大利法為有效，之後澳洲投資者順利將

該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移轉予倫敦銀行，澳洲投資者

旋即進入破產程序，破產清算人聲請破產法院裁定，就系爭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之股票，義大利銀行之設定擔保是否有

效、倫敦銀行設定擔保是否有效、如義大利銀行及倫敦銀行

之設定擔保均為有效，義大利銀行及倫敦銀行間之受償順

序，此等問題，均屬海牙證券公約規範之有價證券處分行為

問題。

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秘書處認在此案型中，較前述第二種

案型更為複雜，在前述案型中，澳洲投資者和倫敦銀行在同

一瑞士銀行中，均設有價證券帳戶，澳洲投資者先將 50 萬

股伊利諾公司之股票，轉入自己在瑞士銀行中之有價證券帳

戶，再從同樣係瑞士銀行中自己名義之帳戶，轉入同行之倫

敦銀行名義之帳戶內，但在此案型中，該股票之移轉動向，

係直接從澳洲投資者之法國銀行有價證券帳戶中，移轉至倫

敦銀行在瑞士銀行之有價證券帳戶內。如依關聯中介機構所

在地法之狹義 PRIMA 原則，決定何為「關聯中介機構」，就

倫敦銀行是否透過瑞士銀行取得系爭股票之問題而言，係以

瑞士銀行所在地法為準據法，亦即瑞士銀行為關聯中介機

構，就澳洲投資者在法國銀行之系爭股票，是否順利撥出之

問題而言，係以法國法為準據法，亦即法國銀行為關聯中介

機構，至於法國銀行在 ICSD 之「法國銀行客戶綜合帳戶」

內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是否確實撥入「瑞士銀行客戶

綜合帳戶」之問題，則係以 ICSD 所在地法為準據法，亦即

以 ICSD 為關聯中介機構。再者，如依法國法，澳洲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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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內之有價證券，如未順利撥出，將影響後階段法國銀行

在 ICSD 之「法國銀行客戶綜合帳戶」內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

股票，是否確實撥入「瑞士銀行客戶綜合帳戶」，此際應適

用 ICSD 所在地法；同樣地，如依 ICSD 所在地法，前階段

法國銀行在 ICSD 之「法國銀行客戶綜合帳戶」內 50 萬股伊

利諾公司股票，如未順利撥入「瑞士銀行客戶綜合帳戶」，

將影響後階段倫敦銀行是否透過瑞士銀行而取得該 50 萬股

伊利諾公司股票之問題，此際應適用瑞士銀行所在地之瑞士

法。

第四種案型

在最後一種案型中，澳洲投資者不是向倫敦銀行借款，

而係向其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所存放之法國銀行借款，

並以該股票設定擔保予法國銀行，關於設定擔保契約，澳洲

投資者及法國銀行係約定以法國法為準據法，設定擔保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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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仍然在法國銀行之有價證券帳

戶中，只不過從「澳洲投資者」之有價證券帳戶，撥入「澳

洲投資者為法國銀行設定擔保」之有價證券帳戶中。但法國

銀行在 ICSD 之「法國銀行客戶綜合帳戶」，始終保持 120 萬

股伊利諾公司之股票不變，而 ICSD 在加州次保管機構「ICSD
客戶綜合帳戶」內之 250 萬股、加州次保管機構在 DTC 內

之「加州次保管機構客戶綜合帳戶」之 300 萬股伊利諾公司

股票，均未變動，更未真正移動存放於 DTC 保管箱中之伊

利諾公司之股票權利證書實體。

倘澳洲投資者將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設定擔保予

法國銀行，在簽訂擔保設定契約書後、實際將該股票撥入「澳

洲投資者為法國銀行設定擔保」之帳戶前，復將相同之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重複設定擔保予義大利銀行，而與該

義大利銀行簽立設定擔保契約，其與義大利銀行間，就該項

設定擔保之契約，係約定以義大利實體法為準據法，並依義

大利法為有效，之後澳洲投資者順利將該 50 萬股伊利諾公

司股票，轉入「澳洲投資者為法國銀行設定擔保」之帳戶，

澳洲投資者旋即進入破產程序，破產清算人聲請破產法院裁

定，就系爭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之股票，義大利銀行之設定

擔保是否有效、法國銀行設定擔保是否有效、如義大利銀行

及法國銀行之設定擔保均為有效，義大利銀行及法國銀行間

之受償順序。

在此案型中，如依關聯中介機構所在地法之狹義 PRIMA
原則，就設定擔保是否有效、及其是否有優先受償權利等議

題，均應以法國銀行所在地之法國法為準據法，亦即問題之

重點，在於法國銀行是否順利透過接受該股票，而有效設定

擔保權利，故應以法國銀行為關聯中介機構。

綜上所述，依海牙證券公約起草之專家報告，對「關聯

中介機構」之認定，簡而言之，即係分階段分別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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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ed Individually）。

第二款 超級 PRIMA 原則

針對前述第三種案型（即第 37 頁問題），有學者認，倘

依前述專家報告說明之分階段分別判斷說，則有價證券處分

行為之準據法，並非固定，在整個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過程

中，可能涉及多數中介機構，應視哪一階段或哪一部分發生

問題，而決定何謂「關聯中介機構」，有價證券權利或利益

之取得人，需蒐集足夠資料，以清楚掌握其所取得權利或利

益之有價證券，其經手之整個流程，究竟有哪些前手或中介

機構有經手，除此之外，更要注意前一階段處分行為如有瑕

疵，將影響後一階段處分行為之效力，致影響最終取得人是

否確實取得該有價證券之權利或利益；倘依某一階段之關聯

中介機構所決定之準據法，只管該階段該中介機構是否取得

系爭有價證券之權利或利益，而不論前階段之處分行為是否

有瑕疵，則勢必形成多重利益之競合，以第 37 頁問題而言，

關於倫敦銀行是否經瑞士銀行取得系爭有價證券之權利，係

以瑞士銀行為關聯中介機構，而澳洲投資人之系爭有價證

券，是否由法國銀行之有價證券帳戶中有效撥出，係以法國

銀行為關聯中介機構，至於系爭有價證券，是否由法國銀行

在 ICSD 之帳戶，撥入瑞士銀行在 ICSD 之帳戶，係以 ICSD
為關聯中介機構，而依瑞士銀行為關聯中介機構所定之準據

法，倘認系爭有價證券，並未自澳洲投資人在法國銀行之有

價證券帳戶中撥出，勢將影響系爭有價證券是否自法國銀行

在 ICSD 之帳戶，撥入瑞士銀行在 ICSD 之帳戶，而依 ICSD
為關聯中介機構所定之準據法，若認系爭有價證券並未自法

國銀行在 ICSD 之帳戶，撥入瑞士銀行在 ICSD 之帳戶，勢

將影響系爭有價證券是否自法國銀行在 ICSD 之帳戶，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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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銀行在 ICSD 之帳戶，因此瑕疵（Defect）具有流動性，

其會從前一階段流入（Flow Through）後一階段，有價證券

權利取得之人，尚需確認系爭有價證券自始至終每一階段之

流向，並蒐集充足之資訊，確認每一階段之準據法是否足以

支持該階段之處分行為，進而串連有價證券之整個流程，使

有價證券權利取得之人，真正能取得系爭有價證券，除非以

最後階段之中介機構為關聯中介機構所定之準據法，其實體

規定為不計較先前各階段之準據法是否能串連有價證券之

整個流程，依該最後階段之實體準據法，一律使最後階段中

介機構之客戶取得系爭有價證券之權利，而不問依先前各階

段之準據法，以及系爭有價證券之遞次輾轉移轉是否有何瑕

疵，則以該最後階段之中介機構為關聯中介機構所定之準據

法，幾乎成為有價證券取得之天堂，必然有許多客戶非常樂

意至該中介機構開戶，而必然有許多業者會給自己國家遊說

或壓力，企圖說服立法機關修法，使該國實體法，能規定該

國中介機構之客戶，一律取得有價證券之權利，不問其先前

各階段之傳遞是否有中斷或瑕疵，以吸引各方資金、客戶至

該國之中介機構開戶，讓該國成為有價證券業者及客戶之樂

園；如此一來，眾人皆欲前往此種在任何情形下，均確定能

取得有價證券之中介機構開戶，但系爭有價證券僅有特定種

類及數量，並非無限量，倘利益相衝突或有爭執之各該當事

人，均得主張系爭有價證券之權利，則將滋生究竟係何人取

得該股票之疑義，以第 37 頁問題而言，義大利銀行及倫敦

銀行均主張其係最後階段之有價證券擔保權利人，倘以義大

利銀行為關聯中介機構，則適用義大利法，而以倫敦銀行之

中介機構瑞士銀行為關聯中介機構，係適用瑞士法，而依義

大利法，義大利銀行取得系爭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之擔

保權利，無論系爭股票，依法國法是否確實自澳洲投資者在

法國銀行之帳戶中有效撥出，亦不問依瑞士法，倫敦銀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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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取得系爭股票之擔保權利，且同時依瑞士法，倫敦銀行取

得系爭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之擔保權利，無論系爭股票，

依法國法是否確實自澳洲投資者在法國銀行之帳戶中有效

撥出，亦不問依義大利法，義大利銀行是否確實取得系爭股

票之擔保權利，則義大利銀行及倫敦銀行均自稱為系爭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之真正擔保權利人，且在澳洲投資者在

澳洲宣告破產之程序中，義大利銀行自稱其擔保權利及受償

地位均優先於倫敦銀行，同時倫敦銀行亦自稱其擔保權利及

受償地位均優先於義大利銀行，因此將滋生雙重利益或利益

衝突之問題；對此，海牙證券公約並未提出解決之道，因此

有學說提出超級 PRIMA 原則（Super-PRIMA），亦即以最後

所有系爭有價證券者之中介機構，為關聯中介機構，以本案

型而言，無論經過多少階段，均以最後階段之倫敦銀行，其

是否透過瑞士銀行取得系爭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為準，

而均以瑞士法為準據法，故採單一固定之準據法，以此單一

準據法，取代先前各階段之關聯中介機構所決定之準據法，

亦即倫敦銀行究竟是否取得系爭 50 萬股伊利諾公司股票之

擔保權利，端視瑞士法之規定，至判斷倫敦銀行是否取得系

爭股票之擔保權利時，是否需先判斷系爭股票於先前各階段

之交付傳遞是否有效，則僅需仰賴瑞士實體法之判斷，持此

說者，認如此一來，可望大量減少雙重利益之問題92。

第三款 James J. Fawcett 教授之論點

James J. Fawcett 教授係英國諾丁罕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法律系教授，其在牛津國際私法叢書中之著作

「股票及其他有價證券之法律衝突」（Shares and Other

92 James J Fawcett, supra, p.296、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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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ies in the Conflict of laws）一書中，除介紹 PRIMA 原

則及超級 PRIMA 原則外，其自己則主張應適用「事物之創

造地法」（lex creationis），以判斷何為「關聯中介機構」，論

點如次93：事物創造地，係指系爭權利之來源，通常為系爭

有價證券權利移轉人（Transferor）之中介機構，因其為系爭

有價證券權利之根源，但有時則為系爭有價證券權利受讓人

（Transteree）之中介機構，例如：有價證券之擔保權利人經

由其中介機構而所有其有價證券之擔保權利，當該中介機構

破產時，該擔保權利人之權利是否得以保全或優先受償，此

時其中介機構即為系爭有價證券擔保權利之創造地，依海牙

證券公約第 2 條規範「公約適用之範圍與準據法」第 1 項第

b 款：「本公約適用於有價證券所有人透過中介機構所有其有

價證券之權利，包括：對撥入中介機構所設有價證券帳戶內

有價證券之處分行為，得對抗該中介機構及第三人之權利本

質及效果」之規定，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本質及效果，係以

系爭有價證券權利移轉人存放該有價證券之中介機構為關

聯中介機構，但依同條第 1 項第 a 款規定：「對撥入中介機構

所設有價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得對抗該中介機構及第三

人之權利本質及效果」，又係以受讓人之中介機構為關聯中

介機構；據此解決「第 37 頁問題」，應將之定性為倫敦銀行

自澳洲投資者取得系爭有價證券，而不需考慮介於倫敦銀行

及澳洲投資者間之其他中介機構，問題之關鍵在於澳洲投資

者是否有效將系爭有價證券之移轉予倫敦銀行，其權利之移

轉，與物質形體之移轉，容有不同，而係透過中介機構間交

互結算（Net）之結果，系爭有價證券之移轉，並非真正透過

介於倫敦銀行及澳洲投資者間之中介機構遞次交付之結

果，因此倫敦銀行是否取得系爭有價證券，此係關於海牙證

93 James J Fawcett, supra, p.29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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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公約第 2 條第 1 項第 b 款之問題，係依法國法，即係依法

國銀行所在地法，因系爭有價證券，係登載於法國銀行之有

價證券帳戶；至關於設定有價證券擔保權利之要件，係關於

海牙證券公約第 2 條第 1 項第 c 款「就中介機構所設有價證

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設定擔保之要件」之問題，亦係依法國

法，另關於澳洲投資者保管存放於法國銀行之系爭有價證

券，是否有效移轉撥出，以及究竟係倫敦銀行或義大利銀行

取得系爭有價證券之擔保權利或應較優先受償之問題，亦均

應依法國銀行所在地法即法國法，因法國銀行係該有價證券

移轉時，登載於其有價證券帳戶之中介機構，亦為義大利銀

行與倫敦銀行所「共同涉及」之中介機構，此屬海牙證券公

約第 2 條第 1 項第 d 款「對中介機構所設有價證券帳戶內之

有價證券，其權利是否消滅，或有何優先權」之問題；由上

述可知，應依問題性質之不同，而異其處理之方式，且取得

人取得系爭有價證券，及移轉人之撥出系爭有價證券，係適

用同一法律，並視處分及取得為一體，故無「雙重利益」之

問題。

第四款 官方註釋書之解釋

海牙證券公約之官方註釋書，應係解釋、適用海牙證券

公約之最標準文獻，其對於何謂該公約第 4 條第 3 款之「關

聯中介機構」，乃提出一套標準，並舉出 10 個例子（4-9 至

4-18）予以說明「海牙證券公約第 4 條第 3 項之適用」，以及

「經過多重中介機構之有價證券處分行為」，各應適用之準

據法，茲敘述如次94：

94 Roy Goode, Hideki Kanda, and Karl Kreuzer, supra, p.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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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海牙證券公約第 4 條第 3 項之適用

本公約第 4 條第 3 項規定之「關聯中介機構」，係指有

價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非但處分予第三人，亦包括將該

有價證券處分予設置該有價證券帳戶之中介機構，本公約第

4 條第 3 項旨在闡明，此際該中介機構係其本身之客戶，而

關聯中介機構即為其自己；而關聯中介機構倘於更上層之中

介機構，設立不同之帳戶，其一為自己本身所有之有價證券

帳戶，另一為其客戶之有價證券帳戶（在某些法律系統，將

中介機構本身之有價證券，與該中介機構所有客戶之有價證

券予以區分，並在上層中介機構，以不同之有價證券帳戶保

管，此係為保護有價證券權利人之必要措施），該關聯中介

機構自其在上層中介機構之客戶綜合帳戶（Omnibus
Account，即所有其客戶之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在同一帳戶內，

以帳戶名稱予以區別其乃所有客戶之有價證券，而非該關聯

中介機構自己所有之有價證券）中，將有價證券移轉撥入該

關聯中介機構在上層中介機構自己名義之有價證券帳戶

內，此際係該低層之中介機構，即為海牙證券公約目的之關

聯中介機構，該關聯中介機構，與該撥出有價證券之客戶

間，所訂立之開戶契約，即為關聯開戶契約，海牙證券公約

第 5 條第 2、3 項之備位原則，所指之有價證券帳戶，即為

該關聯中介機構所設置、維持，而在系爭有價證券移轉或設

定擔保時所在（It Stood Immediately Before the Pledge or Title
Transfer）之有價證券帳戶，此為相當合理者，因有價證券權

利人所處分者，係其在關聯中介機構有價證券帳戶內之有價

證券，並非該關聯中介機構在更上層中介機構帳戶內之有價

證券。

例 4-9
某一投資人所有其有價證券，並且係保管存放於營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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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英國倫敦之英國銀行，關於海牙證券公約第 2 條所規範

之處分行為事項，英國銀行與該投資人間，係約定適用英國

法，英國銀行則將其所有客戶之有價證券，集中在其上層中

介機構即設在法國巴黎之法國集中保管機構，以英國銀行客

戶綜合帳戶保管，該投資人以其有價證券設定擔保予英國銀

行，以便獲得英國銀行之貸款，但此設定擔保，並未顯示於

該法國集中保管機構之帳戶資料內，嗣該設定擔保是否有效

之爭議發生，依海牙證券公約第 4 條第 3 項第（a）款，為適

用該公約第 4 條第 1 項規定，英國銀行即為關聯中介機構，

而非該法國中介機構，前述投資人與英國銀行間之開戶契

約，即為關聯開戶契約，因此依海牙證券公約第 4 條第 1 項

規定，本案準據法為英國法。此例之說明，與前述專家報告

第四種案型之說明一致。

例 4-10
延續前例，如英國銀行係自該投資人（客戶）購買系爭

有價證券，並在上層中介機構之法國集中保管機構，由英國

銀行在法國集中保管機構內之客戶綜合有價證券帳戶，移轉

撥入英國銀行自己名義之有價證券帳戶，嗣該投資人之前述

處分行為是否有效，發生爭議，雖系爭處分行為僅出現於法

國集中保管機構之帳戶內，亦即僅在法國集中保管機構之帳

戶資料內始得見系爭有價證券有所變動，但仍以英國銀行為

關聯中介機構，該投資人在英國銀行內之帳戶，即為關聯有

價證券帳戶，因此同前例，英國法為本案準據法。此例之說

明，亦與前述專家報告第四種案型之說明一致。

「系爭有價證券移轉或設定擔保時所在」之文義，即在

確保在適用海牙證券公約第 5 條第 2 項或第 3 項時之備位原

則時，關聯有價證券帳戶，係處分行為時，系爭有價證券所

在之帳戶，而非處分行為完成後之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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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經多重中介機構之有價證券處分行為

在此情形，海牙證券公約第 4 條及第 5 條應分別適用於

不同之有價證券帳戶，亦即應分別適用於各該投資人與其關

聯中介機構間之關係。此由海牙證券公約第 2、4、5 條之文

義，所稱「經中介機構所有其有價證券」（Securities Held with
an Intermediary）以及「關聯中介機構」（Relevant Intermediary）
可知，並輔以海牙證券公約第 6 條第（d）項之判斷，其規

定決定本公約之準據法時，不能脫離關聯中介機構所在地。

從而，當有價證券權利人（投資人）與該有價證券之發行人

間，具一連串複數中介機構時，即無法以單一準據法規範所

有之中介機構帳戶內之有價證券處分行為；同理，當有價證

券從一帳戶經過許多重中介機構而移轉至另一帳戶，獨立適

用海牙證券公約第 4 條及第 5 條，則無法以單一準據法予以

規範，本公約明確排除主張以單一準據法，適用於所有各有

價證券權利人與其中介機構間之關係，以及所有各中介機構

相互間關係之「超級 PRIMA」原則。蓋因，即使在同一中介

機構內，有價證券自甲客戶之帳戶內移轉至乙客戶之帳戶

內，亦可能因甲客戶與該中介機構，與乙客戶與該中介機構

間，開戶契約各有不同，而導致關於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之

適用，依本公約係適用不同之準據法。以下各例即說明不同

之有價證券帳戶，可能適用不同之準據法。此乃延續前述專

家報告認定「關聯中介機構」所採之分階段分別判斷

（Considered Individually）原則。

例 4-12
Ａ將其有價證券處分予Ｂ後，Ｂ立即將系爭有價證券處分予

Ｃ，此一過程，涉及Ａ與Ｂ間一連串之中介機構，與Ｂ、Ｃ

間之一連串中介機構，包括從Ａ之有價證券帳戶內撥出系爭

有價證券，最後並撥入Ｃ在其關聯中介機構Ｙ內之有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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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Ａ之開戶契約明示約定應適用理想國法，Ｃ之開戶契

約明示應適用烏托邦法，Ｙ與其上層中介機構間之開戶契

約，明示約定應使用Ｓ國法，依海牙證券公約第 4 條第 1 項

規定，關於有價證券在Ｃ之帳戶，適用烏托邦法後，Ｃ取得

系爭有價證券，並得對抗Ａ對系爭有價證券之主張，但依本

公約，就有價證券在Ａ之帳戶內而言，適用理想國法之結

果，Ａ得撤銷其有價證券由其帳戶內之撥出，因Ｂ並未支付

購買系爭有價證券之價金。

例 4-13
在前例中，Ｃ並未真正獲得大於Ａ、Ｂ或Ｙ之有價證券權

利，Ｃ亦無法取得大於Ｙ依Ｓ國法應移轉予Ｃ之權利。

例 4-14
在例 4-12 中，Ｙ並無法將系爭有價證券移轉予Ｃ。

例 4-15
Ａ將其有價證券之權利雙重處分，先設定擔保予Ｂ，嗣後復

移轉同一有價證券予Ｃ。此一處分行為之過程，乃透過Ａ與

Ｃ間一連串之中介機構，包括將系爭有價證券撥出Ａ在其關

聯中介機構Ｘ之有價證券帳戶，並撥入Ｃ在其關聯中介機構

Ｙ內之有價證券帳戶，Ａ之開戶契約明示約定應適用理想國

法，Ｃ之開戶契約明示應適用烏托邦法，Ｙ與其上層中介機

構間之開戶契約，明示應適用Ｓ國法，即使依本公約，Ｃ依

烏托邦法取得系爭有價證券之權利，並得對抗Ｂ之主張，但

依本公約適用理想國法於Ａ之帳戶，Ｂ得對抗Ａ而取得系爭

有價證券之權利，或依理想國法，Ｂ得對抗Ｃ而仍保有系爭

有價證券之權利。

例 4-16
在前例中，Ｃ並未真正獲得大於Ａ、Ｙ之有價證券權利，Ｃ

亦無法取得大於Ｙ依Ｓ國法應移轉予Ｃ之權利。

例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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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例 4-15，雖有價證券撥入Ｙ之帳戶，但Ｙ並未將之撥入Ｃ

之帳戶。

例 4-18
Ａ所有 100 張Ζ公司之股票，並存放於其關聯中介機構Ｘ之

帳戶內，Ｘ未經Ａ之同意，即將該 100 張股票連同另外 100
張Ζ公司股票移轉予Ｂ，並將之匯入Ｂ在其關聯中介機構Ｙ

之帳戶內，Ａ與Ｂ之間有一連串之中介機構，Ｂ對於系爭股

票之所有權係善意無過失，Ａ之開戶契約明示應適用理想國

法，Ｂ之開戶契約明示應適用烏托邦法，依海牙證券公約第

4 條第 1 項規定適用烏托邦法於Ｂ之帳戶，Ｂ取得全部該 200
張Ζ公司股票，其中包括原本屬於Ａ所有之 100 張Ζ公司股

票，但依本公約適用Ａ帳戶之理想國法，因Ｘ無權處分，故

系爭 100 張股票仍屬於Ａ所有。

以上各例旨在說明，依海牙證券公約，不同之準據法用

以規範不同階段或不同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亦即針對不同

之有價證券帳戶，獨立適用不同之準據法，此與有價證券權

利人是否僅得對其關聯中介機構主張權利，或得直接對有價

證券之發行人主張權利，並無關係。因此就例 4-12 而言，一

旦系爭有價證券撥入Ｃ之帳戶後，究竟Ｃ是否能對抗一切對

於系爭有價證券之主張，包括Ａ對系爭有價證券之主張，依

海牙證券公約，應以Ｃ之有價證券帳戶為準，而適用烏托邦

法，但因以Ａ帳戶為準之理想國法，係認Ａ得撤回系爭有價

證券由其帳戶之撥出，並認Ａ仍保有系爭有價證券之權利，

但以Ａ帳戶為準之理想國法，並不規範Ｃ就系爭有價證券是

否有對抗任何人之權利，或Ｃ是否僅取得Ａ、Ｂ、Ｙ或介於

Ａ與Ｃ間之其他中介機構移轉與Ｃ之有價證券，關於Ｃ是否

就系爭有價證券有對抗任何人之權利（如例 4-12 之情形），

或是否僅取得Ａ、Ｂ、Ｙ或介於Ａ與Ｃ間之其他中介機構移

轉與Ｃ之有價證券（如例 4-13 之情形），乃係以Ｃ帳戶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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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烏托邦法所規範。在例 4-14 之情形，究竟系爭有價證券是

否自Ａ之帳戶中撥出，並且經過Ａ與Ｃ之間一連串之中介機

構，包括系爭有價證券撥入Ｙ之帳戶，但未由Ｙ帳戶撥入Ｃ

之帳戶，以及Ｃ是否因系爭有價證券撥入Ｙ之帳戶而因此取

得系爭有價證券之問題，依海牙證券公約，係依以Ｙ帳戶為

準之Ｓ國法為準據法，即使Ｃ一開始並未取得系爭有價證

券，亦得依Ｓ國法賦予Ｃ權利，由Ｃ依Ｃ與Ｙ間之開戶契

約，向Ｙ請求給付系爭有價證券，並將之撥入Ｃ之有價證券

帳戶，同時，Ｃ亦得依以其帳戶為準之烏托邦法，賦予其權

利，或基於Ｃ與Ｙ間之開戶契約，或其他對Ｙ有拘束力之法

律，請求Ｙ給付系爭有價證券。

同理，就例 4-15 及例 4-16 而言，Ｂ與Ｃ之間何人取得

系爭有價證券，或Ｃ就系爭有價證券是否取得對抗任何人之

權利，係適用以Ｃ帳戶為準之烏托邦法，在例 4-15，Ｃ得對

抗Ｂ，雖Ｂ依以Ａ之帳戶為準，而用以規範系爭有價證券是

否自Ａ之帳戶中撥出之理想國法，得以繼續對抗Ａ並保有其

權利。關於Ｃ是否得對抗Ｂ，或是否得對抗任何人（包括

Ａ），係依烏托邦法，因此，不可能產生「Ｃ依烏托邦法，

就撥入其帳戶之有價證券，具得對抗任何人之權利，同時Ｂ

或其他人，得依烏托邦法或其他法律對抗Ｃ」之矛盾情形

（按：即一帳戶一準據法）。依準據法即烏托邦法，若非Ｃ

取得對抗任何人之權利（如例 4-15 之情形），即是Ｃ取得Ａ、

Ｙ或其他介於Ａ與Ｃ間之中介機構依海牙證券公約所讓與

之權利（如例 4-16 之情形），因只要係關於Ｃ是否取得撥入

其帳戶之有價證券權利，依海牙證券公約即應適用以Ｃ帳戶

為準之準據法，例 4-17 亦同此理。

在例 4-18 亦同，一旦Ζ公司股票匯入Ｂ之帳戶，關於Ｂ

是否得對抗任何人，依海牙證券公約，應適用以Ｂ帳戶為準

之烏托邦法，因以Ａ帳戶為準之理想法國，係規範系爭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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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之撥出Ａ帳戶是否得撤回，雖Ａ依理想國法，得繼續對

抗Ｘ，但理想國法，並無法規範Ｂ是否取得所有 200 張之Ζ

公司股票，關於Ｂ是否取得所有 200 張之Ζ公司股票，依海

牙證券公約，應以Ｂ帳戶為準之準據法，雖依理想國法，Ｘ

係無權處分。又雖在現代層層中介機構之交易系統下，Ａ不

易發現Ｂ之存在，並向Ｂ主張其具有 100 張Ζ公司股票之權

利，在此仍以本例說明海牙證券公約之適用。

以例 4-12 及例 4-15 而言，倘Ａ與Ｃ透過同一直接中介

機構所有其有價證券，但Ａ與Ｃ，分別與該中介機構之開戶

契約內係約定適用不同之準據法，關於系爭有價證券是否撥

入Ｃ之帳戶，應依烏托邦法，關於系爭有價證券是否撥出Ａ

之帳戶，係依理想國法，則有可能得出Ａ與Ｃ同時所有系爭

有價證券之結果，導致該中介機構需購買額外之有價證券，

以俟應Ａ與Ｃ主張之所需，在Ａ與Ｃ係透過不同關聯中介機

構所有其有價證券之情形，則Ａ或Ｃ之關聯中介機構，或其

他任何中介於Ａ與Ｃ之中介機構，均有可能蒙受此種雙重責

任之問題，除非Ａ與Ｃ之中介機構在與Ａ、Ｃ之開戶契約

中，明文約定此種情形，應由Ａ或Ｃ其中一方取得系爭有價

證券之權利，或將此種雙重責任之風險，利用開戶契約轉嫁

由所有之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客戶）均攤。然而，此種雙

重責任之情形，經常發生於透過一連串中介機構之跨國有價

證券交易情形，並非海牙證券公約所肇致。原本在海牙證券

公約前之傳統選法規則，就經常會依許多準據法，適用於同

一有價證券帳戶內，有價證券發行人設立地均不同之多國有

價證券，或經過不同國家之一連串中介機構處分有價證券之

情形，此際均會產生雙重責任之情形，而中介機構均會以開

戶契約，將雙重責任之風險，轉嫁由特定有價證券帳戶之所

有人，或由某群有價證券之權利人分擔，或持續監控、管理

此種雙重責任之風險。海牙證券公約並非意在降低此種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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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而係透過每一帳戶內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準據法，使此

種雙重責任之風險，易於識別、分散與控管。

再者，應強調者，係即使在直接所有之交易系統，亦即

有價證券之權利人，得直接對發行人主張權利，而中介機構

僅負責登載資料之情形，前述海牙證券公約之規則，依然適

用，此際依海牙證券公約，有價證券受讓人是否取得系爭有

價證券，或其是否得對抗任何人，仍以受讓人之有價證券帳

戶為準，並無礙於海牙證券公約之適用。

第五款 James Steven Rogers 教授之說明

James Steven Rogers 教授係美國參加訂立海牙證券公約

五人小組唯一之學者，為波士頓大學法學院教授，由於美國

係海牙證券公約之主導國家之一，因此 Rogers 教授亦屬海牙

證券起草人之一。氏於海牙證券公約通過後，撰文闡述何以

在跨國有價證券交易之不同階段95，係以不同之準據法據以

規範，其論述有別於主張以同一準據法規範所有交易階段之

「超級 PRIMA」原則與 James J. Fawcett 教授之論點，與海

牙證券公約之官方註釋書立場一致，並為海牙證券公約官方

註釋書關於分階段各別適用準據法之說明，提供強有力之支

持，其先以有體物及契約法律關係之準據法為對照，說明處

分行為應有之準據法，論述大要如次：「關於『第 37 頁問題』，

假設Ａ1 透過中介機構Ａ2 所有 1000 股某公司股票，Ａ1 及

Ａ2 均在Ａ地，Ａ1 乃將其上開股票予買受人Ｂ1，Ｂ1 並透

過中介機構Ｂ2 所有上開股票，而Ｂ1 及Ｂ2 均位於Ｂ地，又

系爭股票由Ａ2 轉入Ｂ2 之帳戶，係透過在Ｒ地之保管機構

Ｒ2（筆者按：應係指Ａ2 及Ｂ2 在Ｒ2 均有設置有價證券帳

95 James Steven Rogers, Conflict of Laws for Transactions in Securities Held
Through Intermediaries, 39 Cornell Internal Law Journal p.319-32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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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或Ｒ2 為某種集中保管機構，而為Ａ2 及Ｂ2 共同直接面

對之中介機構），在海牙證券公約下，Ａ1 與Ａ2 間之關係，

係以Ａ2 為關聯中介機構定其準據法，假設為Ａ地法，而Ａ2
與Ｒ2 間之關係，以及Ｂ2 與Ｒ2 間之關係，係依Ａ2 及Ｂ2
為關聯中介機構定其準據法，假設為Ｒ地法，而Ｂ1 與Ｂ2
間之關係，準據法假設為Ｂ地法，則所謂『第 37 頁問題』

可描述為：『系爭股票係由Ａ1 出賣予Ｂ1，雖透過其中介機

構Ａ2 及Ｂ2，以及結算機構Ｒ2，但何以不依單一準據法規

範此處分行為？何以將問題複雜化，而將處分行為區分為不

同之階段，而分別適用不同之法律？』而Ｂ1 與Ａ1 間之交

易係何意義？係Ｂ1 對Ｂ2 下達購買 1000 股系爭股票之指

令，Ｂ2 乃執行該指令，並向Ｂ1 回報在何時以何價格成交，

對Ｂ1 而言，成交價格最為重要，而該成交價格，係Ｂ2 代

理Ｂ1 購買系爭 1000 股之系爭股票之交易結果，Ｂ2 代理Ｂ

1 訂立買賣系爭股票之契約，該契約係經由有價證券市場或

交易系統所做成，以規範該契約應於何時及如何以交付有價

證券之方式予以履行，以及有價證券之價額如何交付，從而

該交易包括三層面，第一層面為買賣有價證券之契約，第二

層面為一方交付系爭有價證券之價額予他方，第三層面為他

方之交付系爭有價證券，海牙證券公約僅規範第三層面，區

分契約及其履行，對理解海牙證券公約甚為重要，但此區分

並非專屬於有價證券交易，在有體物之交易，例如：在Ａ地

之出賣人將若干之煤出賣予在Ｂ地之買受人，倘買受人恰在

Ａ地，並看見出賣人有煤待售，買受人即在Ａ地出賣人之營

業處所，與出賣人訂立買賣契約，向出賣人購買若干煤，該

買賣契約議定出賣人須在訂約後 1 個月內，將系爭煤運至Ｂ

地之買受人營業處所，在履約前，出賣人得知在Ｂ地有第三

人有煤出售，為節省將煤自Ａ地運至Ｂ地之開支，出賣人乃

直接向該第三人購買煤，並要求該第三人直接將煤運給買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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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除非買受人與出賣人所約定買賣之煤，限定於買受人在

出賣人營業處所見到之煤，出賣人得以第三人同一品質之

煤，履行其與買受人間之買賣契約，出賣人倘不將買受人在

出賣人營業處所見到之煤交付給買受人，即需以向第三人購

買之煤交付與買受人，若該第三人將偷竊自真正所有人之

煤，賣給出賣人，並交付予買受人，真正所有人知悉後，乃

要求買受人返還該煤，在Ｂ地之買受人，即對真正所有人

稱：『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我不知道你是誰，我是跟在Ａ

地之出賣人交易』，因此在買受人及真正所有人間即生爭

議，系爭實體準據法可能認定買受人取得或未取得系爭煤，

在英美法，盜贓物須歸還原主，無論買受人之取得，是否有

支付對價或是否得合理懷疑其來源，但在許多大陸法係國

家，買受人得善意取得該煤，而準據法應非取決於出賣人與

買受人間之買賣契約，而係取決於該煤之所在地，出賣人營

業處所地之Ａ地，與本議題並無關係，本議題應以Ｂ地法或

其他法律為準據法，例如：假如該第三人係自Ｃ地之真所有

權人處偷取該煤，則會有應以Ｃ地法或Ｂ地法為準據法之爭

議。回到有價證券之交易，在Ａ地之出賣人將若干有價證

券，出賣予在Ｂ地之買受人，買受人及出賣人並訂立買賣契

約，買賣雙方之契約法律關係及其準據法，與其間之有價證

券財產處分行為無關，倘出賣人出賣特定有價證券予買受

人，並使某公司移轉特定有價證券之權利證書予買受人，以

履行出賣人與買受人間之有價證券買賣契約，該公司係自系

爭有價證券真正所有人偷竊該有價證券，真正所有權人發現

後，對買受人提起訴訟，此與前述買賣煤之情形相同，究竟

買受人是否應返還系爭有價證券予真正所有權人之準據

法，與出賣人與買受人間買賣系爭有價證券之準據法無關。

假設系爭有價證券之真正所有權人係位於Ｃ地，偷竊之公司

亦係位於Ｃ地，該公司於Ｂ地將系爭有價證券移轉予買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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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則決定買受人是否得對抗系爭有價證券真正所有人之準

據法，可能為真正所有權人及偷竊者之所在地Ｃ地法，亦可

能為系爭有價證券之權利證書移轉予買受人之所在地法即

Ｂ地法，或系爭有價證券發行人設立地法，只有Ａ地法可遭

排除，Ａ與Ｂ間買賣契約，與買受人是否得對抗真正所有權

人無關；進一步言之，假設Ａ與Ｂ間有一買賣契約，事實上，

係出賣人Ａ1 要求其證券公司Ａ2 所出售者；同時，買受人

Ｂ1 要求其證券公司Ｂ2 買受之，Ａ2 與Ｂ2 間，透過某種有

價證券交換市場機能搓合交易後，Ａ2 與Ｂ2 分別向其客戶

Ａ1 及Ｂ1 回報交易執行完成，但系爭有價證券之出賣人與

買受人，對彼此之身分毫無所悉，出賣人不知、亦不關心系

爭有價證券之買受人為何人，買受人亦不知、亦不關心出賣

人為何人，Ａ1 與Ｂ2 僅關心其證券公司是否有幫其完成系

爭有價證券之交易，吾人甚至需考量究竟Ａ1 與Ｂ1 間，是

否確實存有賣賣契約，答案繫於Ａ2 及Ｂ2 在系爭有價證券

交易中之角色，Ａ2 應僅為受託人，受Ａ1 之委任購買系爭

有價證券，Ｂ2 受Ｂ1 委任購買系爭有價證券，再將其出賣

予Ｂ2，如Ａ2 及Ｂ2 均為受託人，則Ａ1 與Ｂ2 間即無買賣

契約，如考量契約法律關係之準據法，則Ａ2 購買系爭有價

證券、Ａ2 出售該有價證券予Ｂ2，以及Ｂ2 將系爭有價證券

出賣予Ｂ1，係三階段之買賣關係，各適用不同之契約準據

法，彼此並非協調；此際，吾人倘自契約關係轉至所有權關

係之觀察，上開三階段各需履行系爭有價證券所有權之移

轉，即不會驚訝於上開三階段需適用不同之法律，倘Ａ2 及

Ｂ2 並非受託人，而係仲介經紀人，則準據法是否會有重大

改變？倘Ａ2 與Ｂ2 間，係透過某種有價證券交換市場機能

搓合交易，Ａ2 及Ｂ2 各自代理隱名之本人，且Ａ2 及Ｂ2 均

不揭露其所代理本人之身分，因其與系爭有價證券交易無

關，且為商業競爭緣故，並無公司願洩漏其顧客之身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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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因此就契約關係而言，係Ａ2 及Ｂ2 間具有契約關係，

就Ａ1 及Ａ2 之間而言，係本人及代理人間之關係，Ａ2 隱名

代理Ａ1 出賣系爭有價證券，Ａ1 與Ａ2 間之法律關係，有其

應適用之準據法，由於Ａ1 與Ａ2 均在Ａ地，故其間之契約

法律關係，應適用Ａ地法，Ａ1 與Ａ2 間之契約法律關係，

所適用之準據法，應屬單一，並非隨Ａ2 之交易對象而有個

案之差異，Ｂ1 與Ｂ2 間之契約法律關係，亦同此理，故應

適用Ｂ地法，至Ａ2 與Ｂ2 間之契約法律關係，Ａ2 與Ｂ2 均

不能單獨決定，因Ａ2 與Ｂ2 均係隱名代理不明之本人，亦

不知彼此之客戶為何人，Ａ2 與Ｂ2 間之契約法律關係準據

法，應由其間之契約關係中產生，Ａ2 與Ｂ2 若係透過某種

有價證券交換市場機能搓合交易，該準據法即應依該有價證

券交換市場機構之規則，例如：倘Ａ2 與Ｂ2 間之契約法律

關係，係透過Ａ地之有價證券交換市場機構，即應依Ａ地

法，如係透過Ｂ地之有價證券交換市場機構，即應依Ｂ地

法，如係透過第三地之有價證券交換市場機構，即應依該第

三地法。因此，無論Ａ2 與Ｂ2 係自己交易系爭有價證券，

或仲介經紀Ａ1 與Ｂ1 交易系爭有價證券，即不可能以單一

準據法規範Ａ1 與Ａ2、Ａ2 與Ｂ2 以及Ｂ1 與Ｂ2 間之所有法

律關係，甚且就此契約關係之準據法而言，尚需分階段各別

適用不同之準據法，系爭有價證券之交易，更非直接存在於

Ａ1 與Ｂ1 之間，以上係就系爭有價證券交易之契約法律關

係所為之分析，就海牙證券公約所規範之有價證券所有權關

係而言，倘認系爭有價證券之交易中，系爭有價證券所有權

係由Ａ1 移轉至Ｂ1，則任何人均將不確定其是否取得有價證

券之所有權，蓋因在一般交易市場中，買受人均不知出賣人

為何人，倘認系爭有價證券係直接由Ａ1 移轉至Ｂ1，不是完

全不可能，但一般不會發生，因在現代證券交易市場，有價

證券並非逐筆交易，所有交易係透過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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搓合，並集中結算、交割，根本無法區分何張有價證券係由

何人出賣予何人，除非該種有價證券當日僅有單一出賣人及

買受人，否則僅有Ａ2 有價證券帳戶內有價證券進出及清

算，以及Ｂ2 有價證券帳戶內有價證券進出及清算之問題。

Ａ2 及Ｂ2 係證券公司，每日有許多筆交易交互計算，每營

業日交互計算後，僅支付有價證券之差額，因此Ａ1 雖係透

過Ａ2 出賣有價證券，且Ｂ1 係透過Ｂ2 取得同種類之有價證

券，但應非可認係由Ａ1 移轉予Ｂ1，因此倘論者認有價證券

係在Ａ1 與Ｂ1 之間移轉，則Ｂ1 是否取得系爭有價證券，端

視該營業日，是否恰巧有同種有價證券之其他交易，故對於

有價證券係由Ａ1 移轉至Ｂ1 之假設，再對照Ａ1、Ａ2、Ｂ2、
Ｂ1 之各階段有價證券買賣契約法律關係，以及履行各該階

段契約法律關係之有價證券所有權移轉關係，即生二問題：

其一係Ａ2 與Ｂ2 間契約法律關係之準據法為何？其二為履

行該契約法律關係之有價證券所有權移轉關係之準據法為

何？契約法律關係與所有權移轉之法律關係，未必須一致，

假設Ａ2 與Ｂ2 訂立買賣契約，係在Ｒ地之證券交易所，但

Ｒ證券交易所規定有價證券之交割須登載於Ｅ集中保管機

構，則Ｒ證券交易所應認Ａ2 與Ｂ2 間之買賣契約關係，應

適用Ｒ地法，但Ｅ集中保管機構，應會認關於系爭有價證券

之移轉，應適用Ｅ地法，契約關係與所有權關係之準據法因

而有異，並無理由適用同一準據法。其次，討論有價證券設

定擔保之準據法，假設在Ａ地之Ａ1，並非出賣有價證券，

而係將有價證券設定擔保予在Ｂ地之Ｂ1，並向Ｂ1 借貸資

金，在設定擔保前，Ａ1 之有價證券係保管存放於其中介機

構Ａ2 之有價證券帳戶中，Ｂ1 堅持系爭有價證券需移轉至

其在中介機構Ｂ2 所開立之有價證券特別擔保帳戶中，Ａ1
與Ｂ1 訂立借貸及擔保契約，Ａ1 並將系爭有價證券由Ａ2 移

轉撥入至Ｂ2 之帳戶中，Ａ2 及Ｂ2 之有價證券出入，均在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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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集中保管機構載有記錄，此際準據法是否與買賣系爭有

價證券有所不同？主要不同在於，有價證券設定擔保在契約

方面，較買賣簡單，買賣契約有Ａ1 與Ａ2 間、Ａ2 與Ｂ2 間

以及Ｂ1 與Ｂ2 間之階段問題，但就設定有價證券之擔保而

言，Ａ1 與Ｂ2 間具直接之設定擔保契約法律關係，因此契

約方面之準據法較為單純，但就設定擔保之準據法而言，與

所有權移轉之準據法並無重大差異，Ｂ1 在意者，在於系爭

有價證券是否出現於Ｂ2 之擔保有價證券帳戶中，至於該有

價證券，係來自Ａ1 在Ａ2 之有價證券帳戶，或來自Ａ1 在Ｃ

證券公司之有價證券帳戶，或來自與Ａ1 有關之某人在Ｅ證

券公司之有價證券帳戶，對Ｂ1 並無不同，從國際私法之角

度而言，對Ｂ1 重要者，係依Ｂ地法，Ｂ1 確實經由Ｂ2 之擔

保有價證券帳戶，取得系爭有價證券之設定擔保，Ｂ1 無庸

擔心其他相關國家之法律。就著名之 Macmillan Inc v.
Bishopsgate Investment Trust plc 案例而言，亦有類似之情

形。Ａ1 告知Ｂ1 將設定系爭有價證券之擔保予Ｂ1，並向Ｂ

1 借款，系爭有價證券係由與Ａ1 有關，但不是Ａ1 所有之Ｅ

證券公司有價證券帳戶中匯出給Ｂ1，倘Ａ1 係無權處分，而

Ｂ1 並不知情，僅知係Ａ1 促成系爭有價證券撥入Ｂ1 在Ｂ2
之擔保有價證券帳戶，倘此時真正所有權人出而主張：系爭

有價證券為其所有，而Ａ1 係無權處分等語，對Ｂ1 而言，

重要者在於決定Ｂ1 是否得對抗真正所有權人之準據法為

何？倘Ｂ1 於借貸款項予Ａ1 前，即得以確定該單一準據法

為何，即有助於跨國有價證券設定擔保之交易安全與效率，

無論吾人是否能接受，Ｂ1 唯一能認知之法律，乃取決於Ｂ1
與其中介機構Ｂ2 間之關係」，因此 James Steven Rogers 教授

以長篇幅詳盡敘述何以不應以單一準據法規範所有階段之

有價證券處分行為，而主張各別有價證券所有人與其中介機

構間，應分別適用不同之準據法，為海牙證券公約前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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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及官方註釋書，提供再次註釋，可謂註釋之註釋。

第六款 本論文之見解

「關聯中介機構」如何認定，眾說紛紜，實有釐清之必

要，否則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相關草案條文一旦通過，即生

解釋適用上之疑義。本論文之分析與見解如次：

第一目 集中交易市場搓合交易之處分行為人認定

在現代證券交易市場，有價證券並非逐筆交易，大部分

交易係透過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搓合，並集中結算、交

割，根本無法區分何張有價證券係由何人出賣予何人，除非

該種有價證券當日僅有單一出賣人及買受人。因此倘某甲透

過集中交易市場出賣某種類數量之有價證券，而乙亦透過同

一集中交易市場買受取得同種類數量之有價證券，不能認定

甲係讓與人而乙係受讓人。僅有在場外交易（我國原則禁止

並具刑責，國外原則開放）、私募等例外情形，或有價證券

設定擔保之情形，交易當事人始彼此知悉對方之身分，並訂

有相關之買賣或設定擔保契約等，此際始得謂其間具有處分

行為，或具讓與人、受讓人之關係。

第二目 上下階層中介機構與關聯中介機構之認定

跨國有價證券常透過層層中介機構之架構而所有，中介

機構係中介於有價證券所有權人與發行人間之機構而言，均

見所述。何以所有或購買有價證券，需透過層層中介機構？

以較生活化之例說明：倘吾人認越南新娘勤儉樸實，希娶一

房越南媳婦，囿於語言文化不同，吾人對越南亦不熟悉，因



236

此必然找國內仲介代辦業者，而國內業者亦非必然直接認識

越南待嫁新娘，而需透過管道，與越南當地之婚姻介紹業者

聯繫，越南當地之業者，亦未必直接與新娘接觸，該業者本

身可能在胡志明市，而透過許多在越南各省鄉下地方之業務

人員或分支機構，或登載廣告，或輾轉介紹，使之與臺灣男

子介紹配對，其中層層關係，有專門受理越南待嫁新娘或家

長上門登記者，有蒐集越南新娘之學歷、身高、體重等資料，

並負責拍攝影片（該類影片大量出現於我國有線電視頻道及

婚姻仲介業者之網站）供臺灣男子選擇者，有負責接待臺灣

前去之相親團體者，有負責在臺灣招攬顧客，並安排前去越

南相親者，除非有熟識親友介紹，臺灣男子幾乎不可能直接

赴越南鄉下接觸「勤儉樸實」之越南新娘。跨海娶親需透過

層層中介機構（中介於越南新娘與臺灣男子間之機構），跨

國有價證券交易亦復如是，且其層層中介機構更為複雜精

緻，包括各國之集中保管機構及其相互間之連線，例如：甲

銀行將其透過其他中介機構所有之甲國有價證券，出賣予乙

國之五家銀行，甲倘分別與該五家銀行對口及結算交割，甚

為麻煩，即委由乙國之集中保管機構集中保管該有價證券，

該五家銀行並非與甲直接接觸，而係與乙國之集中保管機構

接觸，甲亦僅與乙國之集中保管機構接觸。又該五家銀行，

可能各自透過其他中介機構，將系爭有價證券出賣與投資

人，因此即有層層中介機構，甲國之集中保管機構係最上

層，其次為甲與該國集中保管機構間之中介機構，再次依序

為甲，其次為乙國之集中保管機構、五家銀行、五家銀行與

投資人間之中介機構，最下層始為投資人，此為前述國外文

獻所謂「上下」之區分。

而關聯中介機構，在交易實務上通常但並非必然係最下

層投資人所直接面對之中介機構，端視系爭有價證券處分行

為涉及何一或哪些中介機構而定。倘僅涉及甲處分系爭有價



237

證券之問題，而與乙國集中保管機構、五家銀行及投資人無

關，即使甲係所謂上層（Up-Tier）中介機構，仍得成為關聯

中介機構。因此，關聯中介機構之認定，係以處分行為人為

準，而非絕對必然為最下層之中介機構。

第三目 關聯中介機構之分階段分別判斷或以單一準據法

規範各階段

有價證券之處分行為，可能連續經過數個或層層中介機

構，在其中一中介機構與另一中介機構之直接關係間，稱為

一階段，而涉及許多階段（許多中介機構）之處分行為問題，

之所以追究數階段之處分行為，當係發生雙重得利、權利競

爭衝突，或何人具優先權利等問題。超級 PRIMA 原則及

James J. Fawcett 教授，均採取以單一準據法規範各階段之處

分行為效力，前者主張以最後中介機構定該單一準據法，後

者則主張以最先之中介機構為準。茲分析、檢討如次：

一、超級 PRIMA 原則之分析與檢討

本文以為，超級 PRIMA 原則有其缺失：一、究竟如何

定義最後階段？倘採此原則，每一主張擁有系爭有價證券權

利或利益者，均會主張其係最後階段之所有者，而應以其中

介機構為關聯中介機構，定其準據法，以「第 37 頁問題」

而言，義大利銀行會主張其為最後階段之所有人，而倫敦銀

行亦會主張其為真正之最後階段所有人，如此一來，問題復

返回原點，如何確認準據法乙事，依然撲朔迷離；二、即使

依超級 PRIMA 原則，亦有可能倫敦銀行取得系爭股票之擔

保權利，而同時卻認系爭股票並未自澳洲投資者在法國銀行

中之有價證券帳戶設定擔保移轉撥出，亦即實體法上之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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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利、權利衝突矛盾之問題，依然存在；三、有時某一階段

之中介機構，係將一批多國有價證券分別移轉與不同之後手

或不同之其他中介機構，則何謂最後階段之中介機構，更不

易確認；四、即使能分辨何一階段為最後階段，先前各階段

之當事人，竟被迫須適用對其而言尚未發生、致其無法預見

之後階段法律，顯與海牙證券公約追求準據法確定性、可預

測性之主旨相違；五、在每一階段，當事人均會認為已臻至

最後階段，而無法預料系爭有價證券嗣後仍有可能被處分，

因此一旦確定何為「最後階段」後，永遠可能有其他「最後

階段」之產生，倘將其中某階段之關聯中介機構所定之準據

法，適用於所有交易階段，對其他交易階段之當事人而言，

實無法預測，並無交易安全可言。綜上所述，故超級 PRIMA
原則容有缺失。

二、James J. Fawcett 教授學說之分析與檢討

James J. Fawcett 教授主張以事物發生地或權利來源地之

中介機構為關聯中介機構96，固非無見。然何謂事物發生地

或權利來源地？亦非明確，且交易當事人未必均得預見。茲

舉例說明：

96 James J Fawcett, supra, p.29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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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乙 丙 辛

丁 戊 己 庚 癸

壬 Ａ

投資人Ａ透過癸中介機構所有之有價證券，係乙在甲集

中保管機構開立有價證券帳戶，透過甲而所有，丁則在乙中

介機構開立有價證券帳戶，透過乙而所有同一有價證券。丁

將系爭有價證券，撥入戊中介機構之有價證券帳戶後，戊將

系爭有價證券，撥入己中介機構之有價證券帳戶，己再將系

爭有價證券，撥入庚中介機構開立之有價證券帳戶，最後庚

再將系爭有價證券，撥入Ａ在癸中介機構開立之有價證券帳

戶。然乙將系爭有價證券撥入丁之前，未經正當權利人丁之

同意，將同一有價證券撥入丙之有價證券帳戶，為丙設定擔

保，而己因電腦中毒發生程序錯亂，將同一有價證券同時出

賣予己及辛後，又出賣予庚。現丙、辛、庚均出而向Ａ主張

具系爭有價證券之所有權或優先權，倘欲以單一準據法規範

各階段處分行為之效力，則各階段處分行為均牽涉其中，應

以何中介機構為關聯中介機構？並不明確，又以Ａ而言，其

僅在乎是否透過癸取得系爭有價證券，在取得系爭有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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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Ａ頂多僅先調查，系爭有價證券自庚所設之有價證券

帳戶中撥出，依以庚為關聯中介機構所定之準據法，其效力

如何，以及系爭有價證券撥入其在癸所設之有價證券帳戶，

依以癸為關聯中介機構所定之準據法，其效力如何，若以

James J. Fawcett 教授對「第 37 頁問題」所採「共同涉及機

構」即為「權利來源地」之說明，則乙及己，均為共同涉及

機構，則應以己或乙為關聯中介機構？如何抉擇以己或乙為

關聯中介機構定其準據法，以規範所有階段？又對Ａ而言，

在爭議發生前，根本不知丙、辛、壬之存在，又如何逆知將

來會發生如何之爭議，而預先測定己或乙為關聯中介機構，

據以預見各階段處分行為效力之準據法？倘Ａ無法預見己

或乙將會成為關聯中介機構，據以預見準據法，以決定是否

自庚受讓系爭有價證券，Ａ之交易安全如何保障？此外，丙

如為乙無權處分之善意相對人，又如何知悉丙以後之各階段

處分行為人？丙善意受讓乙無權處分之系爭有價證券時，丙

讓與同一有價證券予丁之情事尚未發生，丙又如何知悉乙將

來會成為關聯中介機構？丙更未料到，以乙為關聯中介機構

所決定之準據法，非但規範系爭有價證券是否自乙之有價證

券帳戶中撥出，更規範丙或丁之是否取得系爭有價證券，則

丙之交易安全又如何保障？事實上，丙應信賴其是否取得系

爭有價證券，係以丙為中介機構定其準據法，Ａ亦信賴其是

否透過癸取得系爭有價證券，係以癸為關聯中介機構定其準

據法，丙及Ａ又如何料想到會以乙或己為關聯中介機構定以

上所有階段處分行為效力之準據法？

三、應區分各階段分別適用準據法

由前一、二所述可知，超級 PRIMA 原則及 James J.
Fawcett 教授，均採取以單一準據法規範各階段之處分行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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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均欠缺預見可能性，就前者而言，前階段之中介機構或

當事人無法預測往後將有何處分行為，後階段之中介機構或

當事人，亦甚難查知前階段究竟曾發生如何之處分行為爭

議，致均無法達到海牙證券公約保障跨國有價證券交易安全

之本旨，尚難採行，故應區分各階段分別適用準據法，如此

一來，各階段之交易當事人，即能清楚預見各該階段之準據

法，係以各該階段之關聯中介機構定之，而該階段之準據

法，僅規範該階段之處分行為，效力並不及於其他階段，亦

即「一階段，一關聯中介機構，一準據法」，得以免受不可

預知、天外飛來之準據法突襲。

超級 PRIMA 原則及 James J. Fawcett 教授，之所以汲汲

營營倡導以單一準據法規範各階段之處分行為效力，無非係

為避免雙重得利，但即使採納超級 PRIMA 原則及 James J.
Fawcett 教授之見解，亦可能發生雙重得利或其相反—無人得

利之情形，例如以「第 37 頁問題」而言，以「共同涉及之

中介機構」之法國銀行為關聯中介機構，定其準據法，設為

法國法，倘其規定設定有價證券之擔保，需登記並公示於新

聞紙，義大利銀行有登記但未登載於新聞紙，倫敦銀行有登

載於新聞紙卻未登記，故義大利銀行及倫敦銀行均未取得有

價證券之擔保。反之，倘法國法規定有價證券亦有善意取得

規定之適用，並認義大利銀行及倫敦銀行均取得系爭有價證

券之擔保權利，故亦有雙重得利之可能。再者，無論以單一

準據法規範各階段處分行為，或各階段處分行為適用各自之

準據法而效力不相及，均有可能產生權利不連貫之情形，以

本論文前述 James J. Fawcett 教授學說之分析與檢討所舉之

例，無論以單一準據法規範各階段處分行為，或各階段處分

行為適用各自之準據法而效力不相及，均有可能產生類如：

「乙自其有價證券帳戶有效撥出系爭有價證券，丁未有效取

得，但戊有效取得，並移轉予己，己未有效撥入庚之有價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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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帳戶，但Ａ確實透過癸有效取得系爭有價證券」，亦即乙、

丁間不連貫，丁、戊間確有效連貫，戊、己間有效連貫，己、

庚間不連貫，庚、癸間亦屬連貫，因權利來源係甲，甲與癸

間多層中介機構之遞次交付發生中斷，致在實體法上，Ａ是

否透過癸取得系爭有價證券，滋生疑義。

以上雙重得利、無人得利、實體權利中斷等，均係實體

法上之問題，非選法規則所需考量，且此情形，依傳統物之

所在地法、權利成立地法，或以其他以單一準據法規範各階

段處分行為效力之方式，均有可能發生，亦即無論採取何種

選法理論，均無法避免，並非分階段分別適用準據法所導

致。此等實體法律關係之矛盾，誠如海牙證券公約官方註釋

書所言，應以類如金融機構之責任保險、開戶契約條款等方

式，予以分散風險，或透過民事上債務不履行或損害賠償機

制予以解決，而非選法規則階段所需考量，在選法規則之層

面所需考量者，僅係準據法之預見可能性與交易安全。

最後，自與國際接軌之角度言之，前述草擬報告為及官

方註釋書，應視為海牙證券公約「立法者原意」或其內容之

延長，又美國對海牙證券公約倡導甚力，其代表團成員 James
Steven Rogers 教授之見解，自較貼近海牙證券公約之「立法

者真意」，因此自應從相互符合之草擬報告、官方註釋書及

James Steven Rogers 教授之見解，據以解釋何為「關聯中介

機構」，並採「分階段分別適用準據法」說，而非從其他學

說之解釋。

第五項 小結

由前述之討論可知，海牙證券公約雖係採用 PRIMA 原

則，但具體指出有價證券處分行為應適用之準據法，而非一

開始即使用「關係最切中介機構地」如此含糊之連結因素，



243

何謂「關係最切」，難免又令人感覺走回「最重要牽連關係」

之彈性或開放性選法規則之老路，海牙證券公約之規定，較

為明確，其並未使用「關係最切」如此空泛之名詞，以確保

其預見可能性與確定性。由此可知，海牙證券公約雖基於

PRIMA 之概念應運而生，但其具體規定，乃列出明確之準據

法規則，已與 PRIMA 原則大相逕庭，可謂海牙證券公約生

自於 PRIMA，卻迥異於 PRIMA。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修正草案不查，在立法理由中說明係參照海牙證券公約，但

具體之草案條文，竟以「關係最切」為最主要之連結因素，

姑先不論其將 PRIMA 原則誤認為係「最重要牽連關係」之

適用，其草案條文與立法理由兩者間，已顯然矛盾，更因海

牙證券公約旨在擺脫彈性選法規則或開放性選法規則之不

確定性，草案條文既訂立「關係最切」之彈性選法規則，即

無庸在立法理由中特別強調係參照海牙證券公約；反之，如

欲參照海牙證券公約訂立草案，即不宜在草案條文中訂立海

牙證券公約所無，甚至為該公約所欲避免及排斥之「關係最

切」空泛連結因素。

第八節 檢討與分析

由以上有價證券處分行為準據法之國際趨勢介紹可

知，海牙證券公約吸收美國統一商法典關於透過中介機構所

有之有價證券處分行為準據法內容，且更臻成熟完善，未來

更將整合歐盟及其會員國，並已獲美國及瑞士之簽署，幾乎

將囊括所有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之法制先進國家，已然成為

國際趨勢匯流之核心。為與國際接軌，並迎頭趕上國際先進

趨勢，我國探討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準據法，自應以海牙證

券公約為中心。茲檢討與分析本章所討論之內容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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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傳統「透視理論」之侷限性

傳統「物之所在地法」或「權利成立地法」之準據法，

其不論有價證券權利人是否透過中介機構所有其有價證

券，仍一如傳統實體權利證書與有價證券相結合之有價證券

處分行為案件，重視有價證券實體權利證書之所在地，以定

其準據法，亦即透視而無視於中介機構之存在，直接找尋有

價證券實體權利證書之所在，故稱為「透視理論」

（Look-Through Approach）。但有價證券之實體權利證書竟

就在何方？在集中保管事業（CSD）？有價證券發行人所在

地？或該有價證券登記機關（Registrar）所在地？即使係以

有價證券權利證書之物質實體所在地為準，其實體亦可能因

係多國有價證券，遂同時存在於多數法域；而有價證券之擔

保權利人或受讓人，亦不易掌握該有價證券之實體權利證書

到底存放在何處，造成準據法之不確定；且供擔保或移轉之

有價證券權利證書實體，其發行人或集中保管地點，如分散

在各國，亦即擔保或移轉之客體，倘為多國有價證券，則其

設定擔保或移轉，竟需同時滿足各該國家之內國實體法，對

設定擔保人或受讓人而言，不勝其擾，終至裹足不前，致有

礙國際金融，更遑論許多有價證券之發行，根本並無實體權

利證書可言，故透視理論，實不宜適用於透過中介機構所有

之有價證券處分行為案件97。

「透視理論」造成國際有價證券交易及國際金融貿易之

障礙，均見所述。海牙證券公約則將判斷之基礎，集中在設

置有價證券劃撥帳戶之關聯中介機構身上，甚為單純。以本

論文第一章所舉之二例而言，在立法論上，只要把焦點集中

在甲及乙之間，或丁與戊間之開戶契約，並分析乙、戊之營

97 Richard Potok, The Hague Securities Convention-closer and closer to a reality,
supra, p.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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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處所（通常開戶契約上中介機構會載明地址，一望即知）

或設立地，即可望大幅提昇準據法之可預測性，準據法之可

預測性代表實體法律關係之可預測性，進而有助於交易安

全。即使跨國有價證券之交易，使中介機構具雙重責任之風

險，亦因事先得預測準據法，故得以分散與控管。

第二項 各國關於有價證券處分行為準據法之新趨勢

主張彈性或開放性選法規則之學者，對彈性或開放性選

法理論之倡導，不遺餘力，復抓住美國、英國及其他歐洲各

國等關於侵權行為準據法之立法例為樣板，最後單憑侵權行

為準據法之立法例及學說，即逕行導出彈性或開放性選法規

則得全面套用至所有民商事案件之結論，而認「涉外民商事

法律關係，依能實現各該案型社會共同價值之法律決定之」
98，似未顧及並非所有國際私法案件均有實體社會共同價值

可言，且其中商事案件著重之交易安全，亦殊不知大陸法系

國家之瑞士，早已將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議題與其他國際私

法議題予以切割區分，而簽署適用剛性選法規則之海牙證券

公約，歐盟甚至敦促其所有會員國儘速簽署海牙證券公約，

並意圖修改其交割指令，使與海牙證券公約相符，故主張彈

性或開放性選法規則全面普及化之倡議者，不免忽略交易安

全與金融秩序之安定。

又自有價證券處分行為準據法各國立法趨勢，可知有價

證券處分行為之準據法，在適應現代跨國有價證券交易架構

（尤其係改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處分）短短一、二十年之

法制變遷史中，為替代傳統物之所在地法或權利成立地法，

各種選法方法均曾被提出考量及檢討、分析，最後認海牙證

98 許兆慶，國際私法上「最重要關聯原則」之理論與實際，臺北：著者出版，
2005 年 9 月，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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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公約應為較成熟之時勢所趨，因此拙見認為，應以海牙證

券公約為我國立法論之主要參考內容，而不應以其他立法例

（如歐盟立法例）為重心。關此，Rogers 教授有精闢說明99：

「海牙證券公約在觀念上最大之轉變，係由依有價證券實體

權利證書所在地定準據法，轉為以投資人與其中介機構間之

關係，定其準據法，此為必要轉變，在現代交易型態下，透

視理論並不可行，剛開始拒絕透視理論，並改用 PRIMA 原

則，係前進一大步，之後，焦點則在於依投資人與中介機構

間之關係所定之準據法為何，其定準據法之過程細節，甚為

困難，先後採用下列方法：Ａ、『有價證券帳戶』方法（Account
Approach）：在海牙證券公約之早期草案中，係採『有價證券

帳戶所在地』之方法，該草案係海牙證券公約專家工作小組

2001 年 1 月第 1 會期時，認本公約之準據法，應由關聯有價

證券中介機構之所在地法，並認其所在地，即係該有價證券

受維持所在地，此一方法外觀吸引人之處，在於其與傳統物

之所在地法原則一致，並將系爭財產之辨識，由有價證券實

體權利證書，轉成有價證券帳戶。採本方法之問題，在於有

價證券帳戶並無所在地，有價證券帳戶係兩個實體間之抽象

法律關係，因此並無所在地可言，以婚姻效力之準據法為

例，有許多說法，但依婚姻所在地法之說法絕對無理由，即

使人類得經常遷徙，但人類有其所在地，事件之發生亦有其

所在地，但婚姻並無所在地，有價證券帳戶亦同。因此『有

價證券帳戶所在地』之方法基本上應屬謬誤，應適用其他準

據法，然不幸者，係世界主要地區之歐盟，竟蹈入海牙證券

公約當初在草擬過程中所產生、且外觀吸引人之陷阱中，在

海牙證券公約草擬過程中，歐盟同步研擬同一議題，1998 年

歐盟結算交割指令，就特定間接所有之有價證券設定擔保，

99 James Steven Rogers, supra, p.30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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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其準據法為登記機構、有價證券帳戶或集中保管機構所

在地法，在 2002 年歐盟擔保指令，亦規定該指令所規範之

擔保，應依關聯中介機構維持該有價證券之所在地法，以上

兩種歐盟指令，均以有價證券帳戶所在地法為準據法，但隨

著海牙證券公約之草擬工作進展，逐漸明顯發現有價證券帳

戶所在地或其被維持之所在地，並無意義，因實際上抽象之

法律關係，並無地理上之位置，是以，歐盟因採行嚴格審查

即可發現其不可行之準據法則，而陷入困境。Ｂ、『分支機

構或辦公所在地』方法（Branch/office Approach）：由於有價

證券帳戶方法有觀念上及實務上之問題，海牙證券公約即提

出替代方案，即『分支機構或辦公所在地』方法，依此方法，

應依在功能上實際維持系爭有價證券帳戶之中介機構分支

機構或辦公處所地法，此係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常設局在 2001
年之年中，所提出者。因有價證券帳戶係無體之法律關係，

並無地理上之位置，在提及有價證券帳戶之所在地時，一般

人會想到中介機構為實現維持其有價證券帳戶法律關係之

特定行為，雖規定有價證券帳戶所在地法，係沿襲傳統持有

有價證券實體權利證書時，物之所在地法之最簡便方式，但

抱持有價證券帳戶有其所在地之想法，所產生之問題，遠多

於其解決之問題。雖『分支機構或辦公所在地』方法，迴避

試圖特定有價證券帳戶所在地之荒謬，仍無法避免實務上之

問題。為確認分支機構或辦公處所之所在地，在某些案件較

易特定維持有價證券帳戶之辦公室位置，但採行只有在最簡

單案件中始為可行之準據法方法，並無意義，在現代世界

中，中介機構之運作乃分佈四方，海牙證券公約官方註釋書

提供下例：在當代全球貿易，許多不同之維持有價證券帳戶

行為，的確分佈在不同國家之辦公處所，例如中介機構係依

紐約法所設立者，並與其客戶約定，該客戶之有價證券帳戶

係在東京維持，因該有價證券帳戶，最初係在東京所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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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且系爭有價證券最初係在東京撥入，而該中介機構從杜

拜之辦公室寄送客戶該有價證券帳戶之報表，客戶則自該中

介機構位於香港之辦公室取得股息，並由該中介機構之新加

坡辦公室，提供該客戶理財建議，至於該中介機構對於所有

其設置有價證券帳戶之運作，係由兩組電腦系統維持與監

控，該兩組電腦，分別在印度新德里辦公室，以及美國之舊

金山辦公室；最後，該客戶由其行動之筆記型電腦，取得該

有價證券帳戶之資料，該行動之筆記型電腦，伴隨該客戶周

遊列國。在以上情形，倘以有價證券帳戶所在地，或以維持

該有價證券帳戶之辦公室所在地為基準，定其準據法，即無

法確定準據法，受訴法院並需詳為調查事實，此準據法不確

定之風險與不利益，明顯乃由有價證券之擔保權利人，或即

將成為擔保權利人之人負擔。因此，指出某一特定分支機構

或辦公室即為維持某有價證券帳戶者，相當困難，理論上，

海牙證券公約不應指引如何解決此一議題，僅需指出應以維

持系爭有價證券帳戶之分支機構或辦公室所在地法為準據

法，留待法院去決定該分支機構或辦公處所為何。曾經一

度，海牙證券公約之起草委員會將『分支機構或辦公所在地』

方法列為可能選項之一，2001 年 12 月在比利時布魯塞爾之

起草委員會，列出準據法之三選項，最後一項為：『關聯中

介機構所在地，係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及關聯中介機構均同

意為維持該有價證券帳戶之辦公室或分支機構，但以該辦公

室或分支機構事實上設置該有價證券帳戶為限』，但此選項

不受重視，且此選項有找尋維持有價證券帳戶之辦公室或分

支機構之問題，需考量一連串事實，逐一過濾是否為維持有

價證券帳戶之行為，或許能成功排除顯非維持有價證券帳戶

之行為，例如：維持有價證券帳戶之電腦系統所在地，但何

種行為得正面肯定為維持有價證券帳戶之行為，則不易認

定；實際上，倘欲列舉維持有價證券帳戶之行為樣態，則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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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舉註定成為不完整亦不精確，確認何一辦公處所或分支機

構係維持系爭有價證券帳戶之標準，勢必不斷變更，因此採

行本方法尚非適宜。Ｃ、協議方法（Agreement）：本方法容

許中介機構與投資人合意選定應適用之準據法，強烈採用此

一方法之版本，此合意具最終確定性，亦即無需進一步調查

該中介機構在該地之行為本質，此為海牙證券公約起草委員

會所列之草案選項之一，但從未獲得足夠支持，然海牙證券

公約最後有條件採行此方法，即如後述，在通過『實質檢驗』

（Reality Test，嗣後落實於海牙證券公約第 4 條第 1 項後段

之適格中介機構積極要件與第 2 項之消極要件）時，始承認

該合意之效力。在本公約最後採納本方法前，界定此方法係

屬重要，倘使用討論其他選法規則議題之慣用術語，在此甚

有問題，在提及雙邊關係時，通常使用『當事人意思自主』

（Party Autonomy），意指容許系爭法律關係之當事人選定準

據法，但『當事人意思自主』之用語，將誤導海牙證券公約

規範之議題。海牙證券公約所定準據法所規範之基本情形，

乃涉及三方當事人，以跨國有價證券之擔保交易為例，當事

人包括借款人、貸款人及中介機構，『當事人意思自主』之

用語，係指借款人及貸款人合意選定其交易應適用之準據

法，且該合意拘束第三人，但從未有人建議使用此方法，海

牙證券公約最後版本亦未採納此方法，而係在決定中介機構

應適用之法律時，需參照中介機構與其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

間之協議，此與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移轉人，讓與人）與

有價證券之受移轉人（受讓人）約定合意選定得拘束第三人

之準據法，大不相同。在容許中介機構與其有價證券帳戶所

有人協議準據法之情形下，一旦中介機構與投資人合意選定

準據法，該準據法即決定經由中介機構帳簿劃撥之有價證券

處分行為，倘借款人向貸款人借貸資金，並將開立於中介機

構有價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設定有價證券權利予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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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則中介機構與借款人間所合意選定之準據法，無論貸款

人是否同意，該準據法均決定設定擔保之效力。部分反對協

議方法之理由，在於認為，倘中介機構及有價證券帳戶所有

人得以合意選定準據法，則中介機構可能會與許多不同之客

戶分別合意選定不同之準據法，但此為不切實際之顧慮，例

如：中介機構維持其有價證券帳戶之行為，係分佈於三處地

點，該中介機構應會選擇三者其中之一所在地法為準據法，

不太可能選定該三者以外，對該中介機構全然無關之法律，

中介機構應會選定與其有某種關聯之法律，中介機構本身之

法律顧問，在建議中介機構與其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應選定

何一準據法時，亦會慮及一旦選定，即需遵從所選定準據法

之相關法令規章，中介機構應不致輕忽至與不同之客戶約定

適用不同之準據法，而給自己帶來困擾，中介機構與其客戶

間之定型化契約，在於簡化其與客戶間之法律關係，倘中介

機構與不同之客戶，分別合意選定不同之準據法，無異增加

其自己之法律成本及不確定性。Ｄ、協議加實質檢驗方法

（Agreement plus Reality Test）：儘管有支持『協議方法』而

容許當事人無限制地合意選定準據法之論點，協議方法仍未

獲海牙證券公約採納，雖美國代表不時提倡協議方法，但仍

未獲充分支持，在海牙證券公約起草過程中，係採另一方

法，即『協議加實質檢驗方法』，其重點，係當事人間協議

選定準據法之有效前提，係該準據法與中介機構之行為具充

分關係，困難處即在於如何認定此『充分關係』。在 2002 年

1 月海牙特別委員會之草案第 4 條第 2 項即出現：『中介機構

在一國家從事營業，或其他維持有價證券帳戶之例行業務，

其合意選定之準據法，始為有效』，然此做法，具高度不確

定性，因此另一條文，正面表列例示『維持有價證券帳戶之

營業』，此一『白名單』，在 2002 年 1 月特別委員會時列入，

並受廣泛討論，至 2002 年 12 月海牙證券公約完稿時，『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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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僅剩：『Ⅰ、運作或監管該有價證券帳戶；Ⅱ、管理

有價證券帳戶內有價證券之付款及公司行為』，並附加『從

事商業活動或維持其所設置有價證券帳戶之例行業務』之概

括規定，最後形成本公約第 4 條第 1 項第 a 款規定，其包括

兩項相當不同之規定，一方面，倘經廣泛分析，符合『實質

檢驗方法』之概括規定，則通過『實質檢驗』，另一方面，

倘符合『運作或監管該有價證券帳戶』或『管理有價證券帳

戶內有價證券之付款及公司行為』要件，則無需任何進一步

調查。Ｅ、『識別代碼』條款：此規定於本公約第 4 條第 b
款，與本公約第 4 條第 1 項第 a 款Ⅰ『運作帳戶』及Ⅱ『管

理支付』之規定同樣重要，倘合意選定準據法之中介機構，

在準據法國具有『得以有價證券帳戶號碼、銀行代碼或其他

方法特定其所設置之帳戶』之辦公處所，倘具前述之『識別

代碼』，即無庸考量該中介機構於準據法國是否『從事商業

活動或維持其所設置有價證券帳戶之例行業務』。假設中介

機構所有關於有價證券帳戶之業務，均在德國，且該中介機

構之客戶，亦均在德國，但該中介機構在美國紐約設有辦公

室，紐約辦公室之業務與其他業務均無關，依海牙證券公約

之『實質檢驗』，當事人不得選用紐約法為準據法，因與維

持有價證券帳戶有關之所有業務，均在德國，然而中介機構

及其客戶，就海牙證券公約第 2 條第 1 項之事項，明示約定

適用紐約法，只要紐約辦公室得以有價證券帳戶號碼、銀行

代碼或其他方法特定其所設置之帳戶，則仍得適用紐約法。

有人或許爭執『有價證券帳戶號碼』或『銀行代碼』之文義，

但只要有得識別紐約辦公室之特定方法（Specific Means），
即符合海牙證券公約第 4 條第 1 項第 b 款之規定，若有人擔

心中介機構與客戶合意選擇不妥適之準據法，海牙證券公約

第 4 條第 1 項第 b 款即為甚佳之機制，中介機構僅需以特定

方法（按：以我國為例，除帳戶號碼與銀行代碼外，統一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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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亦得特定某機構）識別其紐約辦公室，即可與客戶約定適

用紐約法。Ｆ、條約之精簡與合意之地點（Agreement
Simpliciter Versus Agreed Location）：在海牙證券公約之早期

草案中，係依『關聯中介機構所在地法』，嗣後草案認為，

關聯中介機構所在地，應由中介機構與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

合意決定，只要該地能通過『實質檢驗』。在海牙證券公約

最後版本，『關聯中介機構所在地』之字眼，即未再出現，

準據法即由中介機構與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合意決定，只要

該地能通過『實質檢驗』。此一轉變，係撰擬公約之方便，

並非實質轉變。最初草擬之公約，第一步係規定『應依關聯

中介機構所在地法』，第二步係規定『關聯中介機構所在地』

係由中介機構與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所合意者，只要該地能

通過『實質檢驗』。參與草擬海牙證券公約之學者專家，起

初同意準據法僅應依中介機構與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間之

關係定之，此即早期之『PRIMA』原則，同時揚棄透視理論，

嗣後草擬海牙證券公約之學者專家，復奮鬥經年，以找尋方

法確認『關聯中介機構所在地』，結論係達成此目的之唯一

方法，係由中介機構及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決定，只要該地

能通過『實質檢驗』。一但達成此共識，『關聯中介機構所在

地』此一用語即不再重要，而上述兩階段之規定，亦精簡成

一階段：『依關聯中介機構所在地法，而關聯中介機構所在

地法，係由中介機構與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所合意，只要該

地能通過實質檢驗。此一轉變並無實質轉變，僅係條文之精

簡。Ｇ、基本（主要）原則與備位原則：基本原則之重點，

在於海牙證券公約第 4 條，規定準據法應由中介機構與有價

證券帳戶所有人合意選擇，只要能通過『實質檢驗』，更精

確而言，海牙證券公約第 4 條第 1 項規定第 2 條第 1 項所列

舉之事項，係適用開戶契約所明示應適用於該開戶契約之法

律，但如在該開戶契約內指定應適用其他法律者，則適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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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定之法律。此一規定如此複雜，有其必要性，乃俟應在

某些情況下，開戶契約選擇之準據法，僅規範中介機構與有

價證券帳戶所有人間純粹之契約法律關係，而未就處分行為

之部分予以約定。依海牙證券公約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中介

機構與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之開戶契約，得約定本公約第 2
條第 1 項之事項依甲國法，而關於其他事項，則依乙國法之

規定，規定複雜，但有其必要性，因如此約定，在實務上係

屬常見，假設Ａ國之契約法未臻成熟，倘均位在Ａ國之中介

機構及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咸認關於契約權利義務事項，

始為其間開戶契約之重心，應依比較成熟之英國契約法，但

對於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準據法，仍得合意適用Ａ國法。注

意海牙證券公約第 4 條第 1 項係用『明示』（Expressly）之用

語，此為刻意者，因此當事人倘欲利用海牙證券公約之規

定，則需明確約定『關於海牙證券公約第 2 條第 1 項所列舉

之事項，應適用Ａ國法』，如此一來，在海牙證券公約生效

後，乃提供最大可能之準據法確定性，但開戶契約比海牙證

券公約早生效，或海牙證券公約生效後所訂立之開戶契約，

並未明示約定關於海牙證券公約第 2 條第 1 項所列舉事項之

準據法者，海牙證券公約乃提供多項補充規定，對於比海牙

證券公約早生效之開戶契約，依本公約第 16 條之複雜規定，

無論開戶契約何時生效，如開戶契約中，有明示且清楚地載

明該關聯中介機構，係經由某特定營業處所締結該開戶契約

者，則依該營業處所之所在地法，則與海牙證券公約第 4 條

明示合意選定準據法之效果相同。即使上開規定有其益處，

中介機構與有價證券帳戶所有人間之開戶契約，仍有可能未

約定啟動適用海牙證券公約之條款，或因該開戶契約並無必

要之準據法契約條款，或為適用海牙證券公約而約定準據

法，但未通過公約第 4 條第 1 項之『實質檢驗』；此際，海

牙證券公約第 5 條第 2 項，乃提供備位原則，即依中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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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地法。最後，在少數極端案例中，中介機構並非公司或

類此組織，依海牙證券公約第 5 條第 3 項之備位規定，則依

中介機構之營業處所或主要營業處所之所在地法。以上海牙

證券公約之選法規則複雜，但有其必要，而第 6 條則規定依

海牙證券公約所定之準據法，不依有價證券發行人所在地、

有價證券權利證書所在地、或投資人自己中介機構以外之中

介機構所在地定之，以提供簡單、便利、明確之海牙證券公

約條文，拒絕透視理論。固然有認：海牙證券公約第 6 之條

規定並無必要，從本公約第 4 條及第 5 條之文字，即可看出

本公約不依有價證券實體權利證書所在地法，但本公約目的

既在徹底揚棄透視理論，第 6 條之規定即在確保無人會錯認

此一目的，第 6 條之規定即昭告：『是的，這就是我們的意

思』』。

以上係由有價證券處分行為準據法之法制演變，可知海

牙證券公約，主觀上係理論演進最後之結晶，而在客觀上，

由前述各國關於有價證券處分行為準據法之新趨勢可知，各

國有被海牙證券公約同化之趨勢，或修改法律（指令）使與

海牙證券公約相符，或直接簽署適用海牙證券公約。因此，

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關於有價證券處分行為準據法之

立法，自應以海牙證券公約為主要參考依據，始能與國際接

軌，達成法制國際化之目標，亦避免形成國際貿易障礙。從

而，草案第 40 條之理由欄說明草案係參考海牙證券公約，

在與國際接軌之立法方向上，確屬明智之舉。

第三項 海牙證券公約第 4 條第 1 項後段「營業處所」要件

之必要性

如前所述，海牙證券公約第 4 條第 1 項後段增加特定（適

格）營業處所之要件，反而使準據法之確認過程，加入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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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與裁量之餘地，像本論文第一章例一之丙此種擔保權利

人，不免擔心受訴法院到底如何判斷乙是否具符合海牙證券

公約第 4 條第 1 項後段營業處所之特定要件，反而不利於準

據法之確定與預測，造成該公約之目的難以達成。如去除此

部分，單純依照開戶契約之約定，固然可能依與該帳戶完全

無關國家之準據法，以本論文第一章所述例一而言：甲及乙

得約定以開曼群島之法律為準據法，而乙在開曼群島分公司

之業務，與甲、乙間之有價證券帳戶完全無關，但國際金融

證券交易，首重視準據法之可預測性，只要能讓交易第三人

能預期準據法為何，即使該準據法對於有價證券帳戶完全並

無關聯，又有何重要？

再者，就立法論而言，單純僅依甲及乙間開戶契約之約

定，定其準據法即可，而不需論及乙於準據法所在地有無符

合本公約第 4 條第 1 項後段營業處所之特定積極要件，較能

符合交易安全，以本論文第一章所舉二例而言：丙要就甲之

股票設定質權前，只要請甲提供甲與乙間之開戶契約，己則

請丁提示丁與戊間之開戶契約之內容，視其有無指定有價證

券處分行為之準據法、有無開戶契約之契約準據法、乙及戊

分別係以何一分支機構之名義（通常會載明地址）與甲、丁

締結開戶契約、乙或戊之主要營業處所地為何，即可輕易判

斷準據法為何，據以依該準據法規劃是否為具體作為（例

如：是否接受借款人以多國有價證券供為其借款之擔保），

甚為便利。現今開戶契約多為定型化契約，準據法條款為不

可缺少者，縱使未訂立準據法契約條款，亦會載明締約當事

人之住址100，相信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之案件，均可因此輕易

100 較有可能發生狀況之情形，是中介機構本身有多國設有分支機構，客戶親往
辦理開立證券劃撥帳戶之中介機構，並非有權辦理證券買賣業務之分支機構，僅
係負責收件並將相關文件轉往有權辦理之分支機構，以便利客戶，此際仍以開戶
契約文件上顯示締約分支機構及其地址為準，中介機構可能於契約載明以收件之
分支機構為締約人，亦可能以實際辦理業務之分支機構為締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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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應適用之準據法，海牙證券公約另規定其他後順位準據

法，可謂多慮，僅係備而不用而已，且該極少機會適用之備

而不用規定，係適用可能性極微之部分，應不致影響我國立

法之與國際接軌。

綜上所述，就現行法律之適用而言，因我國涉外民事法

律適用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關於物權依物之所在地法」、

第 2 項規定：「關於以權利為標的之物權，依權利之成立地

法」，依其立法理由及文義，必然包括有價證券在內，亦即

無論將有價證券視為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10 條第 1 項之

動產，或視為同條第 2 項以權利為標的之物權，均會造成前

述不利交易安全之負面效果，就本論文第一章所舉之例一而

言，因有價證券之實體權利證書倘係分別存放於美國、日本

及新加坡之集中保管機構，且因有價證券發行人係在該三國

之內，故有價證券之權利成立地，亦分別在該三國之內，從

而臺北地院需同時適用該三國之法律為準據法。丙查閱臺灣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10 條第 1、2 項之上開規定，即可預

見對於甲所購買之有價證券欲設定擔保，需同時符合美國、

日本及新加坡關於處分有價證券之實體法，否則無法在臺灣

對抗甲之債權人，丙因此能知悉其設定擔保前，尚要投入時

間及成本集合美國、日本及新加坡之法律專家，判斷該證券

如何設定擔保，始能在各該國家生效，同時可能要派員前往

各該國家暸解並設定擔保、辦理登記，甚為複雜及不便，足

令丙不欲借貸甲資金。如丙不欲借貸甲資金，在國際金融市

場上此例一多，必然危害國際證券交易安全與資金融通，而

形成系統性風險。職故，在立法論上，如能參酌以上討論，

增修我國現行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關於有價證券處分行為

之準據法規定，就例一而言，如臺北地院能適用我國關於有

價證券處分行為之實體法，自能與國際接軌，並有助於交易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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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關聯中介機構」之判斷

我國法制如需與國際接軌，即需以海牙證券公約為主要

立法參考資料，蓋因海牙證券公約已為國際趨勢，已如前

述。而解釋、適用海牙證券公約，自應以其草擬時之專家報

告及官方之註釋書為依歸，尤其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常設局對

海牙證券公約之官方註釋書，幾乎可視為海牙證券公約條文

之一部分，應為解釋適用及理解海牙證券公約之基準。依海

牙證券公約之官方註釋書說明，輔以其他專家報告及學說，

關於「關聯中介機構」之判斷，哪依一階段效力發生問題，

即依該階段之「關聯中介機構」據以判斷，各階段應分開處

理，並分別予以判斷，較為明確，而各階段之處理，應以有

價證券帳戶為中心，關於何一有價證券帳戶內之有價證券

得、喪、變更發生爭議，即以該有價證券帳戶為中心，或依

其開戶契約，或依設置該有價證券帳戶之中介機構締約處

所、設立地、主要營業處所所在地，以定其準據法，使準據

法具預見可能性，進而能保障交易安全，且後一階段之處分

行為有效，並不當然表示前一階段之處分行為當然有效，而

前一階段之處分行為有效，亦不當然表示後一階段之處分行

為必然有效，但此為實體法上之問題，應回歸實體法層面予

以解決。況且在實務上，未必每一階段均會發生爭議，只要

針對有爭議之階段進行處理即可，亦即哪一有價證券帳戶內

之有價證券進出有問題，設置該帳戶之中介機構即為「關聯

中介機構」，從而應依該階段之「關聯中介機構」，找出應適

用之準據法，予以解決該階段之問題即可，關聯中介機構之

認定，係以系爭處分行為為準，而非必然為最下層之中介機

構。

以上觀念，倘納入立法條文，不宜以過度抽象空泛，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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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於彈性選法規則之「關係最切」之字眼予以表述，但亦不

宜大費周章以太多文字予以詳述，僅需表達出有價證券之處

分行為，係以該有價證券取得、設定、喪失、變更之有價證

券帳戶設置人為關聯中介機構之意思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