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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詐欺與操縱 

我國證券交易法（以下簡稱證交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有價證券之募

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第二

項規定：「發行人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其他有關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

偽或隱匿之情事。」第三項則規定違反前二項對善意相對人所受隻損害應負賠償

之責。為了維護公平、公開而且有效率的證券市場，並使投資人免於誤判投資標

的，因此有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的反詐欺規定。給於有價證券之善意相對人損害

賠償請求權，來保障投資大眾的投資權益1。 

由於我國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系參考美國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第十條第

二項（不得有詐欺或操縱）以及證券管理委員會依前條法律授權所制定的行政命

令 Rule10b-5（不可有重大虛偽隱匿事項）2所制定，因此，美國體系有關證券詐

欺民事的分析以及操作模式，可以供我國作為參考。 

因此，從行為財務學的角度，我們知道投資人會有有限注意以及過度自信的

偏誤。Barber 及 Odean（2001b）指出投資人會受交易量、報酬率變動以及新聞
                                                 
1莊永丞 「論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證券詐欺損害賠償責任之因果關係」中原財經法學第八期
147-183 
2 參閱余雪明，「證券交易法」。參閱賴英照「證券交易法逐條釋義-第一冊」（1996） 
第十條第二項原文規定如下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the use of any means or instrumentality of 
interstate commerce or of the mails, or of any facility of any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 
（b）To use or emplo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any security registered on a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 or any security not so registered, any manipulative or deceptive device or 
contrivance in contravention of such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the Commission may prescribe as 
necessary or appropriat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or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vestors.15U.S.C.§78j（b）
（1994） 
10-5原文如下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the use of any means or instrumentality of 
interstate commerce or of the mails, or of any facility of any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 
To employ any device, scheme, or artifice to defraud , 
To make any untrue statement of a material fact or to omit to state a material fact necessary in order to 
make the statement made, in the light of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y were made, not misleading, or  
To engage in any act, practice or course of business which operates or would operate as a fraud or 
deceit upon any pers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any security.17 C.F.R. §240. 10b-5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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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來進行投資決策，而這樣的現象對於現在美國證券交易法上有關詐欺的適

用議題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是否可以應用於我國的詐欺條款，使的我國證

交法第二十條之立法目的得以實現。 

在整個詐欺規定中，我們可以將其分成三部份，前兩部分是關於詐欺的成立

條件，一個是合理信賴成立，另一個是重大性，最後一部份是如果成立後，民事

責任上之賠償金額計算。首先，我們會先介紹目前美國聯邦法院使用的「詐欺市

場理論」（Fraud-on-the-Market Theory），用來說明證券市場中之詐欺與一般詐欺

案例，有何不同的舉證責任之分配；其次，在舉證的過程當中，美國的證交法規

定必須證明被告涉及重大虛假或誤導之聲明，而所謂的重大性是指會使理性投資

人誤判之訊息，但是在實務上我們如何判定理性投資人？在確定違反詐欺條款之

後，損失賠償金額之計算，應該運用何種方法比較適當呢？最後，再討論有關網

路詐欺或是操縱的問題，以及目前法律適用問題。 

第一節 證券交易法詐欺因果關係理論-詐欺市場理論 

美國詐欺條款規定於 1934年證券交易法第 10條第 2項（不得有詐欺或操縱）

以及證券管理委員會依前條法律授權所制定的行政命令 Rule10b-5（不可有重大

虛偽隱匿事項）。 

原則上，原告主張被告負有 Rule10b-5的損害賠償資責任時，至少應符合下

列六個要件：（1）原告買或賣該有價證券（2）被告所詐欺隱匿之事項為重大影

響投資人判斷之消息（3）被告意圖詐欺隱匿（4）原告因合理信賴被告之不法行

為而為買賣行為（5）原告之損害與被告之加害行為有因果關係（6）原告因此買

賣行為遭受損害3。通常（1）（3）（5）（6）項是比較容易證明的，投資人的

舉證負擔比較小，但是第二項跟第四項常常是詐欺案件中原告敗訴的原因。因

                                                 
3莊永丞 「論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證券詐欺損害賠償責任之因果關係」中原財經法學第八期
147-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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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首先，我們先來探討有關第四項「合理信賴」如何舉證，而在下一節討掄有

關重大性的判斷。 

一般侵權行為，舉證責任在原告。原告必須證明「若無，則非」，如果沒有

被告的不法行為，原告不會遭受損害，被告的不法行為與原告的損害有事實上之

因果關係。但是證券市場上，買賣雙方是透過集中交易市場撮合成交，買賣雙方

未曾謀面，在沒有直接交涉的情形下，要求原告就被告之加害行為，與原告之損

失負因果關係舉證責任實屬不易。 

一般詐欺損害賠償請求權成立的條件有兩個，第一為交易之因果關係，也

就是交易成立是因為相信被告。第二為損失因果關係，即損失之發生是由於被告

之所為而發生。在交易之因果關係中，必須證明依賴因素成立，也就是說，原告

因合理之因素，依賴被告之作為，而產生交易行為。而在證券交易市場中，交易

因果關係舉證困難（交易雙方互不知對方）。很難去證明投資人是因為對方之某

項作為而進行交易。因此，美國在 Basic v. Levinson案例中引進了市場詐欺理論

（Fraud-on-the-Market Theory）。使得詐欺案件原告不需負交易因果舉證責任，直

接推定信賴條件成立，也就是交易因果關係自動成立。接下來，我們就來了解市

場詐欺理論如何適用於詐欺案件之信賴條件推定。 

在證券交易市場中，由於認為市場效率，有價證券的價格會對詐欺行為有

所反映。一般而言，投資人因為信賴公平、公開以及誠實的證券交易市場，不懷

疑有價證券公平價格的形成過程中會遭到不法行為的影響，進而願意進場買進或

賣出。當被告對於重大影響證券價格之事項為不實之陳述或隱匿時，使得價格因

為此等不實陳述而出現不公平的價格，將會造成許多投資人因為信賴價格而做出

產生損失之決策，因此直接推定交易因果關係成立。這就是所謂的市場詐欺理論

（Fraud-on-the-Market Theory），在舉證責任上有別於一般民法上之詐欺成立條

件，證券市場上的詐欺，相較於一般侵權行為，原告不需負舉證責任，因此證交

法上的詐欺假設在市場上交易的證券就是符合依賴條件，也就是基於效率市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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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前提下設立的。 

市場詐欺理論可以追朔至 1970年代末期至 1980年代初期最高法院 Basic v. 

Levinson案例。Basic鋼鐵公司為紐約證券交易所之上市公司，早在 1960年中期，

就成了 Combustion機械公司的購併目標。1976年 9月 Basic鋼鐵公司之代表及

與 Combustion機械公司秘密協商將來合併之事宜，在 1977年與 1978年間，Basic

鋼鐵公司曾三次公開否認任何與 Combustion 機械公司協商將來合併之消息；然

而，在 1978年 12月 19日，Basic鋼鐵公司的董事會卻公開宣佈接受 Combustion

機械公司公開收購股權要約。因此，許多在 1977年與 1978年 12月 18日間賣出

Basic鋼鐵公司股票的原有股東，對 Basic鋼鐵公司及其董事，以違反 1964年證

券交易法第 10 條 b 項與 Rule10b-5 為由，提起集體訴訟。在此案例中，上訴法

官認為，當投資人是在一個效率市場進行買賣時，則在認定詐欺的依賴條件則視

為推定形成，原告不需負舉證責任，推翻下級法院之見解。之後，數以百計的聯

邦案例都利用這個理論。 

根據Fama（1970）的效率市場假說，認為效率市場價格已經充分反應（fully 

reflect）了所有可獲得之資訊，包括錯誤的陳述。市場價格在任何時刻都可以當

作資產價值的最佳估計值，投資人是看價格來決定其投資決策，因此，如果在買

入時被錯誤的好消息影響，則買入價格偏高，反之，賣出價格偏低。但是在無效

率市場假說（IMH）下，價格卻不一定完全反應所有消息，人們會因為過度自信

而產生反應不足或是過度反應的現象。或是價格會受到其他非基本面消息影響，

例如，投資人風險趨避、避免後悔而使得價格偏離了價值。如果市場是無效率的，

那麼利用詐欺市場理論推定依賴條件成立，對於投資人而言是否是一個太過寬鬆

的準則？ 

從上述當中，我們可以發現，依賴條件之推定形成，與市場是否是有效率的

形成很密切的關聯。但是，從很多實證當中，我們可以發現，詐欺市場理論的前

提雖然在實際上不一定成立，但在實務上有他的功能性存在，可以視為是一種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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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發行人責任的規定。依據一個錯的理論不代表這樣的方法沒有用，重要的是我

們認知到我們的目的是什麼。市場詐欺理論最吸引人的就是它推定原告信賴條件

之成立。原告不需負舉證責任，則交易因果關係成立，原告只需負責舉證損失因

果關係成立。也就是在保障投資的立法目的下，詐欺市場理論可以提供我們一個

適用的準則。 

雖然詐欺市場理論，在證券交易市場是一個很實用的解決方法，但是如果效

率市場假說本身是一個錯誤的理論，則建構在效率市場假說的市場詐欺理論，自

然也是一個虛構的工具。因此，當我們能夠證明這樣的理論是錯誤的，我們應該

試著去尋求另一個更具說服力的解決方法。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White 與

O’Connor 認為詐欺市場立論驗證性困難；既然是理論，在未經證明為真前，不

宜貿然採用，尤其在法院受限於專業、人力及物力不足的條件下，有無能力測試

該理論是否為真，實有疑問。因此，因為詐欺市場理論而使得原告主觀信賴條件

推定，事實上已經顛覆了詐欺事件原告應負舉證責任之規範，嚴格來說，他們認

為這樣已經侵害國會之立法權限，因此認為信賴條件之推定，應該留待國會立法

明文規定 

根據 Cunningham（2001）的看法認為：一個比較容易解決的方法是建立一

個明確的指標可以來當作是否有依賴條件成立的指標。可以利用證管會提供的課

程來當作一種證明。我們可以推定，上過證管會所開授投資人課程的投資者有能

力分析公司基本面消息以及了解投資人心理學的能力了。因此，我們可以假設這

一群投資人是屬於比較理性投資人。但是透過教育來達到把關的目的可能仍有不

足，因為這關係到課程的設計以及資格認定的問題。 

但是為了增加市場上投資人的理性判斷，政府機關應該站在一個鼓勵的態

度，希望大部分的投資人都上過這樣的課程再進入市場，除了可以降低市場上的

波動性、也會使價格更貼近價值，法規上的保護也會更有意義，政府可以提供一

些誘因給投資人讓他們會去上這個課程，例如，拿到結業證書的投資人進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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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有證券交易稅的折扣等等。 

因為證券交易市場的特殊性（交易雙方互不了解），投資人是按照市價來判

斷是否買進，當有人散佈不實消息，而使得價格扭曲，造成投資人損失，根據保

障交易公平公正的目的，散佈不實消息之人應該受到處罰。在我們知道利用公平

市場詐欺理論推定信賴條件成立產生的小瑕疵以後（但可達到立法用意），我們

進一步判斷有關重大性的規範。 

第二節 重大性之判斷 

    美國最高法院（U.S. Supreme Court）定義重大性為，會造成理性投資人決

策改變的資訊聲明或隱匿，謂之重大性消息4。美國投資管理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Investment Management and Research）將法院的定義解釋為，任何會影響證券

價格，或是投資人決策前所想要之資訊，稱之為重大消息。也就是說，如果這個

資訊會混亂了目前市場上所擁有的資訊，則這個資訊稱之為重大5。在美國法上

目前有關重大性的測試有下列幾種方法： 

1. 法定公開項目為重大資訊：任何法令所明白要求應加申報或公開之消息，應即

被推定為重大消息。例如，年報或季報上規定應公開者。 

2. 質的重大性：此一測試標準是有關公司經營階層之道德特質、能力、信賴度的

事實，應該也都屬於重大性標準範圍之內。例如，公司總經理犯有詐欺瞞騙

行為之事實亦屬重大消息。 

                                                 
4 "There must be a substantial likelihood that the disclosure of an omitted fact would have been viewed 
by the reasonable investor as having significantly altered the 'total' mix of information made 
available."-- US Supreme Court. 
5 "Information is 'material' if its disclosure would be likely to have an impact on the price of a security 
or if reasonable investors would want to know the information before making an investment decision. 
In other words, information is material if it would significantly alter the total mix of information 
currently available regarding the security."-- Association for Investment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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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SC v. Northway案例之測試基準：此判例表示「如果投資人因為該項遺漏之

事實，會影響其決策，則此項事實即為重大消息。」 

4. Basic v. Levinson案例之測試基準：斟酌事件發生之可能性與事件影響程度及

規模而定。低發生可能性與高程度影響力之組合的事件可以構成重大事件；

高發生可能性與低程度影響力之組合以可能成為重大事件。 

通常詐欺的案件通是遵循某一種模式。公司向大眾宣告，公司即將有一個新

的產品發明成功。宣告之後使公司股價上漲。之後，當事實與大眾預期不同，股

價下跌。 

我們假設只有這個消息影響股價，而且在正確消息公佈之前沒有任何使股價

下跌的壞消息產生。而這樣的一個現象有兩種可能性： 

1. 消息為重大。股價受其影響，使投資人判斷錯誤而受損，在這當中有兩種投資

人，一為理性投資人，一為非理性投資人，理性投資人使股價上漲至合理價格，

非理性投資人使股價再進一步上漲。（此時，不理性投資人的依賴條件應該不

成立）。 

2. 消息不重大。但是有不理性的投資人進場，使得股價上漲。 

重大性的定義為：會影響理性投資人之決策稱之為重大性。在很多證券交易

詐欺的案例中都必須證明重大性的存在，也就是說，如果這件事不重要，造成詐

欺是不用負責任的。也就是說我們的法律只保護第一種情況的投資人。由於我們

相信市場效率，因此推定依賴條件成立，所以保護了第一種情況之非理性投資

人。但是我們卻忽略第二種情況之非理性投資人。如果我們認為效率市場不存

在，則第一種及第二種情況的所有投資人都應該是我們保護的範圍之內。 

如果用行為財務學來看，當投資人知道公司過去有類似的事件發生，而且最

後的結果是成功的，則投資人會認為未來成功的機率也很大。這可能是投資人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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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買進的原因，尤其當分析師也強力推薦這樣的一個標的的時候，更會加強投資

人的信心。但是這樣樂觀的想法在法條的適用上是無意義的，因此在詐欺的案例

中，法官會降低這些聲明的重要性。如果管理階層透過媒體強力宣傳獲利，會吸

引比較多的投資人注意，由於經驗性法則中的代表性因素會使得投資人想要買這

樣的標的。也就是說，無論內容的真偽，其實對於投資人都會造成有傷害的行為

性反應。 

    但是這樣的行為是不夠理性而且是易受騙的，不值得法律去保護它，這也是

使用重大性原則的理由。投資人有時候因為相信管理當局對於公司未來前景的宣

告，進場買賣股票受損而提起告訴，法院多半會撤銷這樣的詐欺案件。因為法官

們認為理性投資人會自動將管理當局的聲明打折扣。引用 Posner 法官的說法，

他認為投資人預期經理人對於公司前景都是過度樂觀的。但是如果越來越多直覺

性投資人，除非我們願意忍受這些懂得利用這些投資心理學的經理人去扭曲價

格，否則這樣重大性的認定將會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Langevoort（2002）認為在了解市場可能處在一個非效率的狀況下，法律上

對於重大性的認定，應該做些微的調整，將人類可預測的經驗性偏誤視為重大

性，但是對於偏離理性行為太遠的行為仍然是無須受保護。例如，我們規定影響

盈餘數字一定比例的事項要向投資人公布，由於投資人對於損失與利得偏好不一

致，因此利得的百分比應該高於損失的百分比。 

    我們所要保護的是市場上的投資人，因此，如果可以更貼近投資人的想法，

則這樣的立法會更有意義。目前行為財務學還不能對重大性提供良好的評斷標

準，但是無論如何，行為財務學可以讓我們用比較貼近投資人的思考邏輯來定義

重大性，這對於法律制定者可能是一種新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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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賠償金額之計算 

在美國的證券交易法的計算是利用原告買進或賣出之價格與資訊揭露應有

之公平價格差額當作損失賠償金額。而資訊揭露時應有之公平價格為一個假設的

價格。經濟學家認為這樣的假設價格是可以計算出來。但是，實際上這樣的應用

是很複雜的，尤其，當交易日與資訊揭露日的差距很長的時候，價格變化會摻入

很多其他因素的影響。  

    另一方面，如果根據行為學，我們假設價格對資訊的反應是反應不足或是過

度反應，如何去衡量這個調整的時間長度變成一個困難的課題，即使我們可以利

用一些學理上的方法確認出調整的時間。但是如果我們運用這樣的方法去估計出

調整期間之後再去計算損失金額，如果期間越長當中的雜訊就會愈多。因此，如

何計算應賠償之金額是一個待解決的課題。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兩種計算的方法，其中一個是由 Fisher（1997）所提出

的‘Analyst-added-premium’，Fisher 認為投資者普遍根據分析師的預測，而分析

師的預測大多不正確，因此，Fisher認為要扣除由分析師造成價格變化部分。如

果按照 Fisher的想法，將會使得損失賠償縮水。另外一種方法是目前法律規定的

方法： Lev 及 deVilliers（1994）認為市場價格會有短期的過度反映，因此應該

使用事實揭露後一段期間的平均價格，所以目前法律上規定，利用事實揭露後的

90天均價當作事實揭露後應有之價格。 

一、Fisher的計算觀念 

    我們利用一個例子，來解釋 Fisher的想法。假設目前股價為 30元，在 7月

1日，公司隱藏一項事實，當天股價上升 2元，到了 9月 1日，事實被發現了，

股價下跌 12 元成為 20 元。如果公司在 7 月 1 日沒有隱藏事實，股價會下跌到

20元，則投資人應得到的賠償即為 10元。但是，有爭議的是，股價在當天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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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跌到 20 嗎？分析師會調降該公司評等以及更改建議嗎？或者是持續樂觀的推

薦該支股票。以 Fisher的看法認為，許多投資人都是根據分析師建議來進行投資

決策，即使當天公司公佈了事實，分析師不會充分調降對公司的看法，因此他認

為有一部份的價格損失是由分析師造成的，不應該由公司承擔，所以在計算出損

失金額前應先扣除掉分析師應負責部分，才是公司真正應該負責的部分。 

但是 Langevoort（2002）認為分析師通常會偏向公司立場，因為公司的壓力

而產生正向的建議，這樣的損失由公司來賠償並不為過。但這樣的假設並不一定

成立。分析師可能是尚未察覺到這樣的事實發生，因此仍然建議買進，因此我們

很難分辨分析師的作為是因為何種原因。Fisher這樣的想法似乎應該更進一步去

討論損失產生的因果關係，可能會使的這樣的想法更健全，而不是單純將責任歸

咎於分析師錯誤的建議。 

    Langevoort的解釋方法認為，因為消息隱匿，而過度膨脹的股價會使得經理

人緊張，他們會開始發布假的消息來掩飾一些警訊以拖延時間獲得轉機。但是事

實的真相終究會被揭露出來，使得股價開始下跌。他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應

該由發行者來承擔超漲價格損失，因為理性的投資人會識破管理當局的樂觀。

Fisher給我們的提示為發行人不應該負擔這麼多的損失賠償。而 Fisher用分析師

貼水來考慮，Langevoort用公司經理人總是過度樂觀公司前景的角度來解釋。我

們可以把它想成投資人必須為自己一部份不理性的行為負責，所以如果以行為財

務學的角度來思考，發行人不應該負擔這麼多賠償。因為有一部份的不理性價格

反應不應該由他們承擔。 

二、Lev and deVillier的計算方法 

Fisher給我們上述的觀念以後，現在，我們來看 Lev 及 deVilliers’的說法。

他們釐清了兩個有關效率的觀念。一個是資訊上，一個是基本消息上。在基本消

息上，就是被效率市場假說所採用的看法。也就是說，市場上完全反應該標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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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價值。相反的，所謂的資訊效率（informational efficient）是指價格快速反映

訊息，而不一定是貼近基本價值。因此，資訊上的有效率市場，價格波動很大，

所以短期價格可能會對消息過度反映。而基本面效率通常需要消息公佈幾天之後

才會產生。 

    因此，Lev and deVillier’s認為在事件宣告以後，投資人過度反應的現象會使

得股價超漲或超跌，之後才會回到合理價格，而他們解決股價波動的方法是利用

消息公佈後一段期間的股價來當作公佈之日時應有的公平價格，來計算損失賠償

金額，至於調整期間的長短視公司規模的大小，規模越小越長。 

Langevoort則認為如果過度反應後的快速反彈將有利可圖，因此這樣的現象

應該不會存在很久。而且 Langevoort 認為從行為財務學的文獻中大多發現投資

人對於事件宣告的反應是呈現反應不足的現象。 

從我們前面所整理的文獻中，我們知道投資人對於公司的事件宣告因為不同

的事件有的產生反應不足有的會產生過度反應的現象，特別是對於小公司，調整

期間比較長。這與 Lev 及 deVillier的看法並不同。目前行為財學對於事件宣告

尚未有一個很一致的模型可以預測投資人的反應。因此，當我們要考慮投資人不

理性的因素時，我們可以試著根據不同事件宣告以及不同公司規模分類，利用事

件研究方法，找到使得超額報酬為 0 的時間，視為反應不足或是過度反應的期

間，以事件宣告後該段期間後之價格為事件宣告後應有之價格來計算損失金額，

不過這樣的方法在技術上可能存在一些困難，目前尚未有人進行此類的計算。在

附錄二中我們舉正義食品為例來討論詐欺案件，計算其可能之賠償金額。 

Estrada（2001）則認為，考慮行為經濟學，則應該要擴大處罰倍數，因為罪

犯會有過度自信的心理，低估自己被抓到的機率，就算抓到也只要把拿到的錢再

繳出來就好了，更何況又不一定會被抓到，所以在他們心中期望效用大於 0，他

們有誘因去進行詐欺，因此，計算出損失金額以後應該再乘以某一個倍數，以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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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阻赫的效果。 

第四節 網路上的股價操縱 

一、網際網路盛行後對市場交易的影響 

網路下單提供投資人快速的資訊以及手續費折扣，降低買賣成本，使得新興

網路券商不斷地湧現。在美國，著名的網路券商像是嘉信理財（Charles Schwab）、

E*trade 等，不但以低廉的手續費爭取到不少的顧客，更迫使傳統券商龍頭美林

證券（Merrill Lynch）於 1999年開始提供網路下單服務。在台灣，根據台灣證券

交易所的統計，民國 86 年 7 月開放網路下單，當月僅有 1,022 人開立網路交易

帳戶，網路交易的成交金額僅占市場成交金額的 0.01％，結至民國 92年 2月為

止，目前開立網路語音下單的交易帳戶已有 2,606,460 個。網路交易的成交金額

占市場成交金額也大幅增加為 11.32%，如圖 3-1，3-2。顯示網路交易日益增加。 

圖 3-1 網路語音下單開戶人數趨勢   

資料來源：台灣證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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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網路下單成交金額佔市場成交總金額比例 

 資料來源：台灣證券交易所 

網路的發達對於證券交易市場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第一個重要的影響是網路

創造了一個新的資訊傳播媒介，第二是網路下單的發達。這兩個影響互相牽動，

因為資訊傳播的流通速度增加，流通資訊的數量也增加，人們認為自己可以藉由

這些訊息做出買賣決策，使得網路下單增加，也因為網路下單低廉的手續費，投

資人接觸營業員的機會降低了，無法直接從營業員處獲得消息，更加仰賴網路訊

息。 

Barber及Odean（2001c）指出網際網路的發達對於資本市場的影響。可以分

成三個方面： 

1. 券商以及交易所對於交易方法的改變： 

增加下單的選擇；在交易所方面，電子交易網路（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networks，ECN）形式也漸漸發展。這些下單以及撮合工具對於傳統方法最大的

衝擊就是在人力成本以及速度的節省。這對於傳統券商以及交易所都是一種大的

挑戰。例如Barber及Odean在文章中比較美林證券與E-Trade的人力成本，前者聘

僱20,200位財務顧問，以及其他的專家，一天處理124,000筆交易。而後者聘僱

2,800位人員，每天處理283,000筆交易。1999年，紐約證交所（NYSE）3,000位

員工一天處理671,300筆交易。而2000年的前半年，Island 85位員工一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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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07筆交易。我們可以發現這中間有很大的差異。 

2. 網際網路盛行對於投資人決策的影響： 

因為網路下單使得投資人與經紀商之間的互動減少，以往可以從經紀商得到

的消息，投資人轉由自己從網路上閱讀，再者，因為網路發達，投資人可自行獲

得的資訊增加，速度變快。這對投資人有兩個改變，第一個是自己下單，第二是

靠自己搜尋獲得資訊。在心理學中發現，當人類認為其對於事件的參與好像可以

影響結果時，會認為心中想要的結果產生機率增加，這稱為控制幻覺。而這兩個

改變都會使得投資人產生控制幻覺（illusion of control）。 

3. 網路下單投資人決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Barber及Odean觀察1962-1999年股票的週轉率，發現：A.在90年代末期，交

易量集中在高週轉率的股票上，而且這種現象比其以往的集中度都來的高。B.

融資購買股票的比重自1995年開始也急速上升。C.高週轉率股票的報酬率波動

度，在90年代以後成長近兩倍；市場上出現從事當日沖銷的投資人（day-trader），

他們也增加了市場的波動性。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在網路盛行以後，許多資訊有可以從網路上得知（資訊

量增加，但資訊沒有一定的品質），因此投資人容易產生控制幻覺，而前面我們

曾經歸納出當資訊重複時，會增強我們的信心，但是卻不一定會增加我們預測的

準確度，因此，網際網路的盛行，容易使投資人過度自信的現象更為嚴重，Choi、

Laibson及Metrick（2001）利用美國員工投資計畫401K，比較網路下單以及電話

下單，發現利用網路下單的交易次數明顯交多。圖3-3表示網路盛行對投資人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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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下單 下單 

提供訊息 

網路下單 下單 

在網頁上提供標
準化訊息 

圖 3-3 網路盛行後投資人下單及資訊來源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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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流通與詐欺、操縱案件認定 

目前有很多人利用網際網路架設網站，開闢聊天室或是利用發送電子郵件的

方式將股票市場上的訊息傳遞出去。利用 Google 搜尋引擎打入關鍵字「股市聊

天室」尋找相關的連結網站可以發現有 39,200 個繁體中文網站。再者，台灣自

民國 91年 8月 1日起，「公開資訊觀測站」將取代「股市觀測站」，並對上市公

司、上櫃公司、興櫃公司及公開發行公司申報之資訊作整合，提供投資人各公開

發行公司之基本面資料，讓投資人可以隨時上網查詢法規規定之應公告資訊；同

時，也讓各公開發行公司的資訊揭露成本降低。以往在證交法規定需函送各主觀

機關的部分文件可以藉由公開資訊觀測站的公佈而省略此項動作（詳細規定見附

錄），因此，可以大大節省公司與主管機關的文件往來。從上面所述，我們可以

知道目前網路的興盛對於證券交易市場的資訊交流有很大的影響。 

過去必須透過營業員、承銷商或其他管道大量傳遞，需花費數星期才可能達

到的詐欺行為，現在只要一個人透過一台電腦藉由網際網路就可以將訊息傳遞到

世界各地。目前在網路上有很多的網頁開闢討論區來討論股市的表現，參與討論

的人會發表自己對於個股的看法。目前美國已有許多網路詐欺案件，例如，Jakob

案例，美國聯邦執法機關逮捕 23歲的南加州大學生Mark Simeon Jakob，罪名是

投資人 證券商 交易所 
人

工 

投資人 證券商 交易所 人工或

電子化

可以快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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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捏造的新聞稿，使網路設備製造商 Emulex 股價一度崩跌逾五成。Jakob 被

控網路詐欺、蓄意詐欺、從事詐欺計謀和證券詐欺等罪名6。目前，我國大部分

破獲之網路操縱案例都屬於惡意違約：利用網路下單來完成拉抬股價，之後惡意

違約，使得券商們大受損失。但是對於在網站上發表意見提供建議之案例尚未發

生，不過，我們以美國為借鏡，希望能夠避免類似事件發生。 

我們現在以美國規定來評估，當一個人在網路上發表對某一支個股的看法

時，其他的參與者可能會被他的意見所說服進而影響其購買意願，而這樣的一個

行為是否違法呢？ 

Langevoort（2002）認為他有可能會違反兩個規定：第一，他並非證管會註

冊的合法分析師，不能在公開場合發表投資建議的言論，但是在目前的法條上規

定：非分析師資格者不得設立雜誌、報紙、廣播、電視節目等大眾媒體傳播其投

資建議。但是如果發表意見者不是架設網站的人，他就沒有違反這樣的規定。第

二，證交法可能可以用違反「詐欺、操縱」罪嫌起訴他。 

以詐欺而言，在做這樣的起訴前，證管會必須證明被告故意做了重大錯誤或

是誤導的聲明，而所謂重大性的定義是指，使理性投資人重視的消息。在這樣的

定義下，證管會會產生一個問題。若以理論上來判斷的話，這樣的網路文章應該

不會對股價有任何的影響，因為理性的投資人不會因為這樣的文章而進入市場。

聊天室的言論可能影響任何一個投資人，我們如果從行為學來看，可以發現他對

市場是會有一定的影響。當人們選擇相信他以後，會判斷是否要聽從建議來進行

購買或賣出，這時會有兩種情況，1.自己是屬於前面看到這個機會的投資者，因

此現在進入市場仍有獲利空間 2.自己是最後一隻老鼠，進去以後就套牢了。這樣

的機率可能是各占一半，但是就如在行為財務學所提到的，人們會有過度自信的

情形產生，在心理面將第一種的可能性提高，而進入市場。 

                                                 
6 CNET新聞專區  04/0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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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的情形是否造成所謂的操縱呢？所謂的操縱是指故意以不正常的方

式使得股價上漲或下跌而獲取自身的利益。根據這樣的定義，我們很難證明這樣

的文章是否真的使股價產生變化。所以按照法律上的定義來推論，這個年輕人所

做的行為並不構成詐欺，亦不構成操縱，所以不會被定罪。 

但是事實上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經濟狀況。因此，在目前網際網路發達的狀況

下，投資人獲得資訊管道增加，但是人類的處理能力仍然有限，對於資訊的篩選

容易產生盲點，應該試圖讓證交法規範更趨完全以保障投資大眾的權益。 

在我國，操縱條款規定於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分別為惡意違約、相對委

託、價格拉抬、散佈流言或不實消息以及其他概括性規定。如上述該種行為，在

我國，可以利用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散佈流言或不實消息來規範，但是

是否屬於流言或不實消息，在判斷上會產生一些困難。因此，我們知道聊天室的

內容會影響投資人的決策，但是目前我們尚未知道它的影響力大小，是否必須進

一步利用法規來加以禁止尚待討論，但是一個適當的管理卻是刻不容緩。 

國際證券管理委員會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ers, 以下簡稱 IOSCO）針對網路詐欺發布兩次的建議報告。第一次

建議主要著重在投資人教育建立。第二次建議的提出主要是針對網路聊天室，

IOSCO將建議分成兩種：1.管制討論區國家 2.不直接管制的國家。我國應屬於後

者，而 IOSOC 對於後者的建議為 1.成立調查小組定期調查。2.設置自動搜尋引

擎以發現有無誤導或欺騙性文章。3.設置電子申訴中心。4.建立與聊天室業者的

對話機制以促進規範之執行，其中第四個建議是屬於積極管理的第一步。目前，

我國於民國 92年 1月 22日成立了投資人保護中心，也在各券商以及證圈相關機

關網頁設置了「投資人服務保護」的連結，當中包括了投資人教育，資訊提供，

投資糾紛申訴等等。有關 IOSOC 的第二次建議，我國主管機關除了設置電子投

訴管道以外其他方面尚未有具體結果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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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台灣目前規定 

    台灣目前有關詐欺的規定，規定於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證交法第一百七十

七條規定其刑事罰責，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民事責任規定於同法第二十條第三項，規定對於有價證券之善性取得人或出賣人

因而所受隻損害，應負賠償之責。操縱條款規定於證交法第一百五十五條，刑事

與民事責任與第二十條相同。我們以台灣的相關規定與剛剛我們介紹美國現行規

定以及考慮行為財務學之後可能之修改做個整理比較，如表 3-1。 

    就詐欺市場理論的適用，目前台灣投資人仍須舉證依賴條件成立，才能夠判

定被告詐欺罪行成立。重大性的標準規定於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有九項條列規

定，在最後一款為概括規定，美國則是有四項判斷原則。在賠償金額的計算，我

國目前在證交法沒有明確的規定，因此應該回歸民法規定，以補償被告受損範圍

為限。考慮行為偏誤以後，不應該每位投資人都適用市場詐欺理論；重大性判斷

標準應該要考慮投資人偏好，例如對於損失或負向消息重大性範圍應比較嚴格，

例如產生損失 50萬以上就應該揭露，利得 100萬以上才需揭露；在賠償金額方

面，投資人所獲得之賠償應該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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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台灣、美國與考慮投資人偏誤之修改的詐欺條款 

 美國現行規定 考慮投資人行為偏誤 台灣現行規定 

詐欺

市場

理論 

根據效率市場假說

推定投資人依賴條

件成立。原告容易

勝訴。 

應該嚴格評估是否每位投

資人均符合此條件。 
或者應該加強投資人教育

使詐欺市場理論之適用更

完善。 
（對投資人不利） 

投資人必須舉證依賴條

件成立。原告不易勝

訴。 

重大

性 
有四項評斷標準。 應放寬重大性標準（對投

資人有利） 
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

重大影響之事項 

賠償

金額 
以投資人買賣價格

與消息公佈後應有

之價格的差異。 

應減少投資人不理性所造

成的差異，因此會減少賠

償金額。（對投資人不利）

證交法無明文規定回歸

民法 216條7規定。 

第六節 結論 

    詐欺市場理論的前提為效率市場，當效率市場成立，則可以適用該理論，推

定信賴要件成立。我國證券市場是否是屬於效率市場，我國相關研究尚無共識。

但是如果從加強發行人責任來看，利用詐欺市場理論，某些程度上可以達到保護

投資人的立法目的，配合 91年 7月 17日剛通過的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

法，引進團體訴訟，與我國在證交法第二十條有關詐欺之規定，法院可以依其職

權就個案加以判斷，利用機要因果關係自動推定的理論，來達到懲罰發行人的目

的。 

而關於重大性的界定，存在一種實務上的困難。我們只能利用一些客觀的數

字來界定所謂的重大性，例如，該消息對於盈餘影響超過某一百分比，或是公司

可能賠償金額超過某一個數字稱之為重大性。由於投資人對於損失與利得偏好不

                                                 
7第 216 條  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 

及所失利益為限。 
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 
視為所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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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我們可以考慮公佈影響利得的百分比或金額應該高於損失的門檻。另外，

我們無法為每一個人量身定做屬於個人的重大性規範，因此，主管機關應該積極

推動投資人教育。如此一來可以使得市場上，理性的投資人增加，以提高法規的

適用性。 

在賠償金額的計算，考慮了投資人行為偏誤以後，我們對於投資人的損害賠

償會減少，因為投資人也必須為自己的不理性負責，而我國目前懲罰性規定只有

規範於短線交易，對於詐欺以及操縱在民事賠償上尚無懲罰性規定，我們可以考

慮試某提高賠償之倍數以達到赫阻的效果。 

    而有關目前網路詐欺的案例，記取美國案例的教訓，我們應該研討一份針對

網路訊息傳遞的管理辦法，建立認證制度或是類似的保證，採行國際間的相關規

範，有效管理網路討論區問題，降低可能的網路證券詐欺案件，以確保投資人的

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