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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證證證證】講義 

第一章 緒論 

一、定義 

白話文：股票市場的遊戲規則。不管你是上市櫃公司、證券商、律師、會計師或普通投資

人，都必須要遵守這一部遊戲規則，重要案例如下： 

內部人轉讓持股之限制 

內線交易 

場外交易禁止原則 

 

EX1：博達科技公司掏空案（2004.06） 

新聞摘要： 

葉素菲在國內外設立多家人頭公司，並利用這些人頭公司製造假交易，虛增公司之營業

額與獲利能力，創造假業績以美化財務報表。在這間虛假的公司，公司幾乎完全沒有營

業收入，日常開銷只能夠由公司向市場拋售股票及不斷發行公司債募資、舉債來填補資

金缺口。一旦資金開始不夠用了，就繼續製造假交易，發布更亮麗的不實財務報表的向

市場募資，構成不斷的循環。2004 年 6 月 17 日下午，在博達公司因為無法清償到期的

29.8 億元公司債聲請重整後的第三天，董事長葉素菲出面召開記者會，哽咽落淚向股

東、公司債權人與社會大眾道歉，案情東窗事發。然而一句道歉的背後，卻是超過 3

萬 8000 名股東之損失，而損失金額，依據投資人保護中心代位求償的數額，則至少超

過台幣 55 億 8058 萬餘元。 

爭點： 

財務報表不實、掏空資產 

內部人員、律師、會計師之民事責任或刑事責任 

 

EX2：張老師炒股案 

新聞摘要 

股市名嘴「古董張」張世傑，涉嫌炒作上櫃公司唐鋒公司之股票遭檢調強制拘提，並聲

請羈押獲准。唐鋒公司的股價，從 2010 年 6 月 22 日的 29.50 元，一路飆漲到 2010 年 8

月 25 日最高點 299.50 元後，開始暴跌，直到櫃買中心於 8 月 31 日報請主管機關停止

買賣為止。張世傑被控的炒作事實有：利用多名人頭帳戶，大量買賣唐鋒公司的股份，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2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營造交易熱絡的假象；利用其所創辦的「588 周刊」與「588 股票網」散布各種不實消

息來哄抬股票；透過有線頻道、購買媒體版面向投資大眾推銷不實的「明牌」，最經典

的是，甚至出示了南投紫南宮的籤詩，暗指唐鋒股價即將大漲，誘使投資人進場投資。

張世傑在利用股價飆漲的同時，大量出脫其早已買進的持股，據估計其不法獲利高達數

億元 

爭點： 

操控市場 

如何防止 

 

二、證交法立法目的 

保護投資人 

證券本身的價值，無法由外觀得知 

公司與投資人資訊不對稱 

規範業者 

證券市場維護 

 

三、名詞辨異－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與主管機關 

公開發行公司 

證券交易法為公司法之特別法，如為公開發行公司，即有證券交易法適用。 

公開發行公司： 

非公開發行公司： 

有價證券： 

非所有有價證券的交易都受證券交易法的規範，證券交易法為規範有價證券之發行與交

易之法，須先行釐清何種有價證券需受證券交易法之規範。 

證券交易法第 6 條 

Ｉ本法所稱有價證券，指政府債券、公司股票、公司債券及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

證券。 

Ⅱ新股認購權利證書、新股權利證書及前項各種有價證券之價款繳納憑證或表明其權利

之證書，視為有價證券。 

Ⅲ前二項規定之有價證券，未印製表示其權利之實體有價證券者，亦視為有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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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證券交易法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金管會證期局，具有規則制定權、財務、業務檢查權與

懲罰權等。 

 

四、發行市場之管理：有價證券之發行、募集與私募 

主管機關對發行市場之管理：核准制或申報制？1 

核准制－實質審查制 

所謂「核准制」指的是發行人除了必須公開有關資訊外，公司的財務、業務必須符合一

定的標準，且經主管核准後，才能夠公開發行有價證券。 

申報制－公開原則 

「申報制」的重點在於公開所有的資訊，只要發行公司誠實的公開所有的資訊，即使是

體質極差、虧損連連、看來毫無希望的公司，經申報生效後也能夠發行有價證券。 

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第 1 項 

Ｉ 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除政府債券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外，非向主

管機關申報生效後，不得為之。 

 

募集（公開招募）與私募 

證券交易法第 7 條 

Ｉ 本法所稱募集，謂發起人於公司成立前或發行公司於發行前，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有

價證券之行為。 

Ⅱ 本法所稱私募，謂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依第四十三條之六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對特定人招募有價證券之行為。 

 

私募之要件 

對象與人數限制 

證券交易法第 43-6 條第 1 項、第 2 項 

Ｉ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

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對左列之人進行有價證券之私募，不受第二十八條之一、

                                                      
1 整理自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賴英照著，第 35-38 頁；證券交易法原理，曾宛如著，第 59-65

頁；新證券交易法實例研習，劉連煜著，第 184-1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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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二項及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之限制： 

一、銀行業、票券業、信託業、保險業、證券業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法人或機

構。 

二、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自然人、法人或基金。 

三、該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 

Ⅱ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應募人總數，不得超過三十五人。 

 

公開性之限制 

證券交易法第 43-7 條 

Ｉ有價證券之私募及再行賣出，不得為一般性廣告或公開勸誘之行為。 

Ⅱ違反前項規定者，視為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之行為。 

 

強制股權分散：資本大眾化、使所有社會大眾都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果實？ 

證券交易法第 22-1 條 

Ｉ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於增資發行新股時，主管機關得規定其股權分散標準。 

Ⅱ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證券交易法第 28-1 條 

Ｉ股票未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其股權分

散未達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一項所定標準者，於現金發行新股時，除主管機

關認為無須或不適宜對外公開發行者外，應提撥發行新股總額之一定比率，對外公開

發行，不受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三項關於原股東儘先分認規定之限制。 

Ⅱ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於現金發行

新股時，主管機關得規定提撥發行新股總額之一定比率，以時價向外公開發行，不受

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三項關於原股東儘先分認規定之限制。 

Ⅲ前二項提撥比率定為發行新股總額之百分之十。但股東會另有較高比率之決議者，從

其決議。 

Ⅳ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提撥向外公開發行時，同次發行由公司員工承購或原有股東認

購之價格，應與向外公開發行之價格相同。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5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五、交易市場之管理：上市、上櫃與興櫃交易2 

交易市場之組成：集中市場、店頭市場與未上市、櫃市場 

上市、櫃之程序性規定與上市、櫃所帶來之利益 

上市、櫃可增加證券之流通性，股東將持股變現機率大增，且上市、櫃有利於在資本市

場籌措公司所需資金，另外，公司可因上市提高聲譽，有助於延攬優秀員工、向銀行融

資或與政府、大企業交易往來，並成為大眾公司、永續經營。 

場外交易禁止原則 

證券交易法第 150 條： 

上市有價證券之買賣，應於證券交易所開設之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為之。但左列

各款不在此限： 

一、政府所發行債券之買賣。 

二、基於法律規定所生之效力，不能經由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之買賣而取得或喪失證

券所有權者。 

三、私人間之直接讓受，其數量不超過該證券一個成交單位；前後兩次之讓受行為，相

隔不少於三個月者。 

四、其他符合主管機關所定事項者。 

證券交易法第 177 條第 1 款： 

Ｉ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以下

罰金： 

一、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十四條、第四十條、第四十三條之四第一項、第四

十三條之八第一項、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第五十條第二項、第一百十九條、

第一百五十條或第一百六十五條規定。 

 

未上市、櫃股票、盤商與興櫃股票之建立 

盤商詐欺事件不斷發生，2002 年，我國在櫃買中心建立了「興櫃股票市場」，試圖建立

一個具有公信力，可信賴的未上市、上櫃股票交易平台，並且做為公司上市、上櫃前的

準備市場。 

六、公開原則－公開說明書與繼續公開義務 

公開原則之論辯3 

贊成見解： 

                                                      
2 整理自證券交易法原理，曾宛如著，第 77-78 頁 
3 整理自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賴英照著，第 53-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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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充分揭露有助於投資人作成投資判斷，減少證券詐欺情事；如大眾了解公司之經營

狀況，可防止經營者濫權防弊、增進公司經營效率；建立投資大眾對證券交易市場之信

心。 

反對見解： 

投資大眾根本不會閱讀複雜的資料，公開原則僅徒具形式，且嚴重加重公司經營上成

本；如果公開原則係為降低投資風險而設，投資組合才是最有效的方法；公開原則沒有

實證基礎可增進公司經營效率。 

公開原則在發行市場之適用：公開說明書 

公開說明書需記載公司概況、營運概況、發行計畫與執行情形、財務概況等。 

違反公開說明書之提供義務 

證券交易法第 31 條： 

Ｉ募集有價證券，應先向認股人或應募人交付公開說明書。 

Ⅱ違反前項之規定者，對於善意之相對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 

證券交易法第 177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

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十四條、第四十條、第四十三條之四第一項、

第四十三條之八第一項、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第五十條第二項、第一

百十九條、第一百五十條或第一百六十五條規定。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六十一條所為之規定。 

 

公開說明書有虛偽、隱匿之情事 

證券交易法第 32 條： 

Ｉ前條之公開說明書，其應記載之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左列各款之人，

對於善意之相對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就其所應負責部分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一、 發行人及其負責人。 

二、 發行人之職員，曾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以證實其所載內容之全部或一部者。

三、 該有價證券之證券承銷商。 

四、 會計師、律師、工程師或其他專門職業或技術人員，曾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

以證實其所載內容之全部或一部，或陳述意見者。 

Ⅱ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人，除發行人外，對於未經前項第四款之人簽證部分，如能

證明已盡相當之注意，並有正當理由確信其主要內容無虛偽、隱匿情事或對於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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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見有正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免負賠償責任；前項第四款之人，如能證明已

經合理調查，並有正當理由確信其簽證或意見為真實者，亦同。 

證券交易法第 174 條第 1 項第 3 款： 

Ｉ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

金： 

三、發行人或其負責人、職員有第三十二條第一項之情事，而無同條第二項免責事

由者。 

 

公開原則在次級市場之適用：繼續公開 

年度、半年度、季財務報告與每月營運情形報告之定期公開；重大影響事項之不定期公

開、公司內部人持股之申報義務。 

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2 項： 

Ｉ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應依下列規定公告並向主管

機關申報： 

一、 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公告並申報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

察人承認之年度財務報告。 

二、 於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公告並申報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

監察人承認之財務報告。 

三、 於每會計年度第一季及第三季終了後一個月內，公告並申報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

報告。 

四、 於每月十日以前，公告並申報上月份營運情形。 

Ⅱ前項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並向主管機關申報： 

一、股東常會承認之年度財務報告與公告並向主管機關申報之年度財務報告不一致。

二、發生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 

 

七、防止詐欺－證券詐欺、資訊不實與掏空資產 

白領犯罪（white collar crime）4 

具有社會結構優勢特殊階層之犯罪行為之總稱，常有手法高明、偵辦困難、被害人受創

甚深且難以反擊之特色，證券犯罪為其中一種典型態樣。 

                                                      
4 整理自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賴英照著，第 709-7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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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詐欺 

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3 項： 

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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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違反第一項規定者，對於該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或出賣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

償責任。 

 

資訊不實 

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項： 

Ⅱ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

之情事。 

證券交易法第 20-1 條第 1 項： 

Ｉ前條第二項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或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

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下列各款之人，對於發行人所發行有價證券之善意

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 

一、發行人及其負責人。 

二、發行人之職員，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者。 

 

證券詐欺、資訊不實之刑事責任 

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項： 

Ｉ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

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七

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Ⅱ犯前項之罪，其犯罪所得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 

 

證券詐欺民事責任實務上之難題5 

交易因果關係難以證明： 

交易因果關係 

                                                      
5 整理自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賴英照著，第 800-834 頁；證券交易法原理，曾宛如著，第 229-245

頁；新證券交易法實例研習，劉連煜著，第 280-2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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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詐欺行為與投資人所為之交易行為之因果關係 

對市場詐欺理論 

不實資訊，係對整體交易市場的欺騙，個別投資人之交易行為，均被推定具有因果關

係。 

損失因果關係（損害賠償範圍）難以認定： 

股價下跌之損失因素 

證券詐欺因素、非證券詐欺因素。 

毛損益法 

所有股價下跌之損失，均由被告所負擔。 

淨額差損法 

被告僅對於證券詐欺因素所造成之損失負責。 

掏空資產 

非常規交易 

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第 1 項、第 2 項： 

Ｉ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

億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

七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二、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雇人，以直接或間接

方式，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 

三、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

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或侵占公司資產。 

Ⅱ犯前項之罪，其犯罪所得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 

 

背信、侵占公司資產 

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第 1 項、第 2 項： 

Ｉ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

億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

七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二、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雇人，以直接或間接

方式，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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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

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或侵占公司資產。 

Ⅱ犯前項之罪，其犯罪所得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 

 

違法貸款、背書、保證 

證券交易法第 174 條第 1 項第 8 款：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八、發行人之董事、經理人或受僱人違反法令、章程或逾越董事會授權之範圍，將公

司資金貸與他人、或為他人以公司資產提供擔保、保證或為票據之背書，致公司遭受

重大損害者。 

 

八、防止詐欺－操縱市場 

禁止操縱市場之法理基礎： 

散佈不實資訊、製造證券供需價格變動之假象，扭曲價格機能；減損市場籌集資本、導

引資源有效配置之機能 

操縱市場列舉之各種態樣 

證券交易法第 155 條： 

Ｉ對於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有下列各款之行為： 

一、在集中交易市場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業經成交而不履行交割，足以影響市場秩

序。 

二、（刪除） 

三、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與他人通謀，以約定價

格於自己出售，或購買有價證券時，使約定人同時為購買或出售之相對行為。 

四、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

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 

五、意圖造成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交易活絡之表象，自行或以他人名義，連續

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而相對成交。 

六、意圖影響集中交易市場有價證券交易價格，而散布流言或不實資料。 

七、直接或間接從事其他影響集中交易市場有價證券交易價格之操縱行為。 

Ⅱ前項規定，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準用之。 

Ⅲ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

Ⅳ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於前項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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