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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內線交易為法定刑至少 3年以上 10 年以下之重罪，加上民

國 94 年至 97 年間上市櫃公司遭檢調大舉搜索，包括 94 年起訴的新

光案、勁永案，95 年台開案，96 年明碁案、英華達案及 97 年鈺創案、

新普案，讓股市聞查必跌，而近來新光內線交易案無罪定讞、明基案

和力晶併購旺宏時爆發的內線交易案第一審皆判無罪，除考驗檢方威

信外，近年來產業界要求增訂內線交易豁免條款要求如浪席捲而來，

本文認為，為避免我國內線交易規範密度過於嚴苛未能因應企業現實

需要，宜訂定豁免條款加以排除，從此項觀點出發，本文首先介紹我

國法上內線交易立法及學說，進而就內線交易判決加以實證研究，從

而發現若干可能增訂豁免條款之空間，復佐以美國、日本及歐洲針對

豁免條款之立法例及實務之見解，汲取比較法上之養分，在我國立

法、學說及實務針對內線交易之見解上，重新建構我國內線交易之豁

免條款。  

關鍵字：內線交易；證券交易法；豁免條款；Rule 10b5-1；金融商

品交易法 

 



 



Abstract 

 

We have severe liability for people who violate insider trading law. Perpetrators will 

be punished by imprisonment for no less than three years and no more than ten years, 

and in addition thereto, a fine which ranges from of no less than NT$10 million to no 

more than NT$200 million. Moreover, during 2005 to 2008, many companies whose 

stock are listed on the stock exchange or traded over the counter were suspected of 

engaging in insider trading and were searched by police and prosecutor.  In 2005, 

prosecutor brought suit against Shin Kong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and Power 

Quotient International Co. LTD for insider trading. In 2006, Taiwan L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 criminal charge was proceeding. In 2007, insider-trading 

scandals about BenQ Company and Inventec Appliances were burst out. In 2008, 

Integrated Circuits Company and Simplo Technology Company were investigated and 

accused of similar charges. Every case mentioned above resulted in turmoil in the 

stock market. However, in the Shin Kong, BenQ and Powerchip Technology case, the 

court acquitted those defendants of insider trading charges. It is a warning to 

prosecutors. As a result, calls from companies whose stock are listed on the stock 

exchange or traded over the counter demand introducing exemption clause into 

current Taiwanese insider trading law. Considering that imposing severe liabilities 

might result in disadvantages against entrepreneurship,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exemption clause is necessary. Therefore, this thesis will first 

deliberate the opinions in U.S., Japan and EU and then analyzes previous empirical 

cases in Taiwan.  Finally this thesis will try to propose a solution about legislating 

exemption terms. 

Keywords: Insider Trading, Exemption Clause, Rule 10b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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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民國 94 年至 97 年間上市櫃公司遭檢調大舉搜索，驚爆內線交易疑雲案件多

起1，包括 94 年起訴的新光金控內線交易案、勁永禿鷹案、95 年起訴臺開案、96

年明基案、英華達案、力特光電案、綠點普訊創投案及 97 年鈺創案、新普案、宏

誠創投案，讓股市風聲鶴唳、行情聞查必跌，而新光金控案最後無罪定讞，明基2和

力晶併購旺宏3時爆發的內線交易案第一審皆判無罪，除考驗檢方威信外，在我國

內線交易仍為至少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重罪情形下，近年來產業界要求增訂內線交

易豁免條款之呼聲如浪席捲而來，於 99 年 5 月 4 日通過內線交易修正時，同時以

附帶決議的方式要求行政院金融管理委員會及法務部再詳細討論「豁免條款」，

而 99 年 10 月 26 日金管會以行政院院臺財字第 0990104478 號函送立法院關於豁

免條款之修正案因尚未獲得共識，仍未完成立法，101 年 1 月 4 日證券交易法再度

修正公布，惟迄今仍未完成立法。 

    首先必須面對者為，是否有增訂豁免條款之必要？其立論為何？實務上內線

交易定罪率已低，在變化萬千的商業活動中是否確有內線交易規範密度過於嚴苛

而未能因應企業現實需要之情形，而有對企業基於正當營運所為之善意行為訂定

豁免條款加以排除之必要？如有必要，而現時立法例上仍無法就豁免條款達成共

識完成立法，在內線交易犯罪案件層出不窮情況下，司法機關如法院及檢察署，

仍必須即時面對及處理被告提出抗辯是否可採之困境，國內文獻已有就實務上被

告所提抗辯加以探討4，本文希望透過對於我國實證判決全面性之研究及相關比較

                                                 
1 工商時報，張國仁，2009 年 8 月 31 日 A13 版。 
2 自由時報網路新聞：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aug/27/today-e4.htm( 後瀏覽日：

2010/06/11)。 
3 蘋果日報網路新聞：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2445081/IssueID/20100417。 
4 張瑞玲(2009)，《內線交易重大消息之認定與豁免條款之研究-以我國法院實務為中心》，頁

131-168，國立臺北大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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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之分析，嘗試提供解決方法，而就豁免條款為一全盤性之考量，先從目前我

國立法、學說及實務上出發，再藉由觀察比較法上之制度設計，除我國所熟悉的

美國法可資參考外，同為大陸法系之日本法、明白於立法例上表明採市場論之歐

盟立法例，其等所為豁免條款之相關規定，亦有值得參酌之處，本文期以我國實

務及學說為基礎，就增訂豁免條款之可能性提出個人淺見，避免因法院和檢察官

見解不一致所造成的不具可期待性及安定性，降低人民對司法的信賴。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方法採取對我國判決實證研究及比較法研究之方式。首先就我國內

線交易案件中被告所提抗辯為實證研究，嘗試於其中尋找及分析關於可能為豁免

條款之型態，並就實務目前表示的立場，如對於內線交易處罰之目的，究採取市

場論、關係論或兼採兩種理論，及就其所採取之理論基礎下，可能接納之抗辯種

類做一歸納分析。 

    比較法研究著重在觀察美國、日本及歐盟英國關於內線交易責任及豁免規定

之設計，主要在於各國就內線交易所採取之理論、立法及豁免條款，嘗試做一比

較作為他山之石。 

    本文之所以研究美國法，乃因我國內線交易法於民國 77 年制定時，即明確指

出其參考美國法制，我國學者也多留美，引進相當豐富判決及實務資料，是於介

紹豁免法制時，仍有參考美國法上設計及運作方式之必要。 

    歐盟法以歐盟指令作為內線交易之原則規定，各國必須將指令內國法化，歐

盟指令本身是歐洲各國利益衝突協商後成果，因此從歐盟指令之變遷可以想見歐

洲資本市場之變革，但因為歐盟指令僅規定各成員國必須建立行政責任之規定，

但責任內容卻未統一規定，是本文僅擇歐盟及英國內國內線交易規範作一介紹。 

    日本內線交易法制於二戰後原受美國法之影響，後受歐盟影響，較偏向市場

論，此種繼受法上之轉變足以成為美國法以外一個重要的啟發。希望能藉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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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之比較法研究，激盪出更多火花，設計出更全面、整體的法制規範。 

 

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文嘗試點出目前內線交易學說及實務的爭議，惟僅聚焦於豁免條款訂定之

必要性及應如何訂定，就內線交易實務上重大爭議如重大消息及行為主體如消息

受領人範圍之認定，相關學術著作5及論文相當豐富6，除與豁免條款訂定有關，本

文不另加以贅述。另本論文以美國法、歐盟法、英國法及日本法為比較法研究對

象，就美國法、歐盟法、英國法以官方網站及英文文獻為第一手資料，日本法則

以官方網站及相關日本書籍為第一手資料，惟限於時間及作者日文文獻閱讀能

力，主要仍以英文文獻為主，就豁免條款之介紹仍有略感不足之憾。 

 

第四節  論文架構 

     

    本論文分為五章，第壹章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研究限制及論文

架構。 

    第貳章則為我國內線交易實務現況與學說，首先於靜態面上介紹內線交易立

法沿革及適用範圍，再就學說上所述行為主體、行為客體、主觀構成要件、客觀

構成要件及法律責任加以分析，並對 99 年證交法修正對於學說及實務已產生之影

響及將來可能之影響加以論述；另外亦分析我國內線交易之實務成效，就目前我

國法院審理內線交易案件中，對於被告所提抗辯總類及法院相應所表示之見解加

以分析整理及論述，嘗試整理出豁免條款可能之樣態，進一步提出我國訂立豁免

條款之建議。 

                                                 
5 參賴英照（2011），《股市遊戲規則： 新證券交易法解析》，頁 504-545，臺北，再版二刷；劉連

煜（2011），《內線交易構成要件》，頁 113-294，臺北：元照。 
6 張瑞玲，同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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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叁章則從比較法角度出發，研究美國、日本、歐盟及英國內線交易之規範

之沿革及豁免相關規定，除了針對規範背景與內容加以瞭解外，並試圖瞭解制度

實際運作情形如法院於個案所表示之見解、金融監理機關態度及所遭遇困境，並

就比較法上因我國並無相類制度之豁免條款加以剔除，其餘則在第肆章綜合比較

分析。 

    第肆章則承襲第貳章及第叁章之研究成果，就比較法上相關豁免法制適用於

我國之可能性加以探討，首先嘗試以市場論或關係論出發，異其分別，嘗試提出

豁免條款之立法論，並對豁免規定加以定性，進行綜合分析及討論，提供立法及

當前實務可加以參考之基礎。 

第伍章則為結論，說明本文是否贊成訂立豁免條款，究應如何訂立提出本文

看法，並就立法前法院和檢察官於處理內線交易案件時，面對被告所提抗辯，所

可能採取之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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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我國內線交易之實務現況與學說 

第一節  我國內線交易之學說與實務 

第一項  內線交易的立法沿革及適用範圍 

我國證券交易法於 57 年 4 月 30 日訂定，原無禁止內線交易之規定，於 77 年

增訂第 157 條之 1 明文予以禁止7，其中針對內線交易禁止之部分，91 年8、95 年9

及 99 年10皆有修正，本法於 101 年再經修正公布11，而內線交易刑事責任則於 77

年增訂時亦有相應之規定，並分別於 89 年12、93 年13、95 年及 99 年修正，157 條

                                                 
7 77 年 1 月 29 日增訂理由如下：「一、本條新增。二、本法對於股票發行公司內部人員參與公司

股票買賣，僅第一百五十七條六個月內短線買賣利益歸入公司或如符合詐欺等要件同一般人交易負

本法第二十條及第一百七十一條民刑責任外，對於利用公司未經公開之重要消息買賣公司股票圖

利，未明定列為禁止規定，對證券市場之健全發展，構成妨礙，並形成證券管理的一項漏失。三、

對利用內部消息買賣公司股票圖利之禁止，已成為世界性之趨勢，美、英、澳、加拿大、菲律賓、

新加坡．．．．等國均在其公司法或證券法規明定不得為之，違反者須負民、刑責任。為健全我國

證券市場發展，爰增訂本條。」。立法院法律系統：http://lis.ly.gov.tw/。（ 後瀏覽日:2012/07/08） 
8 於 91 年 2 月 6 日修正公布，修正理由如下：「一、鑑於第七條將招募之標的修正為有價證券，且

實務上公司內部人等於重大消息未公開前，買賣可轉換公司債等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均可能構

成內線交易，修正第一項，將股票以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納入本條規範，並保留彈性以因應

新種有價證券不斷推陳出新。二、配合第一項之修正，將第二項民事損害賠償責任額度計算之標的

修正為「該證券」。三、按公開收購以高於市價之價格、向不特定人提出收購要約，對於該個股之

價格及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具有重大之影響力，爰於第四項明定。」。立法院法律系統：

http://lis.ly.gov.tw/。（ 後瀏覽日:2012/07/08） 
9 95 年 1 月 11 日修正公布，修正理由如下：「為加強防制內線交易不法，對內線交易其『內部人

範圍』、『公開之方式』、『公開期限』、『重大消息』等要件之定義，及對民事賠償之計算方式予以更

明確規範，爰加以修正之。」。同時修正之第 171 條，其修正理由「一、刑法第四章章名已由『「共

犯』修正為『正犯與共犯』，爰修正第三項及第四項。二、第一項、第二項、第五項及第六項未修

正。」，立法院法律系統：http://lis.ly.gov.tw/。（ 後瀏覽日:2012/07/08），修正背景在於我國實務

上常見第一款至第三款之人於喪失身分後一定期間內，通常仍對公司之財務、業務有熟悉度或影響

力，常有先辭去現職後，在買進或賣出發行公司股票以規避本條規範之情形，而參酌日本證券取引

法第 166 條第 1 項後段之規定以及我國國情，增訂第 4 項。 
10 99 年 6 月 2 日修正公布施行，修正理由僅載明照黨團協商條文通過，同時修正之第 171 條，其

修正理由「一、配合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二項之增訂，修正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增列違反上開規定

之處罰。另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酌作文字修正。二、其餘各項未修正。」。同時修正之第 171 條，

其修正理由「一、配合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二項之增訂，修正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增列違反上開規

定之處罰。另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酌作文字修正。二、其餘各項未修正。」，立法院法律系統：

http://lis.ly.gov.tw/。（ 後瀏覽日:2012/07/08）。 
11 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99631  號令修正公布第 4、14、22、36、

38-1、141、142、144、145、147、166、169～171、174～175、177、178、179、183 條條文；增

訂第 165-1～165-3  條條文及第五章之一章名；刪除第 146  條條文；除第 36 條第 1  項第 2  
款自一百零二會計年度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本次修法與內線交易並無關聯，修正相關內容請見

劉連煜(2012)，〈2012 年修正證券交易法部分條文評論〉，《臺灣本土法學 197 期》，頁 1-8。 
12 89 年 7 月 19 日修正公布，90 年 1 月 15 日施行，其修正理由如下：「一、本條原規範之刑責，

其低刑度可處罰金，顯不足以嚇阻違法，爰參照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規定，提高其刑度，將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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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1 現行規定如下：「下列各款之人，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

格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不得對該公司之

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自行或以

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 

一、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 

    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 

二、持有該公司之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 

三、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 

四、喪失前三款身分後，未滿六個月者。 

五、從前四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之人。 

前項各款所定之人，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支付本息能力之消息

時，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不得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非股權性質之公司債，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賣出。 

違反第一項或前項規定者，對於當日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買入或賣出該證券之

價格，與消息公開後十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負損害賠償責任；其情節

重大者，法院得依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之請求，將賠償額提高至三倍；其情節

輕微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 

第一項第五款之人，對於前項損害賠償，應與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提供消息之

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但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提供消息之人有正當理由相信消

息已公開者，不負賠償責任。 

第一項所稱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指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或該證券之

市場供求、公開收購，其具體內容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

                                                                                                                                               
刑修正為新臺幣。另就違反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之刑事責任，依第一百七十五條規定，僅為二年以

下有期徒刑，相形之下，顯然無從發揮嚇阻犯罪之功能。爰將違反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禁止

利用內部消息買賣公司股票圖利之規定之刑罰由第一百七十五條移列本條第一款，並提高其 高刑

度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立法院法律系統：http://lis.ly.gov.tw/。（ 後瀏覽日:2012/07/08） 
13 93 年 4 月 28 日修正公布，修正理由僅載明照黨團協商條文通過。立法院法律系統：

http://lis.ly.gov.tw/。（ 後瀏覽日:201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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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其範圍及公開方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 

第二項所定有重大影響其支付本息能力之消息，其範圍及公開方式等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三項規定，於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準用之；其於身分喪失

後未滿六個月者，亦同。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於第三項從事相反買賣之人準用

之。」 

而違反該條之規定，依第 171 條負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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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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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其犯罪所得利益超過罰金最高額時，得於所得利益之範

圍內加重罰金；如損及證券市場穩定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者，其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除應發還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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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或應負損害賠償金額者外，以屬於犯人者為限，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 

    內線交易之刑責，於 77 年制定時同時制定第 175 條，對違反者處 2 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15 萬元以下罰金，所以當時內線交易案件因刑度關係無

法上訴到最高法院，是以最高法院亦無由表示意見。89 年修正時，除將內線交易

刑責改列本條第 1 項第 1 款外，立法理由亦指明爲發揮嚇阻犯罪之功能，提高其

最高刑度為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併科新臺幣 300 萬元以下罰金，於 93 年 4 月

28 日再度修正為處最低法定刑 3 年以上，最高法定刑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上 2 億元以下罰金，並訂有刑罰加重之規定，即犯罪所得金額

達新臺幣 1 億元以上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2500 萬以上 5 億以

下罰金，或於犯罪所得利益超過罰金最高額時，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加重罰金，

甚至如損及市場穩定者，加重其刑二分之ㄧ，另第 171 條第 3 項、第 4 項及第 6

項係規定犯罪後自首、偵查中自白減輕或免除其刑，及沒收追徵等行為之規範。 

 

                     表一：我國內線交易的立法沿革 

 

57 年 制定證券交易法 

77 年 增訂刑事責任-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15 萬元以下罰金 

89 年  提高其最高刑度為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併科新臺幣 300 萬元以下罰金，

並自 90 年 1 月 15 日施行  

93 年 修正為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上 2 億

元以下罰金，並訂有犯罪所得金額達一億以上，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並

於所得利益範圍內加重罰金，損及市場穩定，加重其刑二分之ㄧ，及自首、

自白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 

95 年 加重民事賠償責任 

 

 內線交易民事責任部分，依第 157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違反內線交易禁止規

定者，對於當日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買入或賣出該證券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

十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負損害賠償責任；其情節重大者，法院得依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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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之請求，將賠償額提高至三倍；其情節輕微者，法院得減輕

賠償金額。且依同條第 3 項規定：「第 1 項第 5 款之人，對於前項損害賠償，應與

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提供消息之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但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提供消息之人有正當理由相信消息已公開者，不負賠償責任」，本項前段規定屬

民法第 272 條之法律明文規定連帶債務之情形，即消息受領人應與消息傳遞人負

連帶賠償責任。 

我國內線交易適用的範圍僅適用於交易市場，發行市場並不適用，依美國法

院判決，內線交易規定在發行市場同樣適用，如係上市上櫃之股票，雖在集中或

店頭市場以外的地方交易（例如私人面對面的買賣），仍應有內線交易的適用14。 

 

第二項  構成要件及法律責任分析 

第一款  構成要件分析 

由前述規定可知，內線交易的構成要件15包括：1.行為主體：內部人、準內部

人或是消息受領人，2.客觀構成要件：影響股價的重大消息，明確且尚未公開，公

開前或公開後 18 小時內有買賣行為，3.主觀構成要件：實際知悉重大消息， 

4.行為客體：買賣標的為上市上櫃公司股票、公司債(僅規範賣出)或其他具有股權

性質的有價證券，以下分述之： 

 

第一目  行為主體 

 

內線交易之行為主體即受規範之對象，依證交法第 157 條之 1 規定，包括 1.

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及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的

                                                 
14 賴英照，同註 5，頁 479。 
15 賴英照，同註 5，頁 445-570-4；劉連煜，同註 5，頁 7-294，臺北：元照。臺灣證券交易所「內

線交易一點通」宣導手冊，

http://www.twse.com.tw/ch/investor/investor_library/manual/201106/2167864_ATTCH1.pdf（ 後瀏覽

日:2012/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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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2.持有公司股份超過 10％的股東，3.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16，

4.喪失前 3 款身分後未滿 6 個月者，5.從 1-4 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者，6.第 1 款及

第 2 款所定內部人之配偶、未成年子女及為其持有股票者，以下分述之： 

 

一、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17及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  

    職務的自然人： 

 

公司法和證交法未明定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的意義，實務上從任命程序及

公司登記等客觀事實做為認定基礎，如從本條立法原意觀察，尚應以有無參與公

司決策，及接觸公司機密消息為認定基準，95 年 1 月修法時將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指定代表行使董監職務之自然人亦納入規範。101 年 1 月 4 日修正公佈增訂公司

法第 8 條第 3 項18納入所謂「影子董事」及「實質董事」之規範，使具有實質控制

力之大股東，雖未有董事之名，如為公開發行公司，則仍受公司法上董事相關權

義之規範，修正後實務之運作有待進一步觀察，修正前實務上即有不以是否為名

義上董事為斷，如為有實質影響力之人，縱然卸任董事後找他人擔任人頭，而仍

出席股東會獲悉調降財務預測，調降前賣出股票，亦以違反內線交易起訴之例19。 

                                                 
16 有關第 2 款及第 3 款適用之範圍，參前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78)臺財證(二)字第 14860 號解釋。 
17 有關經理人範圍，參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2 年 3 月 27 日臺財證三字第 0920001301 號函，

係指「（一）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二）副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三）協理及相當等級者（四）財

務部門主管（五）會計部門主管（六）其他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利之人」。 
18 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300171  號令修正公布第 8 條第 3 項「公開

發行股票之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

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但政府為發展經濟、促進社會

安定或其他增進公共利益等情形，對政府指派之董事所為之指揮，不適用之。」，其立法理由略以，

人頭文化不僅降低公司透明度，造成有權者無責；更使資本市場紀律廢弛，導致我國競爭力排名大

幅下降。公司法就負責人認定係採形式主義，只要名義上不擔任公司董事或經理人，就算所有董事

經理人皆須聽命行事而大權在握，也不會被認定為公司負責人，須對違法行為負責。經營者對公司

的控制，並不是依靠其在公司的職稱，而是經由控制董事會。因為，控制股東即使不在董事會佔有

任何席位，仍可經由其他方式對公司進行控制。董事人選係由經營者所控制之投資公司所指派，得

隨時撤換改派。而這些由母公司轉投資之空殼公司往往名不見經傳，很難讓外界清楚地瞭解真正的

經營者。董事的認定不宜再依據形式上名稱，須使實際上行使董事職權，或對名義上董事下達指令

者，均負公司負責人責任，使其權責相符藉以保障公司及投資人權益。因此，特引進實質董事觀念，

藉以提高控制股東在法律上應負的責任，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11292( 後瀏覽日:2012/04/24)。  
19 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93 年偵字第 19902 號起訴書，即附表二編號 52，和平資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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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實務上曾有判決認本項規範主體均為自然人，並不包括法人20，是如果

董事利用公司名義進行內線交易，而買賣股票的資金如為公司所有，且盈虧亦歸

屬於公司，依證交法第 157 之 1 條、證交法施行細則第 2 條21規定，難以認定董事

係用公司名義買回股票，如編號 71 中國信託併兆豐金案及編號 74 開發金併金鼎

證案，無罪之理由中即表明「公司」本身並非內線交易之行為主體，且如果是使

用公司之資金、利損皆歸於公司，則因無前述證交法施行細則第 2 條規定之適用，

而為無罪判決理由之一，惟學者22認為，我國公司法本允許法人充當董事、監察人，

如法人董監事違反交易的規範，自可依同法第 179 條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不

構成自由刑難以執行的問題。 

 

二、持有公司股份超過 10％的股東：上市上櫃公司資本額龐大，本款適用之機會

不大。 

 

三、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23： 

 

針對因職業關係獲悉消息之人，學說上主張24基於職業獲悉消息之人，不僅包

括與公司具有忠誠、信賴、機密（confidential）關係的律師、會計師及投資銀行人

員等專門職業人員為限，也包括與公司或其股東無忠誠、信賴關係之人，如國家

公務員、證券交易所人員、證券商人員，於勁永案25第一審法院亦認該案中證交所

人員和金檢局局長李進誠皆係本條基於職務知悉重大消息之人，證交所人員係在

                                                 
20 見表二編號 40，千興不銹鋼案，編號 74，開發金併金鼎證案。 
21 證交法施行細則第 2 條：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三項所定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股票，指具備下列

要件：一、直接或間接提供股票與他人或提供資金與他人購買股票。二、對該他人所持有之股票，

具有管理、使用或處分之權益。三、該他人所持有股票之利益或損失全部或一部歸屬於本人。 
22 賴英照，同註 5，頁 499-500，劉連煜，同註 5，頁 71-72。 
23 有關第 2 款及第 3 款適用之範圍，參前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78)臺財證(二)字第 14860 號解   
   釋。 
24 劉連煜，同註 5，頁 37-39。 
25 勁永案，目前經 高法院撤銷發回，現於高等法院審理中，歷審案號請見表二編號 62，尚未確

定。亦有學者主張該等行為除可按具體情形依公務人員圖利罪、洩漏國防以外機密罪處罰外，或可

以預備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時，以內線交易共犯論，或視具體情形成立教唆犯或幫助犯，劉連煜，

同註 5，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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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查核報告未公開前，依職務關係而知悉查核報告內容，李進誠亦因基於金檢局

局長之職務關係，於知悉檢調單位即將對勁永公司進行搜索前，將該不利消息洩

漏給特定人，皆屬因職業關係獲悉影響特定發行公司市場供求消息之範疇，而受

到內線交易之規範，僅因李進誠本身並未買賣股票，是一審法院以圖利罪及洩密

罪判刑 10 年；但在臺開案26與勁永案相異，第一審法院引用最高法院 93 年度臺上

字第 3721 號判決意旨27共同正犯之犯意聯絡不以直接發生為限，間接聯絡亦包括

在內，認定內部人(即時任臺開公司董事長)雖未實際進行交易，仍以與消息受領人

間有行為分擔與犯意之聯絡而論以共犯。學者就本款基於職業獲悉內線消息之認

定，認為應引進私取理論解釋，而不需分析信賴義務之有無，以有效規制外部人

之內線交易責任28。 

    針對因控制關係而獲悉消息之人，學者有認為除了未達持股 10%，但卻對公

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得以直接或間接控制之情形外，亦包括關係企業中之

控制公司及其負責人在內，於公開收購案件應該包括收購公司及目標公司二者。 

 

四、喪失前 3 款身分後未滿 6 個月者： 

 

即前述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及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受指定代表

行使職務的自然人、持有公司股份超過 10％的股東及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

息之人喪失身分未滿 6 個月者。 

 

五、從 1-4 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者： 

 

                                                 
26 臺開案， 高法院於 101 年 4 月 18 日公告撤銷發回原高等法院判決，

http://tps.judicial.gov.tw/ms_news/index.php?mode=detail&SEQNO=87820， 後瀏覽日 20120424，歷

審案號請見表二編號 67。 
27但需注意者為 高法院 93 年度臺上字第 3721 號判決為殺人未遂案件，於認定犯意之聯絡上財經

刑法是否要與普通刑法等同視之或更嚴格，有待相關實務及學說進一步釐清。 
28 劉連煜，同註 5，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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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消息受領人之責任，我國學說上有29認為宜參考美國法上 Dirks 案消息受

領人責任成立的要件，包括：（1）內部人違反忠實、信賴義務而不當傳遞機密消

息（公司併購案不以此為要件）。（2）消息受領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內部人違反信賴

義務而洩密。（3）內部人為直接或間接圖謀個人利益而傳遞消息。我國是否採前

述美國法之成立要件，立基於我國就消息受領人之責任是「獨立」的責任抑或是

「從屬」的責任，學者認為宜採美國法上傾向從屬責任之見解，方能顯示消息受

領人責任是衍生性質，否則我國法上要求告知消息人及消息受領人負連帶賠償責

任較無依據。 

    本款衍生爭點尚有本款是否包括第二手以下之消息受領人？學者有認為30將

第二手以下之消息受領人納入規範，理論基礎上稍嫌薄弱，且就消息流傳過程舉

證亦有困難，且我國法上就民事責任為連帶賠償責任，使第二手以下之人負此種

責任似乎不合理；惟亦有學者31從美國法上實務將私取理論擴及適用於「遙遠之消

息受領人」比較法上可供參考外，認為獲悉消息如係基於特別之地位、關係或角

色，為維護市場之公平、公正性，不論是第幾手之消息受領人，皆具有同一之法

律上理由，而得受規範，只要消息受領人對於提供消息之人與終極消息發生源之

關係有認識即為已足，對於消息流傳過程每個細節如何，則無庸積極舉證加以證

明。且以前 4 款人即內部人「故意」有意違反義務洩密而獲悉消息者為限，是因

該等內部人明知而故意違反其應保守秘密之義務，即使消息輾轉流傳以後，而與

消息受領者同負連帶責任亦難謂不妥，且如果僅限定為第一手之人，則可能經由

行為人之「設計」，如第一手不為內線交易，而第二手以後方為內線交易，而脫

免責任。 

    我國實務及學說多數認為不以第一手為限，實務上英商渣打銀行公開收購新

竹商銀內線交易之民事賠償案，法院亦認為為貫徹立法目的及維護市場健全，應

                                                 
29 劉連煜，同註 5，頁 41 至 50。Dirks 要件亦可參照賴英照，同註 5，頁 493-494。  
30 林國全(1992)，〈證券交易法第一五七條之ㄧ內部人員交易禁止規定之探討〉，《政大法學評論》，

第 45 期，頁 285。 
31 劉連煜，同註 5，頁 43，同此見解賴英照，同註 5，頁 466-468、494-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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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直接受領人為限32，勁永案第一審及第二審刑事判決33亦同此解；另外消息受

領人如與董事等具有內部身分者，共同為內線交易行為，雖依刑法第 31 條第 1 項

前段規定，成立共犯關係，但證交法對於消息受領人既設有獨立處罰之規定，則

只能論以該款（第 5 款）之罪，未可概以共同正犯論處，且告知消息人與消息受

領人皆以買賣證券為要件方構成刑事責任，如無買賣行為，亦未有共犯關係，則

僅有民事連帶賠償責任，而無刑責。 

    告知消息人「無故意」但「有重大過失」是否為處罰之對象，學者認34此屬立

法政策的問題，於修法前，不適合以此納入刑事制裁；另外告知消息人獲得金錢

上利益，是否為消息受領人責任成立之前提部分，美國法上的個人利益 (personal 

benefit)不限於金錢利益，我國學者亦認為不以告知消息人獲有金錢或可轉化為金

錢之利益為必要，爲強化友誼及關係而餽贈「消息」者即為已足。 

     

六、第 1 款及第 2 款所定內部人之配偶、未成年子女及為其持有股票者： 

 

學說上主張35若內部人實質上是利用未成年子女為人頭而犯罪，則該內部人應

自負內線交易之責，至於受利用之未成年子女是否構成犯罪，則應視其是否知情

而定，倘子女並不知情，則不構成犯罪，實務上法院亦同此解36。 

 

第二目  行為客體 

 

適用於上市上櫃公司股票、公司債(僅規範賣出)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的有價證

券禁止內線交易的對象，於 77 年立法時僅包括股票，即上市、上櫃或興櫃的股票，

                                                 
32 渣打案民事部分，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金字第 5 號(裁判日:100/06/10)，刑事部份請見表二 
編號 82。 
33 勁永案，見表二編號 62，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4 年度矚訴字第 1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矚上訴字第 5 號刑事判決。 
34 劉連煜，同註 5，頁 47。 
35 賴英照，同註 5，頁 498。  
36 見表二編號 2 新藝纖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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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89 年修正時增列「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99 年 6 月修正時進一步將

「非股權性質之公司債」的「賣出」行為納入。惟政府公債目前尚未納入規範之

對象。為明確涵括的對象，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第 1 款規定，「本法第一

百五十七條第六項及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所稱具有股權性質之其他有價證

券，指可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認股權憑證、認購（售）權證、股款繳

納憑證、新股認購權利證書、新股權利證書、債券換股權利證書、臺灣存託憑證

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第三目  主觀構成要件：實際知悉 

 

一、99 年修法前 

 

99 年修法前證交法第 157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下列各款之人，『獲悉』發行

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時…」，而學說或實務上對於內線交易究竟

是採「獲悉說」或「利用說」有不同意見，所謂「獲悉說」即等於「知悉」、「實

際知悉」，只要證明行為人於交易時重大消息已存在且知悉該消息為已足；而「利

用說」則是除了知悉以外，尚須證明內線交易行為人係基於該重大消息而為交易，

即證明其關聯性，學者37有認為立法理由中明白出現「利用」之文字，解釋法律不

應逸脫法條的文義，故應以「利用」該重大消息為前提，且如果行為人未利用該

重大消息，則無資訊不平等，更無侵害市場公平性可言，即就客觀要件而論，起

訴者須證明被告實際上確曾利用該內線消息以決定是否進行交易，亦即證明內線

消息與該交易彼此間客觀上具有因果關係；就主觀要件言之，即除獲悉持有內線

消息之外，並利用該消息進而作成交易之決定；學者多數38則認為以法條本身文義

                                                 
37 武永生(2008)，〈內線交易案件『獲悉』與『利用』之爭論-股市之極限遊戲規則〉，《銘傳大

學法學論叢》，第 10 期，頁 185；林孟皇(2008)，〈內線交易實務問題之研究-以我國刑事責任規

定的解釋適用取向為中心〉，《法學叢刊》，第 210 期，頁 61-63。 
38 賴英照，同註 5，頁 531-540，余雪明（1998），〈內部人交易管理的比較〉，《證券暨期貨管

理（上）》，第 16 卷第 5 期，頁 1-32，〈內部人交易管理的比較〉，《證券暨期貨管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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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應以知悉為已足，立法理由中雖寫「利用」，無法即推得我國法採利用說，

且立法理由中明白表示係參考美國 Rule 10b5-1 所訂定，訂立 Rule10b5-1 時，美國

聯邦高等法院採「利用說」之 Adler 案及 Smith 案都尚未出現，當時係採 SEC v. Texas 

Gulf Sulphur 案所採取之「持有說」，因此不能直接以立法文字中得出我國採利用

說之結論，且採利用說將導致探求行為人主觀之意圖難以舉證，而難達到所要規

範之目的，且內部人知悉與傳遞重大消息屬於人與人之間秘密的溝通，外人難以

及時察覺，且法律所明定的各項刑事處罰構成要件，本就不必然皆應由檢察官負

證明的義務，檢察官如已提出證據證明買賣有價證券之人，在買賣前不久，確已

獲悉有關該公司未公開的重大消息，則在此時點的巧合上，應可合理推定該買賣

有價證券之人，確有「利用」該未公開的重大消息。 

    修法前實務多數見解39認為只要符合「獲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

格之消息」及「在該消息未公開前，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

股票，買入或賣出」此二要件即可成立內線交易，「是否有藉該交易獲利或避免損

失之主觀意圖，應不影響其犯罪之成立；且該內部人是否因該內線交易而獲利益，

亦無足問，即本罪之性質，應解為即成犯（或行為犯、舉動犯），而非結果犯，即

多數實務認為有無獲悉內線消息，均以買賣證券者的實際認知為準，屬事實證明

問題，法院查證被告買賣股票之前是否獲悉內線消息，作為是否定罪之依據，如

已獲悉則並未進一步論述是否有實際利用內線消息之情事，不過學者也認為，法

院於審理時，應一併瞭解公司對消息的管控制度及實際執行情形，做為是否獲悉

之參考40，目前法院多數仍會審酌「非基於重大消息而交易」之理由，以證明是否

獲悉41。 

    學者亦贊成實務上以間接證據推論證明內部人有獲悉內部消息之事實，間接

證據包括，在開會通知之複核欄簽名和提案報告之主管欄位上簽名等等，並對法

                                                                                                                                               
第 16 卷第 6 期，頁 12-32，劉連煜(2008)，〈內線交易免責之抗辯：預定交易計劃〉，《臺灣本土

法學》，第 114 期，頁 105，劉連煜，同註 5，頁 112，林國全，同註 30，頁 264-265。 
39 見後述表二之三。 
40 賴英照，同註 5，頁 538-540 
41 張瑞玲，同註 4，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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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實務上以綜合直接、間接(包括情況)證據，並衡諸經驗法則，依據事實加以認定

加以贊同42，且法院於審理時，應一併瞭解公司對於消息的控管制度及實際執行情

形，作為是否獲悉之重要參考43。亦可藉由被告之「品性證據」，如向來下多少張

股票、額度、產業別、張數、時間點、理財性格來間接佐證。 

    實務亦有採「利用說」之立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處理中纖案44時，無罪的

理由除因認為屬例行性的買賣外，其亦認為獲悉未公開重大消息之人，固無須具

藉由買賣股票交易獲利或避免損失之主觀意圖，但仍不能排除其買賣股票之起念

與重大消息之獲悉間，具有「利用」之相當關聯性，而為內線交易立法之目的性

界線，是以被告未「利用」重大未公開消息而買賣股票之行為，亦為無罪理由之

ㄧ；另在力晶案45，法院採納被告之ㄧ任財務人員曾於 92 年任職於證券公司時包

銷過旺宏之股票，對於旺宏公司的財務、業務狀況非常瞭解，且由旺宏公佈之重

大訊息中日商將投資旺宏、閱讀相關書籍、看旺宏的營收、資產負債表、取得其

他證券公司有關旺宏的投資報告等來推知旺宏為可買之標的，而認為行為人沒有

「利用」該重大消息。而力晶董事長則因是事前概括授權該財務人員，而非針對

投資個股，是以亦認定沒有「利用」該重大消息，即判決認為應考慮買賣股票和

重大消息獲悉間是否具有「利用」之關連性，否則將造成交易人因一般投資習慣

或預先擬定之投資計畫而入罪之危險。 

   

二、99 年修法後 

 

    99 年修法後，現行條文為「下列各款之人，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

                                                 
42 劉連煜(2010)，〈內部人「獲悉」或「實際知悉」內線消息之認定-評 高法院九十九年臺上字第

一一五三號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三期》， 頁 83-85（此為表二編號 55 全坤興業案，全案

已確定），於欣錩國際案（此為表二編號 61），法院同樣以簽名等證據推論被告知悉內線消息之存

在。 
43 賴英照，同註 5，頁 538-540。 
44見表二編號 20 中纖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4 年度訴字第 1152 號判決（96 年 7 月 25 日作成）參

照，本案目前因被告罹重病陷於無意識狀態，經法院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45見表二編號 69，但第二審於 101 年 6 月 27 日改判黃崇仁有罪，聯合新聞

網:http://udn.com/NEWS/FINANCE/FIN1/7189145.shtml（ 後瀏覽日:2012/06/28）。 



 18

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時，…」，即立法者把「獲悉」改為「實際知悉」，則修法後

「知悉說」是否因此定調？ 

    學說上有認為我國的立法者已經明白放棄利用說而選擇知悉說之立場，依照

成文法國家之要求，我國內線交易之主觀構成要件回歸法條上來解釋，應採知悉

說46，學者則多認為47無論是「獲悉」改為「實際知悉」以及增列消息明確後，皆

不具直接導致提高舉證責任強度的結果，就「獲悉」改為「實際知悉」，由主管機

關的角度，目的僅在強調當事人確實知悉重大消息，僅是實務運作的成文化而生

提醒作用而已，當事人是否實際知悉乃檢察官需舉證證明之事項，後續實務如何

運作有賴實務上繼續綜合直接、間接(包括情況證據)，並衡諸經驗法則，依據事實

加以認定。亦有認為修法後，將能使內線交易的認定更加嚴謹、明確，此將加重

檢察官的舉證責任，改善現行內線交易的起訴和判刑案件比例相差懸殊的弊病48。 

     修法後我國實務判決仍採前述相同見解，僅比較新舊法而已，而我國關於內

線交易是否需「獲悉」或是「利用」？學者間有不同見解，實務亦未有定論，已

如前述，從比較法來看行為人是否「知悉」該重大消息即可或是應為「利用」？

本文將於後續章節討論美國為解決持有與利用的爭議增訂 Rule10b5-1，及歐盟和

英國法之「利用」方構成內線交易，加以研究論述。 

 

三、意圖營利是否為一主觀構成要件要素？ 

   

    另一爭議點為，內線交易是否以意圖獲利為必要？如前述實務上多數見解認

                                                 
46 陳彥良（2011），〈歐盟、德國內線交易法制發展-兼論臺灣內線交易規範〉，《中正大學法學

集刊》，第 32 期，頁 119-120。同此見解劉連煜，同註 38，頁 83-85。 
47 賴英照同註 5，頁 533-535；劉連煜，同註 5，頁 306；林國全(2010)，〈2010 年 5 月證券交易法

修正評析〉，《臺灣本土法學》，第 155 期，頁 13；林孟皇(2010)，〈內線交易重大消息的明確性

與實際知悉-2010 年新修正內線交易構成要件的解析〉，《月旦法學雜誌》，第 183 期，頁 15；林

仁光同此見解，2010 年 7 月 15 日財經法研究會第一講講題:新修正證券交易法有關內線交易規定

之剖析(草稿)。 
48 經濟日報╱記者楊毅／臺北報導，2010 年 5 月 4 日，

http://udn.com/NEWS/FINANCE/FIN10/5575579.shtml( 後瀏覽日:2010/06/11)。工商時報，記者薛

孟杰／臺北報導，http://news.chinatimes.com/politics/0,5244,50203500x122010050400138,00.html(
後瀏覽日:201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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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只要符合「獲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及「在該消息未

公開前，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買入或賣出」此二要

件即可成立內線交易，「是否有藉該交易獲利或避免損失之主觀意圖，應不影響其

犯罪之成立；且該內部人是否因該內線交易而獲利益，亦無足問，從抽象危險犯，

基於保護市場誠信的前置化措施，本不以獲利或規避損失意圖為必要，另從法條

文義上亦無「意圖…」之文字亦可為佐證。 

 

第四目  客觀構成要件：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或支付

本息能力之消息 

 

一、影響股價的重大消息之明確      

 

  （一）重大消息之認定 

 

    重大消息之認定為實務上內線交易案件審理時檢辯攻防最激烈之處49，95 年 1

月證交法修正，授權主管機關訂定重大消息之範圍及其公開方式等相關事項，以

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及「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50（下稱金管會）於 95 年 5 月 30 日發布訂定「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

四項重大消息範圍及其公開方式管理辦法」51（下稱重大消息管理辦法）加以規制，

99 年 6 月修法於第 157 條之 1 增列第 2 項普通公司債內線交易規範機制，同條第

6 項亦規定「第二項所定有重大影響其支付本息能力之消息，其範圍及公開方式等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金管會因應新法之修正而於同年重新修訂52。

                                                 
49 關於重大消息詳細實證分析，見莊嘉蕙(2009)，《內線交易之實證研究》，頁 160-208， 國立交

通大學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科技法律組碩士論文，及張瑞玲，同註 4，頁 59-131。 
50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101 年 7 月 1 日改名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http://www.rdec.gov.tw/ct.asp?xItem=4538275&ctNode=11577&mp=14（ 後瀏覽日：2012/07/11） 
51 2006 年 5 月 30 日發布。 
52 2010 年 12 月 22 日金管會證交字第 099007086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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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該重大消息管理辦法分別針對「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之消息」或「該證券之

市場供求之消息」為例示與概括規定，並適用不同的公開方式53。而重大消息既將

涉及「該證券之市場供求之消息」納入，則不應以內部資訊為限，外部資訊亦應

納入，且 91 年修正時即以將公開收購納入重大影響股價之消息，95 年修法於立法

理由中更將「公共政策」如已涉及市場供求，且對於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

當投資人之投資決策有重要影響者亦納入重大消息。但該重大消息管理辦法並不

拘束法院，實務上於力晶併旺宏內線交易案第一審判決中，法院即認為雖符合該

辦法第 2 條之公司取得或處分重大資產者，而為該辦法所稱之重大消息所涵蓋，

但仍應進一步就處分之情形及實質影響加以評析54。 

    就重大消息有無「成立」之時點，前述重大消息管理辦法表達了主管機關金

管會的意見，該辦法第 5 條以「成立」及「日期在前」為準，且由該條規定包括

「事實發生日」、「協議日」、「簽約日」、「審計委員會或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

足資確定之日」等，可知證券主管機關採取重大消息有成立時點的見解。而該辦

法於 99 年修正時第 5 條之說明欄更載明，所謂重大消息應係以消息對於投資人買

賣證券之影響程度著眼，衡量其發生之機率及對投資人投資決定可能產生的影響

作綜合判斷，而不以該消息確定為必要，故將「其他足資確定之日」改為「其他

依具體事證可得認定之日」，以避免外界錯誤解讀重大消息須確定始為成立。是就

證券主管機關而言，其認重大消息有成立之點，但無確定之時點。 

 

（二）學說及實務 

 

    學者有認55從 76 年立法理由載明我國法制係採美國立法例來看，美國法上所

發展出之判斷標準亦可資參考，如 TSC v. Northway 案，聯邦最高法院提供一判斷

                                                 
53 依該重大消息管理辦法第 5 條，前者公開方式是經公司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後者公開方式較

多種，包括經公司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或是登報等方式。依主管機關之見解，之所以如此分類是認

為前者是公司所得決定或掌控之事項，後者為公司所無法決定及掌控之事項。 
54 見表二編號 69，力晶併旺宏案，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97 年度矚訴字第 2 號，本件判決針對重大消

息之認定有細膩之分析。 
55 劉連煜，同註 5，頁 12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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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即一項未經公開之消息，假如一位「合理之投資者」知道這項消息，在其

為投資決定時，「非常可能」會認為此項消息，對於投資決定會有重要影響，則此

一消息即為重大消息，另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Basic Inc., v. Levison 案的見解係

以消息對投資人買賣證券的影響程度著眼，衡量交易可能完成的機率，及完成後

對投資決定可能產生的影響程度，即以「資訊之可靠性」、「對價格影響之明確程

度」等認定標準56，相同之事件，來自公司內部的消息相較由投資者或競爭者之推

測，更具重大性；訊息對價格影響愈直接明確，越可判定重大性，反之若對價格

之影響尚不明確，則應等待一段時間或蒐集更多相關資料再為判斷。且消息是否

重大的判斷時點，自應以獲悉消息時為準，而非以事後股價是否發生變動為準，

亦即只要該消息在獲悉時，一般理性投資者均認為極可能影響到其買賣股票的意

願時，即屬重大消息57做綜合判斷，而非單純以尚未完成特定的程序，即否定其為

重大消息的性質。 

     因此有學者認為58消息成立之判斷，應依個案情形分別認定之，即設想交易

主體在實際情形下，對該消息的掌握程度、對消息影響力之主觀認定，以及利用

消息之可能性，綜合判斷為宜，任何重大消息都有它形成過程，且牽涉高度事實

認定，從貫徹禁止內線交易的目的而言，應以特定消息在其形成過程中，依其個

案具體情形，是否對投資人的投資決定具有重大影響、行為人對消息之掌握度及

對消息之影響力等做綜合判斷。如固守僵硬的基準，認為凡程序尚未完成，消息

尚未確定者，消息尚未成立，因此均非內線消息，顯然過於僵化甚至導致有影響

力之內部人故意延遲消息「成立」的時點，為內線交易的操作預留更多空間。此

種結果，顯與立法意旨相違背。畢竟「消息」（information）與事實（facts）不同，

就我國實務情形而言，在判斷特定交易完成的機率時，並應注意行為人對該項交

易能否完成所具有的影響力。例如行為人為大股東，對公司董事會是否做成決議，

                                                 
56 王文宇（2008），〈認真地對待資訊：論內線交易之判斷標準與預防措施〉，《月旦法學雜誌第 155
期》，頁 213。 
57 林孟皇，同註 37，頁 56。  
58 賴英照，同註 5，頁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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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舉足輕重的力量，則不待董事會的召開，行為人已可確定特定交易必將完成，

此時如仍相信董事會尚未召開，消息尚未成立，實無法貫徹防制內線交易的目的。 

    實務就重大消息之認定，有認為59應以「重大消息『成立』」為要件，主要是

立基於證券主管機關前述之重大消息管理辦法；亦有認不應以「重大消息『成立』」

為要件，因「獲悉『於某特定時間內勢必成為事實』的重大影響股價消息時，即

不得買賣股票，『不須待此訊息在特定時點成立或確定為事實後，方認內部人始有

知悉之可能性』」60，亦曾以「可能性/影響程度」來認定重大消息61，亦有採「綜

合認定說」62，在明基更提出應參考「產業基準」及「專業用語基準」及該消息之

形成、演變過程，而在相關的民事損害賠償案63，法院對於成立時點的認定，亦以

最早能具體認定前開之交易對象及交易內容（包括標的、買賣金額）及確實交易

之履行必然性時點即足當之（就我國實務而言，在判斷特定交易完成之機率時，

並應注意行為人對該項交易能否完成所具有之影響力。     

 

 （三）99 年修法 

 

99 年 6 月參考歐盟立法及實務，修正為重大消息「明確」(precise)64與「具體

內容」等認定標準，立法目的主要在於導引(guide)執法機關在舉證上必須明確且審

慎為之，有認為新法對於重大消息的具體判斷將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65，認為美國

法 Basic 案所建立之「可能性/影響程度」標準，某種程度會受到限縮適用。但亦

                                                 
59 如表二編號 3 精英電腦案，表二編號 48 臺灣櫻花案。 
60 陳月秀（2008），〈公開收購前內線交易重大消息之認定時點〉，《萬國法律》，第 158 期，頁 9，

此亦為實務所支持，如表二編號 31 訊碟案、編號 67 臺開案。 
61 如表二編號 47 中華映管案。  
62 如表二編號 57 智基科技案，其認應綜合斟酌未揭露消息之重大性、具體性及發封可能性，就重

大影響股票價格消息之「成形」(非「成立」或「確定」)之時點進行較務實及彈性之認定。 
63 廣大興業案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1 年重訴字第 1596 號、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金上字

第 13 號及 高法院 96 年臺上字第 1244 號，刑事部分見表二編號 13。 
64 修正理由以歐盟為例，提出三個判斷標準，1.有可靠且客觀存在之事證證明該資訊並非謠傳；2.
如該資訊涉及一段過程，過程中有不同階段，則每一階段或整個過程皆可被視為具有性質明確的資

訊；資訊不需要包括「所有」相關資訊才會被視為「明確」。 
65 劉連煜，同註 5，頁 115、307-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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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認為66「在消息明確後」依立法理由所參照的 2003 年歐盟內線交易指令用語

「precise nature」，係指「性質明確」，亦即該消息具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

「性質明確」，而非意指該消息「確定、成立」。亦即，增列消息「明確後」，回歸

法律實務面，僅就文字修改，未實質觸及目前實務上爭議最多的重大消息究竟何

時成立之問題，最後還是要回到個案的判斷。另有學者提及，歐盟之「明確」定

義係在歐盟法下使用於一般行政責任之情形，我國卻使用在民事及刑事責任，是

否妥當有待全面觀察67。且有實務家提出臺灣司法實務已經如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一樣採取「個案特定事實調查」與「綜合權衡」的方式，判斷行為人在個案中實

際所知悉的消息內容，是否符合消息重大性的要件，亦即取決於個案具體事實的

綜合權衡，而非僅藉由單項客觀指標作判斷，而主張修法後不會影響實務判斷標

準68。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69已有認此屬定在構成要件要素上有限縮內線交易之

成罪空間，應以刑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比較新舊法，並據此作為廢棄下級審判決

之理由之ㄧ，未來我國實務如何在具體個案上細緻探究重大消息之明確程度，值

得加以觀察。 

    本文認為重大消息發生之時點，及內部人何時獲悉此消息，自應綜合相關事

件之發生經過及其結果，為客觀上之整體觀察，以為判斷。倘就客觀上觀察，重

                                                 
66 林國全，同註 30，頁 13；賴英照，同註 5，頁 527；郭土木亦認為，用語有異但解釋上兩者並

無不同，見其 99 年於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講義，頁 39。 
67 曾宛如（2010），〈新修正證券交易法-資訊揭露、公司治理與內線交易之改革〉，《臺灣本土法學》，

第 155 期，頁 26。 
68 林孟皇，同註 47，頁 154。 
69 如表二編號 72 力特光電案， 高法院 100 年度臺上字第 2565 號判決，編號 42 宏巨建設案，

高法院 100 年度臺上字第 380 號判決，此兩個 高法院判決，係不同庭作成，是否將成為多數見解，

實值觀察，且這兩個判決係皆以「1.將內部人就重大消息之主觀上認知程度，由「獲悉」改為「實

際知悉」（新修正條文第一項）。2.將應予公布並禁止內部人於一定期間內交易之重大消息形成階

段，規定至「消息明確」之程度（新修正條文第一項）。3.增加內部人無論以自行或以他人名義，

均不得在重大消息公開前或沈澱期內買入或賣出規定（新修正條文第一項後段）。4.將對股票價格

有重大影響之重大消息，明定須有「具體內容」（新修正條文第五項）。上開修正已涉及構成要件

之擴張（擴大內部人範圍）、限縮（「獲悉」改為「實際知悉」、重大消息必須「明確」、重大消

息必須要有「具體內容」等），自屬刑法第二條第一項所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之情形，似非單純

之文字修改」，編號 78 琨詰案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金上更(一)字第 6 號及編號 68 泰偉案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 97 年度金重訴字第 8 號判決亦同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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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消息所指內涵於一定期間必然發生之情形已經明確，或有事實足資認定事實已

經發生，而內部人已實際上知悉此消息，自不能因公司或其內部人主觀上不願意

成為事實，即謂消息尚不明確，或事實尚未發生，或未實際知悉消息之發生，否

則內部人即可能蓄意拖延應進行之法定程序，或利用該消息先行買賣股票，導致

資訊流通受影響，阻礙證券市場公平競爭，而與資訊平等取得原則之立法意旨相

違70，成立之點並非認定事實重點。即重大消息成立時點並非關鍵，重點應在於依

照個案不同事實，判斷行為人從事交易前是否有重大消息存在且尚未公開或尚在

消息公開後的 18 小時沉澱期內71。 

 

第五目  公開前或公開後 18 小時內有買賣行為 

 

    就如何認定為公開，「重大消息管理辦法」第 6 條第 1 項關於公司財務、業務

及影響支付本息能力等重大消息之公開，係指「經公司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此

屬唯一公開方式，依同條第 2 項有關「證券之市場供求」的重大消息，其公開則

指： 

（一）公司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二）在證交所或櫃買中心基本市況報導網站中公告。 

（三）兩家以上每日於全國發行報紙之非地方性版面、全國性電視新聞或前開媒

體所發行之電子報報導；並以派報或電視新聞首次播出或輸入電子網站時點在後

者起算。至於派報時間早報以上午 6 時起算，晚報以下午 3 時起算。 

    另外行政上規範上市公司資訊的公開，仍應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訂定發布之「對

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對上市公司重大訊息說明記者會作

業程序」始可認為已經公開。 

    法院對於是否「公開」，仍欠缺一致性之標準，如經媒體報導，是否即為公開？

                                                 
70 此亦為佳鼎案 高法院 99 年度臺上字第 3770 號所採之見解，見附表二編號 84，佳鼎案。 
71 林仁光（2010），論我國證券交易法增訂內線交易得抗辯條款之可行性-兼論 2010 年證交法有關

內線交易之修正重點，「公開發行公司法制之檢討與展望」研討會（2010 年 11 月 6 日）（初稿），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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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法院對於媒體報導是否構成「公開」，見解不一，有學者72認為從證交法禁止

內線交易之立法目的觀察，消息縱經媒體披露，但在公司證實前，仍屬傳聞，一

般投資人無法判斷事實真偽而作成投資判斷，如此時內部人可主張已公開而加以

利用，恐怕不合內線交易規範目的，是應以公司加以證實為公開的時間點，此見

解亦為臺開案第一審判決所採取，且認記者因囿於截稿壓力往往無法詳加查證，

報導內容恐有疏漏，是以無法作為公開之時點73。近來最高法院74亦有從投資人有

無可能憑藉此公開資訊作判斷，以認定內線消息是否已公開之解釋方式，亦屬的

論。 

等待時間我國原訂為 12 小時，於 99 年修正時，因應實務上運作後發現 12 小

時之沉澱期，公司如於晚上 9 點時公布重大訊息，則內部人即可於次日一開盤即

為買賣，是內部人相較於一般投資人仍屬資訊優勢狀態，操縱重大消息的發布時

間而獲利，是修正為 18 小時，是公司必須在下午 3 點前公開重大訊息，內部人方

得於隔日進行買賣，將有效管控內部人不當謀求利益之情形。 

 

第二款  法律責任分析 

第一目  刑事責任 

刑事責任部分，依現行證交法第 171 條第 1 項、第 2 項及第 5 項之規定，違

反內線交易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000 元以上 2 億元

以下罰金。如其犯罪所得金額達新臺幣 1 億元以上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 2500 萬以上 5 億以下罰金。於犯罪所得利益超過罰金最高額時，得於

所得利益範圍內加重罰金；如損及證券市場穩定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ㄧ。犯罪

後自首、偵查中自白有減輕或免除其刑，另有沒收追徵等行為之規範。而自白減

                                                 
72 詳細討論，見劉連煜，同註 5，頁 122、123 及 290。 
73 見表二編號 67，臺開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5 年度矚重訴字第 1 號。 
74 見表二編號 55，全坤興業案， 高法院 99 年度臺上字第 1153 號判決，本判決亦被 高法院選

為具有參考價值之判決，見 高法院刑事庭所製作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99-100 年）， 高

法院印行，101 年 2 月出版，頁 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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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刑責之規定，於臺開案發揮了相當之功能75。 

    因 93 年 4 月 28 日增訂「犯罪所得金額達新臺幣 1 億元以上」，以達到一定

金額之犯罪所得作為加重條件，因規範未見明確，實務適用上多所歧異76，以下分

述之： 

  

一、客觀處罰要件或是加重構成要件？ 

 

     差異之處在於行為人要不要有故意，於修訂後第一個案件臺開案最高法 

院第一次三審判決77以「……因內線交易罪係以犯罪所得之金額為刑度加重之

要件，亦即以發生一定結果(即所得達一億元以上)為加重之要件，亦即已發生

一定結果(即所得達一億元以上)為加重要件，則該立法理由所載『消息公開後

價格漲跌之變化幅度』，當指計算內線交易之犯罪所得時點，必須該股票價格

之變動與該重大消息之公開，其間有相當關聯者為必要，此為法理上之當然

解釋。…..」似採客觀處罰要件說，臺開案於 101 年 4 月 18 日再度撤銷高院

判決發回更審78，其理由亦以「而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二項之加重內

線交易罪，係以犯內線交易罪，而其犯罪所得金額達一億元以上者，為其要

件，該罪係國家為維護證券交易公平及社會經濟秩序所設之特別加重處罰規

定。其立法意旨，係以犯內線交易罪，而其犯罪所得金額達一億元以上者，

對於股市交易公平及社會經濟秩序之危害較為嚴重，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

乃就此種情形另設規定，並加重其法定刑，以資懲儆。其加重處罰之意義，

在於行為人犯內線交易罪所發生之客觀結果，亦即由法律擬制一定之犯罪所

得金額，作為客觀加重處罰條件，與行為人主觀之惡性無關；故行為人對於

                                                 
75 臺開案被告中蔡○○之自白，讓臺開案的犯罪事實較易浮現，另從實證研究上也發現減輕刑度

規範對於法院之量刑已生一定影響，確實對於偵審程序之順利進行，有所助益，見莊嘉蕙，同註

49，頁 133-134。 
76 顧立雄、陳一銘（2008），〈論內線交易犯罪所得之相關問題〉，《萬國法律》，161 期，頁 60。 
77 見表一編號 67，臺開案， 高法院 96 年度臺上字第 7644 號判決。 
78 見表一編號 67，臺開案， 高法院 101 年度臺上字第 185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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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罪關於「犯罪所得金額達一億元以上」之要件，是否具有故意或認識（即

預見），並不影響該罪之成立。」。至此，實務上見解似趨定論，本文認為，

由此項規定主要係在維持市場公平性的觀點來看，亦認採客觀處罰要件說為

宜。 

 

二、犯罪所得金額應如何計算？ 

 

 （一）是否應扣除成本？ 

 因為本項立法為獨特之立法，比較法上無法援引外國學說及實務見 

解相佐，犯罪所得是否要扣除成本，目前實務多數以立法理由為據，認為

應扣除「成本」79，所謂成本即「買時每股價格乘以股數」加上「證券交易

稅」及「手續費」。 

 

 （二）計算基準時點，採「實際所得說」或「擬制所得說」80？ 

     就計算基準時點，目前實務主要有兩種見解，一是「賣時每股價格」 

81，即「賣時每股價格乘以股數」減去「成本」，即買賣間的差額（下稱差

額說）如臺開案幾次高院判決，另一個是「市場合理基準之交易價格」82，

即「市場合理基準之交易價格乘以買進股數」減去「成本」（下稱擬制易所

得說），如臺開案第一審判決，所謂「市場合理基準之交易價格」係重大消

息公開後十個營業日收盤均價（下稱十日均價），理論基礎在於，重大消息

的影響僅在十個營業日內，而十個營業日後依證券交易實務，股票價格將

回歸基本面。   

                                                 
79 表二編號 67，臺開案，於其 新之 高法院判決已明確採差額說， 高法院 101 年度臺上字第

1857 號判決，臺開案檢察官起訴時認為不必扣除成本。 
80 賴英照，同註 5，頁 558。 
81 表二編號 67，臺開案，臺灣高等法院 96 年度囑上重訴字第 17 號刑事判決，編號 18 順大裕案，

高法院 93 年度臺上字第 2885 號刑事判決亦同此解，此係就本案股價於重大消息公開後上漲而言。 
82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5 年度囑重訴字第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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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開案最新第三審判決83可認實務對於此問題有初步回應「內線交易罪

係以犯罪所得金額達一億元以上，作為加重處罰之要件，則前揭立法理由

所稱「消息公開後價格漲跌之變化幅度之差額」，應與計算內線交易犯罪

所得有重要關係，且必須該股票價格之變動與該重大消息之公開，其間具

有相當因果關聯為必要。若該股票價格之漲跌變動係基於其他經濟上或非

經濟上因素所導致，而與該重大消息之公開並無相當因果關聯者，即不能

以該漲跌變動後之股票價格，作為計算內線交易犯罪所得之依據…」指責

原審判決直接把被告等不同時點賣出之成交價格直接扣除成本，作為計算

犯罪所得基準不符立法理由，且有違刑罰公平原則及法定刑加重要件明確

性之要求，似在採取前說的基礎上，要求股票價格之變動與該重大消息之

公開之關聯性做補充論述。 

 

三、正犯間犯罪所得是否應合併計算？  

 

第 171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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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犯罪所得是否與共犯合併計算，實務上

目前亦尚無確定之見解可循，臺開第一審判決認因「行為人各自出資，自負

盈虧」、「且共同正犯本質上為刑罰權之擴張，如立法上未明示，應個別計算」，

採否定見解，二審判決則採肯定之見解，其主要理由係援引最高法院 64 年臺

上字第 2613 號判例及其他相似判決作為依據，該判例指出「共同正犯，應對

犯罪之全部事實負責，原判決既認上訴人等為共同正犯，則就所得財物應合

併計算，全部追繳沒收，方為適法（參照司法院 2024 號解釋）」，最高法院雖

撤銷高院判決，但未就共犯所得是否應合併計算表示見解，作為發回之理由。

學說上亦有認為84從加重處罰之立法目的而言，應合併計算內線交易所得，否

                                                 
83 附表二編號 67， 高法院 101 年度臺上字第 1857 號判決。 
84 劉連煜（2009），〈內線交易理論與內部人範圍〉，《新證券交易法實例研習》，頁 407，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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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能產生被告以事先規劃有數個共犯分攤幾千萬所得，而逃脫加重規定。 

本文認為，雖認定被告等為共犯，但被告間對其他人買賣股票之時間

點、帳戶並無支配性及控制力，在本條項採客觀處罰條件下，如合併計算所

導致之刑度將可能使內線交易行為人之刑度，已與重傷致人於死最低法定刑

相同，雖經濟刑法處罰目的與傳統刑罰相異，但其惡性是否如此重大，亦值

商榷，且如事先規劃數個共犯分攤犯罪所得之情形，亦可經由查緝資金流向

加以確認是否實質上為同一人所控制，此外實務上亦有個別計算之案例，如

勁永案一審判決85，是以本文認宜採個別計算說。 

 

第二目  民事責任 

 

就民事責任部分，依第 157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違反內線交易禁止規定者，

對於當日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買入或賣出該證券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十個營

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負損害賠償責任；其情節重大者，法院得依善意從事

相反買賣之人之請求，將賠償額提高至三倍；其情節輕微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

額。」，另依同條第 4 項規定：「第 1 項第 5 款之人，對於前項損害賠償，應與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提供消息之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但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提

供消息之人有正當理由相信消息已公開者，不負賠償責任」，本項前段規定屬民法

第 272 條之法律明文規定連帶債務之情形，即消息受領人應與消息傳遞人負連帶

賠償責任，另後段但書規定，提供消息之內部人若有正當理由相信內線消息已公

開者，解釋上亦可免責。 

請求權人為當日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86，賠償義務人為獲悉未公開的內線消

                                                                                                                                               
元照，增訂 7 版。 
85 表二編號 62，勁永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4 矚訴字第 1 號。 
86 實務上曾有認經紀商得為請求權人， 高法院 97 年度臺上字第 1999 號（順大裕案民事判決，

刑事部分見附表二編號 4、7、18 及 19）已明確表示只有委託經紀商買賣的善意投資人可以求償，

至於以行紀關係受託買賣的經紀商，則無求償權。公司負責人爲謀求私人利益擅自利用公司未公開

之重大消息為內線交易，應屬忠實義務之違反，依公司法應對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此時公司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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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後（或公開後 18 小時內），買入或賣出股票、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或賣

出公司債之人（第 157 條之 1 第 3 項），及為其提供內線消息之內部人，我國的內

部人包括：1.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及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受指定

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2.超過 10％股東 3.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

4.喪失上開身分後未滿 6 個月而為交易之人 5.從前 4 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之人。 

如數人共同為內線交易，應否負連帶責任？依美國法，除非被證明其違法行

為非出於故意，否則應負連帶責任，我國證交法除 157 條第 4 項規定消息提供人

與消息受領人應負連帶責任外，其餘情形依民法 272 條規定，不須負連帶責任；

實務上亦採此解。訊諜案董事長及其配偶成立內線交易，但民事賠償部分未負連

帶責任，該二人則另與消息受領人共負連帶賠償責任，爲保護投資人權益，有關

規定應予檢討。解釋上原告無須證明交易因果關係及損失因果關係，此點我國與

美國法上原告應證明其損失與違法行為之間有因果關係不同87。 

民事賠償金額，我國規定於「情節重大」時，得將賠償額提高三倍，於廣大

興業案法院就「情節重大」，提出「內部人有以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

為或以股價操縱行為從事短線交易」、「行為人於該內部人交易之遂行，有積極加

工行為，例如行為人故意以特別之手段延緩內部消息之公開」之判斷標準，並認

被告等有掩飾重大訊息之行為至破壞證券市場之公正性及健全性，而認其「情節

重大」88，於訊碟案89法院以被告等有積極加工之行為，而認有情節重大之情形，

學者90亦贊同此解，惟認為如被告於刑事偵查中已自白犯罪，並已自動繳交犯罪所

得，且被告係為規避損失而非積極創造獲利等，其情節可認非重大。 

另外本法所規定三倍賠償之規定，具有懲罰性之性質，此種與美國法不同，

                                                                                                                                               
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ㄧ項求償，而非證券交易法第 157 條之 1，是以內部人任職之公司無法依本條

向該內部人求償，學者劉連煜也採相同見解，參閱劉連煜（2007），〈證券商是內線交易請求權人？

-- 高法院民事判決九五年臺上字第二八二五號簡評〉，《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95 期，頁

239-244。 
87 賴英照，同註 5，頁 568。 
88 廣大興業案，同註 63。 
89 訊碟案，民事賠償部分，見板橋地院 93 年度金字第 6 號民事判決，刑事部分見表二編號 31。 
90 劉連煜，同註 5，頁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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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三倍賠償係行政罰款（civil penalty）歸於國庫，而非賠償原告，民事賠償之

目的應在懲罰違法者，而不是讓原告獲得額外的收入，立法論上實有檢討之空間，

惟不論罰款或賠償，被告均須付出鉅額資金，如能確實執行，應具有嚇阻違法的

作用。制度設計上，我國法三倍賠償的資金，如能用於健全證券市場的公益用途，

似更符合立法目的。 

 

第二節  我國內線交易之實務成效 

第一項 目前執行成效 

金融犯罪因具有卷證資料的浩繁、法律規範之不明確、結構性、智力型與財

產上之職業犯罪、案件的高度社會矚目、偵審人員專業能力不足及公正專業鑑識

機制有待建立而面臨窘境91，我國金融犯罪之偵審尤其內線交易向來為人所詬病。 

依國內文獻實證研究92，我國內線交易刑事案件多繫屬在臺北地院審理，且上

市公司之案件為上櫃公司之 2 倍左右，就行為主體而言，實務研究亦證實了本條

第 1 項第 1 款之內部人違反內線交易之案件最多，行為客體幾乎皆為上市櫃公司

之「股票」，較少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被告行為在 90 年 1 月 14 日前者，

因當時法定刑為「2 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宣告刑多在「6 月以下（罰金刑）」與

「7 月至 1 年」最多；行為時為 90 年 1 月 14 日修正後至 93 年 4 月 29 日間，當時

法定刑為「7 年以下有期徒刑」，實務上法院宣告刑度均在有期徒刑 2 年以下；93

年 4 月 30 日以，因法定刑度為「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7 年以上有期徒

刑」，相較之前，出現量刑有期徒刑 3 年以上之情形，但就加重刑罰以遏止內線交

易發生率，成效仍有待觀察，實證研究上亦證實無罪比率高達 64.75%，且認罪率

極低，此與一般認知相同；相對照金管會93證期局之重大證券犯罪其起訴及判決一

覽表，後者顯示於有罪判決所示之刑度較重，除了因選取範圍後者到 98 年 12 月

                                                 
91 林孟皇，同註 37，頁 64-76。 
92 莊嘉蕙，同註 49，頁 79-84、125、132-134，該論文統計至 98 年 3 月 31 日止。 
93 行政院金融管理委員會證期局，業務主題專區，重大證券犯罪其起訴及判決一覽表， 
http://www.fsc.gov.tw/Layout/main_ch/sitemap.aspx?frame=5（ 後瀏覽日：2012/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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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止外，也因為金管會把所有證券犯罪類型都包括在內，而且僅顯示主文所示

之刑，於遇到有 95 年刑法修正前牽連犯之情形，可能因為同犯他罪而處以較重之

刑，本文認為前者之分析就內線交易而言，較具參考性。 

    而從實證研究中亦可知被告之主要抗辯在於「重大消息」、「獲悉」及「犯意」

之構成要件上，總計佔法院無罪理由之 77.03%，此亦為法院和檢察官主要之歧見

所在，且亦為一、二審見解不同時，改判被告有罪或無罪之原因，實證研究上被

告主張系爭消息非重大消息多非為有效之抗辯，法院採信比例為 25.49%，但就重

大消息是否有成立或確定之點，實證研究也顯示法院標準浮動，將使檢察官在盡

舉證責任時無所適從，亦會造成公司內部人在決定是否買賣時有所猶豫；而就行

為人之主觀要件，因檢察官無法舉證故意及獲悉，法院為無罪判決之比例為 28.24%

及 34.43%94。 

 

第二項  判決實證研究分析 

 

本文欲分析我國實務判決對於證券交易法之立法目的及保護對象是否有共通

之處，實務上曾提出之免責抗辯有哪些種類？是否被採納？從司法院法學資料檢

索系統中，以關鍵字「內線交易&第一百五十七條之ㄧ」、「內線交易&第 157 條之

1」及以關鍵字「內線交易-第一百五十七條之ㄧ」、「內線交易-第 157 條之 1」做交

叉比對95，並參考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與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下稱投保中心)公布

之「證券市場不法案件」之整理96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公布

之「重大證券犯罪起訴及判決情形一覽表」97以補遺，搜尋至 101 年 4 月 30 日止，

僅以內線交易為研究範圍，行為人有複數犯行，則僅就其中牽涉之內線交易部分

                                                 
94 同註 49，頁 140-142。 
95 此部分實證方法參考莊嘉蕙，同註 49，頁 79-84。 
96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與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公告訊息/團體訴訟及仲裁/證券市場不法案件，

http://www.sfipc.org.tw/main.asp( 後瀏覽日:2012/05/11) 
97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業務主題專區下公布之「重大證券犯罪起訴及判決情形

一覽表」，http://www.sfb.gov.tw/ch/( 後瀏覽日:2012/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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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研究，搜尋到適合分析的判決，如表二共 91 件。 

 

                    表二：內線交易刑事判決統計表98 

 

編

號 

公司名稱 犯罪終

了時間 

地院案號 高院案號 最高法院

案號 

備註 

1 臺灣煉鐵

公司案 

 有罪，臺北

78 易 103 

高院 78 上

易 2428 

 確定 

2 新藝纖維 820524 有罪，臺南

88 易 1138  

維持，臺南

高分院 89

上易 345 

 確定 

3 精英電腦 841029 無罪，臺北

89 訴 1508  

維持，高院

91 上訴

1399 

 確定 

4 順大裕 850408 無罪，臺中

88 易 36 

 

維持，臺中

高分院 88

上易 2726 

 

 

確定 

5 正義食品 851107 有罪，高雄

89 易 4960  

高雄高分

院 90 上易

867 

 撤回上訴 

6 南港輪胎 860429 無罪，臺北

87 易 3747  

改判有

罪，高院 89

上易 4472 

駁回上

訴，91 臺

上 6500

（以不符

上訴第三

確定 

                                                 
98本表所研究的對象，以起訴範圍有含內線交易犯行者為限，附表中「確定」指整個案件包括內線

交易及非內線交易部分都確定。「有罪」或「無罪」則僅指內線交易部分，所以可能產生表中列無

罪，但實際上可能因操縱股價、背信等他罪被判有罪。如為確定之案件，則以該確定終審判決為研

究對象，如尚未確定，則以 近一次判決為研究對象，如未表示意見，則再往前推一個判決為研究

對象，如高院或地院就確定，即以審級較高之判決為研究對象。89 年修法前終審法院為高等法院，

故以高等法院的見解為主要研究的對象，修法後則以 高法院所表示之意見為主要研究對象。如果

終審相同，則合併論述，如編號 11 臺灣日光燈案。與內線無關者則後續判決因不在論文本文研究

範圍，不納入論文本體之附表中，如編號 18 順大裕案。在 89 年修法前，內線交易部分因無法上訴

第三審， 高法院無法表示見解，但亦有因數罪而上訴 高法院的判決，或檢察官上訴 高法院誤

判，而屬不生效力之判決，後者如東隆五金案之 高法院 91 年臺上字第 3037 號判決，雖屬無效判

決，但該判決揭示了 高法院關於內線交易之基本立場與態度，而為後續的判決所引用，詳如後述，

亦深值參考。如因數罪相牽連而上訴 高法院之案件，如 高法院判決撤銷發回意旨與內線交易無

關，後續之高院及 高法院判決則不在研究之列，89 年修法前發生之內線交易案件， 高法院判

決少見關於內線交易法之實質論述。如內線交易部分已判決確定，其他犯行則尚未確定，則以內線

交易判決確定之判決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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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要件程

序駁回上

訴） 

7 順大裕99 860311 部分行為人

有罪部分無

罪，臺中 88

訴 528  

皆改判無

罪，臺中高

分院 90 上

重訴 20 

內線交易

部分駁回

上訴，93

臺上 2886

確定 

8 順大100 860311 內線交易部

分無罪，臺

中 91 重訴

1028  

維持內線

交易部分

無罪，臺中

高分院 93

金上重訴 5

 確定 

9 太欣半導

體 

860723 無罪，臺北

89 易 1110 

維持，高院

92金上易 1

 確定 

10 臺鳳 870629 黃○宏內線

交易有罪，

臺北 89 訴

302 

內線交易

部分因與

操縱市場

牽連犯，從

一重處

斷，高院 92

金上重訴 5

撤銷，95

臺上 1220

 

高院 95 金上重

（一）2→最高

100 臺上 775→ 

高院 100 金上重

更（二）7 審理

中，目前於高院

審理中 

11 臺灣日光

燈 

870526 無罪，臺北

88 訴 849、

臺北 88 訴

178 

維持，高院

95 金上重

訴 2 

 確定 

                                                 
99 就內線交易部分，一審僅許 O 賢、王○泉及洪○興受內線交易之處罰，其中許 O 賢受委託下單

之人，王○泉及洪○興為提供帳戶之人，許○賢判處有期徒刑 1 年，王○泉及洪○興罰金 5 萬元（洪

○興未上訴），許 O 賢、王○泉上訴後經二審改判無罪，並經三審駁回上訴確定，之後之裁判臺中

高分院 93 金上重更（一）34 → 高 94 臺上 4383→臺中高分院 94 金上重更（二）49→ 高 97
臺上 4497→臺中高分院 97 金上重更（三）53→ 高 99 臺上 3300→臺中高分院 99 金上重更（四）

21，與內線交易無關，本案已全部確定。 
100 本案內線交易部分無罪，有罪部分係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二審並加重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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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萬有紙廠 870626 內線交易部

分無罪，雲

林 88 易 580 

維持，臺南

高分院 92

金上重訴

1450 

 

許○有、陳

○容及蘇

俊哲部分

撤銷發

回，其餘

被告上訴

駁回（包

括內線交

易部分無

罪確定）

97 臺上

1688 

臺南高分院 97 金

上重更（一）

172→最高 99 臺

上 8070→臺南高

分院 100 金上重

更（二）5 審理中

13 廣大興業 870404 有罪，臺北

89 易 1933  

撤銷，仍有

罪，高院 91

上易 1604 

駁回上

訴，94 臺

上 6382

（以其屬

不得上訴

第三審之

罪） 

確定 

14 東隆五金 870925 無罪，臺北

88 訴 292  

維持，高院

88 上重訴

39（內線交

易部分至

此確定） 

撤銷發

回，91 臺

上 3037

（嗣經最

高 93臺上

2443 指明

內線交易

部分不得

上訴，故

本判決及

高院 91上

重更（一）

25 為無效

判決） 

高院 91 上重更

（一）25→最高

93 臺上 2443、

2444 確定 

15 味全食品 871014 無罪，臺北

91 易 1296  

撤銷改判

有罪，高院

92上易 560

 確定 

16 東隆五金 871014 無罪，嘉義

90 易 383  

維持，臺南

高分院 90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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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易 1740 

17 福懋油脂 871113 無罪，臺北

89 訴 241  

維持，高院

91 上訴

552（內線

交易部分

至此確定）

撤銷發

回，95 臺

上 2494

（與內線

交易無

關） 

 

確定 

18 順大裕 871124 有罪，臺中

92 金重訴

1136  

維持，臺中

高分院 93

金上重訴

22 

撤銷發

回，93 臺

上

6014(與洗

錢之犯罪

所得計算

有關，但

與內線交

易無關） 

臺中高分院審理

中 

 

19 啟阜建設 871225 無罪，臺中

90 重訴 44  

維持，臺中

高分院 93

金上重訴 9

 確定 

20 中國人造

纖維(中纖) 

871230 無罪，臺北

94 訴 1152 

高院 96 上

訴 3491 

 本案暫停審判 

21 尖美建設 880122 有罪，高雄

90 訴 2171 

高雄高分

院 91 上訴

1139 

 

 

撤回上訴 

22 中強電子 880331 有罪，臺北

96 簡 1163 

  確定 

23 楊鐵工廠

(國豐集團) 

880628 無罪，臺北

91 訴 9  

內線交易

部分改判

有罪，但因

牽連關係

依較重之

罪處斷，高

院 93 金上

重訴 4 

撤銷發

回，96 臺

上 5055 

 

高院 96 金上重更

（一）56 維持第

一審判決→最高

98臺上 1122撤銷

發回→高院 98 金

上重更（二）11

維持第一審判決

→最高 98臺上 59 

59，上訴駁回，

已無罪確定 

24 大穎企業 880901 王○建有罪 維持，高院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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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陳○典

公訴不受

理、陳○耀無

罪，臺北 92

易 395  

93 金 上易

1  

25 晶華證券 881129 無罪，臺北

93 訴 1549  

維持，高院

95 上訴

2073 

 確定 

26 百成行 890331 無罪，高雄

94 訴 2791  

高雄高分

院 96 上訴

294 

駁回上

訴，98 臺

上 6604  

確定 

27 尖美建設 890417 無罪，高雄

95 金重訴 1 

高雄高分

院 97 金上

重訴 6 

駁回上

訴，99 臺

上 2064 

（程序上

駁回，內

線交易屬

不得上訴

三審案

件） 

確定 

28 皇旗資訊 890824 內線交易部

分均無罪，

板橋 92金重

訴 4  

其中黃○川

內線交易

部分改判

有罪，高院

96 金上重

訴 23、24 

部分撤銷

發回， 

99 臺上

923 

 

高院 99 金上重更

（一）3→最高

101 臺上 470→高

院 101 金上重更

（二）3 審理中 

29 皇旗資訊 890824 無罪，板橋

92 金重訴 5 

維持，高院

96 金上重

訴 23、24 

 確定 

30 彥武企業 891006 無罪，高雄

91 重訴 45  

高雄高分

院 97 金上

重訴 5 

部分撤銷

發回，100

臺上

5630(撤銷

原因與內

線無關) 

高雄高分院審理

中 

31 訊碟 891026 有罪，板橋

92 金重訴 2 

維持，高院

92 上重訴

66 

部分駁回

部分撤銷

發回，94

高院 94 上重更

（一）18→最高

95臺上 3190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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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上 1433

（陳政宇

撤銷，其

餘呂學仁

及呂陳慧

晶確定） 

確定 

32 中華開發

（劉○英

案） 

891231 無罪，臺北

92 矚重訴 2

（內線交易

未上訴確

定）  

高院 95 矚

上訴 3 

97 臺上

6118（撤

銷原因與

內線交易

無關） 

確定 

33 東榮纖維 900323 無罪，臺南

91 訴 348 

撤銷改判

有罪，臺南

高分院 92

上訴 1276 

 

撤銷發

回，96 臺

上 2587 

臺南高分院 96 重

金上更（一）

212→ 最高 96 臺

上 4645→  臺南

高分院 96 年重

金上更(二) 368 

確定 

34 和旺建設 900328 有罪，高雄

93 金訴 2  

撤銷，仍有

罪，高雄高

分院 96 金

上訴 3 

 確定 

35 致福公司 930227 有罪，臺北

93 簡 475， 

  確定 

36 大華建設 900530 有罪，臺北

94 訴 1324 

撤銷改判

有罪，高院

96 上訴

3015 

撤銷發

回，99 臺

上 4781 

高院 99 重金上更

（一）10 審理中

37 耀文電子 900608 無罪，臺北

91 訴 845  

維持，高院

92上訴 605

駁回 

 確定 

38 百成行 900816 有罪，不得

上訴，臺北

92 簡 4270  

  確定 

39 華特電子 901109 無罪，高雄

92 訴 2766 

維持，高雄

高分院 94

上訴 674 

撤銷發

回，98 臺

上 1606  

高雄高分院 98 

重上更(一) 字 

33 （有 2 件判決）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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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千興不銹

鋼 

910107 有罪，臺南

94 訴 1183 

撤銷，臺南

高分院 95

上訴 357 

撤銷發

回，98 臺

上 1850 

 

臺南高分院 98 上

更（一）123→最

高 100 臺上 2531

駁回， 

確定 

41 大東紡織 910426

前某時 

無罪，臺中

97 金訴 1 

維持，臺中

高分院 98

金重上訴

1430 

  

42 宏巨建設 910429 有罪，臺北

92 訴 1978 

撤銷改判

無罪，高院

93 金上重

訴 字 7  

 

撤銷發

回，97 臺

上 524 

更一審仍判有

罪，高院 97 金上

更（一）1→最高

99 臺上 2684→高

院 99 重金上更

（二）6→最高

100 臺上 380→高

院 100 重金上更

（三）2 審理中 

43 亞瑟科技 910429 吳○訓有

罪，陳○承無

罪，臺北 94

易 59 

吳○訓改辦

無罪，其餘

上訴駁回

(皆無罪)，

高院 94 上

訴 3489 

 確定 

44 寶成建設 910430 無罪，高雄

94 金重訴 1 

高雄高分

院 97 金上

重訴 4  

 

100 臺上

1449 

 

100 金上重更

（一）2 駁回，確

定 

45 清三電子 910509 無罪，臺北

93 訴 340  

維持，高院

94 上訴

1927 

 確定 

46 新光金控 910625 無罪，臺北

94 訴 1049  

維持，高院

95 上訴

2706 

 確定 

47 中華映管 910904 無罪，桃園

95 訴 198  

維持，高院

96 上訴

1087 

駁回上

訴，98 臺

上 6492 

確定 

48 臺灣櫻花 911213 有罪，臺中 撤銷改 撤銷發 臺中高分院 96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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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金訴 30  判，臺中高

分院 95 金

上訴 212 

回，96 臺

上 3099 

上更（一）236→

最高 98 臺他 81

撤回， 

確定 

49 南方資訊 920320 有罪，新竹

92 訴 614 

  被告認罪確定 

50 赤崁科技 920402 無罪，臺北

95 矚訴 3 

維持，高院

96矚上訴 4

撤銷發

回，98 臺

上 6413  

高院 98 矚上更

（一）2→最高

100 臺上 4803→

高院 100 重金上

更（二）5 審理中

51 茂矽電子 920417 無罪，臺北

95 重訴 17  

高院 96 金

上重訴 99

審理中 

  

52 和平整合

資訊 

920818 無罪，臺北

94 訴 1801 

維持， 

高院 95 上

訴 3090 

 確定 

53 鼎大科技 920930 有罪，士林

96 金重訴 1 

  確定 

54 十美企業 921226 有罪，板橋

96 訴 247、

板橋 96 訴

735 

維持，高院

97 上訴

3333 

駁回上

訴，99 臺

上 5296 

確定 

55 全坤興業 930315 無罪，臺北

94 訴 1327  

撤銷，改判

有罪， 

高院 95 上

訴 3528 

駁回上

訴，99 年

臺上 1153

 

確定 

56 衛道科技 930419 有罪，臺北

95 訴 1240 

  被告認罪協商確

定 

57 智基科技 930429 無罪，板橋

95 金訴 1  

撤銷，改判

有罪， 

高院 97 上

訴 3499 

99 臺上

6106 

確定 

58 突破通訊 930430 無罪，臺北

95 重訴 9  

維持，高院

96 上重訴

49 （撤銷

改判有罪

部分與內

部分撤銷

發回，97

臺上 1462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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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交易無

關） 

59 皇統科技 930915 無罪，士林

95 金重訴 2 

維持，高院

97 金上重

訴 30 

撤銷發回

部分，99

臺上 4772

 

高院 99 金上重更

（一）12 確定 

60 禾昌興業 931028 無罪，桃園

95 訴 1472  

維持，高院

97 上訴

4108 

撤銷發

回，99 臺

上 4091 

 

高院 99 金上更

（一）5→ 最高

101 臺上 1639 

61 欣錩國際 940302 無罪，嘉義

95 金訴 1  

撤銷改判

有罪，臺南

高分院 95

金上訴

1195 

撤銷發

回，98 臺

上 5923  

臺南高分院 98 金

上更（一）290→

最高 100 臺上

3633 駁回 

確定 

62 勁永 940314 有罪，臺北

94 矚訴 1 

部分撤

銷，仍判有

罪，高院 95 

矚上訴 5( 

關於陳俊

吉、李進誠

部分撤銷) 

撤銷發

回，99 臺

上 922  

 

高院 99 重金上

更(一)  2 審理中

 

63 品佳 940324 部分有罪部

分無罪，士

林 96 訴

1135，  

原判決關

於胡正陽

部分撤

銷，改判無

罪。其他上

訴駁回。高

院 97 上訴

3834 

100 臺上

3800 

（胡正陽

部分發

回） 

高院 100 金上更

（一）7 確定 

64 品佳 940325 有罪，板橋

95 金訴 2  

原判決撤

銷，皆改判

無罪。高院

96 上訴

4732 無罪 

 確定 

 

65 大霸電子 940415 無罪，臺北

95 訴 1416  

莫○然改判

有罪，其於

上訴駁

98 臺上

7924 

（莫○然

高院 99 金上更

（一）2 審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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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高院 96

上訴 5186 

發回） 

66 千興不銹

鋼禿鷹案 

9404 無罪，桃園

98 訴 178 

高院 99 金

上訴 56 審

理中 

  

67 臺開 940725 有罪，臺北

地院 95年度

矚重訴字第

1 號 

高等法院

96 年度矚

上重訴第

17 號，有罪

（不同被

告，有 2 件

判決） 

撤銷發

回，96 臺

上 7644 

 

高院 97 矚上重

更(一)  4→最高

98 臺上 4800 →

高院 98 矚上重

更(二) 8→101 臺

上 1857 

68 泰偉 941004 無罪，臺北

97 金重訴 8 

 

高院 99 金

上重訴 66

審理中 

  

69 力晶併旺

宏 

941128 無罪，新竹

97 矚訴 2 

黃○仁改判

有罪，高

院，99 

金上訴 33 

  

70 英華達 94年底

95年初 

無罪，板橋

地院 96金重

訴 2、97 金

重訴 2 

高院 99 金

上重訴 52

審理中 

  

71 中國信託

併兆豐金

控 

950112 無罪，臺北

96 重訴 19  

高院 97 上

重訴 54 審

理中 

  

72 力特光電 950112 部分有罪

（即賴○王）

部分無罪，

桃園 97 訴

227  

部分撤銷

改判無

罪，高院 98 

上訴 2380 

（原判決

關於賴○王

部分撤銷

改判無

罪。） 

撤銷發

回，98 臺

上 7898 

高院 99 金上更

（一）1（關於賴

○王部分撤銷仍

為無罪。）→最

高 100 臺上

2565→高院 100

金上更（二）4 審

理中 

73 明基（併購

西門子） 

950220 無罪，桃園

96 矚重訴 1 

部分維持

部分撤銷

改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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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98 矚上

重訴 61 

74 開發金併

金鼎證 

950226 無罪，臺北

98 金重訴

12、 98 金易

7 

高院 99 金

上重訴 61

審理中 

  

75 鈺創 950314 無罪，臺北

97 訴 720 

維持，高院

98 上訴

4065 

  

76 龍邦 9504 部分有罪部

分無罪，臺

中 96金重訴

3586 

顏○賢增加

緩刑部

分，其餘維

持，臺中高

分院 98 金

上訴 1358 

 確定 

77 安碁科技 950502 有罪，臺中

97 金訴 13  

  確定 

78 琨詰科技 950505 部分有罪部

分無罪，板

院 96 訴

3355  

 

部分撤

銷，部分改

判有罪，其

餘維持，高

院 98 上訴

3224 

撤銷發

回，99 臺

上 6864

（黃○寬

及陳○於

此確定） 

 

高院 99 金上更

（一）6→最高

101 臺上 1806  

79 九德電子 950706 有罪，臺北

96 訴 1311  

撤銷仍有

罪（宣告刑

度較低），

高院 98 上

訴 882 

駁回上

訴，100

臺上 5420  

確定 

80 精英志合 950707 有罪，板橋

97 金訴 2 

  確定 

81 工銀（買賣

弘捷股票） 

950925 有罪，緩

刑，臺北 98

金簡 10 

  因職業而獲悉消

息 

82 渣打併購

新竹商銀 

950929 有罪，臺北

97 金重訴 6 

高院 100金

上重訴 59 

  

83 綠點 951030 有罪，臺北

96 重訴 132 

高院 100金

上重訴 1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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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 

84 佳鼎 960115 無罪，臺北

97 年 金訴

2  

維持，高院

98 上訴

4709 號 

撤銷發

回，99 

臺上 

3770  

99 年 金上更

(一) 4，維持 →最

高 100 臺上 482

撤銷發回→高院

100 金上更（二）

1，未確定 

85 協禧電機 960129 無罪，臺中

96 金訴 14  

 

臺中高分

院 97 金上

訴 2138（內

線交易部

分確定） 

100 臺上

1616（部

分撤銷、

操縱股價

部分發

回） 

臺中高分院 100

金上更（一）62，

確定 

86 正利航業 960130 有罪，臺北

97 金訴 10 

  確定 

87 展茂光電

(臺灣工銀

賣展茂) 

960214 部分有罪，

部分無罪，

板橋 98金訴

2 

高院 99 金

上訴 47 審

理中 

  

88 國碩 961224 無罪，新竹

98 訴 342  

維持，高院

99 金上訴

34 

駁回上

訴，101

臺上 855 

 

89 宏碁倚天

案 

970227 有罪，臺北

99 金訴 24 

撤銷，仍有

罪臺高院

100 金上訴

17 

  

90 東森中國

力霸嘉食

化 

971231 無罪，臺北

96 矚重訴

2、臺北 96

矚重訴 3、臺

北 97金重訴

2、臺北 97

金訴 1（內線

交易部分無

罪） 

臺高院 98

矚上重訴

23、98 金上

重訴 57 審

理中 

  

91 太子建設 980602 臺南 99 簡

2350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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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從立法目的及內線交易犯罪定性之實證分析 

 

第一目  立法目的之實證分析 

     

    我國內線交易規範之立法目的究竟為何？因我國於增訂內線交易規範時，僅

於立法理由中概述爲健全我國證券市場發展，對於內線交易規範目的未見著墨，

實務上於東隆五金案101編號 14 最高法院 91 年臺上字第 3037 號判決表達「按禁止

內線交易之理由，學理上有所謂『平等取得資訊理論』，即在資訊公開原則下所

有市場參與者，應同時取得相同之資訊，任何人先行利用，將違反公平原則。故

公司內部人於知悉公司之內部消息後，若於未公開該內部消息前，即在證券市場

與不知該消息之一般投資人為對等交易，則該行為本身即已破壞證券市場交易制

度之公平性，足以影響一般投資人對證券市場之公正性、健全性之信賴，而應予

以非難。」、「獲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及「在該消息未

公開前，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買入或賣出」此二要

件即可成立內線交易，「是否有藉該交易獲利或避免損失之主觀意圖，應不影響其

犯罪之成立」，而為後續許多判決所引用。其中完全引用 91 年臺上字第 3037 號中

關於內線交易禁止之理由之判決包括編號 20 中纖案、編號 31 訊碟案、編號 32 中

華開發案、編號 33 東榮纖維案、編號 34 和旺建設案、編號 36 大華建設案、編號

39 華特電子案、編號 41 大東紡織案、編號 42 宏巨建設案、編號 43 亞瑟科技案、

編號 44 寶成建設案、編號 49 南方資訊案、編號 50 赤崁科技案、編號 53 鼎大科

技案、編號 59 皇統科技案、編號 67 臺開案、編號 69 力晶併旺宏案、編號 72 力

特光電案、編號 73 明基案、編號 75 鈺創案、編號 76 龍邦案、編號 77 安碁科技

案、編號 78 琨詰科技案、編號 79 九德電子案、編號 82 渣打併購新竹商銀案及編

號 87 展茂光電案，總計 26 則。 

                                                 
101 見表二，編號 14， 高法院 91 年臺上字第 303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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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採相類之概念如「平等取得資訊」、「維護證券交易市場公平」及「足以影

響一般投資人對證券市場之公正性、健全性之信賴」及「保護投資人」理念，包

括編號 4 順大裕案、編號 5 正義食品案、編號 10 臺鳳案、編號 12 萬有紙廠案、

編號 13 廣大興業案、編號 15 味全食品案、編號 16 東隆五金案、編號 18 順大裕

案、編號 21 尖美建設案、編號 24 大穎企業案、編號 28 皇旗資訊案、編號 40 千

興不銹鋼案、編號 46 新光金控案、編號 47 中華映管案、編號 48 臺灣櫻花案、編

號 54 十美企業案、編號 60 禾昌興業案、編號 63 品佳案、編號 65 大霸電子案、

編號 80 精英志合案、編號 81 工銀案、編號 83 綠點案、編號 84 佳鼎案、編號 88

國碩案，總計 24 則，其中編號 44 寶成建設案及編號 85 佳鼎案皆被收錄在最高法

院刑事庭所製作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102，與前述 26 則加起來共 50 則，在總

計 91 則之案例中超過二分之ㄧ，堪認為目前最高法院固定之見解，學者亦有相同

之觀察103。 

不過同時亦被收錄在最高法院刑事庭所製作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中編號

12 萬有案及編號 55 全坤興案其判決要旨中「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

項內部人內線交易之禁止之規定，係基於市場論之趨向，一方面旨在維護「資訊

平等」，即獲悉公司重大且未公開的消息時，應遵守「公布消息否則禁止買賣」之

規則，使市場投資人均有公平獲取資訊機會；另方面依所謂「私取理論」，旨在防

止不當使用內線消息」，即除前述之「資訊平等理論」外，亦提出「私取理論」為

內線交易禁止之目的，編號 62 勁永案、編號 69 力晶併旺宏案亦有相同見解。另

外在少數判決中亦可見明確「兼採市場論與關係論」之見解如編號 66 千興不銹鋼

禿鷹案，或是明確將「資訊平等、信賴理論及私取理論」同時為立法理由基礎之

論述如編號 74 開發金併金鼎證案，不過由實務判決亦可知，「資訊平等」、「證券

市場之公平性」概念實為我國實務上主要引為內線交易處罰之立法理由，將其整

                                                 
102 高法院刑事庭所製作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99-100 年， 高法院印行，101 年 2 月出版，

寶成建設案 高法院 100 年臺上字第 1449 號判決，佳鼎案 高法院 100 年臺上字第 482 號判決，

頁 201。 
103 曾宛如（2009），〈建構我國內線交易之規範：從禁止內線交易所欲保護之法益切入〉，《臺灣大

學法學論叢》，第 38 卷第 1 期，頁 28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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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如下表所示。 

 

                     表二之ㄧ：內線交易禁止目的104 
 

內線交易禁止之目的 編號 件數

未提 2,3,6,7,8,9,11,17,19,20,22,23,25,

26,27,29,30,35,37,38,45,51,52,5

6,57,58,61,64,68,70,71,85,86,89,

90,91 

36 

 

 

「平等取得資訊」、「維護證券交易市場公平」及「足

以影響一般投資人對證券市場之公正性、健全性之

信賴」及「保護投資人」 

4,5,10,12,13,15,16,18,21,24,28,4

0,46,47,48,54,60,63,65,80,81,83,

84,88 

24 

 

按禁止內線交易之理由，學理上有所謂『平等取得

資訊理論』，即在資訊公開原則下所有市場參與者，

應同時取得相同之資訊，任何人先行利用，將違反

公平原則。故公司內部人於知悉公司之內部消息

後，若於未公開該內部消息前，即在證券市場與不

知該消息之一般投資人為對等交易，則該行為本身

即已破壞證券市場交易制度之公平性，足以影響一

般投資人對證券市場之公正性、健全性之信賴，而

應予以非難。」(91 臺上 3037、94 臺上 1433) 

14,20,32,33,34,36,39,41,42,43,4

4,49,50,53,59,67,69,72,73,75,76,

77,78,79,82,87 

26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內部人內線

交易之禁止之規定，係基於市場論之趨向，一方面

旨在維護「資訊平等」，即獲悉公司重大且未公開

的消息時，應遵守「公布消息否則禁止買賣」之規

則，使市場投資人均有公平獲取資訊機會；另方面

依所謂「私取理論」，旨在防止不當使用內線消息。

55,62 2 

兼採市場論與關係論 66 1 

資訊平等、信賴理論及私取理論 74 1 

 

第二目 內線交易犯罪定性之實證分析 

 

                                                 
104 編號 1 臺灣煉鐵案，查無相關資料。本表就立法目的之研究，如全案已確定，則以上級審法院

見解為主，如未確定，以目前 新判決見解為主，但如內線交易部分已判決確定，其他犯行則尚未

確定，則以內線交易判決確定之判決為研究對象。以判決中理由裡納入裁判理由者為限，如僅單純

引學說上的說法而非判決基礎，則不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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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確引用編號 14 最高法院 91 年度臺上字第 3037 號判決中關於「獲悉發行股

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及「在該消息未公開前，對該公司之上市

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買入或賣出」此二要件即可成立內線交易，「是

否有藉該交易獲利或避免損失之主觀意圖，應不影響其犯罪之成立」，之見解有編

號 10 臺鳳案、編號 12 萬有紙廠案、編號 14 東隆五金案、編號 18 順大裕案、編

號 20 中纖案、編號 24 大穎企業案、編號 29 皇旗資訊案、編號 31 訊碟案、編號

32 中華開發案、編號 36 大華建設案、編號 41 大東紡織案、編號 42 宏巨建設案、

編號 44 寶成建設案、編號 49 南方資訊案、編號 50 赤崁科技案、編號 53 鼎大科

技案、編號 56 衛道科技案、編號 57 智基科技案、編號 58 突破通訊案、編號 63

品佳案、編號 67 臺開案、編號 69 力晶併旺宏案、編號 72 力特光電案、編號 73

明基案、編號 76 龍邦案、編號 77 安碁科技案、編號 78 琨詰科技案、.編號 79 九

德電子案、編號 81 工銀案、編號 82 渣打併購新竹商銀案及編號 87 展茂光電案總

計 28 件，雖未過半數，但考量未論及之判決有許多是無罪判決，並無引用之餘地，

堪認是實務上穩定見解，但值得注意的是編號 20 中纖案、編號 41 大東紡織案及

編號 76 龍邦案引用此見解是因為其在此見解下認仍有採「利用」說之空間，而不

單僅是「獲悉」即構成犯罪，此外亦值得注意的是編號 69 力晶併旺宏案中，法院

在前述基礎上同時表明「所謂不考慮行為人主觀目的，應係排除行為人須有藉此

獲利或避免損失之主觀意圖，而非排除須有此項犯罪構成要件之故意」，此與前述

實證研究上顯示「犯意」之認定為檢辯攻防之重點、法院判決無罪之理由相合。

但綜合而論，可認為實務上多數傾向採用即成犯之見解，亦將其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二之二：行為犯之採用實務分析105 

 

行為 引用 91 臺上 10,12,14,18,20,24,29,31106,32,36,41,42,44,49,50,5    

                                                 
105 實證方法之採用同前註。 
106 編號 31 為訊碟案，其第一次 高法院判決 94 年臺上字第 1433 號所載行為犯之見解，後續為許

多實務判決所引用，然第二次 高法院判決 95 年臺上字第 3190 號判決未引用，依本文實證研究方

法本屬「未論及」欄位，然因情況特殊，爰予以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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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3037,94/1433, 

96/2587 

3,56,57,58,63,67,69,72,73,76,77,78,79,81,82,87 31 件 

 未論及 2,3,4,5,6,7,8,9,11,13,15,16,17,19,21,22,23,25,26,2

7,28,30,31,33,34,35,37,38,39,40,43,45,46,47,48,5

1,52,54,55,59,60,61,62,64,65,66,68,70,71,74,75,8

0,83,84,85,86,88,89,90,91 

   

60 件 

 

第二款  「知悉」與「利用」及量刑判決實證分析 

 

第一目 「知悉」與「利用」判決實證分析 

 

    從附表二之三實務判決分析來看，「獲悉說」與「利用說」似乎並非如此涇渭

分明，採獲悉說之判決，有直接引用法條「獲悉」之文字而為判斷，亦有明確表

明被告「獲悉」內線消息者，但從多數判決內容來看，被告仍有「利用」該內線

消息之情節，即從「獲悉」該重大消息到「利用」該重大消息，法院並未就其「關

聯性」加以特別著墨，以編號 33 東榮纖維案為例，雖然判決文字上採用「獲悉」

文字，但法院於判決中交代被告抗辯其係因兒子出國留學及理財需要而出售持

股，但因被告之子出國留學及換房子等均未實現，而卻在重大消息公告之前，出

清所有利用他人名義所持有之東榮纖維股票，而以間接事證認定該公司隱瞞重大

消息，並於公告前因此賣出持股，法院仍在字裡行間探究被告是否有利用該重大

消息而為交易之情節，利用說於我國實務上並非完全不採用107；另外，法院亦有

於「獲悉」說下採納被告抗辯而判無罪之例，如編號 51 茂矽電子案及編號 58 突

破電子案，即是以「獲悉」該重大消息與買賣間沒有關聯性而判被告無罪，雖其

法律文字上使用「獲悉」，然實際上已為「利用」說。另外，值得注意者，採用前

述行為犯論者，不必然採「獲悉說」，如編號 76 龍邦案，即在行為犯之論述下，

採取「利用說」。 

而採「利用說」之判決，亦有採舉證責任導置之例，如琨詰科技案第一審判

                                                 
107 同此見解，曾宛如，同註 103，頁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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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中表明「利用內線消息始構成內線交易，但若已證明行為人知悉內線消息，則

推定行為人有利用內線消息之行為，但得由行為人舉反證推翻『利用』內線消息

之推定」，是以從判決實證分析來看「獲悉說」與「利用說」或許並非如此不相容，

但就法明確性之角度而言，我國宜就「獲悉說」與「利用說」建立一細緻明確標

準，避免行為人誤踩紅線。 

                 表二之三：「知悉」與「利用」實證分析108 
 

 獲悉或利用 編號 備註 

未表示

意見 

 8,11,17,19,22,30,35,64,70,71,74,75,85,9

0 

 14 件

獲悉 獲悉即構成內線交易 2,3,4,5,7,9,10,12,13,14,15,16,18,21,23,2

4,25,26,28,29,31,32,33,34,36,37,38,40,4

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

5,56,57,58,59,60,61,62,63,65,66,68,72,7

3,77,78,79,80,81,82,83,84,86,87,88,89,9

1 

 68 件

知悉形式上構成內線交易，但符

合條件下可以免責 

51,58 3 件 

 認為修法前之獲悉指獲得資訊，

未經或無法證實亦包括在內，修

法後實際知悉則係主觀確信等同

明知 

68 1 件 

利用 利用內線消息始夠成內線交易 6,20,41,69,76 4 件 

利用內線消息始構成內線交易，

但若已證明行為人知悉內線消

息，則推定行為人有利用內線消

息之行為，但得由行為人舉反證

推翻「利用」內線消息之推定 

78 第一

審判

決 

 
 

第二目 「量刑」判決實證分析 

 

    表二之四所指之無罪或有罪，僅指內線交易部分，從實證判決來看，內線交

                                                 
108 實證方法之採用同註 101，編號 78 第一審判決所採見解與本文相同，特予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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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案件，被告亦同時觸犯第 171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不合營業常規、同條項第 3 款

之背信罪、第 155 條第 1 項操縱股價等各款之規定，並常發生內線交易部分無罪，

但其他部分有罪之情形，如編號 7 順大裕案，是以無罪確定所指為內線交易部分

無罪確定，而本表如載明確定係指全案確定，先予說明。 

    從刑度來看，因就法定刑部分，89 年將法定刑從 2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5 萬元以下罰金，提高到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300 萬元以下罰金，93 年再將

其提高到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000 萬元以上 2 億元以下罰金，是

本表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係編號 1 至編號 32，第二部分是編號 33 至編號

57，第三部份是編號 58 至編號 89。 

    第一部分是適用 89 年修正前 2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5 萬元以下之罰金之

規定，編號 1 至編號 32，共 32 件，其中有 3 件未確定，除編號 20 中纖案係因被

告王○慶已為無意識之人而暫停審判外，編號 10 之臺鳳案及編號 12 之萬有紙廠案

發生迄今已經 14 年而未定讞，如以被告為複數，只要其中一人有罪確定則計算至

有罪確定之方式來看，已確定之 29 件中，仍有 17 件為無罪、12 件為有罪，有罪

比例約為 41%，而因當時法定刑僅為 2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故，是以宣告刑多為 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而得為易科罰金，並且緩刑宣告比例不低，再因宣告刑低，則

再適用減刑條例後宣告刑更低，僅編號 10 臺鳳案，法院以其屬連續犯並且犯罪所

得金額甚鉅而以加重並依刑法第 58 條併科罰金 2000 萬，因已確定之案件多為 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並宣告緩刑之案件，此與一般認識無人因內線交易案被關之

概念相近。 

    第二部分是行為時自 90 年 1 月 15 日起至 93 年 5 月 1 日止，其所適用者為法

定刑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300 萬元以下罰金，編號 33 至編號 57，共 25 件，

其中有 5 件未確定，編號 36 大華建設案發生迄今已經 11 年而未定讞，仍以被告

為複數，只要其中一人有罪確定則計算至有罪確定之方式來看，已確定之 20 件中，

仍有 8 件為無罪、12 件為有罪，有罪比例約為 55%，此時法定刑已提高到 7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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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300 萬元以下罰金，但宣告刑如為超過 6 個月，，先適用減刑

條例後宣告刑更低，仍超過 6 個月者則有緩刑宣告，此亦與一般認識無人因內線

交易案被關之概念相近。 

    第三部分是行為時自 93 年 5 月 1 日起迄今為止，所適用者為 3 年以上 10 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000 萬元以上 2 億元以下罰金，犯罪所得達 1 億以上得加重

其刑之規定，編號 58 至編號 91，共 34 件，其中有過半數 19 件未確定，編號 60

禾昌興業案發生迄今已經 8 年而未定讞，仍以被告為複數，只要其中一人有罪確

定則計算至有罪確定之方式來看，已確定之 15 件中，仍有 5 件為無罪、10 件為有

罪，有罪比例約為 67%，但可以觀察到的是，有罪部分和前兩階段相同仍多伴隨

宣告緩刑，此仍與一般認識無人因內線交易案被關之概念相近；另外可以注意到，

這時期與前二時期，有適用減刑條例後宣告刑更低之情形，但亦有判決書中宣告

因不服減刑要件而不予減刑之情形；再者，從本時期可明顯發現法院之宣告刑有

加重及併科鉅額罰金之趨勢，此與立法上重刑化之趨勢相合；另一值得注意者，

除罰金外，亦有法院判決向公庫支付一定數額之金額，此非罰金，似乎帶有「行

政罰」之意味，如編號 78 琨詰科技案及編號 80 精英志合案；再者因 95 年廢除連

續犯後，行為可能因此被評價為複數，定應執行刑產生 5 年 6 月或 4 年 6 月之結

果如編號 82 渣打併購新竹商銀案；最後因法定刑過高，被告認罪且情節輕微，而

有情輕法重之情形，法院以被告有偵查中自白並繳交犯罪所得之情形而依第 171

條第 4 項或刑法第 57 條予以酌減，如編號 79 九德電子案及編號 80 精英志合案。 

    從判決實證分析來看，所統計之 91 件判決中，已確定者為 64 件，未確定者

達 27 件，而所蒐集之對象僅於法院審理者為限，將近 29.67%之判決未確定，判決

確定之 64 件中，無罪件數為 30 件，有罪件數為 34 件，將近 46.87%為無罪，而有

罪定讞中超過 6 個月者，除編號 48 臺灣櫻花案、編號 55 全坤興業案及編號 61 欣

錩國際案外，幾乎皆有緩刑宣告，是以雖法定刑加重，而編號 48 臺灣櫻花案及編

號 55 全坤興業案確有發監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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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之四：「量刑」實證分析109 
 

編號 公司名稱 犯罪終了時間  

1 臺灣煉鐵  有罪 

2 新藝纖維 820524 確定，有罪（認罪），有期徒刑 7 月緩刑 4 年量刑

因素：破壞證券交易市場交易秩序之公平性 

3 精英電腦 841029 無罪確定 

4 順大裕 850408 無罪確定 

5 正義食品 851107 有罪確定，累犯，有期徒刑 3 月 

6 南港輪胎 860429 有罪確定，分處有期徒刑 4 月及 3 月 

7 順大裕110 860311 無罪確定 

8 順大111 860311 無罪確定 

9 太欣半導體 860723 無罪確定 

10 臺鳳 870629 未確定，傅○萁更一審有罪，4 年罰金 2000 萬 

11 臺灣日光燈 870526 無罪確定 

12 萬有紙廠 870626 未確定，更一審無罪 

13 廣大興業 870404 被告三人分處有期徒刑 5 月、4 月、4 月確定 

14 東隆五金 870925 無罪 

15 味全食品 871014 有罪確定，有期徒刑 1 年，緩刑 4 年 

16 東隆五金 871014 無罪確定 

17 福懋油脂 871113 無罪確定 

18 順大裕 871124 內線交易部分有罪112，處 1 年 2 月緩刑 4 年、10

月緩刑 3 年、3 月、4 月、5 月、6 月 

19 啟阜建設 871225 無罪確定 

20 中國人造纖維

(中纖) 

871230 未確定，第一審無罪 

21 尖美建設 880122 有罪確定，6 個月 

22 中強電子 880331 有罪確定，5 個月 

23 楊鐵工廠(國豐

集團) 

880628 無罪確定 

                                                 
109 實證方法之採用同註 101，此處刑度僅指內線交易部分。 
110 就內線交易部分，一審僅許 O 賢、王○泉及洪○興受內線交易之處罰，其中許 O 賢受委託下單

之人，王○泉及洪○興為提供帳戶之人，許○賢判處有期徒刑 1 年，王○泉及洪○興罰金 5 萬元（洪

○興未上訴），許 O 賢、王○泉上訴後經二審改判無罪，並經三審駁回上訴確定，之後之裁判臺中

高分院 93 金上重更（一）34 → 高 94 臺上 4383→臺中高分院 94 金上重更（二）49→ 高 97 臺

上 4497→臺中高分院 97 金上重更（三 53→ 高 99 臺上 3300→臺中高分院 99 金上重更（四）21，

與內線交易無關，本案已全部確定。 
111 本案內線交易部分無罪，有罪部分係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二審並加重其刑。 
112 此部分已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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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大穎企業 880901 3 個月確定 

25 晶華證券 881129 無罪確定 

26 百成行 890331 無罪確定 

27 尖美建設 890417 無罪確定 

28 皇旗資訊 890824 黃○川及黃○珠更審前內線交易被判有罪有期徒

刑 1 年減為 9 月，上訴撤銷後現仍審理中，其餘被

告無罪確定 

29 皇旗資訊 890824 無罪確定 

30 彥武企業 891006 內線交易部分無罪確定 

31 訊碟 891026 有罪確定，呂○仁 1 年 6 月；呂陳○晶 1 年；陳○

宇 7 月 

32 中華開發 891231 無罪確定 

33 東榮纖維 900323 有罪確定，鄭○松 10 月，減為 5 月，緩刑 5 年；

王○珠 6 月，減為 3 月，緩刑 2 年。 

34 和旺建設 900328 有罪確定。 

黃○敏，6 月減為 3 月，緩刑 2 年。 
蘇○州，1 年 2 月減為 7 月，緩刑 3 年。 
蘇○明，1 年減為 6 月，緩刑 3 年。 

35 致福公司 930227 有罪確定，2 年緩刑 5 年 

36 大華建設 900530 未確定，更審前無罪。 

37 耀文電子 900608 無罪確定 

38 百成行 900816 有罪確定 5 月，緩刑 2 年 

39 華特電子 901109 無罪確定 

40 千興不銹鋼 910107 有罪確定，葉○堂有期徒刑 5 月，減為 2 月 15 日

41 大東紡織 91.4.26 前某時 未確定，第二審無罪 

42 宏巨建設 910429 未確定，最後一次事實審處鄭○天 10 月減為 5 月

43 亞瑟科技 910429 無罪確定 

44 寶成建設 910430 無罪確定 

45 清三電子 910509 無罪確定 

46 新光金控 910625 無罪確定 

47 中華映管 910904 無罪確定 

48 臺灣櫻花 911213 有罪確定，張○璽 1 年 2 月，減為 7 月 

49 南方資訊 920320 有罪確定（被告認罪），李○連 5 月，緩刑 2 年；

田○堂 4 月，緩刑 2 年 

50 赤崁科技 920402 未確定，更二審無罪 

51 茂矽電子 920417 未確定，第一審無罪 

52 和平整合資訊 920818 無罪確定 

53 鼎大科技 920930 有罪確定，郭○村，2 年，緩刑 5 年；陳○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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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緩刑 4 年 

54 十美企業 921226 有罪確定，許○福 1 年，減為 6 月 

55 全坤興業 930315 有罪確定，李○毅，1 年 6 月，減為 9 月 

56 衛道科技 930419 有罪（被告認罪），林○玲 6 月，緩刑 2 年 

57 智基科技 930429 有罪確定，陳○誠 1 年，減為 6 月；馬○敏，1 年

6 月減為 9 月 

58 突破通訊 930430 無罪確定 

59 皇統科技 930915 無罪確定 

60 禾昌興業 931028 未確定，更審前陳○福 3 年 2 月；楊○坪 3 年 

61 欣錩國際 940302 有罪確定，林○楠 1 年 6 月罰金 500 萬，減為 9

月罰金 250 萬 

62 勁永 940314 未確定更審前 

林○達，2 年，罰金 2000 萬，緩刑 5 年 

張○寬，1 年 8 月，緩刑 4 年 

陳○吉，3 年罰金 1000 萬（未確定） 
李○誠，9 年 6 月(非依內線處斷，未確定) 
陳○承，7 月，緩刑 2 年(非依內線處斷) 
林○宏，1 年 7 月，緩刑 2 年，罰金 1000 萬 
古○銘，1 年 8 月，緩刑 3 年 

63 品佳 940324 有罪確定胡○陽，3 年 6 月併科罰金 1000 萬元 

64 品佳 940325 無罪確定 

65 大霸電子 940415 未確定，莫○然更審前 7 年 6 月，併科罰金 5000

萬 

66 千興不銹鋼禿

鷹案 

9404 未確定，第一審無罪 

67 臺開 940725 蔡○文第一審有期徒刑 2 年緩刑 4 年未上訴確定 

更審前 
趙○銘，7 年，罰金 3000 萬 
趙○柱，7 年，罰金 3000 萬 
游○一，7 年 2 月，罰金 6000 萬 
蘇○建，7 年 2 月，罰金 3000 萬 

68 泰偉 941004 未確定，第一審無罪 

69 力晶併旺宏 941128 未確定，第二審黃○仁 3 年 6 月 

70 英華達 94 年底 95 年初 未確定，無罪 

71 中國信託併兆

豐金控 

950112 未確定，無罪 

72 力特光電 950112 未確定，賴○王 3 年 8 月，罰金 3000 萬；彭○華，

3 年 2 月 

73 明基 950220 未確定，李○耀無罪；李○華無罪；游○用 4 年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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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罰金 2000 萬；劉○宇 3 年 6 月併科罰金 300 萬；

劉○文 3 年 2 月併科罰金 100 萬 

74 開發金併金鼎

證 

950226 未確定，無罪 

75 鈺創 950314 未確定，無罪 

76 龍邦 9504 已確定，顏○賢 1 年 10 月緩刑 4 年；陳○鋒 1 年

7 月緩刑 3 年 

77 安碁科技 950502 已確定，林○順 1 年 10 月緩刑 3 年；蔡○媛 1 年

9 月緩刑 3 年 

78 琨詰科技 950505 已確定，徐○堯，1 年 8 月緩刑 3 年支付 120 萬；

黃○芬 1 年 6 月減為 9 月支付 50 萬；鍾○淵 2 年

緩刑 4 年支付 200 萬；黃○齊 1 年 6 月緩刑 3 年減

為 9 月支付 50 萬元；周○一 1 年 6 月減為 9 月緩

刑 2 年支付 30 萬元；黃○寬、陳○無罪 

79 九德電子 950706 有罪確定，陳○堅 10 月減為 5 月 

80 精英志合 950707 有罪確定，陳○勳 2 年緩刑 5 年支付 40 萬元；潘

○惠 1 年 8 月緩刑 3 年；李○慶、林○華、洪○翊

各處 1 年 8 月緩刑 3 年支付 10 萬 

81 工銀（買賣弘捷

股票） 

950925 有罪確定，李○豐及鄧○鳳各處 1 年 10 月緩刑 3

年 

82 渣打併購新竹

商銀 

950929 未確定第一審有罪，關○鈞（君）應執行 5 年 6

月罰金 1000 萬；蘇○嵐應執行刑 4 年 6 月；江○

○勇應執行刑 1 年 10 月緩刑 4 年；吳○興 1 年 8

月緩刑 4 年；陳○昕執行刑 2 年緩刑 5 年；林○和

4 年罰金 1000 萬；詹○德、林○猛內線交易部分

無罪 

83 綠點 951030 未確定第一審有罪，柯○昌 9 年罰 1 億；何○卿 8

年；王○哲 8 年；林○棟 8 月緩刑 4 年 

84 佳鼎 960115 未確定，更二審有罪，林○充 3 年 6 月；林吳○都

3 年 4 月 

85 協禧電機 960129 無罪確定 

86 正利航業 960130 有罪確定，周○強 2 年緩刑 5 年 

87 展茂光電(臺灣

工銀賣展茂) 

960214 未確定，第二審鄭○珍 1 年 10 月；彭○桂無罪 

88 國碩 961224 無罪確定 

89 宏碁倚天 970227 未確定，第二審駱○仁 3 年 1 月；吳○銘 3 年 6

月 

90 東森中國力霸 971231 未確定，第一審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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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食化 

91 太子建設  有罪確定，蔡○銓 1 年 8 月緩刑 3 年 

 

第三目  實務上被告曾提出之抗辯 

 

一、為補足董監事持股不足買進股票之行為113： 

      本案法院不採被告的抗辯，有學者認為應先「公開」重大消息後始補足持

股數之不足，以免除本條之適用，因公司董事雖無不買進股票之事由，但董監事

有公開消息之權限，故應公開始得豁免，本文贊同之，是此抗辯事由不宜列入豁

免條款之考量。 

 

二、公司長期股權之淨額佔股東權益比率超限，受臺灣證券交易所（下稱證交所）   

  之指示賣出股票之行為114： 

    本案一、二審法院見解不同，一審法院採信被告抗辯，認為受證交所指示  

   賣出不構成內線交易，二審則不採信，認為判斷標準應在於是否為有權公開  

 消息之人，如為有權公開消息之人則不得免責，是此抗辯事由不宜列入豁免 

 條款之考量。 

 

三、與內線消息影響股價相反方向之買賣： 

    本案法院採信被告的見解，但因為不確定性太高，究竟是利空或是利多，有

時甚難認定，早期實務在新亞電器案115採認被告抗辯，認為在利多時買入、利空

時賣出方構成內線交易，但在保護市場法益之目的下，應不以行為人獲利為目

的，且股價會如何波動實難以掌握，是否與股價平行一致或是相反難以確認，徒

增實務困擾，本文認為於構成要件之解釋中，只要有「買賣」即可，之後編號

                                                 
113 表二編號 1 臺灣煉鐵公司案，轉引自賴英照，同註 14，頁 548。 
114 表二編號 23 楊鐵公司案。 
115 劉連煜，同註 5，頁 155-157，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79 年度易字第 22 號及臺灣高等法院 79 年度

上易字第 762 號刑事判決，因無法查閱判決大概內容，故不列入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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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萬有紙廠案，最高法院採取與學說116相同見解，其認「消息究為利多或利空，

市場各方解讀不同，某些消息在短期為利多，在長期則是利空，若認為內部人獲

悉利多消息而出售持股，不構成該條項之犯罪，不僅違背該條項之立法本旨，且

增添如何界定『利多』、『利空』之困擾，當非立法之本意。」，可為贊同，是

此抗辯事由不宜列入豁免條款之考量。 

 

四、非自願性賣出117： 

 

（一）東隆五金案118： 

          地院和高院認為被告出售股票是因為債權銀行逼債，被告僅被動的同  

      意賣出股票，非屬自發性交易，不具有內線交易之犯意，而該案著名之最 

      高法院 91 年臺上字第 3037 號判決即以獲利與否，並不影響犯罪成立，並 

      認被告既同意出售質押股票，則應構成內線交易罪。 

 

 （二）尖美建設案119： 

     本案被告並無質押股票，卻以其出售股票是因被斷頭之故，法院以「被

告對於被斷頭早有預見」、且證交法「並未規定上列之人於股票市場價格

即將不足融資保證金額、超越融券保證金額，即得以其所獲悉發行股票公

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在該消息未公開前，即對該公司之上市

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買入或賣出」，即證交法並未規定「於

股票市場價格即將不足融資保證金額、超越融券保證金額」，即得賣出股

票並可免責而不採其抗辯。 

                                                 
116 賴英照，證券交易法修正條文逐條釋義-第四冊，1992 年 8 月，頁 582-603，林國全，同註 30，

頁 270，劉連煜，同前註。 
117賴英照，同註 14，頁 550-556，如華票案、金島案、尖美公司案、東隆五金案、福懋油脂公司案。

「斷頭」指如甲公司向銀行借錢，負責人王先生拿自己所有的甲公司股票做擔保，後來甲公司未依

約還款，銀行把質押的股票賣掉，轉引自賴英照，同註 14，頁 539。 
118 表二編號 14。 
119 表二編號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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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可知，法院的見解尚未一致，學者120則主張證交法係植基於

公開原則的貫徹，且從內線交易係基於禁止欺騙及維護交易公平的基礎

上，若公司負責人同意債權銀行出售股票，且董監事有公開消息之權限，

故應公開始得豁免，不能以非自發性買賣而主張免責，是就內部人而言，

此抗辯事由不宜列入豁免條款之考量；就金融機構而言，內線交易所買賣

之股票，不應以其為所有人為前提，金融機構應於消息公開後，始得出售

股票，但如該公司拒絕公告，則在現行法下，似無解決之道。 

 

 五、預定交易計畫、例行性交易、已授權他人交易：   

 

         表二編號 20 中纖案，法院以每個月交易量固定有 1-2 萬張，經授權指示   

     下單、並有融券並當日沖銷之習慣，並持續買入賣出超過 6 個月認定屬例行 

     性的買賣，故以被告沒有「利用」內線消息而為買賣之情形。 

         表二編號 51 茂矽案，法院考量被告所提出授權他人之委託書，買賣股 

     票係受託人個人考量自主決定，與重大消息並無關聯性，採信在獲悉內線消 

     息前被告已授權他人全權處理而判被告無罪。 

         表二編號 58 突破案，檢察官起訴是以重大消息公開前，被告將股票全 

     數賣出，法院採納被告抗辯認定係因公司內部人事紛爭，被告買賣股票與重 

     大消息無關聯性所以判被告無罪，檢察官上訴理由則以出脫全數持股但並無 

     指定賣出之期間及日期，且之後方辭去董事長職位，但二審仍維持一審之見 

     解。 

         表二編號 78 之琨詰案，被告辯稱是爲支出生活費、維持家計即開始出 

     售股票，並主張當時之豁免條款草案內容作為抗辯，但法院以被告之交易明 

     細資料，並無所抗辯「持續 6 個月以上定期定額買賣同額交易」、「持續六個 

     月以上依固定公式決定交易內容之相同內容交易」之情， 期間、金額及張 

                                                 
120 賴英照，同註 5，頁 55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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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皆非固定，認定是被告係衡量各種情形後自行選擇最佳的賣點與買點後 

      而為股票之買賣，而與草案規定不合；編號 79 之九德案被告亦提出「持續 

      6 個月以上定期定額買賣同額交易」、「持續六個月以上依固定公式決定交易 

      內容之相同內容交易」，同樣被法院以買賣之期間、金額及張數均不固定， 

      而不予採信。 

           就預定交易計畫、例行性交易、已授權他人交易之此項抗辯，實務上 

       法院多所肯認，本文認其得為一獨立之豁免事由，但其標準及具體內容為 

       何，尚無明確一致的見解，本文將於第叁章中汲取比較法上的觀點，而於 

       第肆章中加以討論。 

 

第三節  小結 

 

我國自 57 年制定證券交易法以來，資本市場逐漸成為籌資之管道，內線交易

隨著我國近年邁向已開發國家而隨之增加，就我國管制內線交易之立法例來看，

行為主體上包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公司法第 27 條之法人代表董事、持

股超過百分之 10 之大股東、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及喪失前述身分未

滿 6 個月者，另外從上開內部人處獲悉消息之人亦為管制之對象，學說及實務判

決上，係就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之範圍及消息受領人之範圍尚有爭議與討論；於

行為客體上則僅包括股票、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及公司債，就非具股權性質之

公司債僅規範賣出行為，目前不包括政府公債，範圍較小，面對衍生性金融商品

種類日益繁多，可見得未來規範行為客體將受挑戰，而有進一步調整之空間；於

主觀構成要件上，「獲悉」內線消息之外，是否需「利用」？兩者主要差別在於就

證明「知悉」消息與「利用」消息而為買賣間之關聯性與否，應由被告或檢察官

負舉證責任？學說上多數採「獲悉說」，但採「利用說」其論述亦有可採之處，反

應於實務上，多數判決似直接引用法條上之「知悉」而採「獲悉說」，但亦有少數

判決明確採「利用說」，但從實務判決分析來看，「獲悉說」與「利用說」似乎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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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如此涇渭分明，採「獲悉說」之判決，有直接引用法條「獲悉」之文字而為涵

攝，亦有明確表明採「獲悉說」者，但從多數判決內容來看，被告仍有「利用」

該內線消息之情節，僅法院並未就「利用」部分及關聯性部分加以著墨，且亦有

於「獲悉說」下採納被告抗辯並無關聯性而判無罪之例，另外，採「利用說」之

判決，亦有採舉證責任導置之例，是以「獲悉說」與「利用說」實際上，或許並

非如此不相容，但就法明確性之角度而言，我國宜就「獲悉說」與「利用說」及

其內涵建立一細緻標準，避免行為人誤踩紅線。 

    重大消息如何認定，此一構成要件要素係我國實務上爭議最多之處，金管會

亦訂定重大消息管理辦法加以規制，本文認為，重大消息牽涉個案事實之認定，

難有一抽象之標準，但重大消息所規範的是資訊而非事實，故該消息是否成立或

成真並非認定重大消息之必要之點，應綜合相關事件之發生經過及其結果，為客

觀上之整體觀察，判斷是否會影響行為人之決定；倘就客觀上觀察，重大消息所

指內涵於一定期間必然發生之情形已經明確，或有事實足資認定事實已經發生，

而內部人已實際上知悉此消息，自不能因公司或其內部人主觀上不願意成為事

實，即謂消息尚不明確，或事實尚未發生，或未實際知悉消息之發生，否則內部

人即可能蓄意拖延應進行之法定程序。   

    另外，就「公開」此一構成要件要素而言，實務上目前標準不一，本文認為

從保護一般投資人之觀點而論，應以一般投資人是否能信賴此依公開資訊而為判

斷較為合理。 

內線交易法律責任之立法逐漸朝向重刑化之趨勢，於 77 年僅處 2 年以下之有

期徒刑並得併科 15 萬元以下之罰金，迄今已為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 1000 萬元以上 2 億元以下罰金，犯罪所得達一億元以上時，甚至處 7 年以上

有期徒刑，得併科 2500 萬元以上 5 億元以下罰金，就 7 年以上有期徒刑部分，已

與刑法第 173 條第 1 項之放火罪相同，則其所要保護之法益為何？何以如此重刑，

亦值關心；「犯罪所得達一億元以上」究為客觀處罰要件或是加重構成要件，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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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是否要有認識？是否要扣除成本？正犯間之犯罪所得是否應分別計算？在臺

開案中成為檢辯雙方攻防焦點，本文認為從維持市場公平性而論，宜採客觀構成

要件為宜，犯罪之所得則應扣除成本，計算之基準採「實際所得」說，正犯間之

犯罪所得應分別計算；民事責任方面，內線交易行為人對於當日善意從事相反買

賣之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情節重大時，尚得提高賠償責任至三倍，此種具懲罰性

質之賠償歸於交易相對人是否合理，實值討論。 

    本文並嘗試整理至目前為止內線交易之判決，欲從內線交易禁止目的、是否

採用行為犯、實務對於「知悉」與「利用」之看法及「量刑」四個觀點來分析，

從立法目的來看，多數實務以「資訊平等理論」出發，認為內線交易規範之理由

在於資訊取得之公平性，以維護市場健全及公平性，偶有論及私取理論者，而最

高法院 91 年臺上字第 3037 號判決所表達「按禁止內線交易之理由，學理上有所

謂『平等取得資訊理論』，即在資訊公開原則下所有市場參與者，應同時取得相

同之資訊，任何人先行利用，將違反公平原則。故公司內部人於知悉公司之內部

消息後，若於未公開該內部消息前，即在證券市場與不知該消息之一般投資人為

對等交易，則該行為本身即已破壞證券市場交易制度之公平性，足以影響一般投

資人對證券市場之公正性、健全性之信賴，而應予以非難。」及內線交易採行為

犯只要「獲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及「在該消息未公開

前，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買入或賣出」此二要件即

可成立內線交易，「是否有藉該交易獲利或避免損失之主觀意圖，應不影響其犯罪

之成立」之見解，堪認「行為犯」之採取，已屬實務判決穩定見解；另從判決實

證分析來看，「獲悉說」與「利用說」並非如此不相容，但就法明確性之角度而言，

我國宜就「獲悉說」與「利用說」建立一細緻標準，避免行為人誤踩紅線。 

    從「量刑」四個觀點來分析，我國內線交易判決有罪之比例的確不高，從判

決實證分析來看，本文所蒐集統計之 91 件判決中，已確定者為 64 件，未確定者

達 27 件，將近 29.67%之判決未確定，判決確定之 64 件中，無罪件數為 30 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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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件數為 34 件，將近 46.87%為無罪，而有罪定讞中超過 6 個月者皆有緩刑宣告，

是以雖法定刑加重，但實際上並無受徒刑之執行者，且早期即便被認定有罪，多

為 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甚至處有期徒刑 2 年卻宣告緩刑之例，如審理期間一拉

長，遇到減刑時，宣告刑本已不高，又再「打折」，此和許多實證研究及社會上的

批評相符，無怪乎引起普羅大眾之不滿，是以立法上逐漸加重刑度以因應人民之

期待。 

    在重刑化下，實務又採取「行為犯」之穩定見解，雖使本條規範更具實用性，

但另一方面，亦有實質上將並不會損害證券市場之公正性及健全性等行為納入規

範範圍，可能產生過度限制內部人處分財產之自由，製造不必要犯罪之虞，可能

反而有害於證券市場之發展，為解決此一矛盾，以明文規定，將形式上雖構成內

線交易，但實質上並不會損害證券市場之公正性及健全性之行為，排除於規範範

圍外應有其必要121，面對我國內線交易制定豁免條款之呼聲日高，就預定交易計

畫、例行性交易、已授權他人交易此項抗辯，實務上法院多為肯認，由實證上顯

示有訂立豁免條款之空間，本文亦肯認其得為一獨立豁免事由，但其標準及具體

內容為何，尚無明確一致的見解，本文將於第叁章中汲取比較法上的觀點，而於

第肆章中加以討論。 

 

 

 

 

 

 

 

 

 

 

 

 

 

 

                                                 
121 林國全，同註 30，頁 26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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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参章  內線交易豁免規定之比較法研究 

第一節  美國 

第一項  美國法的演進 

     

    1929 年的股票市場危機係來自投資人對充斥著詐欺（fraud）、騙局(deceit）、

過度的浪費（excesses）及對市場的不信任，證券市場市值大幅縮水，最後導致經

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為了重建投資人對公開發行公司和證券市場的信心，

美國國會從 1933 年到 1940 年先後制定了 1933 年證券法（Securities Act of 1933）

和 1934 年的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1935 年公用事業控股

公司法（Public Utility Holding Company Act of1935）、1939 年信託憑證法（Trust 

Indenture Act of 1939）、1940 年投資公司法(Investment Company Act of 1940)及 1940

年投資顧問法(Investment Advisors Act of 1940) 六種聯邦證券法律，這些法案的目

的在協助確保提供給投資人資訊的可靠性及正確性122，美國聯邦證券交易委員會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下稱 SEC123）於 1934 年設立，以執行

1934 年所通過的證券交易法。SEC 被賦予保護投資人的權責，使投資人免於被錯

誤的訊息誤導及確保證券交易市場的公正性。超過 50 年 SEC 始終在改進資訊的信

賴度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且不論景氣循環，直到 90 年代新科技如網際網路和無線

科技的發達，人們對於因此成立的「dot.com」公司抱著過於誇張樂觀的期待，市

場出現「irrational exuberance」 (非理性繁榮)124，不但導致新的科技泡沫，投資者

的貪婪強化了他們對市場將持續繁榮的期待, 再加上臆測「new economy」(新經濟)

即將到來，這種情形就類似 1929 年股市大崩盤前，提供發生和導致 1929 年市場

                                                 
122 Miller, Jentz, and Cross, Business Law Text and Cases Clarkson, Eleventh Edition, 836(2009). 
123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 http://www.sec.gov (visited 2012/04/12) 
124 葛林斯潘於 1996 年首度提出非理性繁榮的說法，當時立刻引發外界關注，認為這個說法是一種

警告，暗指當時股市的異常榮景是由非理性因素所支撐，具有投機性成分，基礎不穩固，因此可能

會崩潰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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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盤的弊案有機可趁的機會，果真後來陸續發生世界通訊、安隆等弊案。 

    美國立法例上雖有許多取締詐欺之規定，但是並沒有禁止內線交易的明文，

美國對於內線交易之禁止，理論上從反詐欺之概念出發，將內線交易視為證券市

場詐欺行為之ㄧ種，其主要法源為證券交易法(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section 10(b)及 1942 年證管會依據 section10(b)所訂頒的 Rule 10b-5，此兩條

文即一般通稱之反詐欺條款，也是我國證交法第 20 條立法之緣由，美國禁止內線

交易法秩序的實務演進過程中，這些成文法並非關鍵因素，真正的推手係仰賴相

關司法判決的法律闡釋及法規命令，如同法 section 14(e)及證管會依據此項條文於

1980 年所頒行的 Rule 14e-3，但這兩條文發展至今，已成為禁止內線交易的主要法

源依據125。 

     

    以下分述 1934 年證交法 10(b)及 1942 年證管會依據 10(b)所訂頒的 Rule 10b-5

之規定： 

 

1934 年證交法 Section10(b)126 

任何直接或間接利用州商務工具或郵件或全國性證券交易所設備之人，於買賣上

市或非上市證券或其相關活動時，不得有違反聯邦證管會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

投資人之必要，所明文禁止之操縱或詐欺之行為。 

 

    本條雖禁止詐欺買賣證券，但只有空白授權規定，任何人買賣有價證券必須

有違反聯邦證管會所訂規則之情事，才構成違法；因此，本條實際執行必須以聯

                                                 
125賴英照，同註 5，頁 452-454；劉連煜，同註 5，頁 12-13；莊永丞（2005），〈沉默是金？證券交

易法「公開揭露或戒絕交易」原則之初探─以內部人戒絕交易為中心〉，《現代公司法制之新課題─
賴英照大法官六秩華誕祝賀論文集》，頁 747；曾宛如，同註 103，頁 256-257。 
126 Section 10 -- Manipulative and Deceptive Devi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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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any 
securities-based swap agreement (as defined in section 206B of the Gramm-Leach-Bliley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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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ec.gov/about/laws/sea34.pdf (visited :2012/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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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證管會訂頒的行政命令為基礎。 

 

1942 年證管會依據 Section10(b)所訂頒的 Rule 10b-5127， 

任何人直接或間接利用州商務工具或郵件或全國性證券交易所之設備買賣有價證

券，不得有下列各款之行為： 

A 使用任何方法、計畫或技巧從事詐欺行為。 

B 對重要事實作不實陳述，或省略某些重要事實之陳述，以致在當時實際情形下，

產生引人誤導之結果。 

C 從事任何行為、業務、商業活動，而對他人產生詐欺或欺騙之情事者。這項規

定，以禁止詐欺為主軸，用語頗具彈性，留給執法機關充分解釋空間。 

 

    本文以下就美國內線交易法上相關之立法、行政規則及相關司法實務所闡釋

之依序介紹： 

 

一、「公布消息否則禁止買賣」128理論（Disclose or abstain）： 

 

    此一理論主張取得公司內部資訊之人，只有兩項選擇，第一個是揭露該消息；

第二個是不利用該消息從事公司股票買賣，此為 SEC 在 1961 年 In Re Cady Roberts 

& Co.處分案中所採之見解，因特定身分而獲知內線消息之人，於買入或賣出股票

或其他證券之時，如未將消息公開，對於不知該項消息之交易相對人即為欺騙

（fraud），因而違反 Section10(b)及 Rule 10b-5 禁止詐欺的規定，要避免違法，只

                                                 
127 Rule 10b-5 -- Employment of Manipulative and Deceptive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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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o employ any device, scheme, or artifice to defraud,b.To make any untrue statement of a material fact 
or to omit to state a material fact necessary in order to make the statements made, in the light of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y were made, not misleading, or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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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aft.law.uc.edu/CCL/34ActRls/rule10b-5.html. (visited:2012/04/12) 
128 見賴英照，同註 5，亦稱「資訊平等理論」，頁 454-455；有學者翻譯為「戒絕交易，否則公開」，

劉連煜，同註 5，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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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個選擇，把消息公布然後買賣證券或者不公布消息，也不買賣證券。這就是

「公布消息否則禁止買賣證券」的原則（disclose or abstain rule）。SEC 此項見解，

在 1968 年 Sec v. Texas Gulf Sulphur Co. 乙案中得到支持，在該案法院更進一步確

認 Rule 10b-5 要求「任何人如有途徑接觸公司重大且未公開之消息者」（anyone who 

access to material, non-public corporate information），必須遵守「公開消息否則禁止

買賣」之法則，即此說非常強調資訊平等(informational equality)理論，此種觀點較

偏向「市場論」之觀點，即認為「任何人」均應有「公佈消息否則禁止買賣之義

務」。 

 

 二、信賴關係理論129 (fiduciary duty theory）： 

 

為了避免資訊平等理論適用造成內線交易行為主體涵蓋範圍過大的弊端，聯

邦最高法院於 1980 年代 Chiarella 案中發展出信賴關係理論，該案 Chiarella 是一家

印刷公司之員工，該印刷公司受託製作某併購案件中所需之公開說明書等文件，

Chiarella 從印製過程中猜出該目標公司名稱，並進而私下購買而獲利。 

聯邦最高法院在本案對內部人的範圍做限縮，而判 Chiarella 無罪，其顯然不

採市場投資人均有公平獲得資訊的理論，明白指出，買賣證券時，單純的沉默固

然可能構成 Section10(b)所禁止的詐欺行為，但其前提必須是交易的一方(例如董事)

對於他方（例如股東）具有信賴關係為前提，資訊的揭露，以對於市場交易人負

有受任人或信託人義務或是基於其他類似信賴關係所產生之義務而定，即聯邦最

高法院認為只有傳統的內部人（如董事、監察人、經理人等）因對股東具有信賴

關係，才負有「公開消息否則禁止買賣」之義務，而因 Chiarella 不具該等信賴關

係，所以不負「公開消息否則禁止買賣」之義務，從而並不成罪。 

    在本案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此種受任人義務，一向只存於公司董事、具控制權

的大股東以及重要職員等內部人身上，其他人並無此義務。 

                                                 
129 見賴英照，同註 5，頁 457-458；有學者翻譯為「受任人義務理論」，劉連煜，同註 5，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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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80 年 SEC 增訂 Rule 14e-3130： 

 

Chiarella 案中確立了內線交易須以行為人違反忠實義務為構成要件，但在公

開收購案件中因收購公司內部人獲悉收購相關消息卻因不負忠實義務，而不構成

內線交易，造成規範上之漏洞，且不當利用公開收購資訊者並不限於公司內部人，

Chiarella 為印刷工人即為一例，是以為了防堵 Chiarella 案之流弊，SEC 於 1980 年

根據 1934年證券交易法 section 14(e)增訂Rule 14e-3規範與公開收購相關的內線交

易案件，明定任何人獲悉公開收購股權(tender offer)的消息，若明知或可得而知該

消息尚未公開，且消息源自於內部人者，不得買賣股票，否則即構成內線交易，

此項規定不以行為人對股東負有信賴義務為前提要件，但以交易行為人或可得而

知系爭內線消息由內部人取得為其主觀要件，131即針對公開收購案件，填補不負

忠實義務，不構成內線交易之漏洞。 

由此可知 Rule 14e-3 採納了聯邦最高法院向來拒絕「資訊平等」(parity of 

information)理論的立場，同時亦強調交易人之主觀認識(state of mind)，聯邦最高

法院並於 O’Hagan 案確認 Rule 14e-3 的合法性，也直到 Rule 14e-3 之頒佈，SEC

方正式在 1934 年聯邦證券交易法授權制定之行政規則中，明文承認中國牆之制度

132。 

    另外，Rule 14e-3(b)「中國牆」之防範措施，其規定若金融機構若有某一部門

已獲悉重大未公開之公開收購消息，而另一部門在不知道上開消息的情況下買賣

標的公司有價證券時，若該機構已採取「中國牆」之防範措施，則可免除 Rule 14e-3(a)

之責任，即免除內線交易之責任，雖未能完全封鎖內線消息之流通，但仍不能抹

煞其遏阻內線交易擴大之機能133。 

                                                 
130 賴英照，同註 5，頁 467-468； 
131 曾宛如（2012），《證券交易法原理》，臺北：元照，頁 275-284。    
132 李曜崇（2003），〈從比較法觀點探討我國資訊防火牆(中國牆)之法律佈局〉，頁 83-85，《中原大

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133 轉引自張瑞玲，同註 4，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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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規定如下：若金融機構能夠「同時」證明下列二個事實，即無該規則之適

用：一、該金融機構在充分考慮了自身營業本質以及在其環境下的合理性手段後，

已經採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及程序措施去確保該機構之從業人員不會違反本規則；

二、該機構某一部門之人員在幫客戶從事某交易活動時，將不會自另一個不同部

門人員得知該客戶的內線消息。即提供綜合性金融機構(multi-service firm)在從事公

開收購時的一個安全港機制，只要採取中國牆制度，就會降低內線交易責任之訴

追風險，但並非有中國牆制度，即得免於追訴，但如果該金融機構知悉該重大訊

息，仍不得基於自我利益而進場操作。且在 Rule 14e-3(b)下並非強制所有綜合性金

融機構(multi-service firm)皆負有設置中國牆之義務。 

    中國牆（the Chinese Wall）為一行政監理政策，起源於美國法上之美林公司案

134，重點在於防免重要資訊不當流用之利益衝突，更在於防止內線交易-使資訊禁

止惡意流用擴張適用至所有潛在的傳遞內線消息之內部人，如證券公司能在內部

控制上落實中國牆之思想，為防範部門之間資訊流通所發生的弊端。1988 年通過

之內線交易及證券詐欺禁止法（Insider Trading and Securities Fraud Enforcement Act 

of 1988，下稱 ITSFEA）增訂 15（f）(本條為 1988 年 Insider Trading and Securities 

Fraud Enforcement Act 的一部分)將中國牆的制度明定為證券商應遵守之義務，要

求證券商建立（establish）、維持（maintain）及執行（enforce）合理設計之書面策

略（policies）及程序，以防免內線交易，並授權 SEC 為監督機關訂定管理規則，

此外具「控制力之人」(controlling person)，所指的就是與證券業務息息相關的律

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與銀行等，若是此等具控制力之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未

採取中國牆之步驟去防止其內部雇員不當流用其消息時，SEC 亦可據本法規定課

以行政罰鍰，且此時中國牆已為法律位階之規定並有強制性。1940 年投資顧問法

(Investment Advisor Act of 1940)亦同時增訂 204A，對投資顧問做相同的規範。中

                                                 
134 美林公司案 1968 年美國證管會與美林證券(Merrill Lynch)乙案，當時美林證券公司擔任道格拉

斯飛機製造公司股票上市公司之證券承銷商，承銷部門將道格拉斯公司營收不如預期之消息通知同

公司之交易部門，交易部賣出股票後造成股價大跌。美林公司 後與證管會達成和解，同意接受處

罰且承諾建立一機制，防止發行及承銷部所獲得之內線消息洩漏給交易人員。轉引自劉連煜，同註

5，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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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牆的設計，雖立意良善，惟其實際效用卻仍有限；內線交易的規範還需有相關

配套措施，才能克盡全功135，在內線交易行為發生前，透過上市櫃公司本身建立

公司內部之內線交易法律遵循措施，如能有效建立公司內部的法律遵循機制，應

能降低內線交易行為之發生。 

    典型的中國牆措施包括：1.訓練員工注意並防止重要未公開消息之不當流傳；

2.受僱人買賣有價證券之限制；3.實體的阻隔，例如將各部門隔離於不同建築物、

或同棟的不同樓層，限制接近機密性的檔案、電腦設備或辦公室；4.孤立公司的投

資銀行部門；5.限制套利交易。公司其他配套可包括：1.提出「限制名單」(Restricted 

List)擁有重要消息的公司可將某些發行人列名單上，禁止公司其他部門買賣或推薦

與發行人有關之證券。2.使用所謂的「觀察名單」(Watch List)，名單上列有傳遞秘

密消息給公司發行人，凡是有關該發行人的交易，公司會予以嚴格監管。由於公

司的高級主管爲了公司的運作，常常有必要接觸其他部門的事務，因此合法踰越

該牆，部門間的溝通，亦可能使中國牆無法發揮作用，於此種情形，公司應予特

別監督136。 

 

四、私取理論（misappropriation theory)137 

     

  於 Chiarella 案中 Burger 大法官有不同意見書，其認任何以不法手段所取得之

重要且非公開資訊，應負有與內部人相同之義務，亦即必須公開此等被私吞

（misappropriated)之消息，否則不應利用此一資訊從事交易，是以於該案 Chiarella

從其僱主（即印刷公司）偷竊了該資訊，進而利用以獲利，因此當然違反其對僱

主之義務，而應負內線交易之責，此即私取理論，為後來證管會力倡之基石。 

    私取理論在 United States v. Newman、 SEC v.Musella 及 SEC v. Materia 案138獲

                                                 
135 林仁光（2009），〈公司內部建立內線交易防範措施之芻議〉，《企業與金融法制－余雪明大法官

榮退論文集》，元照，頁 159。 
136 轉引自張瑞玲，同註 4，頁 14。 
137 賴英照，同註 5，頁 464-464；劉連煜，同註 5，頁 16-22。 
138 此三案件之介紹，見劉連煜，同註 5，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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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法院支持，在 Newman 案，投資銀行的兩位職員利用其所私吞的併購消息，私

下購買系爭目標公司之股份以獲利，法院認為雖然投資銀行及投資銀行客戶均非

本案目標公司股份買賣之「買方」或「賣方」，但由於被告偷竊了極為秘密之「併

購消息」（takeover information），故應同樣承擔違反內部人交易之刑責；而在 Musella

案法院明白指出，法律事務所之受僱人對其事務所及其客戶均負有受任人之忠實

義務；Materia 案，其情節與 Chiarella 案相似，被告亦由所承印之文件，推敲出擬

議中購併案中之目標公司，並進而私下購買股票而獲利。該案之第二巡迴法院認

為，任何人違反受任人忠誠義務私吞未公開之資訊，並據以買賣股票圖利，應屬

違反 1934 年證券交易法 Section 10(b)及 Rule 10b-5，1980 年代私取理論已成為美

國證管會制裁內部人交易的一項最重要利器。 

    而發生於 1983 年 Dirks v. SEC 案主要係對消息受領人責任提供解答，其認為

消息受領人責任成立的要件需具備：（1）內部人違反信賴義務而不當傳遞機密消

息（公司併購案適用前述之 Rule 14e-3，不以此為要件），（2）消息受領人明知或

可得而知內部人違反信賴義務而洩密，（3）內部人為圖謀個人利益(personal benefit)

而傳遞消息，而在其著名的「附註十四」，由於承認「暫時內部人」(temporary 

insiders，即承銷商、諮詢顧問、律師及會計師等)因為所服務的公司具有特殊信守

秘密的關係，而負有受任人之忠誠義務，固將其視為內部人而非消息受領人，可

謂給予私取理論間接之支持，對於私取理論的發展影響深遠。 

    1987 年的 Carpenter 案，最高法院維持下級審採私取理論之判決，但沒有就

私取理論表示立場，該案係名叫 Carpenter 的記者，原負責撰寫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一個叫「馬路消息」（“Heard on the Street”）的專欄，被告被控洩漏有關該

專欄的內容及其刊登的時間給股票經紀商，使經紀商得在刊載之前，利用該資訊

買賣有關公司之股票圖利，並將所獲得利益之部分與被告分享，自此是否採私取

理論，下級法院見解分歧，Carpenter 案後巡迴法院以外許多其他法院仍明示或默

示的支持私取理論，國會在 1984 年內線交易制裁法（Insider Trading Sanctions A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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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及 1988 年內線交易及證券詐欺禁止法（Insider Trading and Securities Fraud 

Enforcement Act of 1988）的相關報告中，均表明支持私取理論的立場。 

1997 最高法院於 United States v. O’Hagan 案終於明確採用私取理論，判決被

告違法，同時確認前述 Rule 14e-3 之合法性，該案以私取理論(the misappropriation 

theory)補充忠實義務，Grand Metropolitan PLC 公司為併購明尼蘇達州的 Pillsbury

公司，委任 Dorsey & Whitney 律師事務所為法律顧問。被告 O’Hagan 是合夥律師，

未直接承辦但獲悉該案，而在本案發佈公開收購股權要約（tender offer）前，陸續

買進 Pillsbury 公司股票先買權（call options），並於併購案宣佈後賣出持股獲利。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私取理論係為防止有途徑接觸揭露後會影響證券價格之

內線消息，但對於該公司股東卻不負受任人義務或其他義務的公司外部人不當使

用消息之情形，維護證券市場的正直性」，因此認 O’Hagan 雖於併購案中是獲悉影

響證券價格之外部人，但因為對「消息來源」（source of information），即其律師事

務所及 Grand Metropolitan 的忠誠及信賴義務有所違背，且事前亦未揭露其欲藉此

消息買賣證券，是違反 Section 10 (b)和 Rule 10b5。即向來最高法院認為公司內部

人對其股東負有信賴義務，因此有公開消息之義務，否則不得買賣，而私取理論

擴及至公司外部人，以防止公司外部人不當使用消息，以維護證券市場之健全。 

 

五、「利用」(use)或「獲悉」(knowing possession)之爭論： 

 

    美國法上有關「利用」或「獲悉」之爭論，其實益在於如採利用說，則除必

須證明行為人除獲悉內線消息外，並有實際利用該項消息以為買賣證券之行為，

即需就獲悉消息與內線交易一事予以證明。 

    國會針對此一爭議尚不願明示表示立場，司法實務則見解分歧，聯邦最高法

院尚未表達明確之見解，聯邦高等法院見解分歧，聯邦第二巡迴法院於 1968 年 SEC 

v.Texas Gulf Sulphur Co 案與 1993 年 United States v. Teicher 案均採獲悉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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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ing possession)說，堅採「利用」之標準者，如聯邦第十一巡迴法院於 1998

年 SEC v. Adler 案與聯邦第九法院於 1998 年 United States v. Smith 案139；SEC 採

獲悉說，但可舉反證，但為面對若干法院採取利用說的標準，並緩和爭議 SEC 於

2000 年發布 Rule 10b5-1 一面續採獲悉說，同時增設豁免條款。 

    1993 年 United States v. Teicher140案聯邦第二上訴巡迴法院認為只要行為人持

有違背義務而得到之未公開重大消息，不論行為人是否確實利用該消息，皆違反

內線交易之規定，檢察官無庸舉證被告持有內線消息與交易行為間之因果關係，

被告亦不能反證排除利用；聯邦第十一巡迴法院於 1998 年 SEC v. Adler 案141，法

院認應推定被告有利用消息，由被告反證說服法院其未利用消息交易，概括條款

由被告反證排除利用，採用「use test」作為判斷基準，亦即，內部人主觀知悉未

公開重大訊息後所為的交易，並不當然構成內線交易，假如內部人舉證證明，其

並未「利用」此一未公開之重大訊息從事交易，即「內線資訊」與「交易行為」

間無不法利用之連結，則內部人並未違法；聯邦第九法院於 1998 年 United States v. 

Smith 案142亦採用「use test」原則，認被告主觀知悉未公開重大訊息並為交易，並

不當然違法；必須被告「利用」此一未公開重大訊息從事交易，始構成內線交易

罪，原告舉證證明被告有利用內線消息交易，法院進一步認為在刑事案件，檢察

官須證明內部人實際利用內線消息始可成立犯罪；交易時即使持有內線消息，仍

不得逕行推論有利用的行為，比 SEC v. Adler 案更嚴格143。以反詐欺而言，要求行

為人利用消息方構成犯罪並無不妥，但衡諸現實，交易與知悉間是否有因果關係

乃行為人內心之動機，外在難以証明，如果要求檢方必需證明被告因知悉內線消

息而故為買賣，內線交易之定罪恐難上加難，是 SEC 增訂 Rule10b5-1 將舉證責任

                                                 
139 於本案第九巡迴法院法官明確表示反對 SEC 所主張之知悉說，認為如要課以內線交易之刑事制

裁，一定要能證明被告主觀上惡意「利用(use)」資訊的犯意，轉引自洪令家，同註 118，頁 13。 
140 See United States v. Teicher, 987 F.2d 112（2d Cir. 1993），本件為刑事案件。 
141 See SEC v. Alder, 137 F.3d 1325 (11th Cir. 1998)，本件為民事事件。 
142 See United States v. Smith, 155 F.3d 1051 (9th Cir. 1998)，本件為刑事案件。 
143 相關內容參照賴英照，同註 14，頁 527-529；張淵森（2009），《內線交易與消息受領人之法律

風險分析》，私立東海大學法律學研究碩士論文，頁 46-50；劉成墉（2009），《內線交易獲悉與利

用之爭論》，私立銘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論文，頁 6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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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置144。 

 

六、SEC 於 2000 年頒佈公平揭露規則與 Rule 10b5-1、Rule 10b5-2 

 

而為了避免重大未公開之消息未即時揭露及對於行為人主觀要件之歧見，造

成投資人因處於資訊相對劣勢而對市場信心不足，進而造成證券市場及投資人之

損失，SEC 於 2000 年頒佈公平揭露規則與 Rule 10b5-1、 Rule 10b5-2 明文規範資

訊揭露方法與原則，其中 Rule 10b5-1 即為豁免條款，允許內部人透過一個事先決

定好的交易計劃進行證券交易，藉以避免內線交易之嫌疑，而此種預定交易計劃

可成為內線交易之積極抗辯(Affirmative Defense )，學說上稱之為內線交易之豁免

條款，也有稱為內線交易的安全港(Safe Harbor)145，而在 O’Hagan 及之後的案例，

仍然維持內線交易人必須違反信賴義務，始構成違法的內線交易，而為了釐清忠

實義務的範圍，美國證管會頒佈了 Rule 10b5-2146。 

 

（一）Rule 10b5-1 

 

SEC 於 2000 年 8 月制定 Rule 10b5-1，並無改變內線交易中，行為人應具有主

觀上犯意(scienter)之要件，僅是在採取「知悉」（awareness）標準之見解下，提供

列舉之抗辯事由，以保護投資人及維護市場之公正性，SEC 認為「知悉」（awareness）

這標準較具穩定性(certainty)及明確性(clarity)147。Rule 10b5-1 明定行為人於獲悉重

大消息前，基於善意作成交易決策，包括既定之書面交易計畫、或已向第三人為

有價證券買賣之指示，或與第三人簽訂有價證券買賣契約，且其交易決策內容，

就有價證券買賣之時間、價格、數量或金額，業已具體明定或依電腦程式等方法

                                                 
144 曾宛如，同註 103，頁 295-296。 
145 洪令家(2012)，〈內線交易之避險天堂?-我國訂立豁免條款之初探〉，《臺灣本土法學》，196 期，

頁 13。 
146 林仁光(2010)，〈論我國證券交易法增訂內線交易得抗辯條款之可行性-兼論 2010 年證交法有關

內線交易之修正重點〉，「公開發行公司法制之檢討與展望」研討會（尚未發表），頁 6。 
147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http://www.sec.gov/rules/final/33-7881.htm.( 後瀏覽

日:2012/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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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特定，並依該交易決策內容實際執行交易者，縱其交易之時點，在行為人獲

悉重大消息之後，應非「基於」(on the basis of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重大

消息所為之買賣，故排除內線交易之適用。Rule 10b5-1 由被告反證符合特定列舉

之事由以免責、本豁免條款之適用不限於自然人，機構投資人亦可適用。換言之，

原本持有內線消息並不等同於利用，但因利用與否難以證明，故凡持有推定為利

用，而以 Rule 10b5-1 之免責事由准許被告推翻此種推定，即實質上採利用說，但

以持有說化解舉證之問題，主要在減輕檢方之舉證責任，而容許行為人在主觀上

不具備詐害意圖時得舉證免責以達平衡148。 

簡言之，豁免條款要求交易人必須證明交易行為之發生乃係基於上開交易的

契約、指示或計劃，此等交易的發生與任何「實質重大」、未公開之消息無涉149。 

    條文之說明載明，該規則之目的在於界定依 1934 年證券交易法 Section 10(b)

及 SEC Rule10b-5 所提起之內線交易案件中，其中有價證券之買賣，何時將構成以

重大未公開資訊「為基礎」進行交易。關於內線消息之規範係由各級法院對於 Rule 

10b5 之司法解釋所建構，其對於內線交易規範之範圍並無任何調整。     

Rule 10b5-1150全文如下： 

                                                 
148 曾宛如，同註 103，頁 296-297。 
149 洪令家，同註 145，頁 14。 
150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http://www.sec.gov/rules/final/33-7881.htm.( 後瀏覽

日:2012/05/20)。 
a.General. The "manipulative and deceptive devices" prohibited by Section 10(b) of the Act and Rule   
 10b-5 thereunder include, among other things,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a security of any issuer, on the  
 basis of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about that security or issuer, in breach of a duty of trust or  
 confidence that is owed directly, indirectly, or derivatively, to the issuer of that security or the  
 shareholders of that issuer, or to any other person who is the source of the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b.Definition of "on the basis of." Subject to the affirmative defenses in paragraph (c) of this section, a  
 purchase or sale of a security of an issuer is "on the basis of"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about  
 that security or issuer if the person making the purchase or sale was aware of the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when the person made the purchase or sale. 
c. Affirmative defenses. 
 1.i .Subject to paragraph (c)(1)(ii) of this section, a person's purchase or sale is not "on the basis of"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if the person making the purchase or sale demonstrates that: 
  A. Before becoming aware of the information, the person had: 
    1.Entered into a binding contract to purchase or sell the security, 
    2.Instructed another person to purchase or sell the security for the instructing person's account, or  
    3.Adopted a written plan for trading securities; 
  B. The contract, instruction, or plan described in paragraph (c)(1)(i)(A) of this Section: 
    1.Specified the amount of securities to be purchased or sold and the price at which and the dat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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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通則。1934 年證券交易法 Section 10(b)及 SEC Rule10b-5 所禁止之「操縱或詐 

欺行為」，除別有規定外，亦包括以發行企業或其有價證券之重大未公開訊息為 

基礎，為反對發行企業、其股東或為重大未公開消息之人直接、間接或衍生所 

負之信賴或保密義務而進行之任何有價證券交易。 

b「為基礎」之定義。基於本規則第（C）項之規定，所稱證券交易以重大未公 

  開資訊「為基礎」，係指該交易行為人於交易時就該重大消息有所認知。 

c 得抗辯事項： 

 1.i 行為人如能證明其交易符合下列情形者，不視為根據重大未公開資訊之買   

    賣： 

    A.行為人於知悉該資訊前已： 

                                                                                                                                               
     which the securities were to be purchased or sold; 
    2.Included a written formula or algorithm, or computer program, for determining the amount of  
     securities to be purchased or sold and the price at which and the date on which the securities  
     were to be purchased or sold; or 
    3.Did not permit the person to exercise any subsequent influence over how, when, or whether to  
      effect purchases or sales; provided, in addition, that any other person who, pursuant to the  
      contract, instruction, or plan, did exercise such influence must not have been aware of the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when doing so; and 
   C.The purchase or sale that occurred was pursuant to the contract, instruction, or plan. A purchase   
     or sale is not "pursuant to a contract, instruction, or plan" if, among other things, the person who   
     entered into the contract, instruction, or plan altered or deviated from the contract, instruction, or  
     plan to purchase or sell securities (whether by changing the amount, price, or timing of the  
     purchase or sale), or entered into or altered a corresponding or hedging transaction or 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those securities. 
  ii .Paragraph (c)(1)(i) of this section is applicable only when the contract, instruction, or plan to      
    purchase or sell securities was given or entered into in good faith and not as part of a plan or           
   scheme to evade the prohibitions of this section. 
iii .This paragraph (c)(1)(iii) defines certain terms as used in paragraph (c) of this Section. 
  A. Amount. "Amount" means either a specified number of shares or other securities or a specified     
     dollar value of securities. 
  B. Price. "Price" means the market price on a particular date or a limit price, or a particular dollar    
    price. 
  C. Date. "Date" means, in the case of a market order, the specific day of the year on which the order   
     is to be executed (or as soon thereafter as is practicable under ordinary principles of best  
     execution). "Date" means, in the case of a limit order, a day of the year on which the limit order    
     is in force. 
2. A person other than a natural person also may demonstrate that a purchase or sale of securities is not    
  "on the basis of"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If the person demonstrates that: 
  i.The individual making the investment decision on behalf of the person to purchase or sell the    
   securities was not aware of the information; and 
  ii.The person had implemented reasonable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nature of the person's business, to ensure that individuals making investment decisions would not    
    violate the laws prohibiting trading on the basis of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These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may include those that restrict any purchase, sale, and causing any purchase or  
    sale of any security as to which the person has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or those that  
    prevent such individuals from becoming aware of such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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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有締結具拘束力之契約，而為買賣有價證券者， 

      2.指示他人為行為人買賣有價證券或 

      3.有書面151之證券交易計畫； 

    B.前揭之契約、指示或計畫應： 

      1.明訂有價證券買賣之數量、價格及日期； 

      2.包括書面之公式、演算式或電腦程式以決定有價證券之買賣數量、價格 

        與日期； 

      3.不允許行為人嗣後對於買賣如何、何時及是否執行等加以影響。此外， 

        依據契約、指示或計畫行事之他人在影響這些交易決定時，亦不得對重  

        大未公開資訊有所知悉；且 

  C.買賣須依據契約、指示或計畫為之。如行為人(藉由變更買賣之數量、價 

    格或時點)改變或偏離已締結之契約、指示或計畫，或進行有效之對應、 

    避險交易或持有相關部位之行為，將被視為未依據契約、指示或計畫為買

賣。 

ii 前述規定僅於契約、指示或計畫係基於誠信訂立而非作為意圖規避法律規範  

  之情形下適用之。 

iii(C)段所指之數量、價格及日期定義如下： 

  A.數量：係指股票、其他有價證券之數量或有價證券之交易金額； 

  B.價格：係指特定日期之市價，或限價或特定價格； 

  C.日期：係指市價單執行日或限價單生效日。 

2.自然人以外之行為人(下稱法人)能證明其行為符合下列情事者，亦得不視為根據

重大未公開資訊之買賣： 

 i 為法人從事買賣有價證券決策之人未知悉該資訊；且 

 ii 法人前已考量本身業務性質，實施合理策略或程序，以確保前述從事買賣有  
                                                 
151 此一書面的要求，美國證管會認為僅限於買賣有價證券之計畫始需具備此一要式性；至於具拘

束力「契約」或對他人之「指示」，並毋需一定之書面要式，劉成墉(2011)，〈內線交易免責抗辯事

由探討〉，《銘傳大學法學論叢》，15 期，頁 162，註解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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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證券決策之人不會違反禁止內線交易規範。該策略或程序可能包含已知悉重 

  大未公開資訊時之法人之買賣限制或防止為法人從事買賣有價證券決策之人 

  知悉該資訊。 

 

依上述規定，SEC 認就此包括152： 

1.發行公司以買回公司股票為目的而制定之買回計劃(repurchase program)： 

 買回計劃中，毋庸具體詳細地指明其交易數量、交易價格與交易時間，僅 

  需在未知悉重大未公開消息時，事先於該計畫中明文擬定一個「可推知交易數 

  量、價格與日期」之計算公式；抑或全權授權予未曾察知重大未公開消息之他 

  人，就交易數量、價格與日期等事項予以決定，但以發行公司對該交易不生任 

  何後續之影響力為要件。 

 

2.某公司員工制定其「執行股份選擇權(stock options)」與「出售標的股(underlying   

  shares)」之書面買賣計畫： 

    員工得於未知悉重大未公開消息時，採取一個包含「可決定所欲執行之『既

得股份選擇權(vested options)比率』、所欲出售之『特定價格區間』之公式」之書

面計畫，如公式可設定該員工於其子女大學學費之各個繳納期限前一個月，以應

繳納學費之額度為限，執行選擇權或出售股份。 

 

3.公司員工「員工認股計畫」(employee stock purchase plan) 

公司員工可能以「口頭指示」或「書面計畫」方式參與員工認股計畫，交

易價格可被設定為市場價格之一定比例，認股費用可從薪水扣除，交易日期根據

認股計畫中所設定之公式，或可由認股計畫執行者或投資經理人代為執行，但以

該員工該交易不生任何後續之影響力為要件，且各該執行者未知悉重大消息。 

另外，關於「ii 法人前已考量本身業務性質，實施合理策略或程序，以確保

                                                 
152 同註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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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從事買賣有價證券決策之人不會違反禁止內線交易規範。該策略或程序可能

包含已知悉重大未公開資訊時之法人之買賣限制或防止為法人從事買賣有價證

券決策之人知悉該資訊。」，是仿照前述英美法上著名之中國牆（the Chinese Wall）

概念，防止內線消息洩漏之機制，避免「多功服務之金融機構」(multi-service 

financial institution)不同部門間，機密資訊的不當流通與利用，而為法人之抗辯事

由。 

 

（二）Rule10b5-2153及公平揭露規則（Regulation Fair Disclosure）154： 

 

美國法中利用所獲悉之未公開重大消息買賣股票，必須破壞對於公司、股東

或消息來源的忠實義務或信賴關係。然而，針對為何需要有此忠實義務關係之要

求，以及當適用私取理論時，為何是破壞對消息來源的忠實義務關係，而非對公

司或市場的信賴關係，聯邦最高法院法官們從 1980 年的 Chiarella 案迄今一直都存

有不同的看法。在 O’Hagan 案後，如何適用私取理論界定內部人之範圍產生疑義，

SEC 於 2000 年制定 Rule10b5-2，而為了釐清忠實義務的範圍，企圖解決「在如何

的關係下，才能成立私取理論下的信賴關係」，其規定三種排他性（nonexclusive）

的情形，可構成違反信賴關係下的義務，Rule10b5-2 訂定後對於美國司法實務認

定私取理論下內部人範圍之影響，深值觀察，其規定如下： 

   1.當消息之受領者同意對其所獲知之消息保密時； 

   2.當消息來源及消息之受領者間存有互相保密的歷史、模式或經驗，使得消  

     息之受領者明知或可得而知消息來源對之有保密期待時；以及 

   3.當消息受領者自其配偶、父母、子女或手足取得消息時；除非消息受領者 

     可證明其不知，亦無合理的理由應知，該取得之消息被預期應保密，而且 

     亦無實際之保密約定存在者。 

                                                 
153 林仁光，同註 149，頁 6  
154 公平揭露規則相關介紹請參林繼耀（2000），《資訊公平揭露與終結內線交易-試論美國證券交易

法公平揭露規則新制》，頁 47-82，私立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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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 於 2000 年 8 月 15 日公佈公平揭露規則（Regulation Fair Disclosure）明定

公司將消息透露給證券市場專業人士或公司股東時，應同時（simultaneously）向

大眾公佈消息；如非有意的透露，亦應於洩漏消息後立即（promptly，指 24 小時

之內）公開同樣的消息。但為緩和執行的障礙設有例外-包括對公司負有信賴義務

的律師、會計師、投資銀行、明確表明將遵守保密義務的人及信用評等機構等，

不在適用範圍內，此外本規則只適用於交易市場，對於發行市場及外國發行公司

亦不適用。同時，未依規定向大眾公開消息時，並未違反 Rule 10b-5，不負民事責

任，公平揭露原則的目的在於消除特定人與投資大眾間消息不對稱的現象。 

 

七、2002 年 7 月 30 日簽署之沙賓法案 

 

    美國自 2001 年底之安隆案後，2002 年環球通訊（Global Crossing）、全錄

（Xerox）、全美第二大藥廠默克藥廠和世界通訊（Worldcom）、泰科、Adelphia、

美林、NYSE、Arthur Anderson 和一些共同基金等公司相繼爆發會計交易醜聞，中

國牆制度的失靈問題開始成為公眾的焦點，呼籲強化內控機制之看法此起彼落，

迫使美國政府提出企業改革法案，是以於 2002 年 7 月 30 日簽署之沙賓法案

（Sarbanes-Oxley 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Reform and Investor Protection Act），

被認為乃係 1930 年代證券法（Securities Act of 1933）及 1934 年證券交易法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通過以來，聯邦證券法令最重大之變革，重點

在於公司治理部份（尤其在 Title Ⅲ公司責任部分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包括公

開發行公司、財務分析師、外部審計人員和證券交易市場，其主要內容包括強化

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之職責並防杜不法利益、確保財務報表之正確性與時效性、提

升審計工作之獨立性、建構律師及證券分析師之獨立性等等。尤其規定有關內部

控管之結構與程序、會計師執業之倫理規範等，其中第 501 條係將證券分析部門

與投資銀行部門間資訊流用的限制性規定，可認屬中國牆之具體規範155，傳統上

                                                 
155 李曜崇，同註 132，頁 9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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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歸州法律之規範，但此次皆由國會立法納入此一聯邦法律中。美國沙賓法案共

分 11 章 66 條，第 8 章是關於公司詐欺責任之規定，第 9 章則是提高白領犯罪之

處罰。 

 

第二項  法律責任 

 

美國法採民事、刑事、行政責任併存不相互排斥之立法，在刑事責任方面，

於 1988 年通過之內線交易及證券詐欺禁止法（Insider Trading and Securities Fraud 

Enforcement Act of 1988）進一步將最高刑責由 5 年提高到 10 年，對自然人之罰金

由最高 10 萬美元提高到 100 萬美元，法人則由 50 萬美元提高到 250 萬美元，科

處內線交易所得利益或所避免損失三倍以下的罰款156，並授權 SEC 或法務部在行

政罰款 10%內核發舉發人獎金，同時明文增訂 20A 賦予交易人包括相對人及同時

期買賣證券者（contemporaneous trader）民事賠償請求權157，賠償數額為行為人實

際獲利或損害避免數額，扣除 SEC 所處行為人必須吐還之金額，屬於特別之請求

權，以強化內線交易之防制。 

    2002 年的沙賓法案與內線交易有關者 section 1116 加重 1934 年 section 32(a)

之處罰規定，對於故意違反 1934 年之刑責，由最高罰金美金 100 萬元加重至 500

萬美元，最重本刑由 10 年有期徒刑加重至 20 年。至於非自然人之機構犯罪，則

由 250 萬美元加重至 2500 萬美元。而 section 807 更嚴格規定對於明知為詐欺之行

為者，加重刑期至 25 年。當 SEC 在進行民事訴訟時，證交法授權 SEC 將相關證

據交給檢察體系，讓其決定是否開啟刑事訴訟，若系爭案件轉介給檢察體系後，

SEC 就必須將所有資料揭露給檢察官。 

    行政責任包括 SEC 得對行為人處以行政罰鍰、譴責、限制業務項目、暫停或

撤銷證券業務執照等行政處分，亦可與行為人和解，要求行為人吐還某額度之利

                                                 
156 張瑞玲，同註 4，頁 15。 
157 賴英照，同註 5，頁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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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並得向法院聲請具既判力及具執行力的和解(consent decree)，通常很大機率會

在開庭前和解，行為人得以享有程序利益及避免與監理機關衝突、留下違法前科，

SEC 得向法院聲請禁制令，禁止行為人為一定種類之行為，如禁止被告在一定期

間內不得從事證券相關行業，國會在 1984 年內線交易制裁法（Insider Trading 

Sanctions Act of 1984）中明定 SEC 得向法院訴請被告給付所得利益或減少損失金

額 3 倍以下的罰款，此係行政罰款（civil penalty）而非賠償原告，如前述 SEC 並

亦可請求被告繳出其交易所獲利益(disgorgement，又稱利益吐還)，兩項合計最高

可達交易利益的 4 倍，其目的在懲罰違法者，而不是讓原告獲得額外的收入，惟

不論罰款或賠償，被告均須付出鉅額資金，如能確實執行，應具有嚇阻違法的作

用。是以制度設計上，我國法三倍賠償的資金，如能用於健全證券市場的公益用

途，似更符合立法目的。 

 

第三項  小結 

 

從美國司法實務演進可知，最初以詐欺論為起源，最早於 Cady Roberts 案以

資訊平等理論為基礎，之後在 Chiarella 以信賴關係理論為出發，認定應以具有信

賴關係且加以違反方得處罰，但因適用範圍過小，且在 1980 年 SEC 所制訂的 Rule 

14e-3，針對公開收購案件，則不以行為人對於公司具備信賴義務為前提，又具有

市場論之色彩，後來 1997 年 O’ Hagan 案再以私取理論補充，只要違背對於消息來

源之信賴義務亦需負內線交易之責任，此為美國實務目前主流的看法。 

    美國成文法禁止內線交易之目的究竟為何？如 1934 年證交法、1988 年內線交

易及證券詐欺禁止法（Insider Trading and Securities Fraud Enforcement Act of 

1988）、內線交易與證券詐欺執行法及 2002 年的沙賓法案，一般對此解釋多為「促

進健全的證券市場，以及保護投資人信心」，但此又和偏向關係論的司法實務有所

齟齬，或許可以認為是，無論是採關係論或是市場論立法的國家，現今似有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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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攏之趨勢，而不再涇渭分明，但美國法上內線交易規範如豁免條款之相關規定

及其他背景思考，仍深值我國參考，但皆須在我國法的框架下重新分析思考，方

能真正解決我國現行之困擾。  

    Rule 10b5-1 此為我國於增訂豁免條款之重要參考，日本法、歐盟及英國法亦

有相類似之規定，將於第肆章討論豁免條款設計時一併分析。至中國牆本文認屬

一資訊管制措施，並非一獨立豁免事由，應與豁免條款之建置一併採行。 

 

第二節  日本 

第一項  內線交易相關法制沿革 

 

日本關於限制內線交易之目的與理由158，認為相對於一般投資人關於股票發

行公司內部影響其投資判斷的事實，在公司未公布該消息之時期無法得知相關訊

息，發行股票公司之負責人或高層以及和公司有一定關係之人在消息尚未公布前

即可得知相關訊息而買賣股票，會造成不公平的現象。若任由此種情形持續，會

讓民眾對股票市場失去信心，投資者退出市場。故為維持投資人對證券市場的信

賴，必須對內線交易有所規範。由此可知日本限制內線交易之理由係基於確保金

融商品交易市場的公正性及健全性以及一般投資人對市場的信賴，日本多數學說

採此觀點，實務上有力見解也採此看法。是以似可認日本法上較基於市場論的觀

點來規制內線交易。 

 

一、昭和 63 年(1988 年)證券交易法修法前之情形 

 

    1948 年日本在美國的影響下159，制定了證券取引法（即證券交易法，下同），

                                                 
158 木目田 裕 監修（2010），《インサイダー取引規制の實務》，頁 1-4，東京都：商事法務。   
159 吳元曜（2003），《美國、日本、德國及我國內線交易行法規制之比較以及內線交易除罪化之研

究》，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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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第 58 條可看到如同美國 1934 年 section 10(b)之規定，違反第 58 條罰則為最

高 3 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 300 萬元之罰金，160惟美國對於內線交易禁止，理論上

雖從反詐欺之概念出發，主要法源為聯邦證券交易法(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section 10(b)及 1942 年證管會依據 10(b)所訂頒的 Rule 10b-5，此兩條文即一

般通稱之反詐欺條款，實務上美國禁止內線交易法秩序的演進過程中，這些成文

法並非關鍵因素，真正的推手係仰賴相關司法判決的法律闡釋及法規命令161，是

以當時日本認為第 58 條過於模糊，非為一針對內線交易的禁止規定，且內線交易

本身的概念不夠清楚，日本法並無以此條作為內線交易處罰的案例發生162，在日

本傳統司法及文化體制下該規定可發生之效果其實很有限。隨著證券交易國際化

的高度進展，及美國英國等主要先進國家對於內線交易限制積極的為相關限制，

日本國內認為須有和國際接軌的內線交易規範之必要性，以及證券市場多為一般

投資人進行交易，對於證券交易的公平性及健全性更加要求的情形下，對於內線

交易的關心程度也比以前提高。 

 

二、1988 年-2006 年之證券交易法 

 

    1631987 年 9 月(昭和 62 年)發生タテホ化學工業（立保化學內線交易）事件，

加上國際的壓力，日本就內線交易行為增訂專門規範，以恢復投資人的信心，1988

年公佈新法，訂第 190 條之 2 與第 190 條之 3 明文禁止內線交易的規定（即現行

法第 166 條及第 167 條），使內線交易行為刑罰化，1988 年之修正乃係第一次明文

將內線交易刑罰化，並於 1989 年(平成元年)正式施行。學者指出當時禁止內線交

易規範的引進乃是參酌當時美國法之判例以及英國法之立法動向而成164。 

                                                 
160 轉引自陳冠潔（2009），《我國內線交易規範行為主體與責任類型之研究》，頁 98，國立台灣大

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61 莊永丞，同註 125，頁 747。 
162 林仁光，《美國、德國、日本內線交易案例分析研究》，臺灣證券交易所九十七年度委外研究案，

頁 28，註 44。 
163 吳元曜，同註 159，頁 42；陳冠潔，同註 160，頁 100-102。 
164 林仁光，同註 162，頁 28。 



 85

    日本在經歷 1990 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及金融風暴襲擊後，進行一連串的金融大

改革，165有兩次金改，第一次金改包括 1997 年金融大改革及 2006 年制定金融商

品交易法，第二次金改則包括「日本郵政民營化」及「2 銀 9 公庫民營化」1661991

年以野村、山一等四大證券商對證券商協會的把持，使自律效果不彰，並爆發多

家證券公司對特定客戶進行事後填補損失以及部分證券公司涉嫌與具有黑社會背

景之客戶進行交易之事件，使證券業經營態度受到社會輿論的糾彈，1992 年日本

修正其證券交易法，由第 123 次國會通過「為確保證券交易等公正之證券交易法

等部分修正之法律」（平成 4 年，1992 年法律第 73 號，同年 7 月 20 日施行），而

其主軸在於證券交易法與大藏省設置法，其主要內容為證券市場檢查監視制度之

根本改革，以於大藏省下設置「證券交易等監視委員會」為中心，為獨立之證券

市場檢查監視機關，為一劃時代修正，而在之前證券主管機關為大藏省，此一體

制變革，不惟係日本證券管理制度突破性之劃時代轉變，衡諸世界各國證券管理

體制亦屬首創，其業務範圍包括證券檢查、交易審查和犯罪事件調查，賦予類似

美國金融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Exchange Commission, SEC)之權限167，正式成為取

締「證券犯罪」的專門機關，監督證券市場的不法行為，1992 年的修法主要係將

內線交易之責任成立要件作修正，其將原本第 188 條至第 190 條移動至第 163 條

至 167 條而主管機關也做更動，新修正主要針對三大部分：一、逐步拓寬管制範

圍，除了增廣管制金融商品種類，亦增加規範主體種類-櫃檯市場，二、對重大消

息定義亦有改變，新法定義較為全面且亦擴張範圍，三、加重處罰刑度，自然人

可以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可併科 300 萬日圓。 

    

附圖一：日本金融監理制度 

                                                 
165 林國全(1995)，〈自日本 1992 年設置證券交易等監視委員會論證券主管機關之調查檢查權限〉， 
《政大法學評論》，54 期，頁 271-326；陳志宏，日本證券市場考察報告(三)，
http://www.twse.com.tw/ch/index.php, ( 後瀏覽日：2010/06/11)。 
166 謝學如(2009)，〈日本金融大改革對我國之啟示〉，《經濟研究》，第 9 期，頁 125-138。 
167黃銘傑(2006)，〈日本 近證券交易法修正對我國之啟示〉，《公司治理與企業金融法制之挑戰與

興革》，頁 213-216，元照。  



 86

    

內閣府

證券取引等監視委員會

金融廳

財務省

1.證券公司等之檢查

2.課徵金調查

3.犯罪事件之調查

1.對民間金融機構之檢查與監督

2.國內金融制度規劃及政策擬定

3.民間金融機構等的國際業務之規
劃及政策擬定

公認會計師監察審查會

確保財政之健全性，並
與金融廳共同負責問題
金融機構之制度規劃與
政策擬訂及金融風險管
理

日本金融監理制度

 

 

日本金融監理係由內閣府下之金融廳所主管，與我國行政院金融管理委員 

會相似，係因應金融監督一元化而設，委員由參、眾兩議院同意，內閣總理大臣 

任命之，任期為 3 年，依據金融廳設置法第 14 條、第 17 條規定，除法定事由外， 

於任期中不得違反委員之意願使其退任，薪資另由法律定之，由法制上落實金融 

廳委員委員之保障，以確保委員之獨立性與誠信168。金融廳的主要職責包括金融

制度規劃與政策擬定、資本市場管理包括民間金融機構等的國際業務規劃及政策

擬定、對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民間金融機關或證券交易所等，為金融監

督、檢查，設定企業之會計或其他財務基準，監督會計師、監察人及監視金融市

場法令遵循狀況等；財務省負責財政健全性之確保、外匯監理及政策，並與金融

廳共同負責問題金融機構之制度規劃與政策擬訂及金融風險管理，日本中央銀行

僅負責貨幣政策，不負責外匯政策，也不負責金融監理169，自此日本完成金融監

理一元化。目前組織上由隸屬於內閣府下之金融廳所屬之證券取引委員會（下稱

                                                 
168 廖大穎（2009），《日本金融規範一元化之立法模式與發展動向》，金融研究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

頁 68-69、119。 
169 郭土木（2009），〈我國金融法規整合之芻議〉，《企業與金融法制 余雪明大法官榮退文集》，頁

386，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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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負責證券公司等的檢查、課徵金之調查及犯罪事件的調查170。 

    證監會自設立以來對於違反證交法的行為進行刑事告發或行政處分命令，因

刑罰的謙益性，結果導致對違法程度尚無科處刑罰必要之行為反被縱容，並深陷

於經濟犯罪之內線交易與謹慎發動國家刑罰權之矛盾171，另一方面，對於證券商

等之行政處分，無法對於違法行為產生抑制力，再者相較於美國 SEC 舉發的數量

仍有顯著的差異，且少以民事訴訟的方式來追究責任，在此背景之下，日本於 2004

年導入行政法上的課徵金制度，並重新審視證券交易法民事責任的規範內容，該

法有關民事責任規定修正部分自 2004 年 12 月起施行，有關課徵金部分，則自 2005

年 4 月起施行（2006 年 1 月出現第一個適用課徵金的案例，2006 年 1-6 月共有 5

件）。是就強化民事救濟規範，增設違反流通市場繼續公開規定時之因果關係及損

害額的推定規定；一為引進所謂的「課徵金」制度，令主管機關得針對特定違法

行為處以類似罰鍰之「課徵金」，剝奪違反行為人因違法所得之利益，以減低其違

法誘因、收預防之效。 

 

三、2006 年金融商品交易法 

 

     2004 年底日本開始制定整合證券交易法、投資信託法及期貨交易法的新法，

在這個新的法律框架下將不再區分傳統的銀行、證券、保險、信託等金融行業，

以「證券交易法」為主體，就「金融期貨交易法」、「外國證券業者法」、「有價證

券之投資顧問業規範法」、「抵押證券業規範法」進行整合，制定全部金融商品均

適用之「金融商品交易法」，謀求建構完善之投資環境，確保金融商品交易之公正

性暨透明化，維護投資人權益，甚而促進國民經濟健全發展，邁向金融暨資本市

場國際化，於 2006 年 6 月 7 日日本參議院審議通過大幅修正證券交易法，更名為

金融商品取引法172（即金融商品交易法，以下簡稱金商法），並於 2007 年 9 月施

                                                 
170 http://www.fsa.go.jp/common/about/suii/，瀏覽日:2012/05/20. 
171 廖大穎（2009），〈資訊不正流用理論與證券交易法第 157 條之ㄧ〉，《月旦財經法雜誌》，頁 112。  
172 平成 18 年法律第 65 號，2006 年 6 月 14 日公佈，參易建明，〈日本「證券交易所」組織法制之

變革〉，《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70 期，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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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該法將原證券交易法的「證券」置換為「金融商品」，法規整體架構上有部分

章名異動173。2006 年金商法的修訂除大幅提高證券詐欺、市場操縱等之刑事罰則

外，維持課徵金制度並就課徵金之計算方式與要件略為修正174。 

    金商法就內線交易部分係強化刑事責任，以回應活力門案（Live Door）之衝

擊，影響日本證券市場的信譽之事件接踵而至，白領犯罪在證交法的體系中有蔚

為風潮之感，因此為有效提昇日本證券市場之公正性及透明性，建構具國際性且

具信譽性之證券市場由嚴正處理不法交易行為之必要，新法加重內線交易罰則，

及其他行政措施，以嚇阻內線交易的猖獗。 

    金商法成立第 166 條即為舊的證券交易法第 166 條加上原有的行政命令立法

化經過全面的整理、名稱和條數有大幅度變更，自此，內線交易違反的效果處罰

轉為嚴厲175。而日本法上對內線交易之規範，除對行為本身規制外，亦包括事前

防範措施，包括（一）短線進出交易利益之歸入權，（二）禁止提供公司相關資訊

與作投資建議，（三）超額賣出之禁止，（四）自主規制176，然本文囿於篇幅，僅

針對內線交易行為及豁免條款作簡要介紹與說明。 

 

               表三：日本內線交易刑事責任之立法沿革 
 

 1988 年-1992 年 1992 年-2006 年 2006 年後迄今 

自由刑 6 個月以下 3 年以下 5 年以下 

罰金 科或併科 50 萬以

下日圓罰金 

個人：科或併科 300 萬 

      以下日圓罰金， 

      並對犯罪所得沒  

      收，不能沒收時 

      應追徵 

法人：3 億以下罰金 

個人：科或併科 500 萬以 

      下日圓罰金，並對

      犯罪所得沒收，不  

      能沒收時應追徵 

法人：5 億以下罰金 

                                                 
173 黃銘傑，《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之研究期末報告》，2007 年行政院金融基督管理委員會委託研究

案，頁 173。 
174 例如，先前對於為內線交易人所課徵金額之計算方式，乃是以重要事實公布後次日之 終價為

基準，現今則修改為重要事實公布後 2 週內 高（低）價為基準。參閱，大來志郎等（2008），〈課

徵金制度の見直〉，《商事法務》，第 1840 期，頁 30。 

175 岸田雅雄監修，〈金融商品取引法第 3 卷 行為規制〉，社團法人金融財政事情研究會，平成 22
年 1 月 20 日，頁 140-141。  
176 林仁光同註 162，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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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將內線交易

刑罰化 

1999 年納入沒收之規定 因應活力門案之衝擊 

 

四、對於刑事罰之討論177 

 

    日本法上將內線交易定性為抽象危險犯，是否成立內線交易，非以行為人獲

有利益為要件，理由在於是否產生利益係基於市場因素，可能知重大消息後買股

票未獲有利益，又有價證券價格經常變動，只要不為相反買賣就無法確定是否獲

有利益，故不以此行為人獲有利益為要件。 

內線交易成立不問動機、目的或是否產生實害，只要形式上該當一定行為即

構成內線交易，知未公開之重大消息而買賣股票即構成內線交易，不需要利用該

消息或基於該消息而買賣股票。只要知未公開之重要消息，即便和該未公開消息

無關之股票買賣也成立內線交易。例如有籌措資金之必要時，和已知未公開重大

消息無關，不得已將手中持有之股份賣出時，如果已知未公開之重要消息，仍構

成內線交易。因此公司關係人無論是未公開之重大消息為股價下跌原因卻買入股

票，或是為股價上漲原因卻賣出股票，都構成內線交易，但此種結論對照於立法

意旨保護投資人及市場公正性上是否妥當係有疑問，但因為內線交易為抽象危險

犯178，故內線交易的法定刑比金融商品交易法禁止一般詐欺交易規定之法定刑來

得輕，所以定有種種豁免規定。 

    是以，日本採行政、刑事責任併立制度，並無民事責任，行政責任為處罰「課

徵金」，採用刑事責任制裁之手段，其目的乃是在於預防內線交易行為之發生，然

而，此等規定是否可以充分地達到對於投資者之保護？在日本的證券交易法甚至

是金融商品交易法中，對於違反禁止內線交易行為之人，並無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之規定，一般投資人若欲對行為人請求民事上損害賠償責任時，其只能依據民法

                                                 
177 木目田 裕，同註 158，頁 5-7。   
178 社團法人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對現行內線交易提出兩項建議：(1)關於禁止行為，應設有「獲有

利益或避免損失」的主觀要件(2)關於重大事實，設定「給投資人之判斷帶來顯著影響」之要件，

基於以上建議，應該檢討是否改為具體危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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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侵權行為之規範而為主張，然而，透過證券市場所為之交易行為，在證明損

害與行為間具有因果關係乃是相當困難的，而在法院判決之實例中，亦以無因果

關係而駁回投資人之請求179雖然早在之前的證券交易法時代，即有引進民事損害

賠償責任之建議180，但於今日的金融商品交易法中，依然未有相關規定之制定，

學者認為此為本法之重大缺失181。 

 

第二項  金融商品交易法對內線交易之規制與實務 

第一款  基本規定與豁免規定 

第一目  基本規定 

    日本關於內線交易禁止之ㄧ般規定係規定於金融商品交易法182第 166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而針對公開收購內線交易禁止則規定於第 167 條183，不過，如果形

式上堅持該條限制，鑑於限制內線交易之宗旨為確保投資人對證券市場公正性及

健全性之信賴，在被認為不必要確保投資人對證券市場公正性及健全性之信賴的

情形，卻仍很有可能違反內線交易限制，故在第 166 條第 6 項及交易限制府令第 6

條具體列舉相關除外適用內線交易限制情形。違反第 166 條規定，以第 197 條之 2

第 13 項184規定處罰自然人，可處以 5 年以下有期徒刑，科或併科 500 萬以下日圓

罰金，法人部分則依第 207 條第 1 項第 2 款185可另科 5 億以下日圓之罰金為兩罰

                                                 
179 Japan Line 事件，東京地方法院平成 3 年 10 月 29 日之判決，詳後述。日本在 2004 年修正證券

交易法時，雖曾引進損害額與因果關係推定之設計（此推定方式現規定於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21 條

之 2），然此等推定之方式並不適用於內線交易。黃銘傑，同註 173，頁 644。 
180 證券交易審議會於 1988 年所提出之「規制內線交易之可行方案」（内部者取引の規制の有り方

について）中，即曾有過此等之建議，但卻一直未於證券交易法或金融商品交易法中落實。 
181 黃銘傑，同註 173，頁 644。 
182 平成 18 年法律第 65 號，2006 年 6 月 14 日公佈，http://www.fsa.go.jp/access/18/200607c.html， 
   http://law.e-gov.go.jp/htmldata/S23/S23HO025.html( 後瀏覽日：2010/06/11)。  
183 限於篇幅，本文僅討論關於第 166 條一般內線交易禁止之規定。 
184 第百九十七条の二 次の各号のいずれかに該当する者は、五年以下の懲役若しくは五百万円以

下の罰金に処し、又はこれを併科する。十三  第百六十六条第一項若しくは第三項又は第百六

十七条第一項若しくは第三項の規定に違反した者。 
185 第二百七条  法人（法人でない団体で代表者又は管理人の定めのあるものを含む。以下この

項及び次項において同じ。）の代表者又は法人若しくは人の代理人、使用人その他の従業者が、

その法人又は人の業務又は財産に関し、次の各号に掲げる規定の違反行為をしたときは、そ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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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並且第 198 條之 2 規定，依 197 之 2 條第 13 款對於為內線交易之人亦設有沒

收或追徵所得利益之規定186，課徵金則規定於第 175 條。 

    第 166 條第 1 項規定187，下列各款所稱之人(下稱公司關係人)，經由下列各款

所定之途徑獲悉該各款所定上市公司之業務等有關重要事實者（為該上市公司子

公司之公司內部人者以關於該子公司業務等之重要事實，以次項第 5 款至第 8 款

                                                                                                                                               
為者を罰するほか、その法人に対して当該各号に定める罰金刑を、その人に対して各本条の罰金

刑を科する。二  第百九十七条の二（第十一号及び第十二号を除く。） 五億円以下の罰金刑 
186 在證券交易法第 198 條之 2 增訂之前，法院若對內線交易行為人為犯罪利益之沒收或追徵，其

所得援引之依據乃是刑法第 19 條與第 19 條之 2。在證券交易法第 198 條之 2 後，學者認為此二條

文間之區別在於，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198 條之 2 所為之沒收或追徵乃是「必要性之沒收」，若是根

據刑法第 19 條規定所為之沒收則是「任意性之沒收」。証券取引法研究会，金融システム改革と証

券取引制度，頁 207（2000 年）。有關於刑法第 19 條所規定之沒收與證券交易法第 198 條之 2 所規

定沒收間之區別，參見，高橋康文，平成１６年証券取引法改正のすべて，頁 44（2005 年），轉引

自林仁光，註 162，註 76。 
187 中文翻譯部分係作者自行翻譯並參考陳冠潔，註 158，頁 105-106；何建寬，內線交易理論與實

務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頁 124-127；王育慧（2007），〈 高法院九十一年度

臺上字第三○三七號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八十八年度上重訴字第三九號判決之評釋（東隆五金案）

以連續交易操縱行為與內線交易為範圍〉，《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61 期，頁 65-66；舊法部分參

考黃佳盈(2006)，〈自日本法制論我國內線交易之規制與資訊公開之控管〉，天主教輔仁大學法律學

系研究所論文，頁 26。 
金融商品取引法第百六十六条  次の各号に掲げる者（以下この条において「会社関係者」とい

う。）であつて、上場会社等に係る業務等に関する重要事実（当該上場会社等の子会社に係る会

社関係者（当該上場会社等に係る会社関係者に該当する者を除く。）については、当該子会社の

業務等に関する重要事実であつて、次項第五号から第八号までに規定するものに限る。以下同

じ。）を当該各号に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り知つたものは、当該業務等に関する重要事実の公表がさ

れた後でなければ、当該上場会社等の特定有価証券等に係る売買その他の有償の譲渡若しくは譲

受け又はデリバティブ取引（以下この条において「売買等」という。）をしてはならない。当該

上場会社等に係る業務等に関する重要事実を次の各号に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り知つた会社関係者

であつて、当該各号に掲げる会社関係者でなくなつた後一年以内のものについても、同様とする。  
  一  当該上場会社等（当該上場会社等の親会社及び子会社を含む。以下この項において同じ。）

の役員（会計参与が法人であるときは、その社員）、代理人、使用人その他の従業者（以下この

条及び次条において「役員等」という。） その者の職務に関し知つたとき。  
  二  当該上場会社等の会社法第四百三十三条第一項 に定める権利を有する株主若しくは優

先出資法 に規定する普通出資者のうちこれに類する権利を有するものとして内閣府令で定める

者又は同条第三項 に定める権利を有する社員（これらの株主、普通出資者又は社員が法人（法

人でない団体で代表者又は管理人の定めのあるものを含む。以下この条及び次条において同じ。）

であるときはその役員等を、これらの株主、普通出資者又は社員が法人以外の者であるときはそ

の代理人又は使用人を含む。） 当該権利の行使に関し知つたとき。  
  三  当該上場会社等に対する法令に基づく権限を有する者 当該権限の行使に関し知つたと

き。  
  四  当該上場会社等と契約を締結している者又は締結の交渉をしている者（その者が法人で

あるときはその役員等を、その者が法人以外の者であるときはその代理人又は使用人を含む。）

であつて、当該上場会社等の役員等以外のもの 当該契約の締結若しくはその交渉又は履行に関

し知つたとき。  
  五  第二号又は前号に掲げる者であつて法人であるものの役員等（その者が役員等である当

該法人の他の役員等が、それぞれ第二号又は前号に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り当該上場会社等に係る業

務等に関する重要事実を知つた場合におけるその者に限る。） その者の職務に関し知つたと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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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者為限，以下同），於重要事實未公開前，不得買賣該上市公司之特定有價證

券或為其他有償之贈與、受讓或為有價證券指數等之期貨交易、有價證券選擇權

交易、外國市場證券期貨交易或有價證券店頭衍生性商品交易（下稱「買賣等」）。

本條禁止內線交易之規定，對於該上市公司內部人喪失其內部人身分一年以內

者，適用之: 

（一）該上市公司（含該上市公司之母公司及子公司，於本項以下同）之董事、

監察人、為其查核之會計事務所之職員、代理人、使用人及其他負責人（於本條

及次條下稱經理人），因職務關係獲悉消息者。 

（二）於該上市公司具公司法第 433 條第 1 項所規定權利之股東188、優先出資法

規定之普通出資者中依內閣府命令具有類似前述權利者，或依公司法同條第 3 項

規定權利之股東（該股東或普通出資者或社員為法人時（含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

之非法人團體，於本條及次條以下同）含董事等，於該股東或普通出資人為非法

人時，其代理人或使用人）因有權閱覽公司會計帳簿或相關書類，而獲悉消息者。 

（三）對該上市公司具有基於法令之權限，因行使該權利獲悉消息者189。 

（四）與該上市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以外之人(該人為法人時含董事等，非

法人時，則含代理人或使用人)與公司簽訂契約或為締約之交涉者，因該項契約之

簽訂、交涉或履行而獲悉消息者。 

（五）第 2 款或前款之人為法人時其董事等因職務而獲悉消息者（該法人之其他

董事，則以其因第 2 款或前款事由知悉該公司業務等重要事實為限）。 

    第 3 款對該上市公司具有基於法令之權限，因行使該權利獲悉消息者，其所

指稱的對象包括對新產品或新規定之事業有許可權之公務員、或者是依照法令對

上市公司有進入檢查權之公務員；第 4 款與該上市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以

                                                 
188 閱覽帳冊權，依據日本会社法（公司法）第 43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持有該公司百分之三以

上表決權或已發行股份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得於記明請求之理由後，於營業之時間內請求閱覽公

司之會計帳冊或與此有關之書面文件，轉引自林仁光，同註 162，註 55。而因其可以查核該上市公

司及其母子公司，所以將知悉一般投資人所無法接觸的資訊，亦是基於特殊關係而持有資訊，亦被

劃歸為公司內部人之地位，陳冠潔，同註 160，頁 105。 
189 如公務員等，因行使監督權或調查權、或受理公司依法必須呈交報告書之時，亦可能得到重大

消息，陳冠潔，同註 160，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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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之人(該人為法人時含董事等，非法人時，則含代理人或使用人)與公司簽訂契約

或為締約之交涉者，因該項契約之簽訂、交涉或履行而獲悉消息者，包括締結融

資契約之銀行、締結包銷契約之證券公司、公認會計師、律師及稅務人員等；第 5

款所規定之第 2 款或前款之人為法人時其董事等因職務而獲悉消息者（該法人之

其他董事，則以其因第 2 款或前款事由知悉該公司業務等重要事實為限），例如證

券公司包銷部門之負責人所取得之情報，營業部門之人因職務而知悉該重大消息。 

 

    第 166 條第 3 項190則規定，經公司關係人（包括第 1 項後段規定之人，下同）

處知悉該重大消息或職務上獲知該重大消息，則在該重大消息尚未公開時，不得

為有價證券之買賣：例如新聞記者、證券分析師或公司負責人等之家族、友人、

熟人等。但從消息受領人處再得知重要消息之人，即第二消息受領人，則不在此

範圍內。 

    第 166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公司關係人等有一定資格之人，在重要事實

公開前，關於一定的有價證券，禁止為買賣。但如形式上堅持該條限制，鑑於限

制內線交易之宗旨為確保投資人對證券市場公正性及健全性之信賴，在被認為不

必要確保投資人對證券市場公正性及健全性之信賴的情形，反成造成對於交易之

限制，故在第 166 條及交易限制府令第 6 條具體列舉相關豁免條款以緩和適用上

之爭議。針對公開收購部分，第 167 條內部人之定義大致與第 166 條相同，只有

第 167 條第 1 項第 1 款略為不同，其規定公開收購者，因行使其職務而知悉公開

收購之事實或終止公開收購之事實，則其為內部人（公開收購為法人時，包括其

母公司；若非法人時，則包括其代理人或使用人）。 

                                                 
190３会社関係者（第一項後段に規定する者を含む。以下この項において同じ。）から当該会社関

係者が第一項各号に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り知つた同項に規定する業務等に関する重要事実の伝達

を受けた者（同項各号に掲げる者であつて、当該各号に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り当該業務等に関する

重要事実を知つたものを除く。）又は職務上当該伝達を受けた者が所属する法人の他の役員等で

あつて、その者の職務に関し当該業務等に関する重要事実を知つたものは、当該業務等に関する

重要事実の公表がされた後でなければ、当該上場会社等の特定有価証券等に係る売買等をしては

なら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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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前述可知191依據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166 條第 1 項規定，該當於法定要件之

公司關係人（会社関係者）或「獲悉消息人」（情報受領人），於獲悉重要事實時，

即會成為禁止內線交易行為所規範之對象，於獲悉公開發行上市櫃公司有關業務

等重要事實後，於該當消息公開前，禁止就股票為買賣，與我國規範相同。而所

謂的「公司關係人」（会社関係者），區分成「內部人」與「準內部人」二部份：

前者係指：（一）公司（包括母公司與子公司）之役員（解釋上包括：代表董事、

董事、監察人、負責會計事務者、監察人）、代理人、使用人及其他職員，關於其

職務所獲悉該重要事實（本法第 166 條第 1 項第 1 款）、（二）擁有帳簿閱覽權之

股東，於行使其權利而獲悉該重要事實（本法第 166 條第 1 項第 2 款），若擁有帳

簿閱覽權者為法人，則行使該權限之役員等亦將受到規範。日本法上爲避免規範

漏洞，尚納入「準內部人」之概念，其包括：（一）基於法律規定得對於公司行使

權限者，於其行使權限時獲悉該重要事實（如公務員），（二）與公司締結契約之

人或為契約締結交涉之人，於其締結契約或締結契約交涉或履行時獲悉重要事實。 

    另外，無論是上述之「內部人」或「準內部人」，於其喪失前述身分後之一年

內，仍會為禁止內線交易規範所拘束。再者，所謂的「獲悉消息人」（情報受領人）

則是指自上述所論及之人處獲悉重要事實之人（本法第 166 條第 3 項）。至於對「獲

悉消息人」（情報受領人）之規範，原則上，僅指第一次從「內部人」或「準內部

人」獲悉重要事實之人，若再從此等「獲悉消息人」處再次獲悉重要事實時，即

不為此處所指之「獲悉消息人」192。 

    是以由前述規定可知，日本內線交易與我國大致相同，我國內線交易構成要

件包括：1.行為主體：內部人、準內部人或是消息受領人，2.行為客體：具股權性

質的有價證券，3.獲悉影響股價的重大消息，4 在消息沒有公開前，或公開後 18

小時內買賣股票。日本法上就行為客體部分尚及於衍生性金融商品，範圍較我國

廣，而無公開後 18 小時內禁止買賣股票之規定。但日本法上所謂消息傳遞責任則

                                                 
191林仁光，同註 162，頁 30、31、36。 
192林仁光，同註 162，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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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包括直接受領人而不包括間接受領人。 

      日本法對於內線交易禁止之規範於主觀要件上僅要求「獲悉」，而未及於「利

用」193，且此種規範方式等同於是從形式上為判斷而未顧及行為人之目的或動機，

而與我國相類，此等規範方式亦曾引發日本經團連提案發表提案（2003 年 12 月

16 日）要求改善，希望能於禁止內線交易之規範中加入「以獲利或規避損失之目

的」之主觀要件。 

    日本法類似歐盟法，實質上也重視證券市場的整體秩序，出於保障交易的法

安定性與規制的實效性目的，對於內部人交易的構成要件做儘可能客觀化、明確

化的規定，具體表現為明確列舉行為主體的範圍、重要事實的範圍、採知悉說並

搭配豁免條款，而其就公開標準，不採用多數投資者「已知悉」之表述，而是使

用發行公司實施了「政令所規定的多數投資者可得知悉的措施」的判斷標準，即

對公開標準採取嚴格的形式化、客觀化操作。其法定刑也較輕，因立法者認為，

內線交易的規制主要應利用課徵金等行政制裁措施，而且內線交易常常與其他犯

罪相伴而生，可以實施數罪併罰，因此實務上處罰不會低於其他證券犯罪194。 

 

第二目  豁免規定 

 

      第 166 條第 6 項及交易限制府令第 6 條則明文規定不適用第 1 項及第 3 項（與

第 1 項相同，從公司關係人處獲悉其所知與業務有關重要事實之人，或是因職務

而獲悉該等重要事實所屬法人之內部人），即不受內線交易管制之情形195： 

                                                 
193 林仁光，同註 162，註 51。 
194 張小宇（2011），《證券內幕交易罪研究》，頁 52，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195 ６  第一項及び第三項の規定は、次に掲げる場合には、適用しない。  
 一  会社法第二百二条第一項第一号 に規定する権利（優先出資法 に規定する優先出資の割当

てを受ける権利を含む。）を有する者が当該権利を行使することにより株券（優先出資法 に規定

する優先出資証券を含む。）を取得する場合  
 二  新株予約権を有する者が当該新株予約権を行使することにより株券を取得する場合  
 二の二  特定有価証券等に係るオプションを取得している者が当該オプションを行使するこ

とにより特定有価証券等に係る売買等をする場合  
 三  会社法第百十六条第一項 、第四百六十九条第一項、第七百八十五条第一項、第七百九十

七条第一項若しくは第八百六条第一項の規定による株式の買取りの請求又は法令上の義務に基

づき売買等をする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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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6 條第 6 項: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於下列情況不適用之： 

（一）依公司法第 20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含優先出資法所定之優先出資者所 

      得行使之認購權)而取得股票者(含優先出資法所定優先出資證券)。  

（二）因行使新股認購權取得股票者。 

（二之二）行使特定有價證券選擇權而買賣該特定有價證券。 

（三）依公司法第 116 條第 1 項、第 469 條第 1 項、第 785 條第 1 項、第 797 

      條第 1 項含依第 806 條第 1 項規定請求公司買回其股份或其他基於法令上 

                                                                                                                                               
 四  当該上場会社等の株券等（第二十七条の二第一項に規定する株券等をいう。）に係る同項

に規定する公開買付け（同項本文の規定の適用を受ける場合に限る。）又はこれに準ずる行為と

して政令で定めるものに対抗するため当該上場会社等の取締役会が決定した要請（委員会設置会

社にあつては、執行役の決定した要請を含む。）に基づいて、当該上場会社等の特定有価証券等

又は特定有価証券等の売買に係るオプション（当該オプションの行使により当該行使をした者が

当該オプションに係る特定有価証券等の売買において買主としての地位を取得するものに限

る。）の買付け（オプションにあつては、取得をいう。次号において同じ。）その他の有償の譲受

けをする場合  
  四の二  会社法第百五十六条第一項 （同法第百六十三条 及び第百六十五条第三項 の規定に

より読み替えて適用する場合を含む。以下この号において同じ。）の規定又はこれらに相当する

外国の法令の規定による自己の株式の取得についての当該上場会社等の同法第百五十六条第一

項 の規定による株主総会若しくは取締役会の決議（委員会設置会社にあつては、執行役の決定

を含む。）（同項 各号に掲げる事項に係るものに限る。）又はこれらに相当する外国の法令の規定

に基づいて行う決議等（以下この号において「株主総会決議等」という。）について第一項 に規

定する公表（当該株主総会決議等の内容が当該上場会社等の業務執行を決定する機関の決定と同

一の内容であり、かつ、当該株主総会決議等の前に当該決定について同項 に規定する公表がさ

れている場合の当該公表を含む。）がされた後、当該株主総会決議等に基づいて当該自己の株式

に係る株券若しくは株券に係る権利を表示する第二条第一項第二十号に掲げる有価証券その他

の政令で定める有価証券（以下この号において「株券等」という。）又は株券等の売買に係るオ

プション（当該オプションの行使により当該行使をした者が当該オプションに係る株券等の売買

において買主としての地位を取得するものに限る。以下この号において同じ。）の買付けをする

場合（当該自己の株式の取得についての当該上場会社等の業務執行を決定する機関の決定以外の

第一項に規定する業務等に関する重要事実について、同項に規定する公表がされていない場合

（当該自己の株式の取得以外の同法第百五十六条第一項 の規定又はこれらに相当する外国の法

令の規定による自己の株式の取得について、この号の規定に基づいて当該自己の株式に係る株券

等又は株券等の売買に係るオプションの買付けをする場合を除く。）を除く。）  
  五  第百五十九条第三項の政令で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り売買等をする場合  
  六  社債券（新株予約権付社債券を除く。）その他の政令で定める有価証券に係る売買等をす

る場合（内閣府令で定める場合を除く。）  
  七  第一項又は第三項の規定に該当する者の間において、売買等を取引所金融商品市場又は

店頭売買有価証券市場によらないでする場合（当該売買等をする者の双方において、当該売買等

に係る特定有価証券等について、更に第一項又は第三項の規定に違反して売買等が行われること

となることを知つている場合を除く。）  
  八  上場会社等に係る第一項に規定する業務等に関する重要事実を知る前に締結された当該

上場会社等の特定有価証券等に係る売買等に関する契約の履行又は上場会社等に係る同項に規

定する業務等に関する重要事実を知る前に決定された当該上場会社等の特定有価証券等に係る

売買等の計画の実行として売買等をする場合その他これに準ずる特別の事情に基づく売買等で

あることが明らかな売買等をする場合（内閣府令で定める場合に限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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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義務所為之買賣亦同。 

（四）為對抗該上市公司之股票等(第 27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之股票)依同項所為之  

      公開收購或政令所定公開收購之行為，依該上市公司等之董事會之委託，   

      收購或其他有償受讓該上市公司等之特定有價證券等或特定有價證券等之  

      買賣相關之選擇權(時，不適用法 166 條 1 項及 3 項之內線交易限制。 

（四之二）依公司法第 156 條第 1 項(含依同法第 163 條及第 165 條第 3 項規定   

      適用之情形，以下本款同)規定或相當之國外法令規定，依股東會或董事 

      會決議或基於相當之國外法令規定所為決議取得買回自己股份之該上市 

      公司等。於公告買回決議後，基於決議買入上市公司股票或表彰股票相關 

      權利之存託憑證，或股票等相關之選擇權時，不適用法 166 條 1 項及 3 

      項之內線交易限制。 

（五）進行第 159 條第 3 項之政令規定買賣之情形。 

（六）公司債(附新股認購權債券除外)及其它依政令規定認屬有價證券買賣之情 

      形（內閣府令規定則為除外）。 

（七）本條第 1 項或第 3 項規定之人，不經由證券交易所或是店頭市場而為之買 

      賣，但買賣雙方當事人，知悉該上市股票之後續買賣將違反第 1 項或第 3 

      項之規定者，不在此限。 

（八）上市公司在知悉第 1 項規定知悉重要事實前所簽訂之契約，或於知悉重要  

      事實前依照計畫買賣的情形或其他顯然基於特別情事而為之交易且該交 

      易符合內閣府令所規定之標準者。 

 

以下分別析述第 166 條第 6 項各款規定： 

（一）因行使股東股份分派權利而取得股票196：依公司法第 202 條第 1 項第 1 款    

規定(含優先出資法所定之優先出資者所得行使之認購權)而取得股票者(含   

                                                 
196 木目田 裕，同註 158，頁 368-379；岸田雅雄，同註 175，頁 13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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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出資法所定優先出資證券)： 

股東因行使股份分派權而取得股票的方法，在公司法上有股東取得公司發行

之新股，與股東取得公司處分之庫藏股二種方法。其中，股東取得公司發行之新

股的行為乃原始取得非屬「買賣」，其實本非內線交易所欲規制的對象，規定於此

僅為提醒性的加以明確化，但相對而言，股東有償取得公司處分之庫藏股的行為

雖屬「買賣」，但實無因公司採用不同方式分派股權而使股東權利受限，因此，即

使選擇公司處分庫藏股的方法，也因本款豁免規定，政策上應該可說並非內線交

易限制之對象。本款規定之主旨，乃因具有股份分派權者即使知悉未公開之重要

事實，但因公司未公開相關重要事實，以致其行使股份分派權之機會受到限制，

實不合理，為了將應尊重股份分派權之行使加以明確化，故有此規定。 

    就股東要求行使股份分派權時，股東適用本款規定而豁免，而公司因此對股

東產生分派股份的義務。此時，可視為根據法令上義務而進行買賣等，適用第 166

條第 6 項第 3 款之豁免規定，並非內線交易限制之對象。 

 

   （二）行使新股認購權取得股票者197： 

    具有新股認購權者行使相關權利時，同前所述，亦非屬於「買賣等」而非內

線交易限制之對象，本豁免規定應同前僅是提醒性地加以明確化。 

    但應注意的是，「行使」新股認購權行為本身，並非內線交易限制之適用對象，

但「出售」行使新股認購權取得的股票，乃內線交易限制之適用對象。舉例來說，

有時公司會給董事等股票選擇權，做為激勵報酬的一部分，董事等接受報酬行使

新股認購權取得股票的行為，如前所述因適用本適用除外規定，很明顯地並非內

線交易限制之對象，不過出售取得的股票，則受內線交易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之二）行使特定有價證券選擇權而買賣該特定有價證券198。 

                                                 
197 二  新株予約権を有する者が当該新株予約権を行使することにより株券を取得する場合。 
198 二の二  特定有価証券等に係るオプションを取得している者が当該オプションを行使する

ことにより特定有価証券等に係る売買等をする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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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述兩款相同，取得選擇權者即使知悉未公開之重要事實，但因公司未公

開相關重要事實，以致其行使選擇權之機會受到限制，實不合理；行使該權利之

取得行為並非與一般投資人交易，行使該權利也不會損害一般投資人的權益；不

能因內線交易限制規定而削弱選擇權制度的意義 。另外，取得選擇權者因行使選

擇權的結果，而站在買方或賣方的立場。此時，行使選擇權的結果進行買賣時，

並不包含在本款豁免規定內。 

 

（三）基於依法所為之股份收買請求或法令上義務而為之買賣等有償交易199： 

    依公司法第 116 條第 1 項、第 469 條第 1 項、第 785 條第 1 項、第 797 條第 1

項含依第 806 條第 1 項規定請求公司買回其股份者。其他基於法令上之義務所為

之買賣亦同。 

    行使公司法上之股份收買請求權時，之所以不適用內線交易限制，可解釋為

重視保護公司法上之少數股東之權益，即使是知悉公司未公開重要事實之少數股

東，亦得於下列情形提出收買請求，且公司得以因應相關請求： 

1.針對所有發行股份或某種股份，變更公司章程，設定轉讓限制、全部取得條 

 款（公司法 107 條第 1 項第 1 款、公司法 108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7 款）。 

2.公司針對股份合併、分割、無償配股、單位股數而變更公司章程，股東之配股  

募集、新股認購權之股東配股募集、新股認購權之無償配股時，可能損及持有 

  種類股份之種類股東權益時（公司法第 116 條 1 項 3 款） 

3.事業轉讓等（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轉讓全部或部分事業、轉讓事業重要部分、 

  受讓其他公司全部事業、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全部事業、與他人共享所有   

  事業損益之契約或其他相同之契約（公司法第 468 條第 1 項、第 467 條第 1 項 

  第 1 款至第 4 款、同法第 469 條第 1 項） 

4.吸收合併及新設合併等（公司法第 782 條第 1 項、第 785 條第 1 項、第 794 條 

                                                 
199 三  会社法第百十六条第一項 、第四百六十九条第一項、第七百八十五条第一項、第七百九

十七条第一項若しくは第八百六条第一項の規定による株式の買取りの請求又は法令上の義務に

基づき売買等をする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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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項、第 797 條 1 項、第 803 條第 1 項、第 806 條第 1 項）。 

此外，基於法令上義務之買賣等，之所以不適用內線交易限制，可以解釋為

重視相關法令制定之股份等買賣之義務，即使公司或子公司知悉未公開之重要事

實，仍能為盡該法令上義務，而進行買賣，具體來說，係包括： 

1.轉讓違反獨占禁止法第 10 條、第 11 條而所有之股份予他人時。 

2.上市公司等因應未滿登錄單位股份之收買或出售請求而為之收買時(公司法第 

  192 條、第 193 條及第 194 條)。 

3.上市公司等之子公司因母公司股份取得之限制，而處分上市公司等股份時(公 

  司法第 135 條第 3 項)等。 

 

（四）對抗公開收購所為之買賣200：為對抗該上市公司之股票等(第 27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之股票)依同項所為之公開收購或政令所定公開收購之行為，依該上市公司

等之董事會之委託，收購或其他有償受讓該上市公司等之特定有價證券等或特定

有價證券等之買賣相關之選擇權時，不適用法 166 條 1 項及 3 項之內線交易限制。 

    本款豁免規定之「對抗公開收購之買入」，即發行公司為對抗針對上市公司等

之發行公司之公開收購者等，而買入股票等之行為，可解釋為公司在非常時期，

為保護公司之正當行為，不適用內線交易之限制，為了避免以對抗公開收購為藉

口，而行逃避內線交易限制之實，必須是根據「該上市公司董事會」之委託而實

行之買入。因為進行對抗公開收購之買入者，幾乎都與發行公司有關，具有特別

地位、立場。因此，發行公司有未公開之重要事實時，大多數進行對抗公開收購

之買入者，都因身為公司內部人而被禁止交易，這對發行公司經營團隊來說，顯

                                                 
200 四  当該上場会社等の株券等（第二十七条の二第一項に規定する株券等をいう。）に係る同

項に規定する公開買付け（同項本文の規定の適用を受ける場合に限る。）又はこれに準ずる行為

として政令で定めるものに対抗するため当該上場会社等の取締役会が決定した要請（委員会設置

会社にあつては、執行役の決定した要請を含む。）に基づいて、当該上場会社等の特定有価証券

等又は特定有価証券等の売買に係るオプション（当該オプションの行使により当該行使をした者

が当該オプションに係る特定有価証券等の売買において買主としての地位を取得するものに限

る。）の買付け（オプションにあつては、取得をいう。次号において同じ。）その他の有償の譲受

けをする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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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不利。 

    根據發行公司董事會之委託而實行對抗公開收購之買入，規定不受內線交易

之限制，所以該委託與對抗買入之間必須要有因果關係。因此，不知上述董事會

委託之決定，而實行對抗買入時，該委託與對抗買入之間欠缺因果關係，則不適

用本款豁免規定，事後追加亦不得適用。 

    此外，發行公司無未公開之重要事實時，進行對抗公開收購等之買入行為，

自然不屬於內線交易，並無適用本款豁免規定之餘地。而即使有未公開之重要事

項，只單純接受對抗公開收購之買入委託，收購發行公司股票等之人未知悉該事

實時，就不能說是知悉未公開之重要事實、公開收購等事實而進行交易，自然不

屬於內線交易，不成為本款適用除外之問題。 

    而本款「股票等」、「公開收購」或「相當於公開收購之行為」、「董事會之委

託」之意義以下說明之： 

 1.「股票等」之意義： 

    第 166 條 6 項 4 款之「股票等」，根據同法第 27 條之 2201第 1 項本文規定，

                                                 
201 第二十七条の二  その株券、新株予約権付社債券その他の有価証券で政令で定めるもの（以

下この章及び第二十七条の三十の十一（第四項を除く。）において「株券等」という。）について

有価証券報告書を提出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発行者又は特定上場有価証券（流通状況がこれに準ず

るものとして政令で定めるものを含み、株券等に限る。）の発行者の株券等につき、当該発行者

以外の者が行う買付け等（株券等の買付けその他の有償の譲受けをいい、これに類するものとし

て政令で定めるものを含む。以下この節において同じ。）であつて次のいずれかに該当するもの

は、公開買付けによ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ただし、新株予約権（会社法第二百七十七条 の規定

により割り当てられるものであつて、当該新株予約権が行使されることが確保されることにより

公開買付けによらないで取得されても投資者の保護のため支障を生ずることがないと認められ

るものとして内閣府令で定めるものを除く。以下この項において同じ。）を有する者が当該新株

予約権を行使することにより行う株券等の買付け等及び株券等の買付け等を行う者がその者の

特別関係者（第七項第一号に掲げる者のうち内閣府令で定めるものに限る。）から行う株券等の

買付け等その他政令で定める株券等の買付け等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一  取引所金融商品市場外における株券等の買付け等（取引所金融商品市場における有価証

券の売買等に準ずるものとして政令で定める取引による株券等の買付け等及び著しく少数の者

から買付け等を行うものとして政令で定める場合における株券等の買付け等を除く。）の後にお

けるその者の所有（これに準ずるものとして政令で定める場合を含む。以下この節において同

じ。）に係る株券等の株券等所有割合（その者に特別関係者（第七項第一号に掲げる者について

は、内閣府令で定める者を除く。）がある場合にあつては、その株券等所有割合を加算したもの。

以下この項において同じ。）が百分の五を超える場合における当該株券等の買付け等  
  二  取引所金融商品市場外における株券等の買付け等（取引所金融商品市場における有価証

券の売買等に準ずるものとして政令で定める取引による株券等の買付け等を除く。第四号におい

て同じ。）であつて著しく少数の者から株券等の買付け等を行うものとして政令で定める場合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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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股票、附新股認購權公司債及其他政令所定之有價證券，施行令 6 條則列

舉出「政令所定之有價證券」202。 

                                                                                                                                               
おける株券等の買付け等の後におけるその者の所有に係る株券等の株券等所有割合が三分の一

を超える場合における当該株券等の買付け等  
  三  取引所金融商品市場における有価証券の売買等であつて競売買の方法以外の方法による

有価証券の売買等として内閣総理大臣が定めるもの（以下この項において「特定売買等」という。）

による買付け等による株券等の買付け等の後におけるその者の所有に係る株券等の株券等所有

割合が三分の一を超える場合における特定売買等による当該株券等の買付け等  
  四  六月を超えない範囲内において政令で定める期間内に政令で定める割合を超える株券等

の取得を株券等の買付け等又は新規発行取得（株券等の発行者が新たに発行する株券等の取得を

いう。以下この号において同じ。）により行う場合（株券等の買付け等により行う場合にあつて

は、政令で定める割合を超える株券等の買付け等を特定売買等による株券等の買付け等又は取引

所金融商品市場外における株券等の買付け等（公開買付けによるものを除く。）により行うとき

に限る。）であつて、当該買付け等又は新規発行取得の後におけるその者の所有に係る株券等の

株券等所有割合が三分の一を超えるときにおける当該株券等の買付け等（前三号に掲げるものを

除く。）  
  五  当該株券等につき公開買付けが行われている場合において、当該株券等の発行者以外の

者（その者の所有に係る株券等の株券等所有割合が三分の一を超える場合に限る。）が六月を超

えない範囲内において政令で定める期間内に政令で定める割合を超える株券等の買付け等を行

うときにおける当該株券等の買付け等（前各号に掲げるものを除く。）  
  六  その他前各号に掲げる株券等の買付け等に準ずるものとして政令で定める株券等の買付

け等。筆者嘗試自譯第 27 條之 2 如下：就股票、附新股認購權之公司債、政令規定之其他有價證

券(以下本章及第 27 條之 30 之 11(第 4 項除外)中「股票等」。)應提出有價證券報告書發行人或特

定上市有價證券(限於含由政令所定、流通狀況準此者與股票)之股票等，為該發行人以外者進行之

收購等（謂股票等之收購或其他有償取得，含政令規定類此者，以下同。），而有該當以下情事者，

應以公開收購為之。但持有新股認購權者因行使該新股認購權所為股票等之收購等及股票等之收購

等者係自特別關係者（第 7 項第 1 款所列，內閣府令所定者為限。）處所為之股票等之收購等或其

他政令規定股票等之收購等，不在此限。 
第 1 款規定，於交易所金融商品市場外之股票等之收購等（在交易所金融商品市場中以準有價證券

買賣等之政令規定交易所進行之股票等之收購等，及政令規定從顯著少數者收購等之股票等之收購

等除外。）後，該人所有（含政令規定準此者。以下本節同）之股票等比例（與其有特別關係者，

關於第 7 項第 1 款所列者，內閣府令另定者除外。則為其股票等所有比例總計。以下本項中相同。）

超過百分之五之該股票之收購等。 
第 2 款規定，為交易所金融商品市場外所為股票等之收購等（在交易所金融商品市場中以準有價證

券買賣等之政令規定交易所進行之股票等之收購等除外。第 4 款同），而為政令所規定從顯著少數

者處收購等之股票等之收購，於收購等後，該收購者就該股票等所有比例超過三分之ㄧ知該股票等

之收購等。 
第 3 款規定，為在交易所金融商品市場之有價證券買賣等，以內閣總理大臣所規定之競價買賣以外

之方法之有價證券買賣等（以下本項稱「特定買賣等」。），於股票等之收購等後，該收購者就該股

票等所有比例超過三分之ㄧ，以特定買賣等所進行該股票等之收購等。 
第 4 款規定，在政令規定不超過 6 個月之期間內，以股票等之收購等或新規發行取得超過政令規定

比例之股票等（謂股票等之發行人取得新發行之股票等，以下本款同）時（進行股票等之收購之情

形，限依特定買賣等進行超過政令規定比例之股票等之收購等；或在交易所金融商品市場外之股票

等之收購等(以公開收購者除外)。），於該收購等或取得新規發行後該收購者就該股票等所有比例

超過三分之ㄧ時之該股票等之收購等（前 3 款所列者除外。） 
第 5 款規定，以公開收購進行時，該股票等之發行人以外者（限收購者所有之股票等就該股票等所

有比例超過三分之ㄧ時。），政令規定不超過 6 個月之期間內，進行超過政令規定比例之股票等之

收購等時，該股票等之收購等（前各款所列者除外）。 
第 6 款規定，其他準於前各款所列之股票等之收購等之政令規定股票等之收購等。 
202 具體來說係指以下（1）～（2）中，除無表決權股份相關之股票，及其他內閣府令所定者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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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開收購」及「相當於公開收購之行為」之意義： 

     「公開收購」，僅限適用同法 27 條之 2 第 1 項本文情形，不適用內線交易 

  限制之對抗公開收購之買入範圍，限定在會影響公司支配的公開收購，惟實際 

  上不問是否有提出申報。  

         

     政令所定「相當於公開收購之行為」，根據施行令第 31 條規定，係指收買「股

票等」者，以自己或他人名義收買之「股票等」之表決權數，合計達總股份表決

權數 5%以上時之收買「股票等」之行為。惟收買該股票等者開始該收買行為前之

股票等所有比例(以自己或他人名義所有之該股票等相關之表決權數合計，除以總

股份之表決權數之比例)未滿 5%時，則僅限該收買行為中，股票等所有比例超過

5%的部分(施行令第 31 條但書)。 

    即所謂「相當於公開收購之行為」是指以自己或他人名義收購達有表決權股

份總數 5%以上，但如果收購開始時，以自己或他人名義持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未達

5%時，則僅限於該次收購行為中，超過 5%部分。舉例來說，甲收買了相當某公司

總表決權數 6%的股票，但收買行為開始時，僅有相當該股票等之總表決權 3%的

股票，此時，相當於施行令 31 條「收買行為」者，僅止於超過 5%後的 4%得主張

                                                                                                                                               
者： 
（1）股票、新股認購權證券以及附新股認購權公司債(施行令 6 條 1 項 1 款。惟「內閣府令所定  
     者」除外)。 
（2）外國人發行之證券或證書，具上述（1）之性質者(施行令 6 條 1 項 2 款)。 
（3）投資證券等(施行令 6 條 1 項 3 款)。 
（4）有價證券信託受益證券，受託有價證券為上述①～③之有價證券者(施行令 6 條 1 項 4 款)。 
（5）法 2 條 1 項 20 款揭示之有價證券(存託憑證)，表彰上述（1）～（3）有價證券之相關權利 
     者(施行令 6 條 1 項 5 款)。 
上述（1）之「內閣府令所定者」(施行令 6 條 1 項 1 款)除外，係指公開收購府令 2 條列舉出者，

具體而言如下： 
（1）無表決權之股份，章程上未規定取得該股份時應交付有表決權股份之股份之相關股票(公開 
     收購府令 2 條 1 款)。 
（2）新股認購權證券或附新股認購權公司債中，附帶僅取得上述（1）股份之權利者(公開收購    
     府令 2 條 2 款)。 
（3）外國人發行之證券或證書，具上述（1）（2）性質者(公開收購府令 2 條 3 款)。 
（4）股票等信託受益證券，受託有價證券(為上述（1）～（3）之有價證券者(公開收購府令 2 
     條 4 款)。 
（5）股票等存託憑證，表彰上述（1）～（3）有價證券之相關權利者(公開收購府令 2 條 5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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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豁免對象之所以受限，乃是為了避免以對抗公開收購為藉口，而行逃避內

線交易限制之實。 

    但如果甲在該收買行為開始之時點，以所有相當該股票等之總表決權 6%的股

票時，則收買行為開始實行的階段，就可進行不受內線交易限制之對抗公開收購

之買入。 

    即收買人之持股要先達到已發行股份表決權數 5%時，才屬於施行令 31 條之

「收買行為」。施行令 31 條之「收買行為」，解釋成繼受取得已發行股票等之行為，

並不包含新發行股票等原始取得行為在內，因發行新股是公司所得掌控之事項，

且經由資訊揭露制度即可保護投資人，另爲何以已在次級市場中流通股票為限，

是因為從證券市場之穩定性來看，一次大量收買會造成市場供需進而導致價格變

化，發行新股，發行價格已定，不會因為一次大量收購而影響價格，故予除外。

基於同樣理由，繼承、合併等繼受取得之股票等，也解釋成不屬於收買行為之行

為。 

    收買行為並不僅特別指收購的情形，在網路上提高股票等之所有比例的行為

(亦即又買又賣，透過整體交易慢慢提高所有比例的行為)也算在內。而施行令 31

條並未針對收買行為特別制定期間。 

針對上述「收買行為」的意義，如委由證券公司進行鉅額交易(賣方鉅額賣 

出，證券公司暫時買入，再轉賣給買方或市場之一連串交易)時，使得證券公司暫

時取得相當於總表決權 5%以上之股票等時，是否屬於施行令 31 條之「收買行為」，

有見解認為，自文義解釋來看，並無將其自「收買行為」除外的理由，亦有見解

認為，鉅額交易的性質、功能與施行令 31 條之「收買行為」不同，而且如果把與

經營支配權明顯無關的情形，都認定屬「收買行為」，違反本條款立法主旨。的確，

鉅額交易時證券公司暫時取得大量股份與經營支配權之取得無關，並不具相當於

公開收購之性質，但仍可能屬對抗公開收購之「收買行為」，且從文義來看，難以

將其自「收買行為」除外，應認仍屬「收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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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事會之委託」之意義 

      這可解釋成是為了避免以對抗公開收購為藉口，而行逃避內線交易限制之

實。因此，針對公開收購等之對象公司之股票等，進行買賣等之人，即使是主觀

有意支持對象公司經營團隊，或接受目標公司代表取締役委託，而非接受董事會

之委託時，就不屬於適用內線交易限制除外規定之對抗公開收購之買入，且委託

與對抗買入之間必須要有因果關係，是如不知上述董事會委託之決定，而實行對

抗買入時，該委託與對抗買入之間欠缺因果關係，並無本款適用。如買入的時點

並無上述董事會之委託，即使事後追加了董事會決定或委託，亦不得適用本款豁

免規定。 

    「董事會之委託」之內容應為何？有認為應有特定的買入時期、買入數量等

的見解，也有認為不需要這種特定條件的見解。關於這一點，成為公開收購等對

象的公司，決定委託實行對抗買入時，對於買入時期，因為時期太慢股價等就可

能上漲，所以會委託儘早儘快開始，而對於買入數量，一般則會委託越多越好。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要針對買入時期、買入數量等要求特定條件，可能就無法

實行有效的對抗買入。因此，應解釋成不一定要有買入時期、買入數量等之特定

條件。 

 

（四之二）公司買回自己股份(依法定程序買入庫藏股)203：       

                                                 
203 四の二  会社法第百五十六条第一項 （同法第百六十三条 及び第百六十五条第三項 の規定

により読み替えて適用する場合を含む。以下この号において同じ。）の規定又はこれらに相当す

る外国の法令の規定による自己の株式の取得についての当該上場会社等の同法第百五十六条第

一項 の規定による株主総会若しくは取締役会の決議（委員会設置会社にあつては、執行役の決

定を含む。）（同項 各号に掲げる事項に係るものに限る。）又はこれらに相当する外国の法令の規

定に基づいて行う決議等（以下この号において「株主総会決議等」という。）について第一項 に

規定する公表（当該株主総会決議等の内容が当該上場会社等の業務執行を決定する機関の決定と

同一の内容であり、かつ、当該株主総会決議等の前に当該決定について同項 に規定する公表が

されている場合の当該公表を含む。）がされた後、当該株主総会決議等に基づいて当該自己の株

式に係る株券若しくは株券に係る権利を表示する第二条第一項第二十号に掲げる有価証券その

他の政令で定める有価証券（以下この号において「株券等」という。）又は株券等の売買に係る

オプション（当該オプションの行使により当該行使をした者が当該オプションに係る株券等の売

買において買主としての地位を取得するものに限る。以下この号において同じ。）の買付けをす

る場合（当該自己の株式の取得についての当該上場会社等の業務執行を決定する機関の決定以外

の第一項に規定する業務等に関する重要事実について、同項に規定する公表がされていない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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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款規定，決定買回庫藏股相關事項之股東會決議等，在實行同條 1 項所定 

之公開後，上市公司等根據該股東會決議買入該庫藏股相關之股票，或表彰股票 

相關權利之存託憑證，或股票等相關之選擇權時，不適用法 166 條 1 項及 3 項之 

內線交易限制。 

    買回庫藏股時，必須經股東會或章程授權進行董事會決議，決定買回股份數

量、買回股份時交付之金錢等內容及總額、可買回股份之期間，實際要買回庫藏

股時，還要經董事會等個別決定庫藏股預定買回日、預定買回數量、買回方法等。

而在股東會決議後，在董事會等個別具體決定庫藏股預定買回日、預定買回數量、

買回方法等，這本身就屬於個別獨立之「買回庫藏股」相關決定，屬於重大消息。

而根據這些董事會決議與章程授權之董事會決議後，負責董事個別具體判斷買回

庫藏股，這也是「買回庫藏股」相關決定，即為個別獨立之決定事實，屬於重大

消息。但如因避免誤觸內線交易限制，而必須逐一公開董事會與負責董事等針對

庫藏股買回之個別具體決定的話，該事實的公開，可能造成股票等價格變動，對

庫藏股買回產生不良影響，無法在當初預想的買回價格範圍內買回庫藏股，可認

是為了順利實施庫藏股買回，不公開針對庫藏股「個別具體」之買回決定，如具

體買回日、數量等，但應公開決定庫藏股買回相關事項之股東會決議，與根據章

程規定之董事會決議。且因在上述股東會決議等公開的時點，投資人就可預想該

上市公司等將來會買回庫藏股，所以，上市公司等與一般投資人之間，並不存在

資訊不對等的問題，是僅限相關股東會決議等已事先公開，之後根據該股東會決

議等買回庫藏股的情形，未公開時當然不適用本豁免規定。 

1.「股東會決議等」之範圍： 

    「股東會決議等」包括股份有限公司經股東決議，有償買回該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之股東會決議、股份有限公司買回子公司所持有該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股 

  東會決議(設置董事會之公司，指董事會決議。設置委員會之公司，含執行董 
                                                                                                                                               
（当該自己の株式の取得以外の同法第百五十六条第一項 の規定又はこれらに相当する外国の法

令の規定による自己の株式の取得について、この号の規定に基づいて当該自己の株式に係る株券

等又は株券等の売買に係るオプションの買付けをする場合を除く。）を除く。）  



 107

  事之決定。公司法 163 條)、股份有限公司經股東會決議或依章程規定由董事 

  會決議在市場進行交易或進行公開收購，買回該公司股份之股東會決議(公司 

  法 165 條 2 項、3 項)及相關依外國法令，買回前述庫藏股之決議等。 

      但本款規定，不適用於該上市公司等之公司內部人，自行計算所進行之股 

  份買賣等，其仍受內線交易規制，是以根據股東會決議等，每個月召開董事會 

  個別具體決定買回庫藏股並持續買回時，該公司董事、監察人等在持續買回庫 

  藏股期間，不得自行計算進行該公司股份之買賣等。 

      為避免對內部人因此過多之限制，因應之道在於： 

  （1）根據庫藏股買回相關個別具體之決定而為之個別具體買回結束，公開結 

       束資訊後，該公司董事、監察人等再進行自家公司股票之買賣等。 

  （2）上市公司等設定不實施庫藏股買回的期間，該公司董事、監察人只在相 

       關期間內進行自家公司股票之買賣等。而在設置委員會之公司，將根據 

       股東會決議之個別具體之庫藏股買回決定，委由執行董事決定時，該執 

       行董事與其他董事、執行董事間，也可以藉由設置中國牆等因應方式， 

       某種程度上消除上述的不便。 

2.「公開」之意義： 

      法 166 條 6 項 4 款之 2 之「公開」，不單指該股東會決議等本身之公開， 

  應解釋成該股東會決議等之內容與該上市公司等之業務執行決定機構之決定 

  相同，同時在該股東會決議等之前，該決定已公開時之該公開亦包含在內。因 

  此，如果未公開業務執行決定機構之決定，與其相同內容之股東會決議即使不 

  另行公開，根據法 166 條 6 項 4 款之 2 規定，也適用內線交易限制之豁免規定。 

3.經由委任投資方式(Discretionary Management)買回庫藏股： 

      如欲適用本款豁免如果有其他重大消息存在時，該重大消息也必須公開， 

  因此，個別具體之庫藏股買回決定之決定機構，必須注意是否有庫藏股買回決 

  定以外之未公開重要事實。實務面的因應之道，舉例來說，如設置中國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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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藏股買回實施者與其他部門間，進行資訊隔離等。然而，即使設置了中國牆， 

  資訊在公司內部流竄，庫藏股買回實施者仍有知悉未公開重要事實之危險，特 

  別是對主管或董事等報告資訊的體制越完備，雖就公司治理角度來看非常重 

  要，但相對地庫藏股買回實施者知悉未公開重要事實的可能性就越高，雖非本 

  意，但因此提高違法的可能性，是近年有透過信託方式或委任投資方式，交由 

  證券公司買回庫藏股的交易，買入主體為證券公司，但是買單是來自上市公 

  司，此種方式金融廳在平成 20 年（2008 年)11 月 18 日提出的「內線交易限制 

  相關 Q&A」中，明確表示以信託方式或委任投資方式買回庫藏股時，應該在 

  信託契約或是委任投資契約上，註明該上市公司等在簽約後，不提出庫藏股買 

  單相關指示，或者是該上市公司等在簽約後，如果提出庫藏股買單相關指示， 

  該上市公司等內部發出上述買單相關指示之部門，應與重大消息隔離，且該部 

  門應與知悉重大消息之人者獨立分開提出指示。 

      另外僅該上市公司得為本款豁免等本身，因此，如為解決交叉持股而向特 

  定股東買回庫藏股時，且該賣方也知悉個別具體之庫藏股買回決定時，賣方的 

  出售行為仍為內線交易限制之對象，此時，實務面會事先公開個別具體之庫藏 

  股買回決定，再實施買回，就可避免賣方之股東違反內線交易限制。 

      如以公開收購方式買回庫藏股時，該公司必須在提出公開收購書面說明該 

  重大消息，且在提出公開收購書面說明後，到公開收購期間截止前，又發生新 

  的重要事實時，也一樣有義務要公開，並應通知接受、或有意接受公開收購 

  者。未公開、通知以上資訊，或為虛偽之公開、通知者，對接受公開收購者負 

  損害賠償義務。而不立即公開，或為虛偽之公開，應負法定刑為 10 年以下拘 

  役或 1000 萬日元以下的罰金，或拘役並科罰金之刑事責任。 

 

（五）依法定程序所為之安定操作：依第 159 條第 3 項之政令規定而實施之買賣204： 

                                                 
204 五  第百五十九条第三項の政令で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り売買等をする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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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政令規定所為之買賣等」，具體來說，係指依施行令 20 條至 26 條規 

定，所進行之安定操作交易。安定操作交易係指，為限定、固定或穩定在交易所 

金融商品市場中之上市金融商品等，或在店頭買賣有價證券市場中之店頭買賣有 

價證券的市價，所為之一連串有價證券買賣或其申請、委託等或受託等。安定操 

作屬於操縱市價之一種，原則上是受到禁止的，不過在募集、出售有價證券時， 

因為在短時間內會有大量有價證券流入有價證券市場等，破壞供需平衡，造成市 

價下跌，可能難以進行募集或出售，所以只有在為了讓方便進行有價證券之募 

集、出售時，在符合一定要件下，不受禁止(施行令第 20 條第 1 項)。 

    制定本款豁免規定之主旨，乃是因為根據法令規定之嚴格要件，所進行之安 

定操作交易及其委託，即使是由知悉上市公司等未公開重要事實之公司內部人等 

所進行，買賣等之進行很明顯地與知悉相關重要事實無關，與保護投資人對於證 

券市場公正性與健全性之信賴無關，因此規定其不適用內線交易限制。 

 

（六）普通公司債等之買賣205：除依內閣府令規定情形外，非股權性質之公司債(附 

      新股認購權債券除外)及其它依政令規定認屬有價證券206之買賣。    

    不具股權性質之公司債，一般來說，原則上投資人是信賴發行人財務狀態才

會投資，因此例如開發新產品等事項，應該不會影響到普通公司債相關交易的投

資判斷，相對而言，像破產等所謂違約資訊就是直接影響發行人財務狀態的事實，

                                                 
205 六  社債券（新株予約権付社債券を除く。）その他の政令で定める有価証券に係る売買等を

する場合（内閣府令で定める場合を除く。） 
206「政令所定有價證券」，明訂於施行令第 32 條中，因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中之內線交易規制標的

包括不含股權性質之公司債在內，但我國內線交易之規制範圍除第 157-1 條第 2 項外，不具股權性

質之公司債，不在規制範圍內。「政令所定有價證券」，明訂於施行令第 32 條中，具體內容如下：（1）

公司債券(含互助保險公司(Mutual Company)之公司債券，不含附新股認購權公司債券。施行令第

32 條之 2 第 1 款)。（2）施行令第 27 條之 4 第 1 款規定之有價證券中，在信託條款中明訂僅將信

託財產用於投資該上市公司等之公司債券之投資信託，或類似之外國投資信託相關者(施行令第 32
條之 2 第 2 款)。（3）施行令第 27 條之 4 第 2 款規定之有價證券中，在章程中明訂僅將資產用於投

資該上市公司等之公司債券之投資法人，或類似之外國投資法人所發行之投資證券者(施行令第 32
條之 2 第 3 款)。（4）施行令第 27 條之 4 第 2 款規定之有價證券中，投資信託及投資法人相關法律

規定之投資法人債券及外國投資證券中類似投資法人債券之證券(施行令第 32 條之 2 第 4 款)。（5）

施行令第 27 條之 4 第 5 款規定之有價證券中，以該上市公司等之公司債券為受託有價證券者(施行

令第 32 條 2 第 5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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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到普通公司債相關交易的投資判斷。因此除了有關違約資訊的重要事實

外，對於原則上不會影響到普通公司債相關交易投資判斷的重要事實，透過本款

豁免規定，不適用內線交易限制。 

  是以不列入相關豁免規定之「內閣府令所定者」，即是相當於所謂違約資訊 

的事實，根據取引規制府令第 58 條規定，具體來說包括下列情形： 

1.決定解散(第 166 條第 2 項第 1 款 13)。 

2.決定申請開始破產手續、再生手續或更生手續(施行令第 28 條第 8 款)。 

3.由該上市公司等以外之人申請開始破產手續、再生手續、更生手續或實施企業  

  擔保權(施行令第 28 條之 2 第 5 款)。 

4.票據或支票跳票(僅限因資金不足而發生者)或票據交換所祭出停止交易處分 

 (施行令第 28 條之 2 第 6 款)。 

 

（七）內部人之場外交易207：本條第 1 項或第 3 項規定之人，不經由證券交易所 

或是店頭市場而為之買賣，但買賣雙方當事人，知悉該上市股票之後續買賣將違 

反第 1 項或第 3 項之規定者，不在此限。 

    買賣特定有價證券等之雙方當事人，互相知悉未公開重要事實之存在，經雙

方共識，不經由證券市場，亦即直接進行交易時，並無資訊不對等情事，並非一

方處於明顯有利於他方之立場進行交易。此等交易一般不會有損證券市場之公正

性與健全性，因此不適用內線交易限制。 

   知悉者間不經證券市場之交易，不適用內線交易限制的前提，根據「本條 

第 1 項或第 3 項規定之人」的字面來看，必須符合以下條件：（1）交易雙方為公

司內部人或獲悉消息人，（2）交易雙方知悉該相關職務之未公開重大消息(第 166

條 6 項 7 款)。文義上並未規定交易雙方必須認知對方知悉哪種未公開之重大消

                                                 
207 七  第一項又は第三項の規定に該当する者の間において、売買等を取引所金融商品市場又は

店頭売買有価証券市場によらないでする場合（当該売買等をする者の双方において、当該売買等

に係る特定有価証券等について、更に第一項又は第三項の規定に違反して売買等が行われること

となることを知つている場合を除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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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實務上為確保本款豁免規定之適當性，必須注意對方知悉的未公開重要事實，

與自己知悉的重要事實是否有差異，根據此觀點，因應之道是雙方在締結有價證

券交易約定書等時，將重要事實做為特別記載事項明文記載之。是以，就實務面

來看，知悉未公開重要事實者之雙方，直接進行特定有價證券等之買賣時，必須

注意對方知悉的未公開重要事實，與自己知悉的重要事實是否有差異。 

    雙方知悉的未公開重要事實不同時，例如一方知悉破產資訊，另一方知悉股

利異動資訊時，應解釋成違反內線交易，因為此時雙方未認知相同重要事實時，

則有資訊不對等；同樣的，關於雙方認知的未公開重大消息，例如業績預測修正

值不同等，有程度上顯著差異時，就投資人進行投資判斷的觀點來看，此時也應

解為違反內線交易限制。 

    知悉未公開重要事實者之間，直接買賣特定有價證券等時，如前所述，無資

訊不對等情事，並非一方處於明顯有利於他方之立場進行交易，此等交易一般不

會有損證券市場之公正性與健全性，因此不適用內線交易限制，然而買方如果在

重要事實公開前，又出售予不知重要事實之第三者，或是買賣雙方知悉將在後續

市場買賣時，就可說有損投資人對證券市場之公正性與健全性之信賴，因此即使

是知悉者間的交易，也不適用豁免規定，而仍違反內線交易之禁止規定。例如，A

知悉會成為某上市公司股價下跌原因之未公開重要事實，計畫將股份高價出售予

不知該事實之第三者 B 時，知悉相同重要事實之 C 委託 A 將 C 的股份也出售予 B，

因而先將 C 的持股轉售予 A 時，A 與 C 雖然都知悉未公開之重要事實，但 A、C

之間的買賣並非內線交易限制之豁免對象。 

    此外，實際上進行知悉者間交易後之買方，出售特定有價證券予第三者時，

即使並非在市場出售，在預定進行相關行為，知悉者間進行買賣等之時點，就可

說有損投資人對證券市場之公正性與健全性之信賴，本款之「知悉該上市股票之

後續買賣將違反第 1 項及第 3 項內線交易規定」，係指就行為者主觀認定將出售予

上述第三者，或將在證券市場出售即可，並不用解釋成進行知悉者間交易後之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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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實際將特定有價證券等出售予第三者。 

    其次，第二手消息受領人並不屬於法 166 條 3 項所規範之行為主體，因此第 

一手消息受領人與第二手消息受領人進行交易時，即使雙方都知悉未公開重要事 

實，但因第二手消息受領人並未符合「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之人之間」的要件， 

從而是否得適用本款豁免規定，就成為問題，然而從本款豁免規定之主旨，在於 

是否有資訊不對等情事，即是否一方處於明顯有利於他方之立場進行交易，不會 

有損證券市場之公正性與健全性，就這一點來看，公司內部人以至原公司內部人 

與第一手消息受領人之間的交易，與第一手消息受領人與第二手消息受領人的交 

易，就沒有理由加以區別，應予修法明文。  

  

（八）知悉前契約、預定交易計劃及表明基於特別情事之買賣208：上市公司在知 

 悉第 1 項規定知悉重要事實前所簽訂之契約，或於知悉重要事實前依照計畫買賣

的情形或其他顯然基於特別情事而為之交易且該交易符合內閣府令所規定之標準

者。 

   本款規定包括：1.履行知悉重要事實前所簽訂之契約而為之買賣等，2.實行知

悉重要事實前決定之計畫而為之買賣等，3.其他顯然基於特別情事而為之買賣等，

且符合內閣府令所定者時，不受內線交易限制，以下分述之： 

    其中上述 1.、2.，取引規制府令第 59 條 1 項中已有具體規定，應解釋成只有

內閣府令中有具體規定者，始得豁免。上述 3.則無具體規定內容，可視為概括性

豁免條款。當然「其他顯然基於特別情事而為之買賣等」之豁免，乃將明顯與知

悉重要內容無關而為之買賣等豁免之規定，適用於知悉重要事實客觀明顯與買賣

等無關時，不適用可能有武斷(arbitrariness)之情形。 

                                                 
208  八 上場会社等に係る第一項に規定する業務等に関する重要事実を知る前に締結された当該

上場会社等の特定有価証券等に係る売買等に関する契約の履行又は上場会社等に係る同項に規

定する業務等に関する重要事実を知る前に決定された当該上場会社等の特定有価証券等に係る

売買等の計画の実行として売買等をする場合その他これに準ずる特別の事情に基づく売買等で

あることが明らかな売買等をする場合（内閣府令で定める場合に限る。）中譯：上市公司在知悉

第 1 項規定知悉重要事實前所簽訂之契約，或於知悉重要事實前依照計畫買賣的情形或其他顯然基

於特別情事而為之交易且該交易符合內閣府令所規定之標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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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 3.豁免條款如公司內部人因必須籌措資金，明知該上市公司等之未公開

重要事實而進行買賣等時，應該也算是與知悉重要事實無關之買賣等。發生籌措

資金之必要時，該公司內部人內心的意願，不論是否知悉未公開重要事實，都必

須出售該特定有價證券等，應該不是「根據」已知悉之未公開重要事實而進行買

賣等，但也不存在明顯與知悉該重要事實無關之特別情事客觀狀況。 

     第 166 條第 6 項第 8 款之具體內容，說明如下： 

1 履行知悉重要事實前所簽訂之契約而為之買賣等時(取引規制府令第 59 條第 1    

  項第 1 款)： 

      取引規制府令 59 條 1 項 1 款規定，知悉業務等相關重要事實前，與上市 

  公司等簽訂有關買賣該上市公司等所發行之特定有價證券等之書面契約者，為 

  履行該契約，在該書面所定之應執行約定日期、應執行期限十日前起，至該期       

  限止之間，執行該買賣等時，得為豁免即屬於公司內部人等之內線。本款之「知 

  悉業務等相關重要事實前，與上市公司等簽訂有關買賣該上市公司等所發行之   

  特定有價證券等之書面契約，一般又稱為「知悉前契約」。具體來看，像是銀行   

  等之政策投資，或事業公司間之資本合作等，根據與上市公司間之契約，取得 

  該上市公司所發行之特定有價證券時，即依本款主張豁免。但僅限定在有書面 

  契約，且自應執行該買賣等之期限十日前起至該期限止之間的期間始有適用， 

  因履行係依據與發行公司簽訂之書面契約，並非因為知悉未公開重要事實而為 

  交易，所以不適用內線交易限制。 

      針對「知悉前契約」必須是公司內部人等與上市公司等之間所簽訂之契約 

   、必須為書面，實務上在簽訂該契約時，必須在書面上確定應執行買賣等之約 

   定日期或期限，如執行買賣等之時期與某些條件有關，或該書面未明定應執行 

   買賣等之約定日期或期限時，就不算是取引規制府令第 59 條第 1 項 1 款所定 

   之「知悉前契約」，不得適用本款豁免規定。 

       至於買賣數量，從取引規制府令第 59 條第 1 項第 1 款文義，並未明確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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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但學說上認為必須要明定買賣對象之特定有價證券等之數量，當事人不能 

   有數量裁量權。但如果訂定以一定金額為上限，在市場買賣特定有價證券等之 

   內容時，只要沒有特別情事，用上限金額除以買賣當時的市價，就會自動確定 

   數量。這種情形下當事人知悉未公開重要事實也無法調整數量，應該算是「知 

   悉前契約」，亦得適用本款豁免規定。 

 

2.信用交易之相反買賣(取引規制府令第 59 條第 1 項第 2 款)：         

     取引規制府令第 59 條 1 項 2 款明文規定，知悉業務等相關重要事實前，與  

 金融商品交易業者之間簽訂信用交易契約者，為履行該契約，自有關金融商品 

 交易所或認可金融商品交易業協會規定之融券或融資償還期限 10 日前起至該 

 期限為止之間，實行相反買賣時，屬於公司內部人等之內線交易限制之適用除 

 外對象。 

     本款豁免規定應解釋成，在信用交易中，即使顧客或金融商品交易業者， 

 在買賣上市公司股票等之後，知悉該股票相關重要事實等，也不適合杜絕以相 

 反買賣進行結算的方式，因此不受內線交易限制。因本款所稱之相反買賣，期 

 間僅限於償還期限 10 日前起至該期限為止，進行相反買賣的當事人幾乎沒有決 

 定何時進行相反買賣之裁量權，因此，在相關限定期間內所為之相反買賣，與 

 欲進行相反買賣者知悉未公開重要事實應該無關。 

 

3.市場或店頭信用衍生性商品交易(取引規制府令第 59 條第 1 項第 3 款)： 

   

     取引規制府令第 59 條第 1 項第 3 款明文規定，知悉業務等相關重要事實 

 前，針對有關特定有價證券等，簽訂市場或店頭信用衍生性商品交易相關之書面   

 契約者，於信用事由發生時，為履行該契約，當事人間收受金錢並同時移轉該特 

 定有價證券等時，屬於公司內部人等之內線交易限制之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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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之役員、員工及關係企業員工分紅入股計劃之買入(取引規制府令第 59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6 款)： 

    取引規制府令第 59 條第 1 項第 4 款明文規定，上市公司等之役員或員工(該上

市公司等直接或間接支配其他公司時，含該其他公司之役員或員工。)與該上市公

司等其他役員或員工共同買入該上市公司等股票時，該買入依一定計畫實施，且

不依據個別投資判斷，持續實行時(僅限各役員、員工每次投資金額未滿 100 萬日

元時。)，屬於公司內部人等之內線交易限制之豁免，但「買入」「自家」公司「股

票」，並不包含買入股票以外之特定有價證券等，且「出售」該等股票不適用本豁

免規定；另外，知悉重要事實後新加入持股計劃，或增減持股計劃之投資金額，

也不適用本豁免規定。且買入必須「依一定計畫實施」、「不依據個別投資判斷」、

「持續實行」。 

    取引規制府令第 59 條第 1 項第 6 款則規定僅關係企業員工持股計劃適用豁免

規定，役員持股計劃並不適用，「依一定計畫實施」、「不依據個別投資判斷」、「持

續實行」的意義也與上市公司之役員或員工持股計劃相同，每次投資金額限於未

滿 100 萬日元。 

 

5.信託銀行方式之役員、員工及關係企業員工分紅入股計劃之買入(取引規制府令   

 第 59 條第 1 項第 5 款、第 7 款)：    

    取引規制府令 59 條 1 項 5 款明文規定，上市公司等役員或員工與信託業者，

以將信託財產用於投資該上市公司等之股票為目的，簽訂信託契約，根據該契約，

該役員或員工指示該信託業者買入該上市公司等之股票時，該買入指示依一定計

畫實施，且不依據個別投資判斷，持續實行時(僅限這些役員或員工之信託財產全

部一起運用時) ，屬於公司內部人等之內線交易限制之豁免規定。 

    這是指所謂以信託銀行方式之役員、員工持股計劃之買入，亦即役員或員工

與信託業者，以將信託財產用於投資該上市公司等之股票為目的，簽訂信託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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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役員或員工指示該信託業者買入該上市公司等之股票時，不適用內線交易限制

之規定。本款之適用除外規定，僅限委託者為該役員或員工之信託財產，與委託

者為該上市公司等之其他役員或員工之信託財產一起運用時。 

    本款所謂「役員或員工」，包含該上市公司等直接或間接支配其他公司時，該

其他公司之役員或員工，此點與上述 4.之證券公司方式之役員、員工持股計劃相

同。「依一定計畫實施」、「不依據個別投資判斷」、「持續實行」的意義也與上述 4.

說明的證券公司方式之役員或員工持股計劃相同。 

    此外，如同上述 4 之公司方式之役員、員工持股計劃相關說明之記載，根據

取引規制府令 59 條 1 項 4 款及同項 5 款規定，適用豁免規定之買入，僅限各役員

或員工每次投資金額未滿 100 萬日元時。關係企業員工持股計劃亦與前述規定相

同。 

 

6.交易對象持股計劃之買入(取引規制府令第 59 條第 1 項第 8 款)：      

    取引規制府令第 59 條第 1 項第 8 款明文規定，上市公司等交易關係人與該上

市公司等其他交易關係人，共同委託金融商品交易業者，買入該上市公司等之股

票時，該買入依一定計畫實施，且不依據個別投資判斷，持續實行時(僅限各交易

關係人每次投資金額未滿 100 萬日元時)，得為豁免。而「依一定計畫實施」、「不

依據個別投資判斷」、「持續實行」的意義也與上述(4)說明的證券公司方式之役員

或員工持股計劃相同。 

 

7.累積投資契約之買入(取引規制府令第 59 條第 1 項第 9 款)：   

    取引規制府令第 59 條第 1 項第 9 款明文規定，依據累積投資契約委託金融商

品交易業者等，買入該上市公司等之股票時，該買入依一定計畫實施，且不依據

個別投資判斷，持續實行時(僅限各顧客針對一檔股票每月繳納金額未滿 100 萬日

元時)，得為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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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積投資契約」係指金融商品交易業者向顧客收取金錢，以該金錢為對價，

在事先約定的日期持續出售有價證券給該顧客的契約(取引規制府令 1 條 2 項 9

款，法 35 條 1 項 7 款)。該買入僅限各顧客針對一檔股票每月繳納金額未滿 100

萬日元。 

 

8.依知悉前計劃由發行人以外之人進行之公開收購(取引規制府令第 59 條第 1 項第

10 款)： 

    取引規制府令第 59 條第 1 項第 10 款明文規定，在知悉業務等相關重要事實

前，公告開始公開收購，並根據公開收購計畫進行收購等時，屬於公司內部人等

之豁免。 

    「收購等」必須是根據在知悉重要事實前，公告開始公開收購之公開收購計

畫進行者。公告開始公開收購後，即使公開收購者知悉重要事實，只要未變更收

購條件等，而是根據公告開始公開收購之公開收購計畫進行收購的話，就和知悉

重要事實無關，而是根據知悉未公開重要事實前制定的條件等進行收購，知悉未

公開重要事實並未影響收購條件等，也未損害證券市場之公正性與健全性。相對

於此，變更收購條件等時，因為在變更收購條件等時，就產生投資判斷的餘地，

如果容許根據該變更後條件進行收購，就有損證券市場之公正性與健全性。所以

根據該變更後之公開收購計畫進行收購等，應解釋成不適用本豁免規定。另外公

開收購者在知悉重要事實前變更收購條件，之後才知悉未公開重要事實時，如上

所述，不能說有損證券市場之公正性與健全性，所以應該算是符合法 166 條 6 項 8

款之「顯然是基於特別情事而為之買賣等」。 

 

9.依知悉前計劃由發行人進行之公開收購(取引規制府令第 59 條第 1 項第 11 款)： 

    取引規制府令第 59 條第 1 項第 11 款明文規定，上市公司股票等之發行人，

在知悉業務等相關重要事實前，根據向關東財務局長提出之公開收購申報書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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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收購計畫，收購上市公司股票等時，屬於公司內部人等之內線交易限制之豁免。 

本款豁免規定之解釋，應該與發行人以外之人進行公開收購時相同。 

 

10.依知悉前計劃出售或推銷特定投資人賣出(取引規制府令第 59 條第 1 項第 12

款)： 

    取引規制府令第 59 條第 1 項第 12 款明文規定，在知悉業務等相關重要事實

前，取得發行人同意賣出特定有價證券，或對特定投資人推銷賣出等相關計畫，

或賣出依施行令第 30 條規定之公開措施公開之特定有價證券，或根據對特定投資

人推銷賣出等相關計畫賣出該特定有價證券，或對特定投資人推銷賣出等，屬於

公司內部人得為豁免之規定。 

    取得發行人同意賣出，或賣出依施行令第 30 條規定之公開措施公開之特定有

價證券，或對特定投資人推銷賣出等，公開後知悉重要事實時，該賣出或推銷與

知悉該重要事實無關，不能說有損證券市場之公正性與健全性，所以應該算是符

合法 166 條 6 項 8 款之「顯然是基於特別情事而為之買賣等」。本豁免規定，可預

防為避免抵觸內線交易限制，中止賣出或推銷等而造成的混亂。 

 

第二款  課徵金引進的背景及相關規定 

 

一、制度引進之背景209 

 

    日本於 2004 年導入行政法上的課徵金制度，，自 2005 年 4 月起施行，於 2006

年出現第一個被處以課徵金的案例，在引進課徵金制度時曾熱烈討論，應以美國

法系，抑或歐陸法系之制度作為參考對象以和日本法制相合，美國 SEC 起訴請求

法院命令行為人給付民事制裁金(civil penalty)制度，在美國該制度，SEC 僅有提起

                                                 
209 黃銘傑，註 167，頁 123-133，142-14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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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之權利，行為人是否需支付仍有待法院加以認定，歐陸法制的課徵金制度是

由行政委員會等在行政體制下之機關作成繳納命令，對於課徵金命令有不服時，

方於事後依行政爭訟體系尋求救濟，最後日本引進偏向行政制裁的課徵金制度，

美國法上的民事制裁金(civil penalty)制度亦在日本引進課徵金制度時予重要的啟

發。 

    美國證券交易法上之「民事制裁金」（civil penalty）制度係美國 1984 年之內

線交易制裁法(The Insider Trading Sanction Act of 1984)修正 1934 年證券交易法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而於第 21 條 A 規定，SEC 除得要求違法行為

人吐出(disgorge)違法所得利益外，並得向聯邦地方法院提起請求支付民事制裁金

之訴訟，其金額於不超過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或避免損害額之三倍內由法院決定

之。民事制裁金規範之目的已不僅停留在違法利益之剝奪，而有藉由懲罰、以收

犯罪預防、抑制之效，其後 1990 年證券執行暨低面額股改革法(The Securities 

Enforcement and Penny Stock Reform Act of 1900)更將民事制裁金制度擴展至所有

聯邦證交法違反行為，只是此時依行為及情節等不同，而有不同的制裁金計算方

式，該法同時賦予 SEC 得於行政程序中，針對已於 SEC 登記之專業人士，如證券

經紀商等，課諸民事制裁金之權限。相對於美國證交法上民事制裁金制度，主要

乃是根據美國 SEC 的請求，而對制裁金做出判斷，日本證交法上的課徵金制度，

則是採取行政處分形式，由行政機關經過特別審判程序，依據四種違法類型課徵

金之計算。 

    金商法課徵金制度亦參考日本法上獨占禁止法之課徵金制度，而該獨占禁止

法上的課徵金制度之目的，日本法上通說認係為剝奪事業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

令違法事業無法保持其違法所得利益，藉此以維持社會公平正義，抑止違法行為

之產生，確保聯合行為禁止規範之實效性。 

    課徵金制度引進之目的乃是行政機關爲防止內線交易等不法交易行為並確保

相關規範之時效性已達成其行政目的，對於違反證券交易法上特定規定者，課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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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金錢負擔的行政上處置，賦予制裁手段之強化與多樣化，證監會可針對不同類

型、惡質程度之違反行為，施以不同的法律手段，以收最佳執法成效，並彌補刑

罰手段因謙抑性而有之不足。希冀透過加諸違法行為人特別之金錢制裁，將規範

目的不僅停留在違法利益之剝奪，並藉由懲罰，收犯罪抑制之效。 

     

二、課徵金制度與刑法之相應調整 

 

    日本法向來對於為內線交易行為人之處罰僅有刑事制裁之手段，但因日本當

局在檢察官起訴便宜主義之背景下，僅會起訴惡質性較高且證據明確之案件（起

訴價值高之案件），因而，與成立內線交易罪名之案例數量就不多。然而，在平成

16 年(2004 年)引進課徵金制度後，相較於刑事制裁程序，藉由行政調查、行政審

判之方式比較能達成簡易、迅速且具有機動性制裁之效果。 

    立法過程中認為課徵金制度引進之目的乃著眼於剝奪因違法行為所得不當利

益，而非嚴峻處罰以收犯罪預防之效。在此理解下乃有與財產刑之沒收、追徵相

互調整之必要。如經刑事審判程序已確定為有罪時，應依沒收或追徵之規定進行

沒收或追徵，而各該事件的課徵金，應依此時所算出的課徵金額中扣除應沒收或

追徵之金額，以進行調整（第 185 之 7、第 185 之 8），實務上多為追徵，追徵依

不法交易行為所得有價證券的價額（總交易額），而課徵金是以所得利益做為基

準，因此幾乎追徵的金額都會高於課徵之金額，兩制度調整之結果，多不需再為

課徵金繳納命令，惟如法院依其裁量而酌為不為沒收或減少追徵之金額決定時，

其與課徵金之差額仍需追徵。而在刑事判決確定前，決定是否需調整課徵金前與

刑罰之沒收、追徵於刑事判決確定前，課徵金繳納命令不生效力，但課徵金與刑

罰不同的地方在於只要在行政審判中，課徵金構成要件事實被充分證明情形下，

即應作成課徵金命令，而原本於負刑事責任時必須將犯罪所得之財產沒收或追

徵，在課徵金制度下，在沒收或追徵的限度內，不法行為所得之經濟利益或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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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數額並無全數課徵的必要，因此金商法亦規定在有上列情形時，課徵金的數額

可以扣除因沒收或追徵所繳納的金額，以作為調整。且應注意者為，日本法院與

多數學者認為，日本國憲法第 39 條後段規定「對於同一之犯罪不得重複追究其責

任」僅適用於刑罰之間，若是在行政罰與刑罰並存之情形下，行為人若受到行政

罰且又刑罰制裁時，並不違反日本國憲法第 39 條後段之規定。與我國行政罰法第

26 條規定，當某一行為事實同時該當於刑罰與行政罰之處罰要件時，我國所採取

之態度乃是「刑罰優先」，這是在考量是否引進日本證券交易法有關課徵金制度

時，所必須注意的地方。 

    日本課徵金制度規定於金商法第 6 章之 2（第 172 條至第 185 條之 21），分為

納付命令、審判手續、訴訟及雜則等四節，課徵金之適用於四種行為（第 172 條

至第 175 條）（一）有價證券公開發行及繼續公開發行時，於申請事項上為虛偽記

載、未提出有價證券報告書公開義務違反行為；（二）內線交易禁止規定之違反（如

未進行公開收購公告開始公告而已買進股票之人的課徵金命令）；（三）不法操縱

市場行為；（四）散佈流言等企圖影響市場之行為（如提供或公布具不實之特定證

券資訊之發行人）。而此四種行為，金融商品交易法本來就設有刑事責任之規定。

課徵金係透過類似行政處分之方式，由行政機關經過特別之審判程序，依據不同

類型不同之計算方法所計算出來（第 185 條之 7）。 

    課徵金制度之旨趣及目的是爲了抑制違反證券交易法行為的出現，本來應該

兼顧抑制的效果來決定課徵的金額，而未必是以違反者所得之經濟上利益作為標

準。但因第一次引進該制度，在達到抑制目的所需之最低限度的標準下，課徵金

額之計算以相當於行為人因其不法行為所獲得經濟上利益的數額做為基準，並同

時以法律針對各個證券交易法所規範的行為規定其具體的計算標準。關於課徵金

之金額皆以法律依各個違法行為規定之方法計算，在課徵金金額的決定上，先就

各個不同的違法類型，先以一般、抽象假設可獲得之經濟上利益之相當額做為基

準，再以法律規定課徵金額具體的計算方法，其計算方式規定於第 175 條，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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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進行內線交易買賣有價證券時之價格和重大消息公開後有價證券之差額，乘

以交易之數量，計算應課徵之金額，具體的計算方法可再區分為：重大消息公布

前六個月以內賣出有價證券時，應以賣出時價格扣除重大消息公開後兩週內最低

的價格，乘以交易之數量，即為應課徵金額；重大消息公布前六個月以內買入有

價證券之情形，應以公開消息公開後之兩週內最高的價格扣除買進時價格，乘以

交易之數量，即為應課徵金額。 

 

三、課徵金命令審判官審判程序、調查權限與程序事項: 

 

    原本規定應由內閣總理大臣所為，但實際上係委由金融廳廳長行之，爲求慎

重，金融廳廳長於作成課徵金命令的決定時，應以設置於金融廳內的審判官經由

行政審判程序（原則上為三人之合議庭）所作成之決定案為基礎。審判程序中，

關於課徵金之法定要件客觀上是否該當，在認定相關事實時，注意被審判人程序

上防禦權之保障亦為課徵金制度之重點。而該四種行為之課徵金要件基本上也引

用該刑罰規定的構成要件。又課徵金的繳付命令是對於基於自己之計算而從事違

法行為者所作成，所以即使是有組織之進行，僅參與背後教唆或共謀者不在課徵

之對象中。僅有對該實際行為人課以課徵金，此乃是因為課徵金制度是以徹底抑

制違反證券交易法規之行為為其主要的行政目的，與刑事罰乃著重於行為人實質

上之惡性有所不同，在判斷行為人是否爲自己計算時，以實質判斷為必要，亦即

借用他人名義而從事違法行為或實際上支配他人之行為者，皆應認定為該為自己

之計算而從事違法行為，而仍屬課徵金課予之對象。但因課徵金之課徵對象乃是

指受禁止為內線交易行為之公司關係人或獲悉消息人，並未包括再從獲悉消息人

取得消息之人（第二手消息受領人），所以當行為者與受有利益者係屬二人，並無

法對受有利益者課以課徵金使其無法保有該利益，課徵金制度於此即無法發揮功

能。210 

                                                 
210 雖然 2008 年 6 月修正金融商品交易法時，對於課徵金制度亦有所修正，然而，修正過之條文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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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徵金制度之導入，配套設計包括： 

（一）調查權限的擴大（第 26 條、第 177 條）： 

     除原本賦予證監會命令關係人到場、詢問、檢查、留置以及取得法院

(含簡易法庭)之令狀後，得進行臨檢、搜索及扣押等權限（第 210 條、第 211

條）外，因應課徵金制度，為求課徵金課處程序及其金額之適當及正確，

修法加入主管機關之權限，得為課徵金目的對關係人進行詢問或要求提出

報告、對於公開書類加以調查，甚至得至營業場所或其他必要場所進行財

務帳簿等之檢查，且對於規避檢查報告行為，設有刑事處罰之規定(第 205

條、第 205 條之 3），而行政調查權限由證監會來行使（第 194 條之 6 第 2

項第 7 款）。 

（二）行政審判程序之新設（第 178 條、第 185 條之 7）： 

           此一審判制度之設計，基本上在求取行政程序的效率性與審慎性二 

       者間平衡，當證監會於實施調查後認為有違法事實時，應即向內閣總理 

       為採取必要行政處分之勸告，其性質乃是內閣總理大臣依照證監會所作成

之勸告認定有違法事實時，則必須作成審判程序開始之決定（第 178 條），

並對被審人送達其決定書謄本，再由設置於金融廳內的審判官經公開審判

程序後作成結論，呈報內閣總理依此作出繳納課徵金之命令，行政審判程

序原則上由 3 名審判官組成之合議庭以公開原則方式進行（第 180 條第 1

項）。為了使審判程序公正，曾參與該事件調查之人不得擔任審判官審理

該事件（第 180 條第 4 項）。另外有關意見聽取或證據調查之決定等、審

判程序中各種權限，規定屬於審判官之固有權限（參照第 6 章之 2 第 2 節

之規定），在審判程序中，被命應繳納課徵金者（即被審判人）或其代理

人，可於審判期日到庭陳述意見或聲請調查各種證據。此外，被審判人於

第一次審判期日前，已就違法事實為承認者，則毋須開啟審判期日（第

                                                                                                                                               
然無法解決此等問題。關於今年修正課徵金制度之重點，參閱，大来志郎、鈴木謙輔，〈改正金融

商品取引法の解説（４・完）課徴金制度の見直し〉，《商事法務》，第 1840 號，頁 30 以下（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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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條第 2 項）經審判程序後，審判官應作成決定並提出於內閣總理大臣

（第 185 條之 6），內閣總理大臣基於該決定認為有違法之事實時，必須

作成課徵金繳納命令；認定無違法事實存在時，或認為沒收、追徵之金額

超過原本課徵之金額而不能命為課徵之繳納時，亦應作成無須繳納課徵金

之決定（第 185 條之 7 第 3 項） 

            審判程序，其性質乃是內閣總理作出繳納課徵金命令之前置程序，

目的在於保障當事人之防禦權。被審人應提出答辯書，並得於審判期日出

庭陳述意見、提出相關證據文件，審判程序以公開為原則，如確認有違法

事實存在時，即應命被審人對國庫繳納課徵金，被審人不服則直接提起行

政訴訟。 

 

四、制度之評價 

 

    在引進課徵金制度前，證券交易等監視委員會若欲對相關行為人為刑事之告

發時，其於證據之蒐集上必須耗費相當之精力，因此，得以成案之數量並不多，

然而，若是藉由課徵金制度之使用，由於其乃屬行政罰，所以其在判斷之程序上

較刑事訴訟為簡易，因而其可以針對某些案件迅速做出反應，所以在該制度引進

之後受到相當之注目。 

    課徵金制度的引入係為調節刑法謙抑性原則，因日本實務上多有因刑事責任

認定之嚴謹，行為人因而逸脫刑事責任之規制之情形，我國也有同樣的困境，課

徵金制度有兼顧行政效率、彈性、當事人正當權利之保護之優點，惟就課徵金金

額之計算，法律已明定計算基準而無彈性，縮小金融廳得依違法情節之輕重而予

不同懲罰處遇之空間，在金融廳定性為獨立機關的前提下，恐有侵害權限之疑問，

另就課徵金額來看，不僅與美國法可對內線交易事件處以所得利益三倍以內之民

事制裁金相距甚遠，更因容許與刑罰沒收、追徵相抵，而有大幅減少課徵金額之

虞。結果可能損及課徵金制度抑制、預防違法發生之功能，斲傷其規範實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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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與課徵金規範制度重心應設定於不當得利之剝奪抑或違法行為之抑制、預防而

有所差異。該制度討論初期，並非將其規範目的完全限定於不當違法利得之剝奪，

惟其後或鑑於課徵金制度係屬新創，從而將焦點限定於剝奪不當利得之功能，而

逐漸偏離抑制效力之觀點。  

 

第三項  重要內線交易案例 

 

一、JAPAN-LINE 事件211： 

     

原告於昭和 63 年 12 月 19 日（1988 年 12 月 19 日）透過東京證券交易所買 

進 JAPAN-LINE 航運公司之股票共計 494000 股，合計為 3 億 298 萬 2000 日元（每

股之價格為 580-623 日圓），被告乃是持有該公司股份第 3 多之大股東，其亦於當

日賣出所持有股票之部分為 121 萬股，原告於 12 月 22 日從證券公司拿到記載被

告為前手之股票，而到了 12 月 23 日，JAPAN-LINE 航運公司發布前述與山下新日

本汽船公司合併，且將進行大規模之減資之重要消息，其後該公司股價即大幅下

滑。 

原告主張被告為 JAPAN-LINE 航運公司之大股東，其得知該重大消息而為 

了避免自己之損失，於該公司發布合併消息前 4 天以高價將其持股售出，於消息

公開後再以較低之價買回，而依侵權行為起訴主張，被告為該公司之大股東理應

獲悉前述之重要事實，其為避免該等重要事實公開後，將會使其所持有該公司股

票之股價大幅下滑，因而產生巨大之損失，故而於該等重要事實公開前即以高價

賣出其所持有該公司之股票，待重要事實公開後股價回檔時再行買回，其在認識

到投資人於買進該股票將會產生損失時，仍為該公司股票之賣出乃是故意之不法

行為（即內線交易），而此等行為亦導致投資人股票價額之損失（買進價格與現價

                                                 
211 民事損害賠償事件，東京地方法院平成 3 年(1992)10 月 29 日判決（平成元年（ワ）第 5678 號，

參見金融法務事情 1321 號，頁 23 以下（1991 年），轉引自林仁光，同註 162，頁 179-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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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差距），原告起訴要求被告就此價額之損失賠償原告 2 億 1406 萬 2000 日圓以

及遲延利息。 

    本件法院判原告敗訴，因日本證交法上並無針對內線交易行為人是否應負民

事損害賠償責任有特別規定。所以一般投資人若欲對行為人請求民事上損害賠償

責任時，僅能依據民法對於侵權行為之規範而為主張。雖然原告起訴時，曾提出

有關於「被告所為之行為乃是故意之不法行為」、「具有因果關係」以及「損害」

等要件之說明，而被告則是提出本案並未具有因果關係，以及其並非是因為獲悉

重要事實而於該事實公開前為股票之售出等反駁，然而法院在本案之判斷上只集

中於「因果關係有無」之討論，即法院認原告無法就以買方之委託與賣方之委託

會產生現實之聯結（因果關係之存在），尤其在集團性撮合下，無法推定其所為買

進股票之委託於證券交易所與被告賣出股票之委託產生實際之聯結，是以無法證

明原告所遭受之損失與被告賣出股票之行為間，具有因果關係，即駁回原告之請

求，並未再對於原告所提出之其他理由有所說明。 

    但值得注意的是，東京地方法院於本案判決理由之最後提及，由於現行法對

於內線交易行為之相關規範，並未有關於「因果關係推定」之設計，因而法院於

本案中所作成之判斷乃是基於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之作法，其實，我們若從法院

於判決理由最後所提及論述觀察即可得知，法院在本判決中亦隱含對於增訂「因

果關係推定」之期待，只是 20 年前所做成判決之期許，迄今日本證交法就此依舊

維持原狀。日本雖於平成 16 年修正證券交易法時修改第 21 條之 2 規定，其中有

關於因果關係推定之設計，212減輕原告於訴訟上之舉證責任，使其損害賠償之主

張較有實現之可能，從保護投資者之觀點而言，係屬具有時代意義之設計213，但

此設計內線交易案件並無適用。 

                                                 
212 在未增訂此一因果關係推定之規定前，日本法院亦有認為公司所公佈之財報不實與投資人之損

失間並未存在因果關係，而駁回投資人對於公司損害賠償之請求（東京地方法院平成 13 年 12 月

20 日判決：山一證券事件）。參閱，黑沼悅郎(2008)，〈西武鉄道事件判決の檢討（上）〉，《商事法

務》，第 1838 期，頁 13 註 3。 
213 行澤 一人(2005)，〈改正証券取引法における民事責任規定の見直し〉，《平成 16 年の証券取引

法等の改正》，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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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新汽船事件214： 

 

    日新汽船公司打算以 292 億併購位於澳洲雪梨之飯店，董事會決議其中 256 

億部分將以增資之方式取得。由於日新汽船公司曾向千代田財務公司轉達，希望 

其能認購本次所增資發行 1600 萬股中之 35 萬股，而被告為千代田財務公司之社 

長，亦獲悉此等消息（重要事實－有關於股份發行與固定資產取得），其認為若此 

一增資之決定公開後，將使得日新汽船之股價大漲，於是其趕在消息公開前於平 

成元年(1989 年)6 月 15 日以友人之名義購入 7000 股，日新汽船公司於平成元年 

（1989 年）6 月 16 日董事會決議增資發行 1600 萬股。 

 本件內線交易行為乃是平成元年 4 月強化對於內線交易之規制以來，第一件 

遭舉發之案件。東京簡易法院於平成元年 9 月 26 日作成簡易判決，判處被告 20

萬日圓罰金。但作為日本第一個以成立內線交易行為而為有罪宣告之判決，有學

者認為在有罪理由之說明上留下許多疑問，也代表當時日本對於處理此一問題時

之欠缺經驗，許多疑點尚待日後之判決不斷累積215。 

 

三、谷藤機械工業事件216： 

  

被告乃是谷藤機械工業之常務董事，於平成 2 年 9 月 1 日所召開之臨時董 

事會上，藉由社長 B 之報告中得知，該公司營業重心之電子機器部門的銷售額約

有 40 億日圓為不實交易，因此其無應收債權入帳之可能，如此將使營運所需資金

短缺約 30 億日圓。再者，由於該部門之主要負責人 C 迄今下落不明，不僅對於日

                                                 
214 東京簡易法院平成 2 年 9 月 26 之略式命令（簡易判決）（本案已確定），轉引自林仁光，同註

162，頁 140-143。 
215 依據行為時證券交易法第 200 條規定，對於從事內線交易行為之人得處以 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

（懲役）、科或併科 50 萬日圓以下之罰金。 
216 東京地方法院平成 4 年 9 月 25 日判決，此為日本證券交易法引進內線交易規範後，第一個被要

求進行公判程序之案件。關於該判決之解說，判例タイムズ 814 號，頁 237，轉引自自林仁光，同

註 162，頁 16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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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營運造成重大之障礙外，也令人質疑先前所擬定之營運計畫是否亦為虛構，

被告認為若此等事實在公開之後，勢必導致該公司股價之大幅滑落，為避免遭遇

可預期之損失，於是在該等事實公開前，其於平成 2 年 9 月 3 日到平成 2 年 9 月 7

日，在公開市場上出售自己及妻子所持有之該公司股份，平成 2 年 10 月 2 日谷藤

機械發布修正之預測。 

    東京地方法院做成被告有罪之判決，法院考量被告其因而獲利（或避免損失）

高達 1800 萬日圓以上（此一數字乃是從被告為交易行為時之價額，與消息公開後

最初之市場交易價格相比較而得知），其犯罪情節係屬惡質、一般預防之觀點、被

告已將內線交易所得利益之部分約 800 萬日圓，捐贈給法律扶助協助作為贖罪之

補償，顯示有所悔悟之態度，該公司內部長期問題亦使被告之身心二方面承受相

當之負擔，最後判決處被告罰金 50 萬日圓，且本案於此即告確定。 

     

四、日本商事事件217： 

   

    以藥品銷售為主要業務之日本商事，於平成 5 年 9 月 3 日開始販售治療疱疹

之新藥ソリブジン (sorivudine)，而使得該公司之股價大幅回升。然而，就在該新

藥發售不久後，於同月 20 日，日本商事就收到使用該新藥所導致副作用而致死之

確認案例，同月 27 日向厚生省提出報告。被告是皮膚科醫院院長，為一名醫生，

於 10 月 12 日下午 1 點左右，從與日本商事有醫藥品販賣合作關係之東邦藥品千

葉分店第一營業部次長（該次長是因為業務關係而知悉此一消息）處知悉上開消

息，被告認為若此等消息一經公開，則該公司之股價必將大幅滑落，於是其即於

                                                 
217 高法院平成 11 年（1999 年）2 月 16 日判決（案號：平成 9(あ)1232），判決內容參見，商事

法務第 1521 號，頁 12 以下（1999 年）。另該事件之審理過程中，法院對於何謂「重要事實」有相

當詳細之說明。而本案另一個值得注意之處在於此一內線交易行為，證券交易等監視委員會對於日

本商事之 32 名職員提出刑事之告發，其中有 24 人被以略式命令判處罰金刑，可謂是大規模之內線

交易案件，但在 後被正式起訴者僅剩下本案之被告一人。轉引自自林仁光，同註 162，169-175，

亦參閱朱之琪（2005），《論企業併購之內線交易》，頁 65-67，私立輔仁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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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公開前，於平成 5 年 10 月 12 日下午 1 點 50 分左右為放空交易，隔日當日本

商事股價大幅滑落後再予以買回，因而獲得相當於 470 萬日圓之利益。 

    本案之第一審判決，對被告做成有罪之判決，處 30 萬日圓罰金，嗣經二審廢

棄，第三審判決又廢棄第二審判決發回大阪高等法院審理，之後，大阪高等法院

則是根據最高法院之見解作成駁回被告上訴之判決（大阪高等法院平成 13 年 3 月

16 日判決），雖然被告對於該判決又上訴至最高法院，依然為最高法院（最高法院

平成 16 年 1 月 13 日判決）所駁回，本案因而確定。本案在證券交易法第 166 條

第 2 項第 4 款概括規定關於重要事實之定位佔有相當重要之意義。 

 

五、鈴丹事件218： 

 

被告為鈴丹公司之常務董事會主席，因為其知悉鈴丹公司之子公司（ポポ 

ロ）由於經營不善累積相當虧損，鈴丹公司社長 B 認為將（ポポロ）聲請破產是

唯一選擇，而鈴丹公司所持有子公司之股份將產生相當之評價損失，鈴丹公司對

於子公司所為之 45 億日圓保證債務，子公司亦有無法償還之可能。如將此等鉅額

虧損之事實公佈將嚴重損及鈴丹公司之信譽，鈴丹公司未於平成 6 年 5 月 12 日公

佈「連結決算短信」219（簡易之合併財務報表）中揭露對於ポポロ公司之投資損

失，此一事實乃是為被告所知悉，而被告在此等重要事實公開之前，即前述報表

公佈後，自平成 6 年（1994 年）5 月 20 日至 9 月 1 日，將個人所持有之鈴丹公司

股份售出 101 萬股，並且同時售出由其擔任社長之鈴井興業公司所持有鈴丹公司

股份約 31 萬股。之後鈴丹公司於平成 6 年 10 月 17 日公佈「中間決算短信」（簡

                                                 
218 名古屋地方法院平成 9 年 9 月 30 日判決（平成９年（わ）第７６５号），關於本案之事實參閱，

判例タイムズ 972 號，頁 283（1999 年），轉引自林仁光，同註 162，頁 155-162。 
219 「決算短信」乃是指證券交易所為達迅速公開投資相關資訊之目的，對於公開發行公司所課予

之報告義務。其目的在於使投資人能快速掌握到該公司之相關財務資訊。而此一報告義務與有價證

券報告書之提出有所不同，此義務並非來自於法律之規定，而是根據各證券交易所之規則而定。而

根據東京證券交易所之說明，在東京證券交易所公開發行之公司所提出之決算短信，係指公開發行

公司於發佈年報或季報時，用以歸納整理財務報告內容之書面說明。參見，東京證券交易所網站之

說明：http://www.tse.or.jp/glossary/gloss_k/ke_tansh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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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財務報表），次日（18 日）並發佈ポポロ公司減資之訊息，同年 11 月 21 日，

鈴丹公司以子公司減資將對於母公司之業績產生影響為由，公佈「鈴丹公司對於

ポポロ公司 45 億日圓債權之履行可能性，以及鈴丹公司所持有ポポロ公司股票約

21 億 6000 萬日圓，若依據實際價值之評價方式計算，鈴丹公司將會蒙受相當損失」

之重大訊息。     

    被告售出個人持股之部分有經過與鈴丹公司社長 B，以及另一常務董事 C 之

謀議，且其在售出鈴井興業公司所持有鈴丹公司股份之部分，亦曾與鈴井興業公

司監察人 D 謀議，最後因為本事件而受罰者，除了被告及 B、C、D 外，還包括鈴

井興業公司本身。 

    被告於名古屋地方法院平成 9 年 9 月 30 日判決中，被處有期徒刑 6 個月，緩

刑 3 年，本事件就此確定。本事件中之 BCD 以及鈴井興業公司，於名古屋簡易法

院平成 9 年 4 月 1 日略式判決中，各被處以 50 萬元之罰金，但因本案未為犯罪利

益之追徵，而為學者所批評。  

 

六、MIC 公司事件（日本エム・アイ・シー事件）220： 

   

以製造及販賣 IC 卡等為營業項目而設立之甲株式會社(下稱甲公司)，由於 

其握有韓國丙株式會社（以下稱丙公司）所開發非接觸型 IC 卡在日本之獨家銷售

權，甲公司向從事電子計算機資訊系統開發及運用之乙株式會社（以下稱乙公司，

該公司為登錄於日本證券業協會之股票發行公司）談判讓售其所持有之日本獨家

銷售權。本案被告為甲公司代表常務董事，就該項交易與乙公司之幹部進行交易，

於平成 7 年 8 月下旬左右二家公司大致達成共同經營 IC 卡業務之合意，於同年 9

月 14 日左右，二公司簽訂「基本合意書」（備忘錄），其內容包括甲公司承諾將在

日本之獨家銷售權轉讓於乙公司，乙公司因而於同年 11 月 9 日決定合併甲公司。

                                                 
220 （平成１３年（あ）第１２号）－ 高法院平成 15 年 12 月 3 日判決（判例時報 1845 號，頁

147），涉及是否應限定契約範圍之爭議，其將影響受規範對象之多寡，轉引自林仁光，同註 162，

頁 13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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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本案之被告於甲公司與乙公司締結「基本合意」之後，就如何使乙公

司取得獨家銷售權，曾與乙公司之負責人有過相當多次之交涉，被告預期乙公司

將會因為此次合併，其股價將有驚人之上漲空間，是與日榮證券公司之職員 N 密

謀，使用 3 個人頭帳戶於其於平成 7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25 日間利用人頭帳戶

買進 105000 股該公司之股票（買進價格為 1 億 789 萬 7 千日圓），於消息公開後

再全部賣出，總計獲利 1 億 6600 萬日圓。而乙公司則於平成 7 年 12 月 26 日發布

合併甲公司之訊息。 

   本案涉及「獲悉關於交涉時」之重要事實，是否為內線交易禁止之對象？因

當時法條文字未納入而生爭議，本案法院採肯認見解，N 於東京地方法院判處有

期徒刑 6 個月得緩刑 3 年，併科 50 萬日圓之罰金，N 未再上訴就此確定；被告

於東京地方法院平成 12 年 3 月 28 日判決被處以有期徒刑 6 個月，併科 50 萬日

圓之罰金，E 又上訴於東京高等法院與最高法院，但都遭到駁回，嗣後日本即修

改證券交易法，以杜絕再次引發爭議之可能221。 

 

七、織物加工事件222： 

     

    日本織物加工公司為受證券交易法規制之公司，於平成 6 年（1994 年）時 

其所發行股票之過半數為 B 公司與 C 公司以 2:1 之比例所持有。平成 4 年時，B

以重建經營為名義將 D 派遣至織物加工公司，由其擔任董事長，由於織物加工公

司之經營情狀無法好轉，平成 5 年 3 月起 B 公司開始尋求以仲介「M&A」為業務

之 E 公司協助，藉由 E 公司之仲介自平成 6 年 3 月起，開始與 F 公司展開以織物

                                                 
221 關於本次修正後對於適用對象擴張範圍之說明，參照，野田 博，インサイダー取引規制におけ

る「重要事実」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日本織物加工株式事件で提起された問題を出発点として，收

於現代企業・金融法の課題〈下〉平出慶道先生・高窪利一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頁 692（2001
年），轉引自林仁光，同註 162，註 197。 
222 高法院平成 11 年 6 月 10 日判決（案號：平成 10(あ)1146），本案從寬認定「重要事實」之範

圍，且本案也是第一個被追徵違法所得之案例，在日本法上關於內線交易案件之討論，與前述之日

本商事事件皆具有相當重要之地位。犯罪事實，參閱，判例時報第 1679 號，頁 11 以下（1999 年），

轉引自林仁光，同註 162，頁 148-155，亦可參閱朱之琪，註 217，頁 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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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公司為標的之「M&A」交涉，同月 15 日，F 公司與 A 公司締結為期 3 年之保

密契約。 

    本案之被告是 F 公司之監察人兼法律顧問律師，同年 5 月左右自 F 公司代 

表取締役社長取得委任（有關於與織物加工公司進行「M&A」協商之一切事務），

同月 18 日左右，被告提出如下之建議：在織物加工公司讓 F 公司參與增資計畫（「第

三者割当増資」－不論是否為股東皆可參與之增資）之同時，B 公司與 C 公司也

做成將其所持有 A 公司股票轉讓於 F 公司。B 公司願意進行交涉，但 C 公司似乎

並不願意，幾經轉折，C 公司後來同意，被告於平成 7 年 2 月 9 日從公司關係人處

獲悉 C 公司同意之事實，被告自平成 7 年 2 月 16 日起自同月 27 日以友人名義進

行交易，合計以 1828 萬 9000 日圓買進 113000 股織物加工公司股份，平成 7 年 3

月 3 日日本織物加工公司舉行記者會說明「M&A」之計畫。 

    在本案之第一審判決中，被告被處以有期徒刑 6 個月，緩刑 3 年，並追徵 2621

萬 6295 日圓之違法所得。嗣經上訴三審，發回更審，東京高等法院依據最高法院

之見解，於平成 12 年 3 月 24 日作成駁回上訴之判決，前述第一審判決因而確定。 

 

八、大日本土木事件223： 

   

    本案之被告乃是與岐阜銀行締結業務委託契約之パストーラ公司的派遣員工，

其負責岐阜銀行經營重建業務中有關於企劃經營管理方面之職務，於平成 14 年 6

月 27 日左右，因為職務關係而獲悉大日本土木公司之經營狀況，其獲悉大日本土

木公司已於當月作成申請公司重整之決定，被告 D 認為此時為做空大日本土木公

司之好時機，於是先行融資 100 萬日圓於女性友人 E，於平成 14 年 7 月 4 日其利

用女性友人融券賣出 50000 股大日本土木公司之股票，平成 14 年 7 月 6 日大日本

土木公司發布申請重整之訊息再回補，而獲利（246 萬餘日圓）則由 E 所取得。名

                                                 
223 平成 16 年（わ）第 497 号－名古屋地方法院平成 16 年 5 月 27 日判決。 1998 年（平成 10 年）

擴大獲悉消息人範圍後之具體案例。詳細案情參閱，資料版商事法務第 244 號，頁 206 以下，轉引

自林仁光，同註 162，頁 14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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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屋地方法院判決被告有期徒刑 8 個月，緩刑 3 年，併科 80 萬元之罰金。 

     

九、ガーラ（GALA）事件224： 

 

       ガーラ公司之職員 A、B、C 三人，因為業務之關係獲悉該公司已決定進行增

資與業務合作之消息，其等於平成 17 年 6 月 22 日該等消息公開前，分別於同月

之 14 日、16 日、16 日，各自以 119 萬日圓、120 萬日圓、120 萬日圓購入該公司

之股票，而公司則在平成 17 年 6 月 22 日發表增資計畫。 

 本件處分之作成乃是證券交易等監視委員會在經過調查程序之後，向金融廳 

提出應命該等行為人繳納課徵金之建議，於平成 18 年 1 月 13 日起開始進行審判

之程序，雖然該等行為人於審判程序中對於是否為內線交易行為以及應繳納課徵

金之數額提出答辯書，然而，審判官作成應命其繳納課徵金之決定並向金融廳長

官提出。平成 18 年 2 月 8 日，金融廳長官對於 A 做成命其繳納 32 萬日圓之課徵

金處分，而 B、C 則各被命繳納 31 萬日圓之課徵金。  

 依據行為時證券交易法第 175 條第 1 項規定，其課徵金數額之計算如下：「（重 

要事實公開後翌日之最終值）×（買進股數）－（買進價格）×（買進股數）」，在

本案中於重要事實公開後之翌日該公司股價為 151 萬日圓，而 A、B、C 三人於重

要事實公開前分別以 119 萬日圓、120 萬日圓、120 萬日圓之價格買進，其所應繳

納課徵金之數額如下： A：（151 萬日圓× 1 股）－（119 萬日圓× 1 股）＝32 萬日

圓、B：（151 萬日圓× 1 股）－（120 萬日圓× 1 股）＝31 萬日圓及 C：（151 萬日

圓× 1 股）－（120 萬日圓× 1 股）＝31 萬日圓。 

 

十、村上基金事件225： 

                                                 
224 金融廳長官平成 18 年 2 月 8 日之處分，對於為內線交易行為人之處罰方式增加課徵金之規定

後，本處分為第一件案例，於 2006 年作成。本案例事實轉引自林仁光，同註 162，頁 175-178。 
225 東京地方法院平成 19 年 7 月 19 日（2007 年 7 月 19 日）判決，轉引自林仁光，同註 162，頁

18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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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基金自從 2002 年開始即大量持有日本放送之股份（超過 10％），即便 

如此，其以股東身分所提之議案皆無法受到青睞，於是村上基金負責人村上世彰

便開始尋找一起收購日本放送股份之合作對象，於平成 16 年(2004)9 月 15 日開始

便以村上基金已持有日本放送公司 17％之股份為由，積極遊說活力門前代表董事

堀江貴文以及負責財務事務之前董事宮内亮治，一起取得日本放送公司之股份，

只要活力門再購得日本放送公司 33％的股份，即可取得日本放送之控制權。 

    同年 11 月 8 日，堀江貴文向村上世彰透露，該公司將採取行動大量收購日 

本放送超過發行股份總數 5％的股票。村上世彰於掌管村上基金資產與運用 MAC 

公司之後便開始收購日本放送之股票，其等自平成 16 年 11 月 9 日開始至平成 17

年 1 月 28 日止，約以 100 億日圓買進日本放送 193 萬 3100 股。活力門於平成 17

年(2005)2 月 8 日公佈其已經持有日本放送 35％之股份（大量持有股份事實之公

佈），226在此一消息揭露後日本放送之股價即急速上揚，股價漲幅幾達 50％。然而，

卻於此一時期有許多的日本放送股份遭到賣出，而其來源則為村上基金，經由此

段時間之買進與賣出，村上世彰與 MAC 公司共獲利約 30 億日圓。村上基金之負

責人與 MAC 公司被懷疑有為內線交易行為之嫌，因而遭到起訴。 

    東京地方法院認為此乃為職業級之犯罪，所涉及之金額前所未見，而且被告

自審判之初即充滿不合邏輯之辯解，全無反省之意。因而判決被告村上世彰有期

徒刑 2 年，罰金 300 萬日圓以及追徵犯罪利益 11 億 4900 萬日圓。MAC 公司亦被

處以 3 億日圓之罰金227。 

    本案法院對於業務執行機關採實質認定，實質上若某機關之意思決定得與公

                                                 
226 活力門取得日本放送股票之方式乃是利用「ToSTNeT-2」進行盤後交易。而所謂的「ToSTNeT-2」，

乃是 Tokyo Stock Exchange Trading NeTwork System 之簡稱，為東京證交所所設計之盤後交易方式。 
227 由於在本案判決之前，日本法院對於從事內線交易行為之被告，僅有一件是以判處被告有期徒

刑卻未併為緩刑宣告而確定（本文前述案例一之日本 MIC 公司事件），此一判決不僅判處有期徒刑

且未為緩刑宣告，其刑度之重與追徵數額之多也是前所未見。參見，裁判と爭點－決定とは何か，

法学セミナー第 634 號，頁 122（2007 年），轉引自林仁光，同註 162，頁 185，註 267。 
。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167 條規定之罰則，對於行為人之處罰乃是依據同法第 197 條之 2 規定，其刑

度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科或併科 500 萬以下之罰金。對於法人之處罰則是依據第 207 條第 1 項第

2 款，得處以 5 億以下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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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之意思決定等同視之時，即為「決定業務執行之機關」，不以商法所規定有此權

限者為限，是以被告主張作成決定之機關應為活力門之董事會，然而，審理本案

之法院卻認為在本案中，活力門當時之 CEO 堀江貴文董事與 CFO 宮內亮治董事

該當於該項所規定之作成決定機關，法院指出從活力門創設以來堀江貴文董事即

主導該公司所有之決定，諸如本案之重大易若未經由其同意並無可行性；至於宮

內亮治董事則負責該公司 M&A 之業務，而在此等認定之基礎上，關於本案之 M&A

事務，其他董事幾無權限，故而此二人之決定其實即可等同於活力門之決定，是

該二人決定時，即成為重要事實，相同觀點在前述最高法院於日本織物加工事件

（平成 11 年 6 月 10 日判決）中亦可見到，就此點實值我國實務參考。本判決為

證券交易法第 167 條適用之第一個實例，在實務運作上具有相當之意義。 

 

第四項 小結 

 

日本法上內線交易之處罰是自國外移殖，1988年前少有案例亦少有處罰，1988

年納入內線交易之刑事處罰後，刑度有愈來愈重之趨勢，然對照於日本法院所為

之判決，迄今僅有活力門案判處超過 6 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並未予任何緩刑宣告，

案件其他多為罰金刑或是伴隨緩刑宣告之有期徒刑，日本法之法定刑，為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與我國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相比，刑度較低，但其較特別

者為法人與自然人之兩罰制，法人甚可科以 5 億以下罰金。而因刑事責任追訴之

實效性過低，日本法所引進課徵金制度，期能藉由行政罰（課徵金）之作成，使

行為人無法保有從事內線交易行為所獲利益之結果，以減少其為內線交易之動

機。因其實施未久，運用行政罰手段以減少內線交易行為出現成效為何，值得進

一步觀察。 

    日本法上民事求償制度則仍舊付之闕如，個別投資人如要進行求償，仍須由

受害人自行舉證因果關係及損害額，是否代表日本把市場論視為內線交易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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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基礎，所以認為行為人之交易是對整個市場之交易，從而乃是對整個市場產

生損害而非個別投資人？ 

立法例上亦可看出日本法上對於內線交易之規範方式非常細緻，如針對行為

主體之規範及豁免條款之規定，有論者認228應係日本在立法當時，因國民對於內

線交易並無充分的法律意識，因此在法律條文中強烈要求犯罪構成要件明確化。

雖上述之 10 則實務案例未見行為人主張豁免條款者，法院亦無依職權加以審酌之

情形，但日本法上就豁免條款預先細部規劃立法，仍深值我國參考。 

    就豁免規定部分，如是依法令而有義務而進行買賣，就公司而言，如股東行

使股份分派權、新股認購權、行使特定有價證券選擇權，則公司負有履約之義務，

即使有內線消息，仍應負履約之義務，但同時公司亦應公開有股東行使該等權利，

惟就股東而言，「行使」股份分派權、新股認購權、行使特定有價證券選擇權而取

得股票時，因其本身即非我國法上之「買賣」，而後續買賣行為如受規制，故本文

認為該等規定於日本法上僅為提醒注意之規定，並不適合納入我國之豁免條款設

計中，以避免徒增法律適用之困擾。 

    日本法上履行知悉重要事實前所簽訂之契約或計劃而為買賣等豁免規定，事

實上亦為「知悉說」與「利用說」之緩和，而與美國法上之 Rule 10b5-1 相同，另

外豁免條款之「而其他顯然基於特別情事而為之買賣」，包括「信用交易之相反買

賣」、「市場或店頭信用衍生性商品交易」、「知悉前計劃出售或推銷特定投資人賣

出」之前二者涉及複雜金融工具之操作，目前基於初引進豁免制度尚不宜過度開

放，後者涵義過於模糊，本文皆認為現階段不適於引入。 

    另外，而其他顯然基於特別情事而為之買賣尚可包括「交易對象持股計劃之

買入」、「累積投資契約之買入」，前者係上市公司等交易關係人間，共同委託金融

業者「依一定計畫實施」、「不依據個別投資判斷」、「持續施行」、「每次投資金額

未滿 100 萬日元」，後者係金融業者向顧客收取金錢，以該金錢為對價，在事先約

                                                 
228 轉引自孫昱琦（2010），《內線交易規範之立法沿革及實務發展-以我國法規修正與實務發展之互

動為中軸》，成功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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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日期持續出售有價證券給該顧客的契約，一檔股票每月不能超過 100 萬元，

此種概念在我國法上似無明文，本文認為目前不宜加以引進。 

日本公司法上股份收買請求權範圍較我國大，我國僅有於第 185 條、第 186

條公司營運有重大變更行為、公司合併(第 316 條、第 316 條之 2)方有股份收買請

求權，其他如變更公司章程（公司法第 277 條）、股份銷除(第 168 條)等並無相關

規定，前述日本法上之所以不適用內線交易限制，可解釋為重視保護公司法上之

少數股東之權益，即使是知悉公司未公開重要事實之少數股東，亦得提出收買請

求，而不為內線交易規制，此種依法所為之股份收買請求權於我國亦有相關規定，

無論是股東依法請求或發行人應股東而為股份收買之行為，則應就收買之事實於

股東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時為公開，方為適法。 

  基於法令上義務之買賣等，前述日本法上違反獨占禁止法之強制轉讓之規 

定及上市公司等之子公司因母公司股份取得之限制，而處分上市公司等股份等，

可認係屬依法令而為之行為，如配合公開原則，應認係屬合法。 

    此外，不具股權性質之公司債普通公司債等之買賣，在我國則不適合列為豁

免條款，我國於 99 年修正時已將影響重大支付本息之公司債納入規範範圍，再將

此豁免並不適當。 

我國尚未開放場外交易，是以現階段不宜開放場外交易豁免規定，應於開放

場外交易時再一併討論，而我國實務上曾發生過類似案例，即臺開案被告與彰銀

間是採盤後交易之方式，以當時臺開股價甚低之情況，實際上買賣雙方是以「盤

後交易」之名行「場外交易」之實，但即使假定我國開放場外交易，被告對於臺

開股票於後續會上漲時將賣出有所預期，亦不符合豁免之規定，在日本法下亦構

成豁免之例外。 

    另外針對就對抗公開收購所為之買賣、公司買回自己股份與依法定程序所為

之安定操作，歐盟及英國亦有相關規定；關於日本法上其他顯然基於特別情事而

為之買賣等，且符合內閣府令所定者，包括關於公司之役員、員工及關係企業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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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持股計劃之買入、信託銀行方式之役員、交易對象持股計劃之買入、累積投資

契約之買入、與美國法上 Rule 10b5-1 相近，日本法上關於員工分紅入股計畫，限

定在「買入」、「自家」、「股票」即每次以 100 萬元為上限之規定深值參考，歐盟

及英國亦有相關規定，留待後續討論。 

 

第三節  歐盟及英國 

第一項  歐盟 

    歐洲是證券及證券法之發源地，但出於吸收外資的考量，在 20 世紀 80 年代

中期前，向來對於內線交易都抱持著比較寬容的態度，相對於美國於 30 年代就已

立法規制內線交易行為，歐洲各國立法進程表現遲緩229，雖於 1966 年 Segre Report

中，就已經出現要求將內線交易列為規制對象的提議，該報告中提出資訊平等接

觸的概念，認為「確保所有參與證券交易運作之人都可處在平等基礎上，並預防

公司內部人有接觸資訊的機會，否則其或許將利用自己之認識來影響市場，以獲

取他人不得獲取之私利」，而為確保以上目的之達成，報告建議二個應遵守原則：

一、必須限制公司內部高層人士之交易活動，防制其濫用基於公司職務所取得之

資訊優勢；二、在主管機關發現證券價格或交易活動有不正常之現象時，必須賦

予其主動調查之權利。 

    但歐洲國家一直不願將內線交易納入實質上的立法措施，直到法國於 1970 年

才增訂內線交易的規定，1977 年歐洲共同體委員會以資訊平等理論為基礎，以及

公平與充足之資訊揭露來維護資本市場之想法，發佈「歐洲可轉讓證券交易行為

準則建議」(77/534/EEC)，一份對內線交易無拘束性的意見(No-binding) ，初步提

出要在歐洲共同體範圍內建立一個反內線交易的最低標準限制，英國受其影響從

市場自律的角度出發，試圖利用自我監管制度規制內線交易，但成果不彰，英國

於 1980 年於公司法中明文規定內線交易構成犯罪，1980 年代歐洲市場爆發一連串

                                                 
229 張小宇，同註 194，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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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線交易醜聞震驚全體歐洲市場，如 1989 年法國爆發了與公司併購有關的內線

交易案，1993 年德國發生了工會領袖參與內線交易案，1995 年英國發生震驚全世

界金融市場的 Canadon 案230，一連串內線交易的醜聞及併購與公開收購之發展，

促使歐盟於 1989 年 11 月 3 日發佈「內線交易指令」（ID Directive）(89/592/EEC)

特別在前言指出，證券交易市場是企業籌集資金重要的場所，必須順利運作才能

發揮功能；其能否順利運作，取決於投資人對市場是否有信心；為獲取投資人信

心，必須確保投資人均能立於平等的地位，內線交易犧牲多數投資人利益，讓少

數人獨享厚利，損害投資人信心，進而妨害證券市場順利運作，應採取必要措施

予以管制；2003 年 1 月發布的禁止市場濫用指令(Market Abuse Directive)亦強調禁

止內線交易的目的與禁止操縱市場相同，均在於維護金融市場的健全及增進投資

人對市場的信心，透過此兩號指令及其他相關配套指令，歐盟建立統一的禁止市

場濫用之規範體系，該體系對於歐洲金融市場的完善扮演重要的角色，更進一步

影響其他區域金融市場法制之發展。 

    歐盟係根據 1992 年簽署之「歐洲聯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簡稱

TEU，又稱「馬斯垂克條約」）所建立之國際組織，歐盟之法源主要可分為三部分

－「基礎法」、「派生法」及「判例法」。其中「基礎法」指的是創立共同體的條約，

「派生法」係指共同體機構依創始條約之授權所制定之法規，包括「規則」

(regulation)、「指令」（directive）、「決定」（decision）、「建議」（recommendation）

及「意見」(opinion)，其中「規則」(regulation)是指並非只針對某會員國或某一特

定對象，而係指對所有會員國具有一般效力，適用於不特定的當事人與不特定之

事實，由於具有抽象、一般的特徵，故有歐洲法律之稱，規則公布後，在所有的

會員國內發生拘束的法律效果，而無須會員國任何轉換立法程序，規則的位階高

於會員國的法律，以確保歐體的法律能夠被一致遵守；「指令」(directive)係根據歐

盟條約之規定，以欲達成之結果目的拘束會員國，故會員國須制定或修正該國法

                                                 
230 轉引自張瑞玲，同註 4，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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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以達指令所設目的，但完成的形式和方法則由會員國自行選擇決定。會員國必

須在指令規定的特定期限內，將指令的目標轉換立法成國內法，會員國必須完全

遵守指令的每個規定，必須在其國內的法律制度範圍內，採取所有的必要措施，

保證指令的內容能夠完全被達成。指令產生的法律效果，對會員國而言，具有強

制拘束力，會員國僅在轉換立法時，對於達成指令目標的形式與方法，有選擇裁

量之餘地。指令原則上不能直接適用，但是歐洲法院認為會員國未轉換或不完全

轉換指令，此時指令必須具有直接適用的效力，才足以制裁會員國的違約行為，

以及達到保護個人權利之目的231。 

    歐盟採聯合立法制度，由歐洲議會(European Pariament)、歐盟理事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及「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ion)共同完成立法，原

則上由歐盟執委會提案新歐盟法律，並由歐洲議會及歐盟理事會正式通過該法

律，目前歐盟關於內線交易的規範主要是以 2003 年 1 月 28 日通過之 2003 年「內

線交易及市場操縱指令」為代表(Directive on insider dealing and market 

manipulation(market abuse)，Directive 2003/6/EC )，作為基本的法律架構232。 

 

第一款  1989 年 11 月 3 日發佈「內線交易協調指令」（ID 

Directive） 

    1989 年 11 月 3 日發佈「內線交易協調指令」（COUNCIL DIRECTIVE of 13 

November 1989 coordinating regulations on insider dealing，下稱 ID Directive）

(89/592/EEC)，特別在前言指出，證券交易市場是企業籌集資金重要的場所，必須

穩健有效率地運作才能發揮功能；其能否順利運作，取決於投資人對市場是否有

信心；為獲取投資人信心，必須確保投資人均能立於平等的地位，保護投資人免

於內線消息之不當使用，內線交易犧牲多數投資人利益，讓少數人獨享厚利，損

                                                 
231 轉引自何建寬，同註 187，註 135。 
232 張益輔、林振東、江璧岑（2009），內線交易案件有關重大消息成立時點之探討(上)，頁 42-43，

證交資料第 6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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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投資人信心，進而妨害證券市場順利運作，必須採取必要措施予以管制，所以

以指令的方式強制各會員國建立打擊內線交易的最低標準，並用以協調各會員國

間法規範的歧異是有必要的，促使歐洲國家加快制定禁止內線交易規範之腳步，

不論各會員國是否已具備內線交易之規範，均應依指令之標準制定或修正相關法

律。 

 

一、內線消息之定義： 

 

    在 IDD 第 1 條第 1 項233規定，內線消息係指與一個或多個可轉讓證券234發 

行人有關，或與一個或多個可轉讓證券有關而未公開之準確（precise nature）消息，

並且於公開後將可能對特定可轉讓證券之價格產生重要影響。 

    據此，內線消息需具以下要件：  

1.準確性( of a precise nature)：目的是將純粹的謠言排除在外。 

2.非公開性(has not been made public)。 

3.公開後可能對證券價格產生重大影響(if it were made public, would be like to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rice of the transferable security or securities)此主要是以             

英國 1985 年公司法中相關制度為藍本所制訂，該指令認為只要有產生重大影響的

可能性即為已足，實際上證券價格是否受到影響而發生變動，並非認定之要件，

但何謂重大影響，指令並未規定，只能依個案事實判定。 

    由此可知，在此之下，內線消息之界定是非常有彈性的，其不僅包括內部資

訊，也包括外部資訊，內部資訊如公司董事、經理人之任免，而外部資訊如政府

                                                 
233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Directive:  
1. 'inside information' shall mean information which has not been made public of a precise nature relating 
to one or several issuers of transferable securities or to one or several transferable securities, which, if it 
were made public, would be likely to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rice of the transferable security or 
securities in question; http://eur-law.eu/EN/Council-Directive-89-592-EEC-13-November-1989,496853,d
（ 後瀏覽日：2012/07/10） 
234 第 1 條第 2 項則規定，「可轉讓證券」所指的是：(a)股份或債券、(b)對(a)所指證券之預定、取

得、轉讓權利。(C)期貨契約、選擇權，以及與(a)所指證券有關之金融期貨。(d)與(a)所指證券有關

之指數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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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租稅政策、優惠政策等資訊，凡是對於證券市場之價格有重大影響的均是內線

消息，指令的優點，幾乎涵蓋所有資訊類型。 

    而 IDD 所規範的市場，依第 1 條第 3 項規定，係指交易市場而言，不包括發

行市場。 

 

二、內部人之界定： 

    

     「內線交易指令」（ID Directive）(Council Directive 89/592/EEC)，區分為原始

內部人（primary insider）和次級內部人（secondary insider）二者，而原始內部人

於第 2 條第 1 項235可分為： 

1.因發行人(issuer)之行政(administrative)、管理(management)或監督(supervisory)部 

  門而獲悉消息者； 

2.因持有股份(holding in the capital)而獲得消息者； 

3.因僱佣(employment)、職業(profession)或職責(duties)而獲得消息者。 

    且於同條項規定，原始內部人占用內線消息，藉由對該消息之事實具有全面

認識（with full knowledge of the facts），進而基於該消息以自己或第三人名義，直

接或間接地取得或處分與該消息有關之可轉讓證券。且同條第 2 項規定，前項所

指之人為公司或其他形式之法人時，本禁止規定適用於為該法人之利益而參與交

易決定之自然人。 

針對次級內部人，指令第 4 條規定236，係指任何人充分知道擁有內部消息且

                                                 
235 Each Member State shall prohibit any person who:  
- by virtue of his membership of the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or supervisory bodies of the issuer,  
- by virtue of his holding in the capital of the issuer, or  
- because he has access to such information by virtue of the exercise of his employment, profession or 
duties, possesses inside information from taking advantage of that information with full knowledge of the 
facts by acquiring or disposing of for his own account or for the account of a third party,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ransferable securities of the issuer or issuers to which that information relates. 
http://eur-law.eu/EN/Council-Directive-89-592-EEC-13-November-1989,496853,d 
236 Each Member State shall also impose the prohibition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2 on any person other 
than those referred to in that Article who with full knowledge of the facts possesses inside information, 
the direct or indirect source of which could not be other than a person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 
http://eur-law.eu/EN/Council-Directive-89-592-EEC-13-November-1989,49685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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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消息直接或間接來自第 2 條所定之人(即原始內部人)，是以次級內部人的範圍是

相當廣泛的，是以「有全面之認知」(full knowledge of facts)和該消息必須要直接或

間接來自於原始內部人(possess)。從此可知，次級內部人的範圍相當廣，其資訊的

來源包括直接內部人有意之告知或無意之洩漏，惟亦以「有全面之認知」(full 

knowledge of facts)為其主觀要件。但據此原始內部人與次級內部人之區分並無實

益，次級內部人反而以過失而未有「有全面之認知」為抗辯，造成執法上之困擾，

於 2003 年「內線交易及市場操縱指令」（The MAD）則就此加以修正。 

 

三、所禁止之行為態樣： 

     

    歐盟指令存在三種與內線消息相關之禁止規範(第 2 條、第 3 條及第 4 條)237： 

    第一種即為一般所稱之內線交易禁止，禁止原始與次級內部人藉由對於該內

線消息之事實有全面認識，進而基於該消息以自己或第三人名義，直接或間接地

取得或處分與該消息有關之證券。 

    第二種係禁止原始內部人向任何人洩漏內線消息，除非該揭露具有行使受

僱、專業或職務上之正當理由。 

    第三種係禁止直接基於內線消息，建議或勸誘任何人取得或處分相關金融商

                                                 
237 Article 2  
1. possesses inside information from taking advantage of that information with full knowledge of the facts 
by acquiring or disposing of for his own account or for the account of a third party,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ransferable securities of the issuer or issuers to which that information relates.  
2. Where the person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is a company or other type of legal person, the prohibition 
laid down in that paragraph shall apply to the natural persons who take part in the decision to carry out 
the transaction for the account of the legal person concerned.  
Article 3  
Each Member State shall prohibit any person subject to the prohibition laid down in Article 2 who 
possesses inside information from:  
(a) disclosing that inside information to any third party unless such disclosure is made in the normal 
course of the exercise of his employment, profession or duties;  
(b) recommending or procuring a third party, on the basis of that inside information, to acquire or dispose 
of transferable securities admitted to trading on its securities markets a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1 (2) in fine.  
Article 4  
Each Member State shall also impose the prohibition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2 on any person other than 
those referred to in that Article who with full knowledge of the facts possesses inside information, the 
direct or indirect source of which could not be other than a person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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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第二種與第三種是針對原始內部人，但可以依各會員之立法，擴張適用到次

級內部人(第 6 條)。但如具有行使受僱、專業或職務上之正當理由是針對金融媒體

服務業之退讓，以避免分析師動輒得咎之困境，然而此款豁免規定可能導致行為

人利用本規定而大行內線交易之犯行；另外次級內部人若因會員國未規定適用第

二種情形，則次級內部人可任意洩漏內線消息，將使市場之公平性受損，2003 年

「內線交易及市場操縱指令」（The MAD）就此立法闕漏進行修正238。 

 

四、豁免規定 

 

IDD 的豁免在前言及條文中都有規定，就前言部分豁免之規定如下： 

1.前言第 12 段、第 13 段239： 

被授權從事交易或媒介他人交易，於從事通常買賣證券業務或執行客戶之交

易指令時，不應被認為是構成內線消息之利用。 

2.前言第 13 段240前半： 

該條文規定內線交易涉及內線消息之利用（taking advantage of inside 

information），造市者(market maker)241、經授權擔任相對人角色之人(contrepartie)

或擁有內線消息自律規範之經紀人，就前二者而言，係進行通常份內買賣證券

                                                 
238 何建寬，同註 187，頁 74。 
239 The MAD 前言第 18 段也有相關規定。 
240 Whereas insider dealing involves taking advantage of inside information; whereas the mere fact that 
market-makers, bodies authorized to act as contrepartie, or stockbrokers with inside information confine 
themselves, in the first two cases, to pursuing their normal business of buying or selling securities or, in 
the last, to carrying out an order should not in itself be deemed to constitute use of such inside 
information; whereas likewise the fact of carrying out transactions with the aim of stabilizing the price of 
new issues or secondary offers of transferable securities should not in itself be deemed to constitute use of 
inside information; 
241 造市者（market maker）在我國翻為經紀商即 broker，見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93 年 10 月 19
日第 3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第 9-10 頁，見 www.cepd.gov.tw/( 後瀏覽日:2012/06/05).所為造市者是

指在市場上提供報價並參與買賣，以達成促進市場流通之目的，由於造市者具有詢價及報價之義

務，因此其主要功能在於提升交易市場之穩定及市場流動性，並協助市場完成交易，因而造市者多

為專業的交易商，在市場賣單擴大時，其會義務性的進場買進，反之，如賣單增加時，其亦會反手

賣出手中持有部位。因此，造市者對於買進與賣出是為了達成交易市場價格穩定及流動性，故歐盟

法認為其佔有內線消息而為交易，仍非內線交易之規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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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作。就擁有內線消息自律規範之經紀人言，則是執行他人之命令，其行為

不應構成內線消息之利用。 

即內線交易禁止規範不適用於單純受託執行第三人交易命令及合法履行分

內職務的行為。於前者由於取得或處分可轉讓證券需透過他人如證券營業員執

行一部或全部之行為，該單純執行命令之行為本身不能被視為內線消息之利

用，因此該行為不構成內線交易。於後者，如造市者(market maker)或受託締結

契約之人，乃合法從事金融商品買賣之行為，亦不構成內線交易。 

3.前言第 13 段後半： 

為達到穩定首次發行（new issues）或二次發行（secondary offers）之目的而

執行交易，其行為不能被視為構成內線消息利用(use of inside information)。 

4.前言第 14 段242基於公開資訊評估而為之交易，不構成內線交易： 

從公開資訊評估而得之資訊，不應認為屬內線消息，根據此類消息而為之

交易，不構成內線交易。 

5.前言第 15 段243：將內線消息報告給主管機關不構成洩漏義務之違反。 

 

IDD 指令中就條文部分豁免之規定如下： 

 1.場外交易且未透過專業仲介之豁免： 

   IDD 第 2 條第 3 項規定行為人的交易行為是發生於集中市場外，並且未由

任何職業經紀人經手者，各國得自行決定不對此一行為進行處罰，因為私人交

易無害於整體市場的公平性，所以無須對此強加處罰，即針對場外交易行為，

各國得自行將其排除在內線交易規範範圍中。 

2.與政策有關之豁免（國家行為）: 

IDD 第 2 條第 4 段規定244，內線交易禁止規範不適用於歐洲中央銀行系統、

                                                 
242 Whereas estimates developed from publicly available data cannot be regarded as inside information 
and whereas, therefore, any transaction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such estimates does not constitute 
insider dealing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is Directive;  
243 Whereas communication of inside information to an authority, in order to enable it to ensure that the 
provisions of this Directive or other provisions in force are respected, obviously cannot be covered by the 
prohibitions laid down by this Dir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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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行、政府指派之任何人或代表政府利益之任何人，爲執行貨幣、利率或

公債管理政策之行為。同時考量各國政府體制之差異性，指令並授權會員國可

將此種例外擴張及於聯邦構成員或類似地方政府組織，為執行相同性質事務之

行為。  

3.第 3 條245禁止原始內部人向任何人洩漏內線消息，除非該揭露具有行使受僱、  

  專業或職務上之正當理由。 

 

五、執行成效 

 

    歐盟發展比美國晚但卻有相當之發展，IDD 第 8 條規定，各成員國應當建立

一個行政性機關或類似的主管機關來專門從事與其他成員國類似機構的協調工作

等，但因為第 13 條規定，違反該指令措施之行為，各會員國應決定其處罰方式，

缺乏明確最低限度要求與最低限度立法準則，實際上是將刑事處罰權完全交給成

員國自行決定，實踐結果完全不具警示效果，缺乏實施的強制規定堪稱本指令最

大的敗筆246。 

    但該指令非完全毫無意義，其採市場理論、主要提倡保護投資者之信心維護

市場之完整性的基調以及對於內線交易構成要件嚴格界定等都比美國聯邦證券諸

法更貼近市場實務，更為嚴謹且便於操作，堪稱立法中的諸多亮點，但該指令無

法如美國證券法般對過多的細節問題，尤其是監管措施、處罰力度作統一硬性規

定，這也自然導致其處罰效果不盡如人意，且如對於「非公開性」之界定不明、

對公開前後戒絕交易時間限度的欠缺規定、對內部人員界限的模糊規定，對「明

知」要素的過度要求等，使定罪率大打折扣，但無論如何，該指令是一個有益的

嘗試，為其它國家證券法提供一個全新模式。 

 

                                                                                                                                               
244 The MAD 第 7 條也有相關規定。 
245 The MAD 第 3 條也有相關規定。 
246 何建寬，同註 187，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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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2003 年「內線交易及市場操縱指令」（Directive 

2003/6/EC ) 

    隨著歐洲資本市場的成熟與發展，市場上不適當行為呈現複雜的特徵，加上

新金融商品及技術的發展，增加跨界性不適當行為的危險性，是以歐盟委員會認

為內線交易及操縱市場之行為均會妨礙歐洲資本市場的健全運作，是以於 2003 年

將模仿英國金融服務暨市場法(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 Act 2000，下稱 

The FSMA 2000)，將內線交易與市場操縱並列，訂定「內線交易及市場操縱指令」

為代表(Directive 2003/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8 

January 2003 on insider dealing and market manipulation(market abuse，下稱 The 

MAD)。The MAD 是在彌補 1989 年指令之不足，對包括操縱市場和內線交易在內

的市場濫用行為進行綜合規制，而以市場不法(market abuse)統稱之，以因應市場

所需。該指令認為單純刑事處罰無法實現對市場濫用行為的有效威嚇，而應更多

地採用行政處罰方式，是以參考英國「金融服務暨市場法」所設計的裁罰金（civil 

penalty），拋開對於刑事政策的歧異，而要求各會員國要以行政罰之方式對於行為

人施以處罰，而除了行政罰以外，刑事責任之有無及民事責任的課與，讓各國自

行決定。 

 

一、四級立法模式 

 

    The MAD 前言第 4 段到第 6 段中載明根據歐盟理事會設立之「專家委員會」

（the Committee of the Wise Men），在其最終報告中建議採用四級的立法模式，包

括框架性原則、具體實施措施、合作及執法四個層面的立法程序，而 2001 年 3 月

歐盟理事會斯德哥爾摩會議通過，2002 年 2 月 5 日歐洲議會通過了有關金融服務

立法實施之決議，並批准前述專家委員會報告，四級立法模式納入 The MAD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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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級立法模式即蘭法羅西立法模式(the Lamfalussy model of law making)247，實

踐上，等級一即是建立框架性立法模式，以一正式的指令建立歸制市場濫用行為

法規範的上位框架，告訴各會員國歐盟基本立場及最低規範的要求，各會員國必

須要遵守，如以 The MAD 市場濫用指令提供基本的法律架構，以保護證券市場之

運作。 

    等級二，即制定具體措施，具體的立法步驟為由歐洲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與歐洲證券委員會(the European Securities Committee,下稱 ESC)對相

關施行細則進行討論，並向歐洲證券管理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the European 

Securities Regulations,CESR)尋求技術性地建議，經公布討論後，提交歐洲證券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歐洲執行委員會頒佈實施細則指令，以 2003 年 12 月 22 日頒布

「內線消息定義與公開揭露及市場操縱之定義指令」248、「公平提供投資建議及公

開利益衝突指令」249、「購回程序與安定操作指令」250及「實施 2003/6/EC 號指令

的商品之延伸性金融商品相關內部消息定義、市場慣例指令」251等，希望透過具

體的實施細則來細緻化框架性法律原則的要求。 

    等級三：合作，各會員國之國內法制定。歐洲證監會(the Committee of European 

Securities Regulators)，爲使各國保證將指令以及施行細則之內容轉化為國內法，以

確保等級一、等級二法令之宗旨於各會員國之統一適用。主要由歐洲證監會(CESR)

負責制定相關解釋建議、就非屬指令涵蓋之範圍統一頒佈「指導綱要」(guidance)

                                                 
247 因為該專家委員會之主席叫做 Alexandre Lamfalussy，因此該委員會又叫 Lamfalussy 委員會，其

終報告所提出新的立法程序又叫 Lamfalussyj 程序，轉引自何建寬，同註 187，頁 64。 
248 Commission Directive 2003/124/EC of 22 December 2003 implementing Directive 2003/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s regards the definition and public disclosure of inside 
information and the definition of market manipulation. 
249 Commission Directive 2003/125/EC of 22 December 2003 implementing Directive 2003/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s regards the fair presentation of investment recommendations 
and the disclosure of conflicts of interest. 
250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2273/2003of 22 December 2003 implementing Directive 2003/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s regards exemptions for buy-back programmes and 
stabilisation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251 Commission Directive 2004/72/EC of 29 April 2004 implementing Directive 2003/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s regards accepted market practices, the definition of inside 
information in relation to derivatives on commodities, the drawing up of lists of insiders, the notification 
of managers' transactions and the notification of suspicious trans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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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共同標準，於 2005 年頒布「等級三－第一部市場濫用指令指導綱要及資訊」

(Market Abuse Directives-Level 3- first set of CESR guidance and information on the 

common operation of the Directive)，在於 2007 年 7 月 12 日頒布「等級三－第二部

市場濫用指令指導綱要及資訊」(Level 3- second set of CESR guidance and 

information on the common operation of the Directive to the market)，前者著重於異常

交易之通報，後者則著重於內線交易之定義，而後者對「構成內部資訊之定義」，。 

    等級四：執法，由歐盟執委會確保歐洲法律之遵循。立法是要求各成員國通

過協調，歐洲委員會可以對各成員國遵守該指令的情況進行檢查，若發現有違反

該指令之情事，會先以建議的方式要求改正，如未於期限內改正，歐洲委員會將

向歐洲法院起訴，要求其強制實施。     

 

二、目的 

 

    The MAD 基於歐盟協約第 95 條頒佈，為具有實效的歐盟法制基礎，而依該條

規定，歐盟得以頒佈指令以協調各會員國為了其國內市場之成立與運作所制訂之

法案、規則或行政行為，可推知歐盟有意將其保護對象放在整體市場運作上，這

也導致歐盟在架構上不僅針對內部人進行規範，反而更重視整體市場公平性及投

資人平等接近資訊的權利252。 

   The MAD 前言第 2 段253即說明，一個完整有效率金融市場要求市場的誠信。證

券市場平穩運行以及大眾對市場的信心是經濟成長與財富創造的先決條件。市場

濫用將損害金融市場及大眾對證券和衍生商品之信心，而第 12 條254及第 15 條255分

                                                 
252 黃志中（2007），《論內線交易刑事規範之正當性與理論基礎》，頁 110，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

碩士論文。 
253 An integrated and efficient financial market requires market integrity. The smooth functioning of 
securities markets and public confidence in markets are prerequisites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wealth. 
Market abuse harms the integrity of financial markets and public confidence in securities and derivatives. 
254 Market abuse consists of insider dealing and market manipulation. The objective of legislation against 
insider dealing is the same as that of legislation against market manipulation: to ensure the integrity of 
Community financial markets and to enhance investor confidence in those markets. It is therefore 
advisable to adopt combined rules to combat both insider dealing and market manipulation. A si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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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勾勒出內線交易之法規目的：第 12 條說明確保歐洲共同體金融市場之完整與誠

信並促進投資人對市場之信心，第 15 條則說明內線交易妨害市場透明性，而市場

透明性為健全金融市場不可或缺之要件256，第 43 點的第 1 款及第 2 款亦載明歐盟

委員會必須遵守的原則如下：以提高金融市場透明性之方式來確保投資人對市場

的信心、以緊密靈活監控市場改革之方式來確保市場之完整性等。 

    本指令主要是針對整體市場的保護，似乎已大幅擺脫從詐欺的概念出發去禁

止市場濫用的想法。在歐盟論述基礎上，不須求諸有無忠實義務或信賴關係之違

反，因規範之重點不在於內線交易之行為人對交易相對人或資訊來源者揭露義務

之違反；相反的，責任建立之依據在於對市場公平之破壞，所以其所禁止內線交

易之行為態樣，範圍較廣，主要是針對整體市場的保護，已大幅擺脫從詐欺的概

念出發去禁止市場濫用的想法。以一套歐洲金融市場共通的準則，來減少潛在的

不一致性、模糊不清的法律，並填補規範漏洞，尤其要提高對投資人的保障，以

使歐洲市場更具吸引力。 

    市場濫用指令除內線交易外，亦於第 6 條納入「特別公告」(ad hoc publicity)

以及市場操縱等規定，指令亦設置諸多預防制度（1）即時披露制度；(2)推遲披露

規則；（3）內部人員名單制度；（4）內部人員交易報告制度；（5）可疑交易報告

制度，並於第 12 條至第 15 條規定各會員國主管機關執行與合作事項。 

    其中關於內部人名單制度規定於 The MAD 第 6 條第 3 項，其規定會員國應該

規定發行人或以其名義從事事務之第三人，應提出一份因僱傭契約或其他因職務

有機會接觸內線消息的人員名單，發行人或該第三人應定期更新名單，並於主觀

機關命令時提出之。由此可知，此內部人名單和美國法上之觀察名單(Watch list)

相似，但觀察名單是指公司由於擁有某種證券敏感的資訊，為不將該證券列入限

制購買名單（restrict list）時，就將該證券列入更保密之名單，供少數上層經理人

                                                                                                                                               
Directive will ensure throughout the Community the same framework for allocation of responsibilities, 
enforcement and cooperation 
255 Insider dealing and market manipulation prevent full and proper market transparency, which is a 
prerequisite for trading for all economic actors in integrated financial markets. 
256 曾宛如，同註 103，頁 25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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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以預防內線交易或其他利益衝突之情況發生，與此不同的是，內部人名單

是為了強化主管機關對內部人之控管，並減少內部人為內線交易之誘因，與美國

法上的觀察名單是為了強化公司內部內控之目的而設，兩者有所不同257。 

 

三、內線消息(inside information)之定義：  

 

     2003 年指令就整體規範架構而言，在前言第 16 段258及第 1 條第 1 項259就內

線消息作定義，其認內線消息是與一個或多個證券發行人，或者一個或多個金融

商品260有直接或間接關聯、非公開、具有明確性（precise nature ）之消息。對管

制市場上之價格發展及形成可能產生重大影響之消息，可能被認為是與一個或多

個金融商品發行人，或者一個或多個相關衍生性金融商品有間接聯繫之消息。與

衍生性金融商品相關的內線消息是指與一種或多種衍生性金融商品有直接或間接

聯繫的，該交易市場中的用戶希望按照公認的市場慣例來獲取非公開之準確消 

                                                 
257 所謂限制購買名單，是指若證券公司獲得有關證券未公開重要的資訊，就將某種證券列入限制

交易對象，不得向客戶推薦或自己購買證券，轉引自何建寬，同註 187，頁 90 及註 194。 
258 Inside information is any information of a precise nature which has not been made public, rela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one or more issuers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or to one or more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formation which could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evolution and forming of the prices 
of a regulated market as such could be considered as information which indirectly relates to one or more 
issuers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or to one or more related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259 ‘Inside information’ shall mean information of a precise nature which has not been made public, 
rela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one or more issuers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or to one or more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which, if it were made public, would be likely to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rices of those financial instruments or on the price of related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 relation to derivatives on commodities, ‘inside information’ shall mean information of a precise 
nature which has not been made public, rela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one or more such derivatives 
and which users of markets on which such derivatives are traded would expect to receive in accordance 
with accepted market practices on those markets. 
For persons charged with the execution of orders concerning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side information’ 
shall also mean information conveyed by a client and related to the client's pending orders, which is of a 
precise nature, which relate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one or more issuers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or to one 
or more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which, if it were made public, would be likely to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rices of those financial instruments or on the price of related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260 而所謂的金融商品，第 1 條第 2 項及第 9 條規定包括：（1）關於證券領域投資服務的 1993 年 5
月 17 日 93/22/EEC 號指令規定之可轉讓證券。（2）集團投資企業中之單位。（3）貨幣市場產品。（4）

金融期貨契約，包括等值現金結算商品。（5）遠期利率協定。（6）利率、貨幣及股票交換。（7）對

屬於這些範疇的某些金融商品予以取得及轉讓之選擇權，包括等值現金結算商品，本範疇特別包括

通貨選擇權及利率選擇權。（8）與商品有關之衍生商品。（9）在受管制市場中允許交易或已向受管

制市場提出上市交易申請之其他種類商品。由此可知 2003 年「內線交易及市場操縱指令」擴大管

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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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對於負責執行相關金融商品交易命令之人而言，內線消息是指由客戶所傳遞

或與客戶尚未決定之命令有關的，與一個或多個金融商品之發行人或一個或多個

金融商品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非公開之準確消息，且該消息一旦公開，將對相

關金融商品價格及相關衍生性金融商品之價格產生重大影響。 

 

四、The MAD 所規範之內部人： 

 

    第 2 條261規定會員國應禁止第 2 款擁有內線消息之任何人，以自己或第三人

名義，基於內線消息直接或間接取得或轉讓，或者試圖取得或轉讓與內線消息有

關的金融商品。 

    該等內部人包括： 

1.因發行人(issuer)之行政(administrative)、管理(management)或監督(supervisory)  

  構成員而獲悉消息者； 

2.因持有股份(holding in the capital)而獲得消息者； 

3.因僱佣(employment)、職業(profession)或職責(duties)而獲得消息者； 

4.因利用犯罪活動獲悉內部消息的犯罪性內部人(criminal insiders)。 

    而同條第 2 項規定，儘管在第 1 項中所提到之人為法人，但該項之禁止性規

定亦適用於基於該法人之利益而參與決定，以法人名義實施交易之自然人。 

                                                 
261 Member States shall prohibit any person referred to in the second subparagraph who possesses inside 
information from using that information by acquiring or disposing of, or by trying to acquire or dispose of, 
for his own account or for the account of a third party,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inancial instruments 
to which that information relates. 
The first subparagraph shall apply to any person who possesses 
that information: 
(a) by virtue of his membership of the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or supervisory bodies of the issuer; or 
(b) by virtue of his holding in the capital of the issuer; or 
(c) by virtue of his having access to the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exercise of his employment, profession or duties; or 
(d) by virtue of his criminal activities. 
2. Where the person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is a legal person, the prohibition laid down in that 
paragraph shall also apply to the natural persons who take part in the decision to carry out the transaction 
for the account of the legal person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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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條第 3 項規定，禁止規定不適用於因履行取得或轉讓金融商品之約定義務

而進行之交易，在此情況下，該義務產生於該人取得內線消息前所締結之協議。  

The MAD 與 1989「內線交易協調指令」同樣把內部人區分為原始內部人（primary 

insider）和次級內部人（secondary insider）二者，不同的是新指令增訂新的一種原

始內部人，即利用犯罪活動獲悉內部消息的犯罪性內部人(criminal insiders)，如駭

客侵入網路竊取機密資料或利用詐欺、脅迫手法取得內線消息等，The MAD 認為

內線交易之發生並非僅出於合法的職務行為，亦有可能出現以犯罪手段取得之情

形。 

    The MAD 仍保留對次級內部人主觀認知的要求，從 1989「內線交易協調指令」

的「充分知道」「有全面之認識」(information with full knowledge of the facts)，(full 

knowledge)從交易中牟利，改成「明知」（knows）或「可得而知」（ought to have 

known），以避免行為人脫免制裁，因此原始內部人利用僱傭、專業或職務等機會

佔用內線消息之人，而以自己或第三人之名義，直接或間接取得或處分與內線消

息相關之金融商品，將直接推定其主觀上有利用內線消息而為內線交易之行為，

可以避免主管機關證明原始內部人主觀犯意之困難，次級內部人至少必須證明其

明知或可得而知該消息為內線消息，始可對間接內部人加以處罰262。 

 

五、內線交易禁止之行為：主要規定於指令的第 2 條至第 4 條 

 

    有三種行為態樣： 

    第 2 條規定會員國應禁止第 2 款擁有內線消息之任何人，以自己或第三人名

義，基於內線消息直接或間接取得或轉讓，或者試圖取得或轉讓與內線消息有關

的金融商品。 

    第 3 條263規定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內部人應禁止向任何人洩漏內線消息，

                                                 
262 轉引自何建寬，同註 187，註 182 及頁 84-85。 
263 This Article shall not apply to transactions conducted in the discharge of an obligation that has 
become due to acquire or dispose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where that obligation results from an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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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該揭露具有行使受僱、專業或職務上之正當理由，亦禁止基於內線消息，建

議或勸誘任何人取得或處分相關金融商品。 

    第 4 條264則更進一步將禁止的對象與範圍擴大，認三種禁止行為態樣，亦適

用於明知或可得而知（knows, or ought to have known）該消息屬於內線消息而仍然

佔有之任何人。是以次級內部人自此亦受規範，此點解決了 1989「內線交易協調

指令」未強制要求會員國必須將次級內部人納入規範之缺漏。   

 

六、The MAD 指令的豁免規定 

 

（一）The MAD 於前言及條文中之豁免規定： 

 

The MAD 指令的豁免在前言及條文中都有規定，就前言部分豁免之規定如

下，而有些規定前言和條文皆有規定，在此一併說明： 

1.前言第 18 段265：內線消息之利用可存在於一個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掌握之消  

  息屬於內線消息之人，對於金融商品之取得或轉讓。有鑑於此，主管機關應考  

  慮一般理性之人在此情況下明知或可得而知之內容。此外，對於知悉內線消息   

  之造市商（market maker）、受託訂立契約之人或受託為第三人執行命令之人而 

  言，前兩者乃從事合法金融商品買賣行為；後者則為忠實執行命令之行為，均 

  不應被視為內線消息之利用。 

2.前言第 20 段266：參與交易或發出交易依約而構成市場操縱之人，可能證明其 

                                                                                                                                               
concluded before the person concerned possessed inside information. 
264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Articles 2 and 3 also apply to any person, other than the persons 
referred to in those Articles, who possesses inside information while that person knows, or ought to have 
known, that it is inside information. 
265 Use of inside information can consist in the acquisition or disposal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by a 
person who knows, or ought to have known, that the information possessed is inside information. In this 
respect,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should consider what a normal and reasonable person would know or 
should have known in the circumstances. Moreover, the mere fact that market-makers, bodies authorised 
to act as counterparties, or persons authorised to execute orders on behalf of third parties with inside 
information confine themselves, in the first two cases, to pursuing their legitimate business of buying or 
selling financial instruments or, in the last case, to carrying out an order dutifully, should not in itself be 
deemed to constitute use of such inside information. 
266 A person who enters into transactions or issues orders to trade which are constitutive of market 
manipulation may be able to establish that his reasons for entering into such transactions or issuing 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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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交易與發出交易要約之理由合法，且與相關受管制市場之公認慣例相符。  

  但若主管機關確信該交易與交易要約存在其他非法理由，仍可能對行為人加以 

  制裁。 

3.前言第 29 段267：擁有取得其他公司內線消息之管道，並為了取得該公司控制 

  權或是公開收購該公司，而使用該內線消息，其行為不應被視為內線交易。由 

  此可知，某公司為了取得另一公司之控制權，或者與該公司進行併購，而利用 

  本身所佔之內線消息進行交易，並不能認為是內線交易。該豁免規定考量於公 

  開收購或併購時，若一概強制要求公開，否則不得買賣時，將導致公開收購或 

  併購無法順利進行，並不合理，但另方面爲避免主導公開收購或併購之人投機， 

  要求實際進行交易或準備交易的行為，必須要以有助於公開收購或併購完成為 

  唯一目的，則如該等主導公開收購或併購之人私下為了自己利益偷偷買入或出  

  賣相關的證券，則就會被認為是消息的不當使用，而構成市場濫用268。 

4.前言第 30 段269：由於金融商品之取得或轉讓，必然包含了從事該交易之ㄧ部 

  或全部之行為人之事先決定，因此取得或轉讓之實行本身不應被視為內線消息 

  之利用。 

5.前言第 31 段270：利用公開取得之消息所得之研究與評估，不應被視為內線消 

  息。因此，基於研究或評估而進行交易本身不應被認為本指令所指之內線交 

  易。指令如此規定係為了使一些研究機構，可免於因其研究之發表，而陷於散 

  佈內線消息之處罰。 

                                                                                                                                               
to trade were legitimate and that the transactions and orders to trade were in conformity with accepted 
practice on the regulated market concerned. A sanction could still be imposed if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established that there was another, illegitimate, reason behind these transactions or orders to trade. 
267 Having access to inside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another company and using it in the context of a public 
take-over bid for the purpose of gaining control of that company or proposing a merger with that 
company should not in itself be deemed to constitute insider dealing. 
268 陳照世（2008），《從歐盟與英國市場濫用防制計劃反思我國對於內線交易與操縱市場之制度設

計》，頁 158，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69 Since the acquisition or disposal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necessarily involves a prior decision to 
acquire or dispose taken by the person who undertakes one or other of these operations, the carrying out 
of this acquisition or disposal should not be deemed in itself to constitute the use of inside information. 
270 Research and estimates developed from publicly available data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inside 
information and, therefore, any transaction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such research or estimates should 
not be deemed in itself to constitute insider dealing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is Dir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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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前言第 32 段271及第 7 條272：第 32 段說明會員國及歐洲中央銀行系統、各國中  

  央銀行、其他正式指定之主體或按照自身利益行事之任何人，於執行財政、匯 

  率或公共債務管理政策之行為，均不在此限；而第 7 條亦說明同旨，內線交易 

  禁止規範不適用於歐洲中央銀行系統、中央銀行、政府指派之任何人或代表政 

  府利益之任何人，爲執行貨幣、利率或公債管理政策之行為。同時考量各國政 

  府體制之差異性，指令並授權會員國可將此種例外擴張及於聯邦構成員或類似 

  地方政府組織，為執行相同性質事務之行為。  

7.前言第 33 段273、第 8 條274：在某種情況下，出於經濟原因，對金融商品價格之 

  安定操作或買回計劃中買賣自有股票之行為，均可視為合法，不應為市場濫用。 

  應制定一個共同標準作為實踐指南。應遵守第 17 條第 2 項所規定之程序所通 

  過之執行措施來實施。實務上即依 2003「豁免買回股份計畫與安定市場操縱 

  之的委員會規則」所定程序實施，詳如後述。 

The MAD 指令就條文部分豁免之規定如下： 

    第 2 條第 3 項275履行先前協議之情形：內部人為履行在持有內部人資訊前簽

署協議所約定之義務，而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情形，為本指令所新增，2003 即

內線交易禁止規範不適用於因履行取得或轉讓金融商品之約定義務而進行之交

                                                 
271 Member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System of Central Banks, national central banks or any other 
officially designated body, or any person acting on their behalf, should not be restricted in carrying out 
monetary, exchange-rate or public debt management policy. 
272 This Directive shall not apply to transactions carried out in pursuit of monetary, exchange-rate or 
public debt-management policy by a Member State, by the European System of Central Banks, by a 
national central bank or by any other officially designated body, or by any person acting on their behalf. 
Member States may extend this exemption to their federated States or similar local authorities in respect 
of the management of their public debt. 
273 Stabilisation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or trading in own shares in buy-back programmes can be 
legitimate,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for economic reasons and should not, therefore, in themselves be 
regarded as market abuse. Common standards should be developed to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274 The prohibitions provided for in this Directive shall not apply to trading in own shares in "buy-back" 
programmes or to the stabilisation of a financial instrument provided such trading is carried out in 
accordance with implementing measures adop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laid down in Article 
17(2). 
275 This Article shall not apply to transactions conducted in the discharge of an obligation that has 
become due to acquire or dispose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where that obligation results from an agreement 
concluded. before the person concerned possessed inside information.，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3:096:0016:0016:EN:PDF( 後瀏覽

日:2012/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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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在此情況下，該義務產生於行為人取得內線消息前所締結之協議。因此交易

行為與內線消息間無因果關係，故不構成內線交易。 

    而現行的 2003/6/EC 指令，國家行為的豁免像是被保存，但是市場外交易的豁

免則不復見，而增加了另一條款「既有之計畫」，規定在指令的第 2 條第 3 段，係

指如果行為人系爭之交易行為，是為了履行取得內線交易之前的確定契約，所產

生已屆履行期之義務者，即不受內線交易禁止之規範。 

 

（二）其他與豁免有關之指令或指導綱要：買回股份以及金融工具安定操作之豁

免規則 

 

歐盟執行委員會於 2003 年 12 月 22 日頒佈第 2273 號法規276，進一步說明買

回股份（buy-back programmes）以及金融工具安定操作（stabilisation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之豁免規定。 

買回股份計畫：發行人買回自己已經對外發行的股份，其規定如下： 

1.目的性限制：規定於第 3 條，只有在發行人想要減資、因應可轉換基礎證券下的

義務、配合發行人或相關事業的員工入股計畫才能夠買回公司股份。 

2.三種豁免買回的動機： 

（1）當公司買回係基於減少公司資本(價值或股份數量)之理由時，其結果將減 

少發行公司流通在外之股份總數，改變市場上的供需狀況，從而使每股盈 

餘增加，形同強化了股東權益。另一方面亦將公司剩餘資金返還予股東， 

進而促進資源之合理配置。 

（2）公司買回係基於履行員工認股選擇權(share option)、員工分紅配股義務之 

目的。為達獎勵員工、降低企業人才流動率之目的，現今公司多以員工認

股選擇權之制度賦予員工依預定價格，於將來預定期間內認購公司預定數

                                                 
276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2273/2003 of 22 December 2003 implementing Directive 
2003/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s regards exemptions for buy-back 
programmes and stabilisation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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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股份之權利。在公司方面，爲準備認股選擇權行使或員工分紅配股所需

之股份，得以事前買進自己的股份作為庫藏股，避免爲履行該項義務而再

次發行新股之股東權益稀釋與繁冗。 

（3）公司買回係基於履行將可轉換公司債轉為普通股之義務。 

3.資訊揭露計畫：第 4 條規定公司應事先揭露之事項：包括要買回的目標、理由、

以及預定取得的數量及期間、向主管機關報告、事前揭露目的、細節內容、實

行程序，在事前及時向市場傳遞即將進行交易動作之訊息，如果有重要的變更，

亦應隨時揭露，執行後 7 日公開揭露細節，以預防內線交易之發生。 

4.交易價格和數量的限制：第 5 條要求，於執行股份買回計劃中的交易時，發行人

的買入價格不得高於在市場上最後的獨立價格或是當時最高的獨立報價等，買入

的數量原則上不得高於該市場平均交易量的 25%。價格之限制在於避免發行人用

不合理過高的價格買回股份以炒作股票，交易數量的限制如在某些流動性極低的

市場，若發行人事先就將有超過 25%的行為通知證券主管機關並公告，則可超過

25%之限制，但是仍不得超過日平均之限制。 

5.禁止的行為：第 6 條進一步認定發行人在施行股份買回計畫的期間，原則上不得

從事下列交易： 

a 不得賣出自己的股份。 

b 不得在依會員國法律禁止交易的期間內進行交易。 

c 發行人於法令允許的情況下決定延後公開揭露內部消息的場所中進行交易。除  

  非發行人是投資公司或信貸機構，並且已經在內部機關間建立了有效的資訊隔  

  離措施（中國牆）或發行人進行的是交易時間、數量都已經揭示的「有預定時 

  間的買回計畫」（time-schedules buy-back programme）或買回股份計畫是由投資 

  公司或信貸機構獨立於發行人所主導。上述限制在避免「安全港」條款被發行 

    人、相關事業、專家、董事濫用確實是相當有效的。此外除了要遵守規則第 

    4.5.6 條下的相關義務外，發行人同時也必須要符合「第二公司法指令」（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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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 Company Law Directive）資本維持之相關規範。 

爲達順利發行之目的，安定操作只能在限定之時間內實施，第 8 條第 2 項規

定於證券首次公開發行公告交易之日起三十日內，或於二次公開發行相關證券最

終價格充分揭露之日起至分配日後三十日內所進行之安定操作。第 10 條則規定進

行安定操作之證券，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高於市場對於該證券的報價。且安定

操作應由專業投資公司或信用機構實施。在交易完成 7 日內，應向主管機關報告

所有安定操作的細節。 

    爲了增加安定操作的透明性，在實際進行安定操作之前，應向公眾充分揭露

相關重要資訊包括277： 

1.應當揭露可能進行安定操作之事實，但不一定保證會實施，並且有隨時停止支  

  可能。 

2.應當表明安定操作的主要目標礙於支持相關證券的市場價格。 

3.應將揭露安定操作可能實施之期間。 

4.應當揭露實施安定操作人員的身分，已為公眾所知時則不用。 

5.應當揭露超額配股措施（overallotment）或超額配股選擇權(green shoe option) 所

涉及現存的和可能的最大交易數量、執行超額認股選擇權的期間及使用超額  

 配股措施或超額配股選擇權的任何條件。 

 

七．說明市場濫用細節之指令、禁止內線交易指令之指導綱要： 

 

（一）2003 年 Commission Directive 2003/124/EC 

     為進一步解釋及釐清 The MAD 歐盟執行委員會於 2003 年頒佈 Commission 

Directive 2003/124/EC，進一步定義內線消息、公開揭露以及操縱市場的定義。 

                                                 
277 轉引自陳照世，同註 268，頁 82-83，超額配股措施（overallotment）是指合約中約定必須接受

比原先要約的相關證券數量更多的預定或購買要約的條款。或超額配股選擇權(green shoe option)
是一種股票發行機制，慣例作法是發行人在與主承銷商訂立初步意向書 
(letter of intent)中明確給予主承銷商在股票發行後 30 天內，以發行價從發行人處購買額外的相當於

原發行數量的一個選擇權，可提供股價支撐，同時又避免主承銷商面臨過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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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內線交易相關的內容摘錄如下： 

    內線消息之定義： 

1.「市場濫用指令」第 1 條第 1 款內線消息定義之「性質明確」，係指倘某資訊 

   只設某種存在或可預期將會發生的情況、已發生或可合理預期即將發生的事  

   件，以及如該資訊之明確性足以推論就該等情況或事件對相關金融工具或 

   衍生性金融工具之價格所產生之影響為何，則該資訊應被視為具明確性質。 

2.「市場濫用指令」第 1 條第 1 款所述「資訊一旦公開，可能對金融工具或相關衍

生性金融商品之價格有重大影響」乙節，應指理性投資人可能用於做出投資決策

之資訊。 

    內部資訊公開揭露方式及時間限制： 

1.為實施「市場濫用指令」第 6 條第 1 款，會員國應確保發行人以大眾得便利、  

  正確且即時取得之方式公開內部資訊。此外，會員國應確保發行人不會以結合 

  行銷活動方式公開內部資訊而誤導大眾。 

2.會員國應確保倘發行人在某種情況或事件發生時已立即通知大眾（儘管非正式 

  公告），則該發行人應被視為符合「市場濫用指令」第 6 條第 1 款。 

3.任何有關已公開揭露內部資訊之重大改變，應於改變發生後立即透過相同管道 

  公告更新。 

4.會員國應要求發行人善盡合理注意義務，確保內部資訊之公開揭露儘可能在所 

  有會員國（發行人已申請或被允許在該國管理市場中交易其金融工具）之所有 

  種類投資人間同步公開揭露。 

    延遲公開揭露的合法利益及機密性： 

1.「市場濫用指令」第 6 條第 2 款所述之合法利益，可能特別指下列幾種情形： 

      公開揭露可能影響尚在進行中的協商結果，特別是有關發行人之財務危機 

  （儘管未達破產法規定的範疇之內）事件之協商。倘公開揭露可能破壞發行人 

   長期財物重建之協商結果，因而嚴重危及股東現有或潛在利益，則資訊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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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揭露可延後一段有限期間；倘發行人管理組織所為之決策或簽訂之合約， 

   需要該發行人另一組織之核准方能生效，且該發行人之編制要求這些組織間 

   是獨立作業的。若在核准之前即公開揭露並同步公告該資訊，可能有損大眾 

   取得該資訊之正確性。 

2.為實施「市場濫用指令」第 6 條第 2 款，會員國應要求發行人管理該等資訊之 

  取得，以確保內部資訊之機密性，特別是，該發行人已制定有效措施以杜絕除 

  了執行業務以外人等取得該資訊；該發行人已採取必要方式以確保任何取得該 

  資訊之人瞭解其承擔之法令責任，且瞭解誤用或不當傳播該資訊應受之懲罰； 

  在不違反「市場濫用指令」第 6 條第 3 款規定下，假使發行人無法確保該有關 

  內部資訊之機密性，應定有適當措施以立即公開揭露。 

 

（二）禁止內線交易指令之指導綱要 

 

     為使各會員國於施行「市場濫用指令」時有所依循，歐洲證監會(Committee of 

European Securities Regulators，簡稱 CESR)，於 2005 年頒布「等級三－第一部市

場濫用指令指導綱要及資訊」(Market Abuse Directives-Level 3- first set of CESR 

guidance and information on the common operation of the Directive)，在於 2007 年 7

月 12 日頒布「等級三－第二部市場濫用指令指導綱要及資訊」(Level 3- second set 

of CESR guidance and information on the common operation of the Directive to the 

market)，前者著重於異常交易之通報，後者則著重於內線交易之定義，而後者對

「構成內部資訊之定義」，其主要判斷標準有四278： 

1.就內部資訊何謂「性質明確」（of a precise nature）提出下列四項判斷標準： 

（1）有可靠且客觀存在的事證證明該資訊並非謠傳或臆測（能被證明已發生或 

     未來會發生）。 

                                                 
278 張益輔、林振東、江璧岑，同註 232，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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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該資訊涉及一段過程，過程中有不同階段，則每一階段及整個過程都   

     可被認為是具有明確性質之資訊。如公開收購最後未必發生，但不表示過 

     程中與標的公司之磋商不是明確資訊。 

（3）資訊不需包含「所有」相關資訊才能被視為是明確的。如某公司與標的公 

     司接洽公開收購可視為明確的資訊，儘管收購價格可能還沒決定；或者是 

     某公司同時與多家公司洽談公開收購此一事實也可被視為是明確的資訊， 

     儘管其尚未決定誰才是最後的收購標的。 

（4）資訊是否具體到影響價格，應考量下列兩種情形：一是該資訊足使理性投   

     資人於無風險或低風險下作出投資決策，一是該資訊很可能馬上被利用於 

     市場交易上。 

2.該資訊尚未公開：該資訊尚未經過主管機關規定之工具或媒體進行揭露。 

3.該資訊直接或間接與一個或數個金融工具或其發行人有關。 

4.該資訊一旦公開，可能對與前述金融工具或相關衍生性金融商品價格產生重大  

  影響。歐洲證監會認為固定的價格波動門檻或量化指標本身並不適用於判定價 

  格變動的重大性；要決定重大影響是否可能發生，應將下列因素納入考量： 

（1）該事件對公司整體活動之預計影響強度 

（2）該資訊與該金融工具價格主要影響因子的關聯性 

（3）該資訊來源的可靠性 

（4）綜合評估其他所有可能影響該金融工具價格的市場變數（價格、報酬率、 

     波動性、流動性、不同金融工具間的價格關聯性、成交量、供給、需求等 

     等） 

      另為判斷資訊對價格是否有重大影響，一些常用的指標如下： 

（1）該資訊類型與過去曾重大影響價格的消息類型相同。 

（2）事先存在的分析報告及專家意見表示某種資訊是具價格敏感性的。 

（3）公司本身已將類似事件視為內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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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法律責任 

 

歐盟指令第 14 條第 1 段針對內線交易違反的法律效果部份，以行政責任為必

要，是否有刑事制裁或民事賠償責任則留給各國自行立法，且求國內的立法必須

是要有嚇阻性且符合比例原則的。此係因透過行政程序之處罰，主管機關可以減

輕犯罪之舉證責任，及時處罰相關的犯罪，以產生相當之嚇阻性。 

 

第二項  英國 

 

早期英國以自律規範約束內線交易行為成效不彰，其對於規範內線交易是從

關係論來思考，對於內線交易之禁止著重在對公司負有受託義務之公司內部人，

之後隨著英國政府對於內線交易規範態度日益明確，規範對象逐漸延伸至與公司

有業務往來或合作關係之非傳統內部人員，但仍未跳脫關係論之框架。當時銀行

證券期貨保險投資等業之監理，由英國財政部、金融監督署共同負責。英國財政

部負責金融監理法案之提案權，下轄金融服務管理局(FSA，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下稱 FSA)及 BOE 並有指派兩單位總裁之權力，英格蘭銀行為中央銀行，

掌管貨幣及匯率政策，銀行之監理權移轉給 FSA，FSA 負責金融監理工作，並向

財政部提交報告。1997 年勞工黨獲得勝利開始採取新一波金融改革，先於 1998 年

倡議成立FSA，以作為單一管理、監督和執行機關，2791980年英國公司法(Companies 

Act of 1980)首次將內線交易犯罪化，於 1985 年公司法證券法的修正(the Company 

Securities Insider Dealing Act 1985，以下稱英國內線交易法)，進一步強化禁止內線

交易的條文，1985 的立法並非自忠實義務違反之立場出發，而是以市場誠信(market 

integrity)為訴求，而 1986 年金融服務法(The Financial Services Act 1986)，取代 1985

年的公司證券法，配合歐盟 1989 年 ID Directive，其目標是希望建立一個更有效率

的法規範體系來規範在英國境內的金融服務行為，金融服務法的出現對於倫敦商

                                                 
279 曾宛如，同註 103，頁 25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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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金融圈而言是一個重大的金融改革（Big Bang），法律關切的重點在於內線交易

和市場中天花亂墜的謠言。 

    1989 年歐盟禁止內線交易指令的出現影響了英國政府對於內線交易規制的態

度，配合歐盟 ID Directive 內國法化的目標，英國 1993 年通過刑事正義法(The 

Criminal Justice Act 1993，下稱 The CJA 1993)，所處理者為內線交易的刑事責任，

與 2001 年頒佈的金融服務暨市場法(The FSMA 2000)，處理內線交易的行政與民

事責任成為英國現行規範內線交易之兩項重要基礎，The CJA 1993 並不以受託義

務之違反為前提，該法第五部分將內線交易視為犯罪行為加以禁止，The FSMA 

2000 於 2005 年 7 月 1 日，因應 2003 年歐盟發佈禁止市場濫用指令提出金融服務

暨市場法之修正版本(FSMA regulation 2005)。 

 

第一款  刑事責任：The CJA 1993（The Criminal Justice Act 

1993） 

一、規範之內線交易型態 

 

英國 1993 年刑事正義法（the Criminal Justice Act 1993，下稱 The CJA 1993)

第五章制定內線交易之相關規定，將內線交易視為刑事犯罪加以禁止，第 56 條第

1 項、第 2 項及第 58 條第 2 項、第 3 項定義內線資訊以及說明何時可以認定該消

息已經公開，第 54 條及第 60 條列舉交易客體，第 52 條則禁止內線交易之行為態

樣。交易客體包括對象廣泛，包括公司發行的股份或股票、公司債、權證、存託

憑證、選擇權、期貨等，但必須以在歐洲經濟區(EEA)內正式上市或是在受管理之

市場內交易或報價方屬之。 

依第 52 條規定其禁止三種行為280： 

                                                 
280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93/36/section/52, 
 (1)An individual who has information as an insider is guilty of insider dealing if, in the circumstances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3), he deals in securities that are price-affected securities in relation to th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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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擁有內部消息的人自己進行買賣（第 52 條第 1 項）； 

2.基於內部消息勸誘他人買賣有價證券（第 52 條第 2 項）：若為以下事項，某持

有內線消息之內部人亦有刑事責任：   

a 若該人知道或有合理原因、而應該知道其行為會構成本條第 3 項，還鼓勵他人

為與內線消息相關之證券交易，不管他人是否明知該交易之證券乃為與內線消

息相關之證券。 

b 除非是為職務、專業適當範圍內之行為，否則若該人揭露資訊給他人，即成立

刑事責任。 

3.無故洩漏消息： 

第 52 條第 3 項另規定，有關以他人交易之情形：「若在規範市場取得或處分

證券，或仰賴專業中介人為之，或專業中介人本身為之，以上之人皆觸犯內線交

易罪名」。 

 

二、內部人之定義 

 

    The CJA 1993 規定於第 57 條，第 1 項規定內部人係指行為人明知該資訊是從

公司內部而來，而且行為人知（knows）該為內線消息。第 2 項則規定，從公司內

部得到資訊之情形包括：1.基於發行公司之董事、職員或股東；2.因職業、僱佣關

係而可取得資訊；3.直接或間接自前兩款之人取得消息。」 

    The CJA 1993 不如歐盟內線交易指令區分原始內部人及次級內部人，任何人

其只要消息來源是第 57 條列舉之發行人內部人，又具備明知該消息是從內部人而

                                                                                                                                               
(2)An individual who has information as an insider is also guilty of insider dealing if— 
(a)he encourages another person to deal in securities that are (whether or not that other knows it) 
price-affected securities in relation to the information, knowing or having reasonable cause to believe that 
the dealing would take place in the circumstances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3); or 
(b)he discloses the information, otherwise than in the proper performance of the functions of his 
employment, office or profession, to another person. 
(3)The circumstances referred to above are that the acquisition or disposal in question occurs on a 
regulated market, or that the person dealing relies on a professional intermediary or is himself acting as a 
professional interme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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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之故意，就符合規範主體的要件，其強調的重點在於行為人「取得的方式」，而

在消息傳遞部分，只要是符合第 57 條內部人身分，都不可以傳遞消息給第三人，

無論第三人之主觀認知為何。 

早期英國的處罰基礎是關係說，重視與發行人間的緊密關係，但未發展出如

同美國法上之完整適用要件，The CJA 1993 就內線交易訂定刑責後，其規範的重

點轉為判定是否由內部傳出的消息，2005 年 FSMA 依據 2003 年歐盟市場濫用指

令而修正，納入歐盟指令關於原始內部人和次級內部人之規定，自此之後，對於

禁止之基礎理論以及規範主體的思考，和歐盟指令漸趨一致。 

 

三、抗辯事由 

 

 針對抗辯事由第 53 條281針對三種禁止行為，分別提供抗辯理由： 

1.擁有內部消息的人自己進行買賣282： 

                                                 
281 (1)An individual is not guilty of insider dealing by virtue of dealing in securities if he shows— 
(a)that he did not at the time expect the dealing to result in a profit attributable to the fact that the 
information in question was price-sensitive inform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securities, or 
(b)that at the time he believed on reasonable grounds that the information had been disclosed widely 
enough to ensure that none of those taking part in the dealing would be prejudiced by not having the 
information, or 
(c)that he would have done what he did even if he had not had the information. 
(2)An individual is not guilty of insider dealing by virtue of encouraging another person to deal in 
securities if he shows— 
(a)that he did not at the time expect the dealing to result in a profit attributable to the fact that the 
information in question was price-sensitive inform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securities, or 
(b)that at the time he believed on reasonable grounds that the information had been or would be disclosed 
widely enough to ensure that none of those taking part in the dealing would be prejudiced by not having 
the information, or 
(c)that he would have done what he did even if he had not had the information. 
(3)An individual is not guilty of insider dealing by virtue of a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if he shows— 
(a)that he did not at the time expect any person, because of the disclosure, to deal in securities in the 
circumstances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3) of section 52; or 
(b)that, although he had such an expectation at the time, he did not expect the dealing to result in a profit 
attributable to the fact that the information was price-sensitive inform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securities. 
(4)Schedule 1 (special defences) shall have effect. 
(5)The Treasury may by order amend Schedule 1. 
(6)In this section references to a profit include references to the avoidance of a loss. 
282 (1)An individual is not guilty of insider dealing by virtue of dealing in securities if he shows— 
(a)that he did not at the time expect the dealing to result in a profit attributable to the fact that the 
information in question was price-sensitive inform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securities, or 
(b)that at the time he believed on reasonable grounds that the information had been disclosed widely 
enough to ensure that none of those taking part in the dealing would be prejudiced by not having the 
information,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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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當下並沒有期待藉由內線交易而導致獲利之結果。 

 (2)在當下有合理的基礎相信該消息已經廣泛地被公開。 

 (3)即使沒有內部消息，也將這麼做。 

2.基於內部消息勸誘他人買賣有價證券283： 

 (1)在當下並沒有期待藉被勸誘之人從事交易而導致獲利之結果。 

 (2)在當下有合理的基礎相信該消息已經廣泛地被公開。 

 (3)即使沒有內部消息，也將這麼做。 

3.無故洩漏消息284： 

 (1)在當下並沒有期待任何人因為他洩漏消息而去從事有價證券之交易。 

 (2)雖然當下有「有人會因為他洩漏消息而為交易之期待」，但是沒有因洩漏該 

   消息他人為交易因而獲利之期待。 

   

    由上述可知主要的抗辯事由可歸類為三種，第一種為「在當下並沒有期待藉

由內線交易或勸誘他人而導致獲利之結果」、第二種「在當下有合理的基礎相信

該消息已經廣泛地被公開」及第三種「即使沒有內部消息，也將這麼做」，第一

種抗辯事由與前述我國實務穩定見解中之「內部人是否有藉該內線交易而『獲利』

或避免『損失』之主觀意圖即不在犯罪構成要件之列，自不影響其犯罪之成立」

有所不同，英國法上亦不要求行為人須有獲利或避免損害之意圖，故本抗辯事由

所欲說明者實為行為人主觀上並不認為該消息足以帶來利益或避免損害，顯著之

                                                                                                                                               
(c)that he would have done what he did even if he had not had the information. 
283 (2)An individual is not guilty of insider dealing by virtue of encouraging another person to deal in 
securities if he shows— 
(a)that he did not at the time expect the dealing to result in a profit attributable to the fact that the 
information in question was price-sensitive inform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securities, or 
(b)that at the time he believed on reasonable grounds that the information had been or would be disclosed 
widely enough to ensure that none of those taking part in the dealing would be prejudiced by not having 
the information, or 
(c)that he would have done what he did even if he had not had the information. 
284 (3)An individual is not guilty of insider dealing by virtue of a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if he shows— 
(a)that he did not at the time expect any person, because of the disclosure, to deal in securities in the 
circumstances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3) of section 52; or 
(b)that, although he had such an expectation at the time, he did not expect the dealing to result in a profit 
attributable to the fact that the information was price-sensitive inform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secu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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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為行為人獲悉公司重大利多消息，卻決定反向賣出，此時該消息對其而言，自

無產生獲利之可能；第二種抗辯事由，通說認有二種解釋：資訊對等（equivalence）

或欠缺劣勢（lack of prejudice），前者如行為人將其所擁有之消息告知相對人而後

與之交易，則相對人與行為人間處於資訊對等之狀態；後者如承銷，金融商品銷

售時，發行人可能較協辦承銷商知道更多，但法律並未要求每個人均有相等程度

之知識，故亦無內線交易之問題，再者，在當下若有合理的基礎相信，該消息已

被廣泛之揭露，行為人主觀上已不再認為此消息為內部消息，行為人即不會因此

而受罰；第三種抗辯事由則在於解決知悉與利用之爭議，法案強調若沒有內部消

息，行為人也會如此行動的抗辯，顯見法案所禁止的是「利用」內部消息之行為。

另外，在洩漏消息部分，則是排除無意間洩漏之處罰。最後須注意的是，法案並

沒有提供「沒有獲利結果」的抗辯，亦即只要是利用內部消息，不論是進行交易、

勸誘或是洩漏，而主觀上有不正確的心態，原則上就應受罰，即使行為人最後並

未因此獲利亦然。英國法上雖將其分為三類，但與美國法上規定之目的並無不同，

均在處理行為人實際上並未利用內線消息，不應予處罰之問題285。 

  在 SCHEDULE 1 第 1 條至第 5 條 286有特殊抗辯（SPECIAL DEFENCES）之規 

定，其中關於公權力機構行為的豁免，於上述三種行為都豁免，此與歐盟的規定

相同，不予贅述；市場消息的抗辯、造市者(market makers)或為造市者所僱佣價格

穩定之抗辯亦與 The MAD 相同，則可以豁免於交易及勸誘這二種禁止內線交易行

為，亦與歐盟的規定相同，不予贅述。 

                                                 
285 曾宛如，同註 103，頁 297。  
286 Market makers 
1(1)An individual is not guilty of insider dealing by virtue of dealing in securities or encouraging another 
person to deal if he shows that he acted in good faith in the course of— 
(a)his business as a market maker, or 
(b)his employment in the business of a market maker. 
(2)A market maker is a person who— 
(a)holds himself out at all normal time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rules of a regulated market or an approved 
organisation as willing to acquire or dispose of securities; and 
(b)is recognised as doing so under those rules. 
(3)In this paragraph “approved organisation” means an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self-regulating 
organisation approved [F1by the Treasury under any relevant order under section 22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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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刑事責任 

 

而違反第 52 條內線交易禁止規定者，依同法第 61 條規定，「(1)為內線交易之

人應被處罰：(1)以簡易判決（summary conviction）定罪，處不超過法定最高之罰

金，或處六個月以下徒刑，兩者可併處。(2)在起訴判決即一般程序287定罪，處無

上限之罰金或七年以下徒刑，兩者可併處。」。 

The CJA 1993 對於內線交易規定僅適用於個人，歐盟內線交易指令第 2 條第 2

項關於法人之規定，英國並未採納，因刑事責任之成立需嚴格證明，CJA 於英國

實踐效果不彰，是之後英國傾向讓 FSA 對內線交易行為施以行政裁罰。是以 2001

年 12 月英國開始以 FSMA 規範市場濫用，期能改善上述缺失。 

第二款  行政責任：The FSMA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及 FSMA Regulation 2005 

第一目  The FSMA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2001 年頒佈金融服務及市場法(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下

稱 The FSMA)，承繼 1986 年金融服務法(FS Act 1986)的想法，具體使用 Market 

abuse 的概念，其第 2 條勾勒出四大規範目標：1.維護金融體系中投資人的信心，

2.促進公眾對金融體系的瞭解和認知，3.確保對投資人有充足的保護，4.降低金融

犯罪，以創設一個公平且乾淨的市場，其明確指出管制目的係為捍衛金融體系中

投資人的信心為核心作思考，The FSMA 確立金融服務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下稱 FSA）依法成為英國金融服務業的唯一監理機構機關架構組織，做

為有效打擊市場濫用行為的專門執法機構。FSA 具有金融檢查權限及處分權，認

為有內線交易之嫌疑時，先由執行部進行調查後，再向決議委員會（Regulated 

Decision-Making Commission）提出處罰之建議。當行為人違反證券法規時，FSA

                                                 
287 罰金目前為 5000 英磅，一般程序即是有陪審團之 Crown Court，轉引自陳冠潔，同註 160，頁

86；何建寬，同註 187，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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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向法院聲請令行為人返還違法所得之利益或所避免之損失或聲請禁制令限制行

為人處分其財產，並得移送有內線交易刑事責任嫌疑之人。同時更進一步調和各

項金融業法，完成金融監理法規之ㄧ元化，The FSMA 對金融活動之規範僅做原則

性與一般性規範，具體規範則授權金融服務管理局 FSA 訂定行政命令或指導，並

收錄於監理手冊 FSA Handbook以作為The FSMA之施行細則及金融機構遵循監理

法令之參考。 

金融服務局嚴格來說是一個民間團體，並非政府機關也不隸屬於任何一個行

政機關，是一個具有獨立性的非政府監管組織，其經費來自於所監管的組織，但

理事長及理事由英國財政部任命288。 

 

一、市場濫用行為 

 

    於第 118 條規定進一步認將所謂的市場濫用行為劃分為（1）濫用未公開消息

行為(inside information)，(2)虛偽(false)或誤導行為(misleading behaviour)，（3）扭

曲市場行為（market distortion）三種類型，而雖然法條條文中雖未明確使用「內線

交易」(insider dealing or insider trading)等文字，但學界肯認內線交易的行為屬於「濫

用未公開消息」之類型，而為 FSMA 第 118 條第 2 項第 a 款所涵蓋，綜合言之，

構成違反市場濫用防制計劃的內線交易行為，必須同時滿足該法第 118 條第 1 項

及第 2 項所設定的要件289。同條第 6 項則定義「被允許交易之投資商品」(qualifying 

investments)即交易客體之規定。 

    第 118 條第 1 項290規定，市場濫用是一種「行為」，該行為可能單獨構成，亦

                                                 
288 何建寬，同註 187，頁 104。 
289 陳照世，同註 268，頁 96。 
290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00/8/section/118/2001-02-25?timeline=true( 後瀏灠

日:2012/0607) (1)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market abuse is behaviour (whether by one person alone or 
by two or more persons jointly or in concert)—  
(a)which occurs in relation to qualifying investments traded on a market to which this section applies;  
(b)which satisfies any one or more of the conditions set out in subsection (2); and  
(c)which is likely to be regarded by a regular user of that market who is aware of the behaviour as a 
failure on the part of the person or persons concerned to observe the standard of behaviour reasonably 
expected of a person in his or their position in relation to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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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透過兩個以上的人合作構成，且符合下述要件： 

1.與「在本條所適用的市場中」進行交易的「被允許交易之投資商品」(qualifying  

  investments)有關； 

2.滿足第 2 項所指出的情形之ㄧ種（內線交易的部分是指第 118(2)(a)條）； 

3.市場的理性使用者（a regular user of the market）認為這樣的行為是無法符合依 

  照該人在市場上之地位所應該被合理預期遵守的行為準則。     

    第 118 條第 2 項 a 款291則規定，行為是以「還沒有被市場上使用者普遍可利用

的消息」為基礎，而該消息對市場上的「經常性使用者」(regular user)而言，會或

可能會被認為當決定某種投資商品的交易條件時是會被影響的。 

   「經常性使用者」(regular user)之測試標準是金融服務暨市場法的一個特色，所

謂的經常性投資人，是指一個理性的（reasonable）、且經常的（regularly）於市場

上從事交易活動之人，這樣的人是一種假設性的存在，當這樣的人存在的時候，

會以公正不偏的觀點來決定一個行為是否妥當292。 

    而金融服務暨市場法於第 119 條授權 FSA 制訂「市場行為準則」(The Code of 

Market Conduct, COMAC)提供更明確的指示，市場行為準則主要是告訴市場參與

者在 FSA 的觀點下，怎樣的行為構成市場濫用，怎樣的行為不構成，並且指出在

決定一個行為是否構成市場濫用行為時應當考量之因素。 

市場行為準則某種程度提供一個「合理抗辯」，當行為人在行為被論及是否構

成市場濫用時，可以提出已符合市場行為準則之要求而為抗辯，但這不代表，行

為人之行為不符合市場行為準則所描述的情形時，就一定可以免責，仍可能構成

市場濫用。而市場行為準則的內容，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在於重申授權母法即金融

服務暨市場法中「經常性投資人」的概念，並指出具體操作的標準。 

                                                 
291  (2)The conditions are that—  
(a)the behaviour is based on information which is not generally available to those using the market but 
which, if available to a regular user of the market, would or would be likely to be regarded by him as 
relevant when deciding the terms on which transactions in investments of the kind in question should be 
effected;  
292 但目前已不再適用此一標準，故本文不予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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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準則指出行為人若使用的是透過研究、分析獲合法的方法取得的消息，

則行為是免責的。而合法的方式包括對公開事件的觀察(包括任何在公眾場合討論

的消息而取得不會侵犯到他人的隱私、財產或機密)。 

金融服務市場法採取一種傾向客觀主義的立法，意圖(intention)或目的(purpose)

在判斷行為人是否構成市場濫用時是較不重要的，但在特殊情況中，如判斷是否

構成扭曲市場行為的情況時，會額外的將行為人的目的納入考量。在消息不當使

用的部分，市場行為準則對之所做的說明，主要是規定在 MAR 的 1.4 條中，用來

具體說明金融服務暨市場法中第 118(2)(a)條中消息不當使用的概念，而具體類型

就是針對內線交易。準則基本上認為，在所有指定的市場，市場的合理使用者可

能會合理地預期將取得「與作成投資決定有關的消息」(relevant information)，所以

希望這類消息能「即時」被散佈。那些在與投資決定有關的消息普遍被散佈前就

提前擁有的人，應該被禁止利用這類消息「從事交易」或「要求、鼓勵他人從事

交易」，直到該消息被普遍散佈。否則市場的使用者將會對市場確保消息能夠被取

得的能力失去信心。且不同市場所合理被期待的消息是不同的，在判斷是否是被

合理期待的消息時，應以所處的市場為基準。是如果有下述情況，行為將構成市

場濫用下消息的不當使用: 

(1) 交易或準備交易(dealing or arranging dealing)是奠基於內線消息。行為人必須要

擁有內線消息、且該消息必須要在決定交易或準備交易上有重大的影響力加上

該消息是進行交易或準備交易的其中一個理由。 

(2) 該消息必須要是一個沒有被普遍可利用的消息(not generally available)。 

(3) 該消息可能被經常性投資人認為當決定投資交易活動的條件是有關的(與投資

決定有關的消息 relevant information)。行為準則舉出三個例子實際說明何謂與

投資決定有關的消息，大致而言，其實主要就是指「與發行人的業務狀況或未

來發展有關」、或「與投資商品的供需有關」及「與政府的統計數字、財政或

貨幣有關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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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該消息所涉及的事項被經常性投資人合理地預期應該被揭露。 

 

二、The FSMA 行政罰之設計 

 

The FSMA 而加入行政罰之設計，期待藉由行政責任的彈性、有效率強化證券

市場的保護，避免因刑事程序有其特殊性考量，講求證據之高度要求，而金融犯

罪事件的發生又往往帶有高度複雜性，使犯罪偵辦更加困難，不僅耗時且執行上

欠缺彈性與效率，並擴大金融服務局廣大的權限，其可以選擇開啟刑事訴訟程序、

運用 FSMA 第 123 條所賦予的權力，課與裁罰金、將此情況公開或採取其他懲戒

行動、採取其他的行政行為，如發佈「歸還命令」(restitution order)，將基於市場

濫用行為所致的不法所得予以吐還給因此受到損害的投資人，訴諸法院，請法院

發佈強制令(injunction)或「歸還命令」(restitution order)，對於市場管制發揮很大成

效。 

2003 年歐盟發佈禁止市場濫用指令，該指令受到英國金融服務及市場法相當

大的影響，但仍有些不同，主要區別有兩部份：一、與英國的市場濫用防制計畫

不同，禁止市場濫用指令並沒有「經常性投資人」(regular user)的判斷標準；二、

歐盟的禁止市場濫用指令所提供的安全港（safe harbors）情況較少，只有針對股份

買回計畫和安定操作兩種，也是因為這樣的差異，英國身為歐盟的會員國，理應

檢討境內的市場濫用計畫以期和歐盟指令接軌。 

 

第二目  FSMA Regulation 2005 

 

英國爲因應 The MAD 所要求之行政裁罰及相關規定內國法化之要求，於 2005

年 7 月 1 日，提出金融服務暨市場法之修正版本(FSMA regulation 2005)，其修正

The FSMA 2000 第 118 條之內容，並將市場濫用行為從本來的三種類型，擴大為

七種類型，包括：內線交易、不適當的揭露、消息不當使用、操縱交易、操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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詭計、散佈及虛偽、使人誤導和扭曲市場等。並加入「內部人」及「內線消息」

之定義。 

 

一、內線交易主要規範類型： 

 

市場濫用行為規定在第 118 條，內線交易主要的規定在同條第 2 項、第 3 項

及第 4 項，並於第 118B 條和第 118C 條分別就內部人(insider)和內部消息(inside 

information)兩個概念加以定義，使得條文的適用上較為明確，而該法對於內線消

息之定義在第 118C 條第 2 項、第 5 項及第 6 項之描述，與歐盟指令幾乎相同，第

118C 條第 3 項及第 7 項則係關於商品衍生性金融商品。 

第 118 條第 1 項293關於禁止市場濫用行為之規定： 「市場濫用行為乃為由一人或

由兩人以上共同為之：（a）該行為之發生與以下有關：(i)被承認而可在特定市場交

易之符合條件之投資商品，(ii)正在審核是否承認可在特定市場交易之符合條件之

投資商品，(iii)若為本條第 2 項、第 3 項所描述之行為，則與該些符合條件之投資

商品有關之投資商品；（b）該行為落入本條第 2 項至第 8 項之行為模式範圍內。」。 

    內線交易主要規範類型： 

    第 118 條第 2 項294規定，第一種行為類型為，內部人基於與系爭投資商品相  

關之內線消息，交易或意圖交易符合條件之投資商品或相關投資商品。 

    第 118 條第 3 項295規定，第二種行為類型為，市場濫用之行為乃於非適當執

                                                 
293 (1)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market abuse is behaviour (whether by one person alone or by two or 
more persons jointly or in concert) which—  
(a)occurs in relation to—  
(i)qualifying investments admitted to trading on a prescribed market,  
(ii)qualifying investments in respect of which a request for admission to trading on such a market has 
been made, or  
(iii)in the case of subsection (2) or (3) behaviour, investments which are related investments in relation to 
such qualifying investments, and  
(b)falls within any one or more of the types of behaviour set out in subsections (2) to (8).  
294 (2)The first type of behaviour is where an insider deals, or attempts to deal, in a qualifying investment 
or related investment on the basis of inside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investment in question.  
295 (3)The second is where an insider discloses inside information to another person otherwise than in the 
proper course of the exercise of his employment, profession or du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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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其職務、任務之情形下，內部人揭露內線消息予他人。 

    第 118 條第 4 項規定，第三種行為類型為，(a)行為是以「還沒有被市場上使

用者普遍可利用的消息」為基礎，而該消息如能被市場上的經常性使用者(regular 

user)取得，則將或很可能在其決定相關投資商品之交易條件時，被認為係屬有關

聯之訊息。（b）可能被市場的經常性使用者認為這樣的行為是無法符合依照該人

在市場上的地位所應該被合理預期遵守的行為標準。 

    第 119 條仍授權 FSA 可以訂定法規命令，但增加使 FSA 可以訂定「依歐盟指

令之適合市場運作之行為之描述」的法規命令之文字。第 118 條亦界定管轄範圍：

FSA 之管轄包括英國本土及與在外國特定市場(prescribed markets)交易符合條件投

資商品(qualifying investment)之行為。 

 

二、FSMA 相關之豁免規定  

 

    金融服務暨市場法的豁免，大體上可以區分為「遵守法令的豁免」及「安全

港的豁免」，「遵守法令的豁免」規定於第 118A 條第 5 項第 A 款296，揭示了遵守相

關法令將不構成市場濫用的基本原則，主要在於提醒市場參與者盡可能地符合證

券市場法規範的要求，且在行為人遵守時，即使該行為客觀上構成市場濫用行為，

仍予豁免於市場濫用，可認為係屬類似阻卻違法事由之概念，但僅是具體判斷行

為人是否違法的指標，並不是絕對的標準，而相關的法規範包括 FSMA2005 第 119

條授權 FSA 制定市場行為規則(COMAC)、收購或併購場合的相關法令（Take over 

code）、資訊揭露規則(Disclosure Rules)及與資訊隔離措施有關之規範(Chinese Walls)

等。 
                                                 
296 (5)Behaviour does not amount to market abus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if—  
(a)it conforms with a rule which includes a provision to the effect that behaviour conforming with the rule 
does not amount to market abuse,  
(b)it conforms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2273/2003 of 22 
December 2003 implementing Directive 2003/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s 
regards exemptions for buy-back programmes and stabilisation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or  
(c)it is done by a person acting on behalf of a public authority in pursuit of monetary policies or policies 
with respect to exchange rates or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debt or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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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市場行為規則(COMAC)規定了同 The MAD「造市商」(market maker)之抗

辯，而在 FSA 的看法中，「造市商」是否屬「合法的商業行為」必須考量下列因素，

如規避風險的程度，而該風險是來自合法商業行為所生；是否與客戶有關的消息

並不被要求或尚未被要求公開；與客戶進行交易時，該交易在價格上並沒有任何

影響，或已經有適當地對客戶洩漏；該行為被市場適當的行為水準(參考法令上的

義務、是否該交易是合乎公平且有效率等指標)認為合理的程度297。 

    第 118C 條第 4 項298將「執行客戶指令」的內線消息視為一特殊類型，而在市

場行為準則中，設計可以抗辯的情況299，在 FSA 仍會參考下列幾個因素作為是否

忠實地執行客戶的交易指令之參考，包括是否遵守相關規範的要求、是否答應客

戶以特殊方式進行交易或安排交易、是否行為是爲了幫助或確保有效地執行交易

指令、行為依照市場上適當行為水準和依照對應的風險比例判斷合理的程度、是

否交易在價格方面沒有影響或已經有適當的對客戶洩漏等。 

    在市場行為準則亦針對「收購或併購場合的抗辯」加以規定300「在公開收購

或併購的場合，行為雖然是基於有關他家公司的內部消息，但若是爲了取得該家

公司的控制權或是為了合併該家公司，該行為本身不構成內線交易」，此部分與 The 

MAD 前言第 29 點規定相同，進一步並說明提及有關此類的內線消息主要有兩大

類：1.要約者或潛在要約者對目標公司發出要約或考慮發出要約，2.要約者或潛在

要約者透過應有的努力可能會成功。至於判斷行為是否是「為了」取得目標公司

的控制權或提倡與該公司合併，應考量是否是針對目標公司股份為交易、是否該

交易的「唯一」目標就是要取得控制權或是促進合併的進行，即若主導收購或併

購活動之人私底下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買賣該股票，會被認定為消息不當使用，從

                                                 
297 轉引自陳照世，註 276，頁 156。 
298 (4)In relation to a person charged with the execution of orders concerning any qualifying investments 
or related investments, inside information includes information conveyed by a client and related to the 
client's pending orders which— (a)is of a precise nature, (b)is not generally available,  
(c)relate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one or more issuers of qualifying investments or to one or more 
qualifying investments, and (d)would, if generally available, be likely to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rice of those qualifying investments or the price of related investments. 
299 MAR 1.3.12-MAR 1.3.16. 
300 MAR 1.3.17.及 MAR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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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構成內線交易。 

   「安全港的豁免」規定於第 118A 條第 5 項第 B 款301，規定符合前述歐盟 

於 2003 年 12 月 22 日頒佈第 2273 號「買回股份以及金融工具安定操作規則」。亦

得為豁免，相關內容請參見前述。 

    值得討論者為，The FSMA 2000 原有的豁免規定，在 2005 年修正時被刪除，

則是否仍可能有適用餘地？但有學者認這些原有規定所存在的豁免情狀，仍是

FSA 在認定是否為市場濫用行為的參考指標，如義務的產生是在行為人還沒有知

悉內部消息以前，行為人進行交易或準備交易是爲了遵守法律上、命令或契約上

義務；交易或準備交易不是基於內部消息等。 

 

三、執行成效302 

 

     從下表可知，FSA 所處行政罰以罰鍰為主，相對於日本之課徵金，係法律明

訂計算方式不同，FSA 就金額得考量行為人之前科、犯罪之情況、犯後之態度等

而有裁量之空間 ，且 FSA 於實務上少以獲利吐還之方式而為處分。 

 

                      表五：英國 FSA 裁罰內線交易案例   

編號 裁罰

時點 

行為人 行為主體 行為態樣 處罰（歐

元） 

備註 

1 2004 Robert 

Middlemiss  

因職業獲

悉消息之

人-秘書 

在公司 Profile Media 

Group 公司公佈獲利

不如預期消息前，賣出

手中持有股票，避免損

失 6825 元 

15000 元 在 FSMA 

2000 訂定

後第一個被

裁罰的例子

2 2004 Arif 

Mohammed 

因職業獲

悉消息之

因執行審計業務，發現

客戶 Delta 公司預計賣

10000 元  

                                                 
301 5)Behaviour does not amount to market abus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if—  
 (b)it conforms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2273/2003 of 22 
December 2003 implementing Directive 2003/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s 
regards exemptions for buy-back programmes and stabilisation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or  
(c)it is done by a person acting on behalf of a public authority in pursuit of monetary policies or policies 
with respect to exchange rates or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debt or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302 整理自陳照世，同註 268，頁 15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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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計師

事務所審

計人員 

出電子部門，在消息公

佈前買進 Delta 公司股

票，公佈後賣出，獲利

超過 3500 元 

3 2004 Peter 

Bracken 

內部人

Group 

Head 

分別在 Whitehead 

Mann Group 公司發佈

有業務困難及 CEO 要

下臺之重大消息前先

賣出股票，而於重大消

息公佈後再買入股

票，總共獲利 2823 元

15000 元  

4 2004 Michael 

Thomas 

Davies 

員工，因

職業而獲

悉消息 

因工作而知悉所任職

的 Berkeley Morgan 

Group 公司將開始轉

虧為盈，去年導致虧損

的消息不再發生，在消

息公佈前買入股票，公

佈後賣出，獲利 420

元 

1000 元 1.FSA 對

OPEX(倫敦

未上市股票

交易市場)

之裁罰 

2.考量行為

人個人財

力、坦白犯

行從輕量處

5 2004 Robin Mark 

Hutchings 

and Jason 

Smith 

Robin 

Mark 

Hutchings 

是證券分

析師

(equity 

analyst ), 

Jason 

Smith 為

IFG 公司

秘書，因

職業獲悉

消息之人 

Smith 告訴 Robin IFG

公司和其所屬公司正

洽談併購事宜，就預定

的幣購價格兩公司已

有合意，Robin 於是買

進 IFG 公司股票因而

獲利 

Robin, 

Mark, 

Hutchings 

罰 18000

元 Jason 

Smith 罰

15000 元 

Smith 因洩

漏消息而受

罰，此為第

一次FSA針

對不當傳遞

資訊進行處

罰；Robin

因消息不當

使用而受

罰，但因配

合調查及考

量無前科所

以減輕處罰

6 2006 GLG 

Partners LP 

and Philippe 

Jabre 

對沖基金

和其董

事，因職

業獲悉消

因參與 SMFG 銀行增

資而獲悉其 Tier 1 

capital ratio 不足之消

息，卻於消息公佈前放

各自處罰

7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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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之人 空 SMFG 股票，交易

總值約 1600 萬美元之

股票 

     

第三項  小結 

      

     英國針對內線交易，目前仰賴 The CJA1993 刑事責任及 The FSMA 之行政罰，

二者間雙軌併行、互為補充，但如已科以刑事責任，FSA 的管制手冊已規定不再

就同一行為重複為行政處罰，但 FSA 仍可同時進行其他管制措施，如申請禁制令

或要求利益吐還303。 

    英國目前沒有私人針對行為人提起民事訴訟之特別立法，是以僅能依普通法

加以訴追，而從普通法上公司董事和經理人對公司具有信賴義務，若公司董事和

經理人利用未公開之資訊進行內線交易，以謀取利益就違反了信賴義務，對公司

應負民事責任，但是依照英國公司法，董事和經理人只對公司負有信賴義務，對

於公司股東不負信賴義務，因此，只能由公司對內部人提起內線交易之民事訴訟，

公司股東不具訴權，由此可見，英國立法者並不支持一般投資者對內線交易行為

人提起民事訴訟304。 

    英國法規範基本上是接受歐盟的立場和想法，是以整體市場的保護為核心建

構市場濫用防制計畫，是以基本上英國法傾向市場論的色彩非常濃厚，但英國法

並未完全捨棄義務論的概念，於追究內部人如董事等之責任時，其理由構成上仍

會提及類似受託義務或信賴關係違反之概念，但並不代表實務上即認為義務論是

內線交易規範的基礎想法。英國法發展到 2005 年 FSMA 修正後，對於禁止之基礎

理論以及規範主體之思考，和 The MAD 漸趨一致，有謂此即為消息平等接觸理論

之展現305。 

                                                 
303 陳冠潔，同註 160，頁 227-228。 
304 何建寬，同註 187，頁 103。 
305 陳冠潔，同註 160，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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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豁免條款部分，歐盟及英國法上皆有造市者之規定，造市者(market maker)

其角色主要功能是促進市場流動性，所以又稱「流動性提供者」(liquidityprovider)。

具體作法是買賣雙方並不直接見面，而是透過買方和賣方分別與造市商進行交易

的制度，這種交易制度通常是指在一個市場流通性不好的情況下，透過造市商來

合理地維護股票的流動性和股價的穩定制度。亦即投資人若在某些交易上找不到

交易對手，可向提供相關交易造市服務的造市商要求報價，造市商即會報出一個

買賣價格，表示願意並有能力按此報價進行交易。爲了使市場造市商能夠正常的

履行職務，保證證券交易的延續，於禁止內線交易的規範上都會特別豁免造市商

的合法商業行為。惟我國僅於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0 年 1 月 27 日金管證

期字第 1000002476 號函中針對期貨自營商擔任「股票選擇權或股票期貨造市者」

加以規定，另外依據「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證券自營商從事

有價證券買賣業務，須訂定買賣政策及相關處理程序，買賣時應依據分析報告擬

訂買賣決策後執行，並作成紀錄；此外，須定期提出檢討報告，並建立控管機制，

規範變更買賣決策時的處理程序。是否即可認為交易所與櫃買中心與券商間的約

定，在上開法規的授權下推薦券商本就負有促進被推薦股票在市場上流動性的義

務且實務上權證或 ETF 的發行券商本身應對現貨買賣負有刺激交易的應買應賣義

務；再依櫃買中心興櫃股票買賣辦法規定，推薦證券商需對其推薦的興櫃股票負

有報價及應買應賣義務，推薦證券商之報價：包括(1)報價義務：每日交易時間開

始前須就其推薦之股票為至少一千股買進及賣出之報價。推薦證券商就其所推薦

之登錄股票開始櫃檯買賣之日起二年內，應維持其每日庫存數量不低於初次認購

數量之二分之一或五萬股（以孰低者為準）。(2)報價之性質：推薦證券商之報價，

一律為確定報價。(3)應買應賣義務：推薦證券商於報價範圍內有應買應賣義務。

是否即屬有造市者功能，似未全面承認造市商之概念，本文持較保留的看法，認

暫不宜加以引進。 

    而針對證券商單純執行客戶之指令，本身不爲自己利益購入股票，但知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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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之內線消息時，所為之「買賣」於我國構成要件之解釋上，該買賣本不屬於

內線交易管制範圍內，但如將該等消息再經傳遞給他人，則有民事賠償責任之問

題。 

    上述亦可認屬歐盟 IDD 中第 3 條、前言第 12 段、第 13 段、The MAD 前言第

18 段規定認行使受僱、專業或職務上之正當理由則得為豁免之具體化，除前述的

造市者(market maker)及單純執行客戶之指令之經紀人外，尚有經授權擔任相對人

角色之人(contrepartie)，亦為進行通常份內買賣證券之工作，現行法上似亦無相對

應之概念，且「行使受僱、專業或職務上之正當理由」得為豁免之事由，在歐盟

法上遭到是對金融媒體服務業之退讓之批評，且此規定過於籠統，本文認為在開

始制定豁免規定時，如貿然引入可能導致行為人利用本豁免規定而大行內線交易

之犯行，且在我國內線交易已難成罪之現實下，現階段尚不宜於政策上開放此款

豁免事由。另外，The MAD 前言第 20 段「參與交易或發出交易依約而構成市場操

縱之人，可能證明其實施交易與發出交易要約之理由合法，且與相關受管制市場

之公認慣例相符。」涵義過於廣泛，現階段亦不宜於政策上開放此款豁免事由。 

    歐盟及英國藉由研究或分析所取得的消息，或以公開資料訊息作為評估基礎

抗辯，並無該當「知悉」、「重大消息」，並不屬於我國內線交易規範之範圍內，之

後散佈該消息等應屬第 155 條操縱市場之涵攝範圍內。另外我國尚未開放場外交

易，已如前述，IDD 於第 2 條第 3 項場外交易，且未透過專業仲介得為豁免之規

定，本文認目前並無適用之餘地。     

     The MAD 前言第 30 段，由於金融商品之取得或轉讓，必然包含了從事該交

易之ㄧ部或全部之行為人之事先決定，因此取得或轉讓之實行本身不應被視為內

線消息之利用，就此涉及內線交易之行為是否需「利用」或僅「知悉」即為已足，

本文於後續檢討我國現行實務見解時一併討論之。 

    CJA 之抗辯事由可歸類「在當下並沒有期待藉由內線交易或勸誘他人而導致

獲利之結果」、「在當下有合理的基礎相信該消息已經廣泛地被公開」及「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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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內部消息，也將這麼做」，基本上均在處理行為人實際上並未利用內線消息，

不應予處罰之問題，於後述本文將對「知悉說」與「利用說」表達本文之見解。 

    The MAD 前言第 30 段「行為人之事先決定」及第 2 條第 3 項履行先前協議之

情形，與美國 Rule 10b-1 相近，安定操作、歐盟及英國的公權力措施，我國法上

亦有相關規定，一併留待後述。依法令而為之行為，如 IDD 前言第 15 段規定將內

線消息報告給主管機關不構成洩漏義務之違反亦為一豁免事由，亦將於後續一併

討論。IDD 前言第 15 段規定將內線消息報告給主管機關不構成洩漏義務之違反，

我國法上目前對於單純之洩漏重大消息並非屬於內線交易規制之對象，就此應無

納入豁免條款之必要。 

   

第四節  小結 

 

美國法上主要以信賴關係理論為出發，佐以私取理論補充，此為美國司法實

務主流的看法，而其禁止內線交易之目的，多認係為「促進健全的證券市場，以

及保護投資人信心」，但此又和偏向關係論的司法實務有所齟齬；日本法上則較偏

向市場論，明白表示之所以處罰內線交易行為，是爲了保障投資人權益及交易市

場公正性及透明化；歐盟法及英國法亦明白採取市場論。但無論是採關係論或是

市場論立法的國家，現有相互靠攏之趨勢，而不再涇渭分明，美國法、日本法、

歐盟法及英國法內線交易之豁免條款，仍值我國參考，但皆須在我國法的框架下

重新分析思考，方能真正解決我國現行之困擾。而日本法、歐盟法及英國法下對

於違反內線交易之行為人課以行政罰，相對於我國內線交易採刑罰為主之立法

例，亦有加以反思引進之空間。 

    比較法上之豁免規定，如該行為本身根本非我國內線交易所規制之對象，則

針對該行為所設計之豁免條款，本文認為不宜納入我國增訂豁免條款時之考量，

如歐盟及英國法上針對勸誘而為之豁免規定。 



 183

    另如為我國法上尚未開放之制度，如目前原則上仍禁止之場外交易306，雖美、

日證交法已刪除相關限制，雖我國仍沿襲美國紐約證交所早期對會員證券商之限

制，並將適用對象擴及於一般投資人，並輔以刑事責任之作法，有過度限制投資

人自由買賣證券之嫌，但在未來我國主管機關逐步廢除場外交易禁止之規定前，

本文認為目前立法政策上，就此比較法上針對場外交易設計之豁免條款，尚不宜

引入我國，而應於未來開放場外交易時一併考量；另就造市商（market maker）我

國僅針對期貨自營商部分承認此概念，似未全面引用歐盟及英國法上造市商之概

念，亦不宜遽然加以引進。 

    日本法上部分豁免規定，把本來就不構成內線交易之行為，或解釋上根本不

為構成要件要素所涵攝之行為納入，僅為加以確認重申，如日本法上因行使股東

股份分派權利、新股認購權、行使選擇權等，其本身並非「買賣」，本不在內線交

易之規制範圍內，且後續行為人如於公開市場上買賣，亦仍受內線交易之管制，

是以本文認為，就本身構成要件要素解釋上不在內線交易規制範圍內者，我國法

上並無因「提醒」需要而納入立法之思維，因兩國國情不同，且為避免徒增法律

適用之困擾，本文認為於此情形不應納入豁免條款。 

    執行公共政策，於歐盟及英國法上為豁免事由，本文認為，我國之國安基金

進出股市、中央銀行調節匯率及利率等亦屬相關之公權力措施，中央銀行亦曾爆

發內線交易之爭議307，國安基金亦曾有買股總是買在低點、賣股總是賣在高點之

批評308，本文認為針對公共政策之執行於我國似有制定豁免條款之空間，將於第

肆章加以討論。    

                                                 
306 依我國證交法第 150 條規定，上市有價證券的買賣，除該條所訂 4 款例外，原則上應於集中交

易市場為之，否則將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台幣 120 萬元以下罰金，此項禁止場外交

易之規定，不但適用於證券商，且及於所有投資人。第 150 條但書規定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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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賴英照，同註 5，第八章內線交易註 64，頁 480。 
308 郭庭昱，決策疑雲  國安基金超完美出貨  開發金超神奇併購，頁 87-88，財訊雙週刊，2012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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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公司法上將股份收買請求權納入豁免條款，而其之所以不適用內線交易

限制，可解釋為重視保護公司法上之少數股東之權益，此種依法所為之股份收買

請求權於我國亦有相關規定，無論是股東依法請求或發行人應股東而為股份收買

之行為，則應就收買之事實於股東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時為公開，方為適法，此

種依法所為之買賣，於我國訂定內線交易之豁免條款有納入考量之空間；另外基

於法令上義務之買賣等，前述日本法上違反獨占禁止法之強制轉讓之規定及上市

公司等之子公司因母公司股份取得之限制，而處分上市公司等股份等，可認係屬

依法令而為之行為，如配合公開原則，應認係屬合法。IDD 前言第 15 段規定將內

線消息報告給主管機關不構成洩漏義務之違反亦為一豁免事由。依法令而為之行

為是否得於增訂豁免條款時一併考量，本文亦將於第肆章一併討論。   

    另外針對就對抗公開收購所為之買賣、公司買回自己股份與依法定程序所為

之安定操作，歐盟及英國亦有相關規定；關於日本法上履行知悉重要事實前所簽

訂之契約、決定之計畫而為之買賣，其他顯然基於特別情事而為之買賣等，且符

合內閣府令所定者，包括履行知悉重要事實前所簽訂之契約而為之買賣、關於公

司之役員、員工及關係企業員工持股計劃之買入、信託銀行方式之役員、交易對

象持股計劃之買入、累積投資契約之買入、依知悉前計劃出售或推銷特定投資人

賣出、信用交易之相反買賣及市場或店頭信用衍生性商品交易等與美國法上 Rule 

10b5-1 相近，美國法上之 Rule 10b5-1 並為我國增訂豁免條款之重要參考，日本法、

歐盟及英國法亦有相類似之規定，將於第肆章討論豁免條款設計時一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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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我國內線交易理論重新解構及建構 

第一節  內線交易管制之必要性、實效性及保護法益 

第一項  是否應管制內線交易及實效性 

     

    是否應管制內線交易，學說上有正反兩說309，認為應禁止內線交易者，有從

公平交易觀點出發，認為內部人因具特定身分知悉重大消息而能先為買賣，對其

它投資人顯失公平；有從促進證券市場效率觀點出發，認應讓資訊流通更為迅速，

從而導引資金做最有效率之投資，發揮最佳資源分配之效果；有從防範道德危險

出發，內部人如能利用該等重大消息，則無法專心本職，且為影響股價，增加道

德危險的機會，上述三種觀點，也是主張以市場理論禁止內線交易者的主要依據；

亦有主張利用公司未公開重大消息買賣股票係違背受任人義務，亦有認為促進公

司決策之健全，避免內部人為利用公司資訊而延緩資訊往上呈報之時間，亦有認

為該重大消息係屬公司財產，如挪為私人利用，則形同盜用公司資產，上述三種

觀點，形成以關係論禁止內線交易者之主要依據。 

    反對禁止內線交易者認為，證券之買賣雙方互不見面，「公平交易」並無特定

具體之對象，且重大消息是否公開，應由內部人自行決定，且內線交易之利益是

給公司經營者合理之報酬，且無論是否有內線消息，投資人都會買賣股票，難認

有損害，內部人先為交易亦可促進資訊流通，產生穩定市場之作用，且利用重大

消息之人，不限於內部人，實務上僅課內部人責任並不公平，亦可藉由契約約束

內部人。 

    但從各國對於內線交易之規制有日趨嚴格之傾向，且從我國法、日本法及美

國法上都可清楚看到，對於行為人責任不斷加重，尤以刑事責任最明顯，如同美

國證券法上大師羅斯（Pro. Louis Loss）曾說，如果打牌的時候，允許對方在牌上

                                                 
309 以下轉引自賴英照，同註 5，頁 44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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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記號，誰會願意參加牌局呢？且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亦指明放任內線交易將影響

投資人進入證券市場的意願，是以實務上各國仍為禁止內線交易之政策及立法。 

    從實效性來看，有認為並未因為內線交易責任加重與管制而使內線交易案件

變少，美國法、日本法及我國法上，內線交易之買賣金額更屢創新高，內線交易

更因為其屬白領犯罪、重大消息成立之點認定困難、行為人之犯意難以證明而無

罪率偏高，但本文認為為了投資人信心，健全資本市場，內線交易仍有管制之必

要。 

 

第二項  內線交易所欲保護之法益 

第一款  關係論與市場論之爭 

 

    美國對於內線交易之禁止，係從反詐欺理論出發，而證券詐欺非市場上樂見

行為，從而發展資訊平等理論、信賴義務理論、私取理論加以禁止，美國法上以

詐欺作為非難本質的核心思考會遇到究竟所詐欺的對象為何的問題，資訊平等理

論和信賴關係理論所詐欺者為交易相對人，在此脈絡下所要保護的是相對人財產

法益，私取理論詐欺之對象則是消息來源，所保護的是發行公司的財產法益，具

體法益為何，似為流動性的概念，要係因美國法是一判例法國家，且其證交法亦

未就此加以定義，而如何建構負信賴義務之人成為難題，而反詐欺概念下最大之

盲點在於，只要交易人事先對負有揭露義務之對象為揭露，其行為即無違法，如

US v. O’Hagan 案，美國傳統法上雖採關係論，惟從 1980 年代 SEC 發佈 Rule 14e-3、

另於法律規定同時期之交易相對人得請求損害賠償可知，亦有朝市場論之趨勢，

我國立法理由雖明言仿自美國法，但亦強調禁止內線交易，係因其對於證券市場

之健全發展構成妨礙，是以仿自美國法制倒未必表示我國即是採美國法上的關係

論。 

    歐盟則跳脫詐欺概念之思維，從建立單一的金融市場，該市場必須有誠信，

即以市場法益為內線交易之規範起點，投資人要有信心，而內線交易會破壞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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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與投資人信心故加以禁止，歐盟指令環繞在整體市場的保護，傾向「市場誠

信與投資人信心」建構所欲保護的法益，歐盟之 IDD 受英國法 FSMA 影響，The 

MAD 再影響 FSMA，皆重視整體市場之保護，日本法亦與歐盟指令相同，惟就歐

盟、英國和日本而言，對於交易相對人之民事求償權之規定則付之闕如，雖英國

FSA 得向法院聲請將行為人所獲得之利益吐還給交易相對人，但實際上該規定未

被使用310。 

    由前述禁止內線交易理論可分為以對公司信賴義務違反為出發點的關係論，

與從市場法益保護出發的市場論，兩理論於具體規範上展現以下之差異311： 

1.侵害法益的性質： 

      關係論重視公司或股東個人法益的保護；市場基礎理論則著眼於整體市場 

  健全發展，內線交易所侵害的不僅為個人法益，且及於整個社會法益。 

2.內線交易的規範範圍： 

      行為主體部分，依關係論受規制的內部人應以對公司或股東負有信賴義務 

  為限，逾此範圍則無適用；市場基礎理論則跳脫信賴義務的框架，涵蓋所有持 

  有重大且未公開消息之人。至於內線交易的標的，依關係論應以股票或以具有 

  股權性質的有價證券為限，至於單純的債券，因公司負責人與債券持有人間並 

  無信賴關係存在，並不在規範的範圍；然若依市場基礎理論，則爲維護整體市 

  場健全，應擴及於所有於市場上流通交易的金融商品，並不以股票或具股權性  

  質的證券為限。 

3.內線消息之意涵： 

      關係論既從對公司的信賴出發，則所謂內部消息，應當是指與發行公司機 

  密有關之消息；市場論則擴及所有影響市場的重大消息，包括稅制、利率、匯 

  率及貿易等重大影響證券價格的公共政策。 

4.公開的意義： 

                                                 
310 陳照世，同註 268，頁 197。 
311 賴英照，同註 5，頁 45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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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論側重對於公司或股東的公開；市場論則強調對於整體市場上的投資  

 人為公開，公司即使在股東會上宣布重大消息，內部人仍應等待市場上投資人  

 普遍接受該項訊息始能進場買賣。 

5.損害賠償請求權人： 

      依關係論應以公司或股東為範圍，在具體個案上甚至應限縮於與內部人為 

  買賣的交易相對人，而不及於其他投資人；市場論則從交易之公平著眼，不作 

  如此嚴格的限制，並賦予同時期交易人賠償請求權。 

6.民刑事責任之設計： 

      依關係論，應以民事賠償為主，並以填補公司或股東之損害為限，若於 

  刑事責任上，則應論以背信罪（違反受任人義務）或侵占罪（內線消息屬公 

  司財產）；相對於此，市場論除填補損害外，並課以懲罰性的賠償或罰鍰，刑 

  事責任上更以特別刑法施予重罰，以收嚇阻之效。 

 

第二款  我國應採何種理論？ 

   

    從前述我國立法與實務來看，侵害法益之性質多以「平等取得資訊」、「維護

證券交易市場公平」、「足以影響一般投資人對證券市場之公正性、健全性之信賴」

及「保護投資人」為立論，對於公司或股東個人法益之保護較少論及，而就內線

交易規範範圍來看，就行為主體而論，我國不以對公司負有信賴義務者為限，就

行為客體而論，內線交易規範之標的以股票或以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為限，

惟我國於 2010 年修法已將不具股權性質公司債納入，此兩點皆與關係論不同；就

內線消息之意涵、公開方式之規定來看，我國明文規定包括證券之市場需求在內、

需在報紙或股市觀測站中揭露消息來看，亦偏向市場論；再從損害賠償請求權及

民刑事責任設計來看，我國賦予同時期交易相對人求償權、刑事特別立法課以行

為人責任，皆可看見我國內線交易法制上偏向市場論之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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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我國 2010 年修法並未釐清規範目的之問題312，我國證券交易法第 1 條明文

「為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特制定本法。」，第 157 條之 1 之立法理由亦載

明「對於利用公司未經公開之重要消息買賣公司股票圖利，未明定列為禁止規定，

對證券市場之健全發展，構成妨礙，並形成證券管理的一項漏失。」，再從證券交

易所之網站上介紹內線交易禁止之理由313可知，包括 1.促進證券市場交易公平性，

維護投資大眾信心、2.促進證券市場資訊流通，以利投資人做最佳的投資評估與決

策、3.促使公司股價反映其真實價值，導引市場資金作更有效之配置，4. 防止公

司內部人之道德風險，避免違反受任人之義務，5. 促進公司決策之健全性，維護

資訊財產之正當利用，是我國對內線交易之禁止，是否仍須固守在美國法上傳統

的詐欺概念?從前述第 1 條立法目的及立法理由可知，我國已相當程度重視「市場

誠信之保護」，且學說上亦重視強調市場完整性、誠信與投資人信心，同時由前述

判決實證分析中可知「平等取得資訊」、「維護證券交易市場公平」、「足以影響一

般投資人對證券市場之公正性、健全性之信賴」及「保護投資人」等概念為我國

實務判決解釋內線交易之立法目的時所表示之見解，則解釋上似宜跳脫美國法上

之不確定性。 

    本文認為，我國並無忠實義務之傳統，於實務上所顯現者亦為市場論之精神， 

是本文主張以市場論做為我國內線交易所欲保護之法益，即以「整體市場的誠信

與投資人信心」為法益核心價值，並為確保投資人之信心，進一步擴及投資人之

財產法益市場論追求的法益可拆解為兩部份：一為市場完整、誠信與投資人信心

（整體市場面向觀察）；另一則為個別投資人財產法益的保障。以前者為基礎所架

構出來的為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以後者為核心所形成的則為民事賠償責任，並

於採取市場論之觀點下，建構本文之豁免條款。 

     

                                                 
312曾宛如，同註 67，頁 25。 
313臺灣證券交易所「內線交易一點通」宣導手冊，

http://www.twse.com.tw/ch/investor/investor_library/manual/201106/2167864_ATTCH1.pdf（20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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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現行內線交易管制方式之反思 

 

在以市場論做為我國內線交易所欲保護之法益為出發點下，就內部人之範

圍、規範標的之內容、不法行為之態樣、重大消息之定義、明確、公開、損害賠

償之必要性、豁免要件規定及即時揭露有待重新調整314，本文限於篇幅，僅就豁

免要件之增訂表達見解。 

本文擬先以現行學說及實務見解為框架，先指出極需釐清解決之問題，及應

採何種責任表達本文之見解，同時於此框架下，於第二節嘗試以市場誠信為法益

保護之核心出發，建構豁免條款。     

     

第一款  現行實務見解之再省思 

 

我國實務及學說多數認為只要符合「獲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

格之消息」及「在該消息未公開前，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

股票，買入或賣出」此二要件即可成立內線交易之見解，其中「獲悉」於 2010 年

修法後改為「實際知悉」，最高法院就此修正屬於法律變更，而應比較新舊法之見

解，但從其實質來看，仍不脫「知悉」與「利用」說之爭執，如從市場論來重新

反思，首要確立者為究應採「知悉說」或「利用說」？ 

 

（一）「知悉」或「利用」？ 

 

    依前述實證判決研究分析，實務上除因無罪判決等原因而未表示意見外，實

務上見解有「獲悉即構成內線交易」、「知悉形式上構成內線交易，但符合條件下

可以免責」，並以沒有關聯性作為免責事由，實質上等於「利用說」之見解，修法

後亦有「認為修法前之獲悉指獲得資訊，未經或無法證實亦包括在內，修法後實

                                                 
314 曾宛如，同註 103，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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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知悉則係主觀確信等同明知」、「利用內線消息始夠成內線交易」、「利用內線消

息始構成內線交易，但若已證明行為人知悉內線消息，則推定行為人有利用內線

消息之行為，但得由行為人舉反證推翻『利用』內線消息之推定」，多數雖採法條

文義之「知悉」，但亦有採「利用說」之例，為求明確性，應有依固定之標準為宜。 

    比較法上美國以 Rule10b5-1 來緩和「知悉說」及「利用說」，即規定凡買賣時

知悉重大消息者，除符合抗辯事由外，即屬利用該重大消息，主要目的在於減輕

檢方之舉證責任，而容許行為人在主觀上不具備詐害意圖時得舉證免責以達平

衡，兼顧反詐欺理論下如無詐欺之意圖實難規制行為人及證明之兩難；日本法則

與我國學說上相同認為基於危險犯之性質，只要行為人知悉該重大消息即為已

足，不需達到利用之程度，但從日本法上之豁免條款亦可知，其立法者意欲緩和

採「知悉說」下，行為人為證券之買賣與重大消息之產生完全沒有關聯性卻因採

「知悉說」而可能入罪之情形；歐盟法 IDD 採全面認識(with full knowledge of the 

facts)，The MAD 則採明知或可得而知（knows or ought to have known）；英國 The 

CJA 1993 採擁有(has information)，而 The CJA 1993 第 53 條規定雖將抗辯事由分

為三類，但與美國法之規定目的並無不同，均在處理行為人實際上並未利用內線

消息，不應予處罰之問題315，FSMA regulation 2005 則採基於(on the basis of )已如

前述。 

    本文認為，內線交易犯罪之特性有其隱密性、證據難以蒐集，如果要由檢察

官證明行為人之所以交易乃出於其握有消息，實務上有其困難之處，況從實證研

究上亦可知，現今法院要定罪時，多僅能從間接證據來著手，如要求為此證明，

內線交易恐將成贅文，另外，德國法上所提出「對於危險的立法推定，應容許反

證推翻」的論點316，是本文認為，應採「知悉說」，而該「知悉說」之定性為即規

定凡買賣時知悉重大消息者，除行為人舉證符合抗辯事由外，即成立內線交易犯

行，將舉證責任轉移至行為人，可兼顧因果關係之要求及克服舉證困難，對於制

                                                 
315 曾宛如，同註 103，頁 297。 
316 林東茂（1996），〈危險犯的法律性質〉，《危險犯與經濟刑法》，頁 41-43，五南，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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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內線交易方有助益。 

 

（二）內線消息影響股價相反方向之買賣 

    

    早期實務在新亞電器案317採認被告抗辯，認為在利多時買入、利空時賣出方

構成內線交易，但在保護市場法益之目的下，應不以行為人獲利為目的，且 股價

會如何波動實難以掌握，是否與股價平行一致或是相反難以確認，徒增實務困擾，

本文認為於構成要件之解釋中，只要有「買賣」即可，編號 12 萬有紙廠案，最高

法院採取與學說相同見解，其認「消息究為利多或利空，市場各方解讀不同，某

些消息在短期為利多，在長期則是利空，若認為內部人獲悉利多消息而出售持股，

不構成該條項之犯罪，不僅違背該條項之立法本旨，且增添如何界定『利多』、

『利空』之困擾，當非立法之本意。」，可為贊同。 

 

（三）行為主體之擴張 

 

現行法下公司法人本身交易自家股票不成罪，實務上曾有判決認本項規範主

體均為自然人，並不包括法人318，是如果董事利用公司名義進行內線交易，而買

賣股票的資金如為公司所有，且盈虧亦歸屬於公司，依證交法施行細則第 2 條319規

定，難以認定董事係用公司名義買回股票，是不受內線交易之規範，如前述編號

40 千興不銹鋼案、編號 71 中國信託併兆豐金案及編號 74 開發金併金鼎證案，其

中編號 74 之開發金併金鼎證案中法院即以「而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九條僅為過

橋條款，亦即證券交易法各個刑事處罰條文規定法人得為犯罪主體時，始得援引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九條作為處罰法人行為負責人之依據，是揆諸前開規定及

                                                 
317 劉連煜，同註 5，頁 155-157。 
318 見表二編號 42，千興不銹鋼案，編號 74，開發金案。 
319 證交法施行細則第 2 條：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三項所定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股票，指具備下列

要件：一、直接或間接提供股票與他人或提供資金與他人購買股票。二、對該他人所持有之股票，

具有管理、使用或處分之權益。三、該他人所持有股票之利益或損失全部或一部歸屬於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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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法人並非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所定內線交易之犯罪主

體，法人之機關為法人名義所為之行為，為立法疏漏而不能逕以該機關為內線交

易罪之處罰對象，本院九十六年度重訴字第一九號判決（即紅火案）亦同此見解」。 

另外，因第 157 條第 7 項、第 22 條之 2 第 3 項所定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股票，

僅於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有準用，於公開收購或併購時，行為人主體多被定性

為第 3 款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於現行法下無法準用，於前述案例

中，無法以被告對於開發金控或開發國際有實質控制權，而得為內線交易規制之

結論320，並不合理。 

本文此應從三點來看，第一點為現行法下如果能證明是由自然人實質控制人

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並以公司名義為內線交易，則應由該自然人負責，並考慮

立法上引進公司和該自然人同負罰金刑之責任，即如同日本法上之兩罰制；第二

點為如係法人董監事違反內線交易之規範，現行法下可依證券交易法第 179 條321處

罰其為行為人之人，不構成自由刑難以執行的問題；第三點於立法上應考量公司

本身為內線交易行為而受罰金刑之可能，避免以公司名義為內線交易行為，自然

人卻因證據不足而無法成罪致生處罰上的漏洞。 

    而在採市場論下，不需以違反信賴義務為規制前提，是否有管制範圍過大之

問題，有主張參考美國法上 Dirk 理論加以限縮322，有主張「市場信賴理論」，而

以「詐欺」概念及「兩手策略禁止原則」，以重大消息持有人對於訊息來源是否

有「保密義務」加以限縮323， 

 

（四）重大消息管制的範圍 

                                                 
320 同此見解，吳紹芹（2010），《企業併購內線交易法規範之研究》，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

文，頁 129。 
321 證券交易法第 179 條 法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行為人，但實務見解明

白表示，本條應以原來規定有處罰為限，而因第 157 條之 1 並無處罰公司法人之規定，故不成罪，

此見解是否合理，有待斟酌。 
322 劉連煜，同註 5，頁 79-80。 
323 梁正（2010），〈內線交易禁止之射程範圍與監理策略〉，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5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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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場論下，稅率、利率、匯率、兩岸政策、經貿法令、司法裁判及政府重

大措施，如對證券市場的供求產生重大影響，從健全市場發展及公平交易的觀點

著眼，應認屬內線消息，即本文認為，不論從公司內部所產生之重大消息或公司

之外部資訊，於現行法下皆為重大消息之涵攝範圍內。94 年 7 月 13 日行政院函送

立法院審議的證券交易法修正草案，明白指出：「有關『公共政策』如已涉及市場

供求，且對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策有重要影響者，應以

符合本項重大消息之法定構成要件，亦有禁止內線交易之適用」。依 SEC 見解新發

行公債利率高低，對於債券投資人的買賣決定有重要影響，未公開前屬於內線消

息，不因利率係由政府決定，或其所影響之證券總類不只一種而有不同，歐盟的

立法亦有相類之規定，我國重大消息管理辦法雖未將公共政策或公權力行使列為

重大消息，但在附表二編號 62 勁永案法院認為證交所將特定公司列為例外管理查

核對象，為重大消息，此外檢調搜索特定公司之計畫及查黑中心偵辦特定公司的

進度，亦屬重大消息，利用該等消息買賣股票者，構成內線交易；未來在市場論

下，資訊是否出自公司本身，或者與公司產業榮枯有關之重大消息，即使來自外

界，亦應屬之，我國未來就此應予詳定，以避免爭議324。 

 

第二款  立法規範上可能之調整 

     

（一）應將法人納入行為主體規範 

 

從美國法上觀察，在 Shaw v. Digital Equipment Corp 案，美國聯邦高等法院確

認「公開消息否則禁止買賣」規則，對於發行公司同樣適用，且其適用範圍包括

在發行市場募集有價證券，及在交易市場買回發行公司股票的情形，而認公司募

集、發行、買回或賣出發行公司股票時，應先揭露，否則構成內線交易，而依聯

                                                 
324 曾宛如，同註 103，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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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證券法典的規定，內部人的範圍包括發行人（issuer），亦即發行公司在內，與上

開判決意旨相同325。是應於採市場論之見解下，參考日本法上之制度，將發行公

司納入內線交易之行為主體，如發行公司知悉重大消息而為買賣，應同受內線交

易之規制，而應以罰金刑處罰之，此亦為引入豁免條款之同時應加以考量之點，

否則公司如於知悉重大消息而買賣股份時仍不受限制，與市場公正性及投資人保

護上顯有不足326。 

 

（二）責任之設計－行政責任之導入？ 

 

美國法上採民、刑、行政責任並存，行政責任包括行政罰鍰、譴責、限制業

務項目、暫停或撤銷證券業務執照等處分，管制方式多元；日本則採行政、刑事

責任併立制度，並無民事責任，行政責任為依法定公式計算之課徵金；歐盟指令

僅只規定行政責任，是否課予刑事責任，由各國自行決定，英國法承襲歐盟指令，

雖有 CJA 規範刑事責任部分，惟實務上以行政罰為主軸，我國向來以刑事責任處

理內線交易，但刑事責任採嚴格證明法則，以致定罪率過低，許多案件因舉證困

難而判決無罪，是以，我國法上是否仍有堅守刑事責任之必要？或應以導入行政

責任取代刑事責任？ 

德國刑法教授 Jescheck 認為背離規範之行為是否有應刑罰性，應以法益的價

值、對於行為客體的侵害或危險、行為或對於行為客體的危險性、行為人之行為

是否已經既遂，或是未遂，甚至僅為著手，行為人良知的可譴責性327，如前述，

本文認為應從市場論角度出發規制內線交易，以保護市場誠信與維護投資人信心

為中心，向外擴及投資人財產保護之新法益。我國資本市場已成企業重要籌資管

道，而此種經濟犯罪常導致投資人血本無歸，甚至資本市場之動盪，應評價為具

有應刑罰性。 
                                                 
325 賴英照，同註 5，頁 500-501。 
326 關於法人納入內線交易行為主體之規範及方式，見陳冠潔，同註 160，頁 185-187、280-282。 
327 轉引自林東茂（1986），〈經濟犯罪之研究〉，《中央警官學校犯罪防治系》，頁 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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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雖實務成效不彰，惟我國現行民事賠償制度實無法取代刑罰之重要

性，而現行制度尚未有行政罰，我國應可考慮引進如同歐盟、英國及日本之行政

罰制度，雖其有程序簡便、費用節省及處理迅速之優點，亦不宜直接貿然取代刑

事責任，未來廢除刑罰之環境是否成熟尚可未見，現今保留刑事責任仍有一定之

必要性。而豁免規定係在我國以刑事責任為主之法制下，從市場論之觀點出發而

為設計。 

    另外就民事責任而言，有主張投資人與內部人間交易係由系統撮合具有偶然

性，投資人受損之原因並非因內線交易328，亦有主張投資人之交易或損害與內線

交易行為不存在因果關係，是建議廢除內線交易中有關民事責任之規定，改由「受

害人補償基金」來對同時期之相反交易投資人進行補償329，本文認為民事責任仍

有其存在之必要，且由「受害人補償基金」來進行補償，勢必金管會需先徵起補

償基金，然後再對「受害人」進行補償，似不若現行有投保中心團體訴訟求償，

且金管會適時介入和解為佳。 

 

第二節 豁免規定之設計 

 

立基於我國實務及學說多數認為只要符合「獲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

股票價格之消息」及「在該消息未公開前，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

買賣之股票，買入或賣出」此二要件即可成立內線交易之見解下，行為人可能對

於市場公正性並無危害，從而得為豁免，本文認為如能於構成要件要素涵攝之範

圍內，原則上透過法律解釋即可，應無規定豁免條款之空間，比較法上之豁免規

定如於我國並無完整相對應的概念，如前述之「造市商」，則亦無制定豁免條款之

空間。 

                                                 
328 張心悌（2008），〈從法律經濟學與資訊財產權探討內線交易理論：兼論內線交易內部人之範圍〉，

《臺大法學論叢》，第 37 卷第 3 期，頁 108。 
329 陳冠潔，同註 160，頁 269-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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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構成要件不該當或是阻卻違法事由 

 

在現行法下，有認330如採知悉說，則違反就是違法，豁免條款即為阻卻違法

事由，如採利用說，則豁免條款應定性為除外規定，即構成要件不該當，就「知

悉說」與「利用說」，本文採知悉說，但行為人得舉證即並無利用之情事，而就內

線交易行為，本文贊同實務及學說多數採符合「獲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

股票價格之消息」及「在該消息未公開前，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

買賣之股票，買入或賣出」此二要件即可成罪之見解，而認豁免條款應定性為阻

卻違法事由。 

第二項  可能之豁免條款 

   本文認為我國初步引進豁免條款應審慎為之，且如立法仍未有共識時，司法審

判仍可視個案具體案情予以運用，而以下先介紹我國法上關於豁免規定之草案，

之後就比較法上可能之豁免事由，予以綜合歸納討論之： 

 

第一款  預定交易計劃 

    在我國內線交易屬重罪及即成犯下，內線交易豁免規定有其引進之必要已如

前述，先就美國法上 Rule 10b5-1 及日本、歐盟及英國相應之立法例，於我國是否

有增訂之可能加以討論：預定交易計畫、例行性交易、已授權他人交易之具體化 

 

曾提出之豁免條款兼論修正草案之探討 

       

    行政院 97 年 2 月 4 日院臺財字第 0970004750 號函送立法院審議之證券交易

                                                 
330 林國全 2010 年 7 月 15 日林仁光在證基會發表「證券交易法新修正規定」一文後，會後之討論

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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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分條文修正案331草案第 8 項訂定安全港豁免條款，明定與持續 6 個月以上定

期定額買賣同額之交易，或與持續 6 個月以上依固定公式決定交易內容之相同內

容之交易，得不受限制。  

    從 99 年修法結果，基本上除豁免條款外，與 98 年 1 月 13 日立法院朝野黨團

協商版本332相同，而就豁免條款部分，當時立委決議由金管會研究後再送立法院，

金管會主其事者亦曾說明333，96 年時送草案考慮過是否要於獲利輕微除罪化？是

否應採利用說？並建立主管機關的底限－是不採利用說，「確定」成立，係參考

precise nature(即現在的明確)，希望參考其他國家的立法例來訂，並表明擔心透過

還原工程做為豁免的安排。 

 

新版修正草案：99 年 10 月 26 日行政院院臺財字第 0990104478 號函334送立法院的

證交法修正關於豁免條款的修正案 

 

                                                 
331 參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727 號(政府提案第 11056 號)。 
332  98.1.13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版本第一百五十七條之ㄧ，下列各款之人，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

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不得對該公

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入

或賣出：一、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

務之自然人。二、持有該公司之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三、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 
四、喪失前三款身分後，未滿六個月者。五、從前四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之人。前項各款所定之人，

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支付本息能力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

十八小時內，不得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非股權性質之公司債，自行或以他人

名義賣出。違反第一項或前項規定者，對於當日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買入或賣出該證券之價格，

與消息公開後十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負損害賠償責任；其情節重大者，法院得依善意從

事相反買賣之人之請求，將賠償額提高至三倍；其情節輕微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第一項第五

款之人，對於前項損害賠償，應與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提供消息之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但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提供消息之人有正當理由相信消息已公開者，不負賠償責任。第一項所稱有重大

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指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或該證券之市場供求、公開收購，其具體內容對

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其範圍及公開方式等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第二項所定有重大影響其支付本息能力之消息，其範圍及公開方式

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三項規定，於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準

用之；其於身分喪失後未滿六個月者，亦同。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於第三項從事相反買賣之人準

用之。行為人未利用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或支付本息能力之消息所從事之

交易或持有交易標的逾六個月者，不受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333 金管會證期局人員之發言，於 2010 年 7 月 15 日於證基會，財經法研究會第一講，林仁光教授

發表「新修正證券交易法有關內線交易規定之剖析」後之討論。 
334 http://www.ey.gov.tw/ct.asp?xItem=74403&ctNode=2294&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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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法後金管會以 99 年 10 月 26 日行政院院臺財字第 0990104478 號函335,送立

法院的證交法修正關於豁免條款的修正案，仍維持實際知悉的基本原則，並增訂

特定情形得為免責抗辯的事由，因尚未獲得共識，迄今尚未完成立法，以下先以

草案內容為基礎而為論述： 

 

一、增訂行為人之交易如係為執行實際知悉重大消息前已訂立之買賣有價證券契

約，且該契約並非行為人意圖規避內線交易規範之適用而訂立者，得作為內線交

易免責抗辯事由。另為期該契約內容明確可信，增訂契約應符合之要件。（修正條

文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 

草案第 8 項到第 11 項規定如下： 

（第 8 項）「行為人證明其交易係為執行實際知悉第一項或第二項所定消息前已

訂立之買賣有價證券契約者，不受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之限制。但買賣有價證

券契約顯係行為人意圖規避第一項或第二項之適用而訂立者，不在此限。 

（第 9 項）前項但書所稱買賣有價證券契約顯係行為人意圖規避第一項或第二

項之適用而訂立者，指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行為人未依契約內容執行有價證券之買賣。 

二、行為人訂立二個以上存續期間重疊或接續之契約，未依契約內容執行有價

證券之買賣。 

三、行為人訂定買賣有價證券之價格、數量或金額區間過大，且其買賣有價證

券明顯集中於第一項或第二項所定之消息明確後至消息公開後十八小時

內。 

四、行為人為第一項或第二項所定之消息有關事件負責人或參與人員，於事件

進行中至消息明確前，訂立契約，且其買賣有價證券明顯集中於消息明確

後至消息公開後十八小時內。 

五、其他行為人非基於誠信而訂立契約之情形。 

                                                 
335 同前註。 



 200

（第 10 項）第八項前段之買賣有價證券契約，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以書面為之，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訂立之日期及存續期間。 

（二）有價證券之買賣數量或交易金額。 

（三）有價證券之買賣價格及執行日期。 

（四）受委任執行有價證券買賣之人。 

二、前款第二目及第三目之有價證券買賣數量、交易金額、買賣價格及執行日

期，係依固定公式或電腦程式決定者，應於契約載明其公式或電腦程式內

容。 

三、行為人無正當理由不得變更契約內容或終止買賣，亦不得影響受任人執行

方式。行為人或受任人於契約存續期間另行從事相關避險交易者，視為變

更契約內容。 

四、行為人已於契約訂立後二日內將契約副本申報下列機構： 

（一）契約買賣標的之有價證券在證券交易所上市買賣者，申報證券交易所。 

（二）契約買賣標的之有價證券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者，申報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 

（第 11 項）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應於第八項前段之契約存續期間屆滿

後十日內，將該契約之主要內容於網站公告。」 

 

其修正理由指出： 

一、按本條規範之內線交易，係指第一項各款所定發行股票公司之內部人、準內

部人及消息受領人，實際知悉未經公開且有重大影響公司股票價格或公司支

付本息能力之消息後所為之買賣該公司有價證券行為，考量行為人之交易如

係為執行實際知悉消息前已訂立之買賣有價證券契約，應得作為免責抗辯事

由，爰參酌美國、歐盟、日本及香港相關立法例，增列第八項至第十一項規

定。 

二、為避免行為人以預先訂立之有價證券買賣契約規避內線交易刑責，爰於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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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但書定明買賣有價證券契約顯係行為人意圖規避第一項或第二項之適用而

訂立者，不得作為免責抗辯事由，並考量下列情況，於第九項規定其例示情

形: 

(一)按行為人應依契約內容，執行有價證券之買賣，故如行為人訂立單一契約，未

依契約內容執行(第九項第一款情形)，或同時訂立二個以上契約，存續期間有

所重疊，惟未執行全部契約(如僅執行其中一個契約)，或如行為人先訂之契約

並未執行，又接續訂立其他契約，依其後所訂之契約執行買賣(第九項第二款

情形)，考量上開情形，行為人顯有濫用預訂契約以規避第一項及第二項內線

交易規範之適用，爰予明文禁止。 

(二)考量行為人如訂定買賣有價證券之價格、數量或金額之區間過大，其可操作之

彈性較大，或行為人為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消息有關事件之負責人或參與人

員，可掌握事件之進行狀況，如該等行為人實際買賣又明顯集中於消息明確

後至消息公開後十八小時內，應可視為有規避適用第一項或第二項內線交易

規範情形。 

(三)為求周延，於第九項第五款規定其他行為人非基於誠信而訂立契約之概括性規

定。 

三、為避免日後就行為人所訂立之買賣有價證券契約產生是否可信並具有證據力

之爭議，爰於第十項第一款序文及第四款規定得作為內線交易免責抗辯事由

之有價證券買賣契約應以書面為之，並規定行為人應於契約訂立後二日內依

其買賣標的分別將契約副本申報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第十一項

規定證券交易所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並應於契約所載存續期間屆滿後十日

內，將契約行為人、買賣標的等主要內容公告。 

四、另為期契約內容明確，並禁止行為人影響契約所定交易之進行，爰參酌美國

Rule10b5-1 規定，於第十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契約應載明存續期間、有價

證券買賣之數量、交易金額、買賣價格、執行日期及受委任執行有價證券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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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之人等事項，且行為人無正當理由不得變更或終止契約，亦不得影響受任

人之執行方式；此外，行為人或受任人於契約存續期間另行從事相關避險交

易，因該避險交易具有抵銷之效果，致其買賣有價證券契約不具價格變動風

險，而產生規避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適用之效用，爰規範該種情形視為變更

該契約內容。 

五、第一項至第七項未修正。 

 

    雖立法理由載有參酌美國、歐盟、日本及香港相關立法例而制訂上述條款，

惟從法條文義可知，草案實主要係脫胎於美國法上 Rule10b5-1，草案第 8 項主要

即為在採用實際知悉說下增訂「已訂立買賣契約」為抗辯事由，並就「意圖規避

內線交易」明訂為「例外之例外」即行為人仍負內線交易責任。 

   草案第 9 項例示「意圖規避」之事由，第 1 款「行為人未依契約內容執行有 

價證券之買賣」、第 2 款「行為人訂立二個以上存續期間重疊或接續之契約，未依

契約內容執行有價證券之買賣」，就「未依契約內容執行」及「存續期間重疊或接

續」之文義範圍，前者是否有些許不合致，即逕認屬「未依契約內容執行」，後者

似為回應學者提出美國法上預定交易計劃之實證研究顯示結果，可操作空間大到

令人驚訝，因為公司主管可以任意啟動、終止、重啟與修訂該計畫甚至同時進行

好幾項計畫而提出限制，以避免濫用預定交易計劃而利用內線消息圖利之可能；

本文認為如何操作留待實務依個案具體表達見解，惟如行為人因嗣後知悉重大消

息而不執行契約，從前述本文採市場論之角度而言，應認仍負內線交易責任；第

3 款「行為人訂定買賣有價證券之價格、數量或金額區間過大，且其買賣有價證

券明顯集中於第一項或第二項所定之消息明確後至消息公開後十八小時內」有學

者主張336是否「過大」，可以參考公司實施庫藏股買回時所宣布之價格區間模式，

本文認為除此之外，亦可參考該有價證券向來之價格波動之年線、月線、日線及

                                                 
336 劉成墉，同註 151，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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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行為人所買賣之張數作為判斷是否「過大」；第 4 款「行為人為第一項或第二

項所定之消息有關事件負責人或參與人員，於事件進行中至消息明確前，訂立契

約，且其買賣有價證券明顯集中於消息明確後至消息公開後十八小時內」，本文認

為此條款訂立有其必要，應認行為人受該重大消息影響，但於公開收購時或有調

整之必要，於後一併論述；第 5 款關於「非基於誠信而訂立契約之情形」，有認為

可以用非常規性來作為判斷基準，所謂是否為「非常規性」，可以從內部人買賣股

份之數量或比例、買賣時機、所為買賣是否與以往交易模式紀錄相符、內部人藉

由買賣所得之獲利與其他報酬相較是否較大等，如表二編號 67 台開案，被告抗辯

其並非知悉該重大消息而為買賣不為法院所採信的一重要理由即為，渠等向來並

無大額買賣、於盤後交易、且該有價證券當時為冷門股。 

     草案第 10 項立法理由中，為避免日後就行為人所訂立之預定買賣契約產生   

 是否可信及具有證據力之爭議，第 1 款規定以書面為之，且契約應載明存續期間、  

 有價證券買賣之數量、交易金額、買賣價格、執行日期及受委任執行有價證券買  

 賣之人，即需將交易之實際決定權交予他人，此與前述 Rule 10b5-1(B)規定相同， 

 但不像之前草案要求「持續六個月以上定期定額買賣同額之交易」或「持續六個  

 月以上依固定公式決定交易內容之相同內容之交易」之方式而為買賣，但草案僅 

 包括預定買賣契約(contracts)卻不包括買賣計畫(plans)、買賣指示(instructtion)，方 

 式較為限縮，美國法上 Rule 10b5-1 與美國證管會之見解則認為書面要求僅限於

「計劃」與「公式、演算規則或電腦程式」，關於「契約」或「指示」則不以書面  

 作成為必要，即使是口頭約定或指示，仍得經舉證作為免責事由，本文認為，初 

 引進此制度宜審慎為之，草案僅就預定買賣契約部分為豁免並無不當；第 3 款無  

 正當理由不得「變更」契約內容或「終止」買賣，正當理由或可認係立法者賦 

 予法官於個案中權衡之空間，而前者「無正當理由不得變更契約」部分與 Rule  

 10b5-1 中規定相似，而後者「無正當理由不得終止契約」，美國法上未規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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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認係呼應學者337所提濫用預定交易計劃所為之規制。 

     草案第 10 項第 4 款及第 11 項規定事前申報契約，及事後公告主要內容，將 

 可有效避免預定交易計劃遭到濫用之情形。 

   

我國實務針對「預定交易計劃」之回應 

 

    我國實務上已有被告提出「預定交易計劃之抗辯」，有直接提出「例行性交

易行為」如編號 79 之九德案以此作為抗辯，亦有事實上與「預定交易計劃」相類

者，以下分別介紹之： 

    編號 7 順大裕案，法院以被告許○○即受被告曾○○指示下單買賣順大裕股票，

買賣股票之時間不足一個月半，極短之妥託買賣時間，被告許○○是否已得曾○○之

信任，並將內線交易之重大訊息告知被告許○○，亦有疑問，且順大裕公司之股票

交易於八十六年三月十日上開出賣廠房之訊息公布前，並無交易異常之情形，此

段期間之交易既無異常，被告許○○自無從由買賣之過程中，察覺被告曾○仁之意圖。 

    編號 41 大東紡織案，法院認為在採買賣股票與重大消息之獲悉間，具有「利

用」之相當關聯性下，認為由證人曾○○、黃○○證詞可知，被告張○○雖為慶宜公司

之董事長，惟基於與曾○○之信任關係，有關慶宜公司出賣股票部分均授權曾○○自

行決定下單出售股票，僅有在買入股票時，因需動用資金，方會事先報告被告張

○○，故認定慶宜公司出納曾○○係為籌措資金而自行決定賣出大東公司股票。    

    編號 51 茂矽案第一審判決認定被告胡○○委託訴外人謝○○處理時，並未指示售

出之時機、數量，而由係謝○○依市場狀況、機制規則及其專業判斷，向胡○○建議

出售後，由胡○○全權委任其處理，而謝○○亦未於事前知悉茂矽公司重大消息之內

容，是以，謝○○滄自 91 年 11 月間開始，先行賣出茂矽公司，再於 92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5 日賣出茂矽公司股票，同年 3 月 5 日至同月 13 日賣出茂矽持股，與茂

                                                 
337 劉連煜，同註 38，頁 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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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公司 92 年 4 月 17 日公告之重大訊息並無關係。 

    編號 69 力晶併旺宏案338第一審法院認為，被告黃○○辯稱依其 92 年承銷旺宏

增資股票之特別專業經驗，於 94 年間 Megachips 公司之投資、旺宏公司公告減資、

及對旺宏公司 94 年第 1 、2 、3 季財報之分析，認定 94 年第 3 季旺宏營運已逐

漸改善中，屬於轉機股，並參考三大法人買賣動態，為其決定購入旺宏股票之原

因，而認應堪採信。 

    編號 79 九德案，雖辯稱其因擔任九德公司之董事長，其於九十五年六月二十

八日至同年七月七日間所為股票之買賣，係為處理個人閒置資產並挹注九德公司

之用，均屬「例行性之交易行為」而符合證券交易法所欲修法增訂之豁免規定云

云。然依據被告所提出中國時報九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B2 版及工商時報九十六年十

月三十一日 A4 版之新聞內容，可知行政院於九十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所通過之「證

券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係欲將公司內部人能證明其交易行為是持續六個月

以上定期定額買賣，或持續六個月以上以固定公式決定內容之交易，排除於證券

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內線交易」之規定之外。惟觀諸卷內所附被告及其

利用證人張○琴、張○惠名義所為九德公司股票買賣之交易明細資料，即知被告

購買九德公司股票之期間、金額及張數均不固定，並非該修正草案所載明之定期

定額買賣或以固定公式決定內容之交易，顯係基於被告於買賣股票當時衡量各種

情形後所為，而與各界討論應排除於內線交易範圍內之持續性理財行為不符，是

被告此部分所辯，亦屬無據。 

    從前述幾則判決可知，如經相關事證認定全權交由他人買賣股票，而該他人

係基於自己之獨立判斷，如「專業經驗」、「財務報告分析」及向來與被告互動之

方式等，我國實務上確有採信此種抗辯如編號 7、41、51 及 69 號之案件，而為無

罪判決之理由，但亦有以「期間、金額及張數均不固定」而仍判被告有罪之例，

由前揭案例可知實務上略呈浮動之狀態。 

                                                 
338 但本案 新第二審判決改判被告有罪， 
http://bar.cnyes.com/html/5346/8CF233D722CAA1A.shtml(visited 2012/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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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草案之看法 

 

    從美國法上 SEC 就預定交易計劃除加以嚴密監管外，正思索是否應緊縮規則

之適用及我國初步引進豁免條款應審慎為之、避免認定浮濫的觀點來看，本文贊

同草案內容，有339認可能透過「選擇性終止預定交易計劃」、「策略性安排訊息公

佈時點」、「蓄意地塑造不實消息」、「影響分析師之股價預期」、「藉報刊掩護特定

買賣」而遭到濫用，本文認為由前述事先申報、事後公告之方式，足使資訊公開，

行為人遵法成本之增加，應即能有效避免濫用此豁免規定，且尚有「非基於誠信

而訂立契約」條款，執法者可依具體情況予以評價適用。草案諸多要式規定雖增

加內部人為證券交易及法律遵循之成本，但同時也提供相當明確之保障，應予肯

定。同時透過建立明確標準，如行為人依標準程序實施，則可期待不會成罪。 

    草案中之「行為人」範圍將是未來管制的難題，美國法上預定交易計劃包括 

公司員工制定其「執行股份選擇權(stock options)」、「出售標的股(underlying shares)」

及「員工認股計畫」(employee stock purchase plan)，如果此三種亦可為我國法草案

文義所包括，此種預定交易計劃之行為人得為公司員工，但員工如鴻海等此種大

企業可能員工有數萬人，應如何一一管制將成一課題，是否都要申報、應如何申

報，及其存續期間極長，未來將可能成為管制上的難題，針對「員工認股計畫」，

日本法上規定以買入自家股票為限，「賣出」則不在豁免規定之內，且必須同時滿

足「依一定計畫實施」、「不依據個別投資判斷」、「持續施行」、「金額每次限於未

滿 100 萬日元」，亦可透過信託銀行為之，此種規範方式值得參考。 

 

草案增列其它相類豁免條款之空間？ 

 

（一）美國法上之相類之豁免條款？ 

 

                                                 
339劉成墉，同註 151，頁 16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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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340就行為主體方面增列如美國法 Rule10b5-1 之法人抗辯事由，即前述「法

人前已考量本身業務性質，實施合理策略或程序，以確保前述從事買賣有價證券

決策之人不會違反禁止內線交易規範。該策略或程序可能包含已持有重大未公開

資訊時之法人之買賣限制或防止為法人從事買賣有價證券決策之人知悉該資

訊。」，惟我國法上法人並非內線交易之行為主體業如前述，目前似無增訂空間。 

    依前述 SEC 認 Rule10b5-1 尚包括發行公司以買回公司股票為目的而制定之買

回計劃(repurchase program)、某公司員工制定其「執行股份選擇權(stock options)」

與「出售標的股(underlying shares)」之書面買賣計畫及公司員工「員工認股計畫」

(employee stock purchase plan)，如前述我國內線交易行為主體並不包括法人，是發

行公司以買回公司股票為目的而制定之買回計劃(repurchase program)及公司員工

「員工認股計畫」(employee stock purchase plan)，於我國法下並無適用餘地，而若

未來增訂內線交易行為主體包括法人時，亦可以預定交易計劃方式為之。    

編號 73 明基案即為一適例，其選用境外公司 Creo 處理海外員工分紅，李○耀、

李○華及游○用依股東會決議提撥固定比例盈餘以發行新股的方式分配予員工，並

以該 3 人為 Creo 銀行帳戶動支資金簽章權人，透過第一步「存」，每年股東會將

分紅海外員工的配股存到人頭戶中，第二步「賣」，由該 3 人依情況決定賣股換現

金，匯入 Creo 公司，第三步「買」，在適當時，游○用再以帳戶中現金買回明基

股票，存回紙上公司，而因於重大虧損消息公佈前，游○用透過旗下四個人頭戶

將股票賣出，因為交易量大而被證交所系統查出，游○用主張賣股票是爲了讓合併

案後的 4000 多名海外員工獲得股票分紅，但因缺乏透明管理機制，僅由高層決定，

而有大股東與小股東資訊不對稱之情況，而金管會 99 年 10 月 6 日依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73 條第 3 項規定訂定大陸地區投資人來臺從事證券投資

及期貨交易管理辦法，其第 12 條已明文放寬大陸員工得持有我國上市上櫃公司股

票，此種處理海外員工分配股的「水庫」，未來將很難再有灰色地帶341，現在公司

                                                 
340 同前註。 
341 涂逸奇、謝梨君（2009），〈照顧員工？私心牟利？一堂 2700 億元的課---窺探明基內線交易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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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為海外員工分紅事宜，可設立一帳戶集中為之，而該帳戶買賣股票之計畫，可

以透過草案之方法為之，以免誤觸內線交易。 

 

（二）日本相類之豁免條款？ 

 

    日本法上承認經由委任投資方式（Discretionary Management）買回庫藏股而得

為豁免，是否可能以此種方式實施預定交易計劃，即草案第 10 項第 1 款第 4 目之

「受委任執行有價證券買賣之人」可包括委任專業投資公司或專業人員，但應在

契約上註明不提出買賣之相關指示，或是提出指示時與重大消息隔離？本文認

為，草案中對於買賣的價格、數量或區間過大認定屬意圖規避之事由，顯現在初

引進豁免條款時立法者較為保留，是以現階段不宜納入此中豁免事由，但實務上

仍可透過相關事證證明並無利用該消息之空間。 

 

（三）歐盟及英國法上相類之豁免條款？ 

  

    The MAD 前言第 30 段「行為人之事先決定」及  第 2 條第 3 項履行先前協議

之情形，與美國 Rule 10b-1 相近，亦得為前述草案所涵括。 

 

第二款  依法令所為之買賣 

 

    本文主張內線交易行為主體應包括發行公司，而在此見解之下，本文認為以

下應屬公司依法令而為之買賣，從而得主張豁免： 

 

（一）公司買回自己股份 

 
                                                                                                                                               
相〉，《繁華落盡  經典財經案例選粹》，頁 423-427、431、439-440，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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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公司法第 167 條及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2 之規定，上市櫃公司得買回公司

股份之情形包括：1.轉讓股份予員工。2.配合附認股權公司債、附認股權特別股、

可轉換公司債、可轉換特別股或認股權憑證之發行，作為股權轉換之用。3.為維護

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所必要而買回，並辦理銷除股份者。4.因收回特別股。5.因公

司重大營業轉讓行為，股東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而為應買。6.因公司分割或合併，

股東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而為應買。 

    而依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2 第 3 項所訂定之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

法，對於買回股份之目的、種類、總金額上限、數量及價格事前資訊揭露及交易

之數量及價格等皆有規定，針對上市上櫃金融機構尚需依上市上櫃金融機構實施

庫藏股注意事項符合資本適足率、逾期放款比率、資金運用等規定，而依現行證

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2 第 6 項，發行公司之關係企業或董事、監察人、經理人之

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利用其他人名義所持有之股份，於該公司買回之期

間內不得賣出，此比歐盟執行委員會於 2003 年 12 月 22 日頒佈第 2273 號法規之

買回股份計劃（buy-back programmes）第 6 條規定發行公司在施行股份買回計畫

的期間，原則上只有發行公司不得賣出自己的股份；另外我國法上公司股份僅得

於公開市場上買回342，亦無法以公開收購343方式為之，故日本法上就此之相關規

定，目前尚無引入我國之可能。 

     本文認為公司實施庫藏股時，只要事先就為庫藏股實施之區間及方式公開，

依現行法無需公開具體個別之買賣，並無不妥， 我國法上於實施庫藏股時，是否

得為豁免應就以下幾個角度來觀察： 

（一）以實施庫藏股本身來看： 

          依現行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2 第 6 項，發行公司之關係企業或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之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利用其他人名義所持有之 

                                                 
342 同前註，第 9 條參照。 
343 因我國公司買回自己股份，依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2 第 2 項，不得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十，而公開收購依同法第 43 條之 1，以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方屬公開收購並為

相關規定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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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於該公司買回之期間內不得賣出，違反規定者依庫藏股實施等相關 

      規定處斷。 

（二）再以實施庫藏股時是否有其他重大消息來看： 

          從發行公司角度來看：本文認為法人應得為內線交易之行為主體已為 

      前述，再區分下列情形： 

      1.有伴隨其他重大消息： 

            如公司營運不佳，要調降財測，調降財測我國法上亦屬重大消息，  

        如已公開則無問題，如未公開，本文認為，在採取內線交易主要在保護 

        市場法益之見解下，如知悉而未公開之情形下仍實施庫藏股，因庫藏股 

        之實施對於市場價格會產生波動，應予公開方得實施庫藏股，始符維持 

        證券市場之公正性，從而得依法主張豁免，如前述日本法上亦有相同規 

        定，即使於庫藏股實施後尚未結束前所發生之重大消息亦同；如實施庫 

        藏股之人主張並未知悉該重大消息，則應以公司是否建置中國牆、觀察 

        名單等資訊隔離措施來判斷。 

      2.如未伴隨其他重大消息： 

            實施庫藏股本身亦為一重大消息，實施庫藏股之行為人，應可認屬  

 依法令而為之行為，只要符合實施庫藏股之程序及要件，應得主張該實施

庫藏股之行為屬依法令而為之行為，從而得為豁免，為庫藏股實施之人，

自不得爲自己利益而買賣。而非實施庫藏股之內部人，可否以其僅知要實

施庫藏股而不知實施之確切時間及方式而主張仍得為自己買賣？如果建

置中國牆、觀察名單等資訊隔絕措施，或已申報預定交易計劃時，而仍得

買賣股票？參考前述日本法上之規定，內部人於實施庫藏股時均不得買賣

公司股票，而為免對內部人因此過多之限制，因應之道在於，待發行公司

公告庫藏股結束實施資訊後，內部人再進行買賣，或設定不實施庫藏股買

回的期間，內部人在相關期間內得為買賣等，如有而具體委由特定董事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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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該特定董事與其他內部人間，也可以藉由設置中國牆等方式因應。

本文認為於發行公司公告結束實施庫藏股及設定不實施庫藏股時間於我

國法上亦得為參考，但設置中國牆、觀察名單或以預定交易計劃方式而得

為買賣，應於通盤檢討我國庫藏股制度再一併研議，現階段恐不宜遽為納

入，但司法實務上行為人得以舉證方式證明其交易與知悉該重大消息並無

因果關係而為免責。 

 

    我國現行實務判決如行為人用轉投資公司為買賣，而實際上由行為人所操控

則其內線交易行為則仍受管制，未來將公司買回股份增訂為豁免條款時，應改變

我國現行司法和經濟部之實務見解，公司透過轉投資公司買回自己股份，並不違

反公司法第 167 條第 1 項規定，使得公司可藉由轉投資公司規避財務及數量管制，

亦造成經營者利用本身資金維持自己支配地位344。  

 

（二）基於依法所為之股份收買請求： 

    

        日本法上股東行使公司法上之股份收買請求權得為豁免事由，其所以不

適用內線交易限制，可解釋為重視保護公司法上之少數股東之權益，即使是

知悉公司重大消息之少數股東，亦得提出收買請求，且公司得以因應相關請

求，相對應於我國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86 條公司重大行為之股份收買請求

權、第 316 條之 2 合併之股份收買請求權應認為亦可於未來將公司納入內線

交易之行為主體時，一併納入豁免事由。惟應注意者為公司應藉由資訊公開

等程序，讓所有股東皆得有請求之機會。 

 

（三）依法令上義務而為之買賣等有償交易： 

                                                 
344 黃銘傑，〈自己股份買回與公司法〉，《公開發行公司法制與公司監控 法律與經濟之交錯》，頁

172-174，元照，200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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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法上規定如係基於法令上義務而為之買賣，因屬為盡該法令上義      

     務，從而不構成內線交易，於我國法上亦有相關規定： 

    （1）公平交易法第 13 條對於違反結合規範的處分措施，中央主管機關得禁 

    止其結合、限期命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之股份，是公司如依公平交   

    易委員會之行政處分而處分股份，應認屬依法令上之義務，配合公開原則， 

    應得為豁免。 

    （2）上市公司等之子公司因母公司股份取得之限制，而處分上市公司等股份 

    時，如我國公司法第 167 條第 3 項、第 4 項分別規定「被持有已發行有表決 

    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從屬公司，不得將控制公司之股份收買 

    或收回質物」、「前項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他公司已發行有 

    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合計超過半數者，他公司亦不得將控制公司及 

    其從屬公司之股份收買或收為質物」，公司如因此處分股票，配合公開原則， 

    應得為豁免。 

        另依主管機關命令而為之買賣，比如為補足董監事持股不足買進股票、 

    公司長期股權之淨額佔股東權益比率超限受證交所之指示賣出股票等，本文 

    認為應如同日本以授權命令方式列舉訂定各項因主管機關命令而為買賣情 

    形，並佐以資訊公開。 

        上述之公開原則，本文認為不需詳細具體特定到公告賣出之時點，如公 

    平會依公平交易法 13 條限期處分時，公司只要公告處分內容即可；而因違反 

    我國公司法第 167 條第 3 項、第 4 項而處分持股時，公司只要公告將處分之 

    期間；而依主管機關的命令而為買賣，至少應先就主管機關之命令為公告， 

    否則透過舉證責任轉換，由被告舉證其非因獲悉重大消息而為買賣之內線交 

    易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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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公開收購或對抗公開收購及併購下之合理行為 

 

（一）以公開收購人角度觀之： 

    

    日本取引府規制府令第 59 條第 1 項第 10 款及第 11 款規定，依知悉前計劃由

發行人或發行人以外之人進行之公開收購，係指知悉重大消息前即已決定公開收

購而仍為公開收購，且不因此改變收購條件及買入時期、數量等，則得為豁免，

此與預定交易計劃之概念相同，本文肯認之。但本文所進一步討論者為，公開收

購或併購時，因其本身是一重大消息，行為人本身因欲收購或併購而買賣股票，

是否構成內線交易？ 

    The MAD 及英國之 The CJA1993 規定，在公開收購或併購的場合，行為雖然

是基於有關他家公司的內部消息，但若是爲了取得該家公司的控制權或是為了合

併該家公司，該行為本身不構成內線交易，而此時該重大消息包括：1. 公開收購

人或併購人發出要約或考慮發出要約，2. 公開收購人或併購人透過應有的努力可

能會成功。至於判斷行為是否是「為了」取得目標公司的控制權或提倡與該公司

合併，應考量是否是針對目標公司股份為交易、是否該交易的「唯一」目標就是

要取得控制權或是促進合併的進行，即若主導收購或併購活動之人私底下為了自

己的利益而買賣該股票，會被認定為消息不當使用，從而構成內線交易。 

    我國實務判決345上編號 74 開發金併購金鼎證時之內線交易案，法院認為「以

形成併購金鼎證消息之開發金控本身於消息公開前執行相關決策併購金鼎證是否

構成內線交易而言，信賴關係理論及私取理論均難以適用，唯一需討論者僅餘資

訊平等理論，然此時應優先考慮者為開發金控在執行決策前是否有義務公開其決

策併購金鼎證之消息，而與投資大眾共享前開消息之利益？以前開資訊平等理論

                                                 
345 我國實務上公開收購所生之內線交易案另有表二編號 82 渣打收購新竹商案，但此案爭執重點為

重大消息之成立及知悉之時點，與其他收購案爭點皆在於重大消息相同，如編號 63 品佳案（股份

交換收購）、編號 69 力晶併旺宏案（於兩公司初始討論合作，即開始購買股票）、編號 83 綠點案（現

金收購）、編號 86 正利航業案及編號 89 宏基倚天案，本文認為這些案例並無豁免條款訂定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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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之，開發金控似負有公開義務，然資訊平等理論並無法合理說明何以開發金控

需事先公開併購訊息與其他投資大眾分享利益，且以開發金控本身利益及開發金

控股東利益是否買賣股票，對投資大眾之權益之保障亦有所兼顧，是於公司進行

併購時，自應限縮解釋資訊平等理論之適用範圍，始與實質公平正義法則較為相

合。綜上各點，開發金控執行其併購金鼎證決策前，並無需事先公開相關訊息之

義務，亦難認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內線交易之規定。」、「另

本案開發金控、開發工銀、開發國際於共同取得金鼎證已發行股份總數超過百分

之十時，業已依法進行申報之程序等情，有開發國際管理部林昭秋於九十四年九

月十二日簽呈在卷可佐，核與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所定事後公開義

務規定亦無違反，投資大眾業可藉此獲悉相關訊息而自行判斷是否買賣金鼎證股

票，對於投資大眾權益亦以兼顧。」。雖有認346本案被告非我國法下所規制之內部

人，且不應從資訊平等理論出發，外部人投資策略之執行應豁免於管制，並從市

場行為準則來看，任何人自行研究分析的結果及其擬定之投資意圖不能認定為內

線消息，是不宜以內線交易處理之。 

 本文較傾向實務見解，認本案仍有內線交易管制之必要性，而不論從比較法

上或我國法立法及實務來看，應可承認因公開收購或併購而生之重大消息，如行

為人皆依法申報而為公開收購或併購等行為，應得豁免而不構成內線交易，而公

開收購前建立投資部位，應認得一併為豁免，但應以行為人行為以公開收購或併

購為「唯一」目的為限。但從對抗公開收購需由董事會決議方得為實施來看，公

開收購或併購是否應有董事會決議委託為要件較為適當？日本法上超過有表決權

數百分之五即為公開收購，而相應對抗公開收購所為之措施即需有董事會之決議

授權而實施，我國法上如欲列入豁免條款，應宜以董事會決議為前提，編號 74 開

發金併購金鼎證案之所以造成風波，部分也是因為決策者是透過「權力中心」之

決定即為公開收購之準備及動用資金買賣股票，過程中並無任何監督機制，並不

                                                 
346 梁正，同註 323，頁 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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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公司治理。 

 

（二）以對抗公開收購角度觀之： 

 

    日本法上對抗公開收購而為之買入，依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166 條第 6 項第 4

款及施行令第 31 條之規定，以經過董事會委託為前提，且不論是否實際上公開收

購人是否有提出申報，只要會影響目標公司經營權之收購皆得為之，但爲避免目

標公司以對抗公開收購之名，行逃避內線交易之實，此項條款之適用以原本即持

有已發行股份表決權總數百分之五且再為買入之部分亦超過已發行股份表決權總

數百分之五，而僅超過原持有百分之五之部分方得為豁免，且買入僅包括繼受取

得，新發行之原始取得並不包括在內，本文認為如符合前述要件，應可屬得為豁

免。 

 

第四款 公權力措施 

 

  綜合歐盟法 IDD 第 2 條第 4 段、The MAD 前言第 32 段及第 7 條及英國法上 

CJASCHEDULE 1 有特殊抗辯（SPECIAL DEFENCES）之規定，內線交易禁止規範不

適用於歐洲中央銀行系統、中央銀行、政府指派之任何人或代表政府利益之任何

人，爲執行財政、貨幣、匯率、利率或公債管理政策之行為。 

    於我國法上國安基金曾引發「完美倒貨」之爭議，且中央銀行亦曾爆發疑似

內線交易之弊案347，國安基金於我國係依據國家金融安定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而

設置，其第一條即規定「為因應國內、外重大事件，以維持資本市場及其他金融

                                                 
347 轉引自賴英照，同註 5，頁 480，註 64，1993 年 9 月 16 日中央銀行曾爆發疑似內線交易的弊案，

經監察院調查結果，雖無明顯違法，但違法的可能性一直存在。中午 12 時請各行庫經理人員吃飯， 
14 時至 14 時 20 分請他們離去，15 時 30 分市場結束，14 時 30 分至 15 時 30 分之間有數十億之交

易，若說它沒有問題，誰會相信？銀行經理的親戚均知道銀行的存款利率準備率下降，而銀根充裕

利率亦會下降，預期未來公債會漲價，因而先買下公債，俾便套利的情況下，有何法律可以規範？，

立法委員因而提案將公務員及重大政策納入規範，但無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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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穩定，確保國家安定」為設置國家金融安定基金之目的，第 8 條348則規定國

安基金入場之要件，第 16 條349則規定操作國安基金人員之保密義務，本文認為公

共政策或公權力之行使，前者如匯率、利率管制、國安基金之進出；後者如證券

交易所將特定公司列為例外查核對象，核其行為將該當內線交易之構成要件，是

應參考歐盟及英國法上之規定，由國家指派之人，爲執行財政、貨幣、匯率、利

率或公債管理政策之行為，縱形式上符合「行為犯」之要件，應認屬公權力措施

之實施，而應為豁免，惟其如於執行公務外，私下為買賣股票之行為，則不得以

此主張豁免於內線交易之處罰。  

 

第五款  安定操作 

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施行令第 20 條及第 26 條、The MAD 前言第 33 段、第 8

條及 2003 買回股份以及金融工具安定操作豁免規則規定，符合要件下，對金融商

品價格之安定操作或買回計劃中買賣自有股票之行為，均可視為合法，不應為市

場濫用，該規則規定，爲達順利發行之目的，安定操作只能在限定之時間內實施，

第 8 條第 2 項規定於證券首次公開發行公告交易之日起三十日內，或於二次公開

發行相關證券最終價格充分揭露之日起至分配日後三十日內所進行之安定操作。

第 10 條則規定進行安定操作之證券，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高於市場對於該證券

的報價。且安定操作應由專業投資公司或信用機構實施。在交易完成 7 日內，應

                                                 
348 因國內、外重大事件、國際資金大幅移動，顯著影響民眾信心，致資本市場及其他金融市場有

失序或有損及國家安定之虞時，得經委員會決議，動用第四條第一項之可運用資金辦理下列事項： 
一、於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 
二、於期貨市場進行期貨交易。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事項。 
前項資金之動用、操作規劃之執行，得委託專業機構辦理之；其委託相關事宜，由委員會定之。 
349下列各款之人，獲悉委員會之決議事項、操作計劃應行保密，不得於第八 
條所定之市場為買入或賣出行為： 
一、第五條第二項之管理委員會委員。 
二、第七條之執行秘書與工作人員。 
三、第八條所定接受委員會委託之專業機構從業人員。 
四、從前三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者。 
違反前項規定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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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主管機關報告所有安定操作的細節。 

安定操作實際上屬於操縱市場之一種，亦可成有內線交易之問題，原則上應

受到禁止的，但考量募集、出售有價證券時，因為在短時間內會有大量有價證券

流入有價證券市場等，破壞供需平衡，造成市價下跌，可能難以進行募集或出售，

所以只有在為了讓方便進行有價證券之募集、出售時，在符合一定要件下，不受

禁止。 

爲了增加安定操作的透明性，在實際進行安定操作之前，應向公眾充分揭露

相關重要資訊包括應當揭露可能進行安定操作之事實、期間、人員的身分、交易

量，但不一定保證會實施，並且有隨時停止之可能，表明安定操作的主要目標在

於支持該證券的市場價格。 

    之所以進行安定操作得為豁免，主要也在維持資本市場之安定，並根據法令

規定嚴格要件及程序，是即使知悉上市公司重大消息等之人進行，因買賣等之進

行很明顯地與知悉相關重要事實無關，為了不損害投資人對證券市場公正性與健

全性之信賴，因此規定其不適用內線交易限制。 

    針對安定操作，我國法上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28 條第 4 項規定，證券商辦理上

市有價證券之承銷或再行銷售，得視必要進行安定操作交易，其管理辦法由證券

交易所訂定，並應函報金管會核定，依同規則第 26 條第 3 項訂定臺灣證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有價證券安定操作交易管理辦法，該辦法第 2 條350明訂安定操

作的定義，第 3 條351規定進行安定操作之要件，第 4 條352規定安定操作之交易對

象，第 5 條至第 7 條353分別規定安定操作之買進價格、交易期間、事前申報程序，

                                                 
350 第 2 條本辦法所稱安定操作交易係指主、協辦承銷商為順利達成有價證券之募集與發行，於得

進行安定操作期間，自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購買已發行之同一有價證券。前項所稱之購買，係

於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買進或買進成交之行為。 
351 第 3 條下列承銷案件得進行安定操作交易：一、現金增資採全數提出承銷且全數辦理詢價圈購

配售者。二、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辦理公開招募案件採全數辦理詢價圈購配售者。 
352 第 4 條安定操作以主辦承銷商為交易之主體，其無自營部門者得委託其他證券商執行安定操

作。主、協辦承銷之證券商於可安定操作期間不得賣出所承銷之同一有價證券，但賣出價格高於承

銷價者不在此限。 
353 第 5 條安定操作之買進價格不得高於承銷價。第 6 條得進行安定操作交易期間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現金增資採全數提出承銷且全數辦理詢價圈購配售者，為於對外承銷之繳款開始日至股款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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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至第 10 條354則規定安定操作事後報告書之記載、公開之方式；另外公司募

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3 條第 3 項第 3 款及金融業募集

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及第 3 條第 2 項第 3 款亦規定公開說

明書之封面，應於右上角刊印普通股股票代碼，並依序刊印下列事項：現金增資

如擬依規定採安定操作者，應註明「本次現金增資所發行之股票，為因應證券市

場價格之變動，證券承銷商必要時得依規定進行安定操作」。 

    由上述規定可知，我國對於安定操作亦有相關規定，證券商進行安定操作時，

應認得為豁免事由，但同時應採取有效之消息隔絕制度，避免證券商自營部門消

息相互流通。 

 

第三節  小結 
 

    本文認為雖內線交易應否管制之理論爭論未休，但從各國立法實務上對內線

交易之管制愈來愈嚴格可知，已難認無管制之必要，雖因證據蒐集上之不易，有

刑事責任立法之國家，實務上皆產生定罪率過低之情形，但本文仍肯認內線交易

管制之必要性。 

    本文從內線交易所欲保護之法益出發重新建構內線交易之概念，管制理論上

向有關係論及市場論之爭，從本文所做之實證判決分析來看，侵害法益性質多以 

                                                                                                                                               
憑證上市掛牌日前一日截止。二、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辦理公開招募案件採全數辦

理詢價圈購配售者，為於對外承銷之繳款開始日至股票發放日前一日截止。第 7 條主、協辦承銷商

應於前條規定得進行安定操作期間前一日，由該主辦承銷商彙總填具申報書向本公司申報並副知行

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主管機關) 。前項申報書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一、執行安

定操作之主辦承銷商及其營業所在地。二、進行安定操作之有價證券名稱及種類。三、進行安定操

作之地點。四、進行安定操作之時機、預定期間及開始日。五、計劃用於安定操作之資金總額。 
六、主、協辦承銷商於得進行安定操作期間開始日之前十日，於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買賣之明細。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354 第 8 條進行安定操作之主辦承銷商應每日逐筆記載安定操作交易情形，並於安定操作期間，由

主辦承銷商彙總作成安定操作報告書，向本公司申報並副知主管機關。前項報告書內容應包括下列

事項：一、買進成交之有價證券數量及價格。二、買進之有價證券數量及價格。三、買進而未成交

之有價證券數量及價格。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第 9 條第七條及第八條之安定操作申報

書及報告書，應於申報本公司時將副本抄送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

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供公眾閱覽，該閱覽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第

10 條本公司應於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以基本市況報導方式揭露前一日安定操作交易買進及買進

成交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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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平等」、「證券市場之公正性、健全性之信賴」及「保護投資人」為立論，

並參考我國立法目的、歷次修法對於內線交易規範之標的、重大消息之定義、公

開方式之規定及責任設計，我國亦無忠實義務之傳統，是本文主張應以市場論之

做為我國內線交易所欲保護之法益，即以「整體市場的誠信與投資人信心」為法

益核心價值，並為確保投資人之信心，進一步擴及投資人之財產法益，市場論追

求的法益可拆解為兩部份：一為市場完整、誠信與投資人信心（整體市場面相觀

察）；另一則為個別投資人財產法益的保障。以前者為基礎所架構出來的為行政責

任與刑事責任，以後者為核心所形成的則為民事賠償責任，於採取市場論之觀點

下，建構本文之豁免條款。 

    我國實務及學說多數認為只要符合「獲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

格之消息」及「在該消息未公開前，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

股票，買入或賣出」此二要件即可成立內線交易之見解，在市場論下有無修正之

空間？首先，針對其中「獲悉」於 2010 年修法後改為「實際知悉」，本文認為應

採「知悉說」，而該「知悉說」之定性為凡買賣時知悉重大消息者，即屬利用該重

大消息，將舉證責任轉移至行為人，可兼顧因果關係之要求及克服舉證困難，對

於制裁內線交易有方有助益；再者，內線消息影響股價相反方向之買賣或是行為

人是否有獲利，僅為判斷行為人是否「知悉」之情況證據，不因此影響內線交易

之成罪與否；其次，現行法下公司法人本身交易自家股票不成罪，實務更進一步

認為法人董監事亦因此不成罪，本文認為如果能證明是由自然人實質控制人事、

財務或業務經營，並以公司名義為內線交易，則應由該自然人負責；如係法人董

監事違反內線交易之規範，現行法下可依證券交易法第 179 條355處罰其為行為人

之人，不構成自由刑難以執行的問題；於立法上並應考量公司本身為內線交易行

為而受罰金刑之可能；最後，重大消息之定義在市場論下應予擴張，政府重大政

策、公權力行使都應予包括，不論資訊是否出自公司本身，或者與公司產業榮枯

                                                 
355 證券交易法第 179 條 法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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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之重大消息，即使來自外界，亦應屬之。 

在我國採符合前揭二要件即構成內線交易之法制下，本文主張豁免條款應設

計為阻卻違法事由，我國修正草案依據美國法上之 Rule10b5-1 而引進「預定交易

計劃」之規定，日本及歐盟實亦有類似規定，但我國法上以書面為限，方得為「預

定交易計劃」之抗辯，範圍較美國法小，本文認為草案衡量引進初始、俾免濫用

而採用事前申報、事後公告之管制方式，以訂立書面載明日期、存續期間、買賣

數量、價格、執行日期及受委任執行有價證券買賣之人，除有意圖規避之情形外，

得主張豁免，應值贊同，我國實務在表二編號 7 順大裕案、編號 41 大東紡織案、

編號 51 茂矽案採認被告就此之抗辯而判被告無罪之例，但亦有如編號 79 九德案

不採之例，草案將如何方得主張「預定交易計劃」為具體之規定，確有助於降低

法適用上的不確定性及提高可預測性。 

雖現行法下公司法人並非內線交易之行為主體，本文於立法論上主張法人亦

應為內線交易之主體，得以罰金刑規制之，如未來立法上將法人納入同受內線交

易規範時，則其「依法令所為之買賣」，包括公司買回自己股份、應股東請求而依

法之收買(如我國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86 條公司重大行為之股份收買請求權、第

316 條之 2 合併之股份收買請求權)、依法令上義務而為之買賣(如依公平交易法第

13 條對於違反結合之措施予以處分、依公司法第 167 條第 3 項及第 4 項處分股票)，

應認公司得主張豁免條款，惟同時亦應配合公開原則。 

於公開收購或對抗公開收購及併購下之合理行為，以公開收購人或併購人角

度觀之，如買賣唯一之目標是為了取得控制權或促進合併的進行，應屬合理行為，

從而資訊平等原則予適度之限縮，我國實務上於開發金併購金鼎證案即為此種見

解，以對抗公開收購角度觀之，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166 條第 6 項第 4 款及施

行令第 31 條之規定可資參考，即只要公司經過董事會決議委託，扣除原持有以發

行表決權總數部分之買入得主張豁免。 

本文亦認為國安基金進出股市與中央銀行調節匯率及利率等公權力措施，係



 221

由國家指派之人，爲執行財政、貨幣、匯率、利率或公債管理政策之行為，綜形

式上符合「行為犯」之要件，應亦得主張豁免。 

安定操作於比較法上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施行令第 20 條及第 26 條、The MAD

前言第 33 段、第 8 條及 2003 買回股份以及金融工具安定操作豁免規則皆有規定，

主要在維持資本市場之安定，並根據法令規定嚴格要件及程序，是即使知悉上市

公司重大消息等之人進行，因買賣等之進行很明顯地與知悉相關重要事實無關，

為了不損害投資人對證券市場公正性與健全性之信賴，因此規定其不適用內線交

易限制，是以我國法上如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28 條第 4 項規定所為之安定操作，

亦應為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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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 

禁止內線交易已為我國全民共識，我國內線交易之立法，行為主體上包括公

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公司法第 27 條之法人代表董事、持股超過百分之 10

之大股東、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及喪失前述身分未滿 6 個月者，及

從上開內部人處獲悉消息之人亦為管制之對象，實務上對於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

之界定及消息受領人之範圍尚有爭議，且基於消息傳遞者如未買賣股票，是否和

有買賣股票之消息受領者，以共同正犯論之，亦或課以內線交易以外之罪，實務

上有所分歧，另公司為內線交易有兩種情形，其一為「公司董事利用公司名義進

行內線交易」，另一種則為「公司自己進行內線交易」，前者如無法證明買賣股票

資金由該董事提供，或有管理、使用及處分之權益等符合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

條之情形，則無法認定成罪，此亦為表二編號 71 中國信託併兆豐金案及編號 74

開發金併金鼎證案中，法院認定被告無罪之理由之ㄧ，後者因現行法下不處罰法

人，亦無法加以規範，本文認為「公司董事利用公司名義進行內線交易」，如僅因

前揭情形無法成罪，而以其他處罰較輕如背信之方式處罰，是否形成漏洞？亦深

值探討，「公司自己進行內線交易」之情形，似有將公司納入內線交易之行為主體，

而課以罰金刑之討論空間；行為客體上則僅包括股票、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及

公司債及就非具股權性質之公司債僅規範賣出行為，目前不包括政府公債，範圍

較小，面對衍生性金融商品種類日益繁多，可見的未來，規範行為客體將受挑戰，

而有進一步調整之空間；於主觀構成要件上，學說及實務上多數採「獲悉說」，本

文亦認採「獲悉說」為宜，行為人只要符合「獲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

票價格之消息」及「在該消息未公開前，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之股票，買入或賣出」此二要件即可成立內線交易，檢察官無庸證明行為人「實

際知悉」重大消息與買賣股票間之因果關係；重大消息此一構成要件要素係我國

實務上爭議最多之處，金管會亦訂定重大消息管理辦法加以規制，本文認為，重

大消息牽涉個案事實之認定，難有一抽象之標準，但重大消息所規範的是資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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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事實，故該消息是否成立或成真並非認定重大消息之必要之點，應著重於該消

息是否會影響行為人之決定；就公開此一構成要件要素而言，實務上目前標準不

一，本文認為應從保護一般投資人之觀點而論，以一般投資人是否能信賴此依公

開資訊而為判斷較為合理。 

    內線交易法律責任之立法逐漸朝向重刑化之趨勢，現為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

期徒刑，但從實證分析可知除審理時間較長、未確定案件偏高外，確定案件中被

告有罪之比例亦不高，有罪之部分，宣告刑多為 6 個月以下，併為緩刑宣告，但

經研究亦有少數超過 6 個月之宣告刑，且被告亦已入監服刑之例。  

比較法上美國法主要以信賴關係理論為出發，日本法上則較偏向市場論、歐

盟法及英國法亦明白採取市場論，不過無論是採關係論或是市場論立法的國家，

現今似有彼此靠攏之趨勢，比較法上之豁免規定，如行為本身根本非我國內線交

易所規制之對象、根本不在內線交易構成要件涵攝之範圍，僅為明文加以確認重

申或為我國尚未開放之制度，則其相關豁免條款規定，並無參考之需要，本文認

為不宜納入我國制定豁免條款之考量。 

本文認為從立法目的來看，內線交易規範之理由在於資訊取得之公平性，以

維護市場健全及公平性，故本文採「市場論」之見解，而在重刑化及肯認我國實

務及學說多數認為只要符合「獲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

及「在該消息未公開前，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買入

或賣出」此二要件即可成立內線交易下，將「知悉說」定性為凡買賣時知悉重大

消息者，即屬利用該重大消息，將舉證責任轉移至行為人，可兼顧因果關係之要

求及克服舉證困難，對於制裁內線交易有方有助益，但確可能行為人雖「知悉」

該重大消息，惟買賣行為和「知悉」並無因果關係之情形，是有訂定豁免條款之

必要。  

本文主張豁免條款應設計為阻卻違法事由，我國修正草案依據美國法上之

Rule10b5-1 而引進「預定交易計劃」之規定，日本及歐盟亦有類似規定，我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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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以書面為限，方得為「預定交易計劃」之抗辯，範圍較美國法小，本文認為應

值贊同，本文認為於公開收購或對抗公開收購及併購下之合理行為、公權力措施、

安定操作亦有增訂豁免條款之空間。 

未來立法上將法人納入同受內線交易規範時，則公司「依法令所為之買賣」，

包括公司買回自己股份、應股東請求而依法之收買(如我國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86

條公司重大行為之股份收買請求權、第 316 條之 2 合併之股份收買請求權)、依法

令上義務而為之買賣(如依公平交易法第 13 條對於違反結合之措施予以處分、依公

司法第 167 條第 3 項及第 4 項處分股票)，應認公司得主張豁免條款，惟同時亦應

配合公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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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166 條第 1項、第 3項及第 6項中譯

暨原文對照 

 

第 166 條第 1 項： 

下列各款所稱之人(下稱公司內部人)，經由下列各款所定之途徑獲悉該各款所定

上市公司之業務等有關重要事實者（為該上市公司子公司之公司內部人者以關於

該子公司業務等之重要事實，以次項第 5 款至第 8 款規定者為限，以下同），於重

要事實未公開前，不得買賣該上市公司之特定有價證券或為其他有償之贈與、受

讓或為有價證券指數等之期貨交易、有價證券選擇權交易、外國市場證券期貨交

易或有價證券店頭衍生性商品交易（下稱「買賣等」）。本條禁止內線交易之規定，

對於該上市公司內部人喪失其內部人身分一年以內者，適用之: 

（一）該上市公司（含該上市公司之母公司及子公司，於本項以下同）之董事、 監

察人、為其查核之會計事務所之職員、代理人、使用人及其他負責人（於本條及

次條下稱經理人），因職務關係獲悉消息者。 

（二）於該上市公司具公司法第 433 條第 1 項所規定權利之股東、優先出資法規

定之普通出資者中依內閣府命令具有類似前述權利者，或依公司法同條第 3 項規

定權利之股東（該股東或普通出資者或社員為法人時（含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

非法人團體，於本條及次條以下同）含董事等，於該股東或普通出資人為非法人

時，其代理人或使用人）因有權閱覽公司會計帳簿或相關書類，而獲悉消息者。 

（三）對該上市公司具有基於法令之權限，因行使該權利獲悉消息者。 

（四）與該上市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以外之人(該人為法人時含董事等，非

法人時，則含代理人或使用人)與公司簽訂契約或為締約之交涉者，因該項契約之

簽訂、交涉或履行而獲悉消息者。 

（五）第 2 款或前款之人為法人時其董事等因職務而獲悉消息者（該法人之其他

董事，則以其因第 2 款或前款事由知悉該公司業務等重要事實為限）：例如證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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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包銷部門之負責人所取得之情報，營業部門之人因職務而知悉該重大消息。 

 

第 166 條第 3 項: 

經公司內部人（包括第 1 項後段規定之人，下同）處知悉該重大消息或職務上獲

知該重大消息，則在該重大消息尚未公開時，不得為有價證券之買賣。 

 

第 166 條第 6 項: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於下列情況不適用之： 

（一）依公司法第 20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含優先出資法所定之優先出資者所得

行使之認購權)而取得股票者(含優先出資法所定優先出資證券)。  

（二）因行使新股認購權取得股票者。 

（二之二）行使特定有價證券選擇權而買賣該特定有價證券。 

（三）  依公司法第 116 條第 1 項、第 469 條第 1 項、第 785 條第 1 項、第 797

條第 1 項含依第 806 條第 1 項規定請求公司買回其股份或其他基於法令上之義務

所為之買賣亦同。 

（四）為對抗該上市公司之股票等(第 27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之股票)依同項所為之

公開收購或政令所定公開收購之行為，依該上市公司等之董事會之委託，收購或

其他有償受讓該上市公司等之特定有價證券等或特定有價證券等之買賣相關之選

擇權(時，不適用法 166 條 1 項及 3 項之內線交易限制。 

（四之二）依公司法第 156 條第 1 項(含依同法第 163 條及第 165 條第 3 項規定適

用之情形，以下本款同)規定或相當之國外法令規定，依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或基

於相當之國外法令規定所為決議取得買回自己股份之該上市公司等。於公告買回

決議後，基於決議買入上市公司股票或表彰股票相關權利之存託憑證(，或股票等

相關之選擇權時，不適用法 166 條 1 項及 3 項之內線交易限制。 

（五）進行第 159 條第 3 項之政令規定買賣之情形。 

（六）公司債(附新股認購權債券除外)及其它依政令規定認屬有價證券買賣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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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內閣府令規定則為除外）。 

（七）本條第 1 項或第 3 項規定之人，不經由證券交易所或是店頭市場而為之買

賣，但買賣雙方當事人，知悉該上市股票之後續買賣將違反第 1 項或第 3 項之規

定者，不在此限。 

（八）上市公司在知悉第 1 項規定知悉重要事實前所簽訂之契約，或於知悉重要

事實前依照計畫買賣的情形或其他顯然基於特別情事而為之交易且該交易符合內

閣府令所規定之標準者。 

 

金融商品取引法第百六十六条  次の各号に掲げる者（以下この条において「会

社関係者」という。）であつて、上場会社等に係る業務等に関する重要事実（当

該上場会社等の子会社に係る会社関係者（当該上場会社等に係る会社関係者に

該当する者を除く。）については、当該子会社の業務等に関する重要事実であつ

て、次項第五号から第八号までに規定するものに限る。以下同じ。）を当該各号

に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り知つたものは、当該業務等に関する重要事実の公表がさ

れた後でなければ、当該上場会社等の特定有価証券等に係る売買その他の有償

の譲渡若しくは譲受け又はデリバティブ取引（以下この条において「売買等」

という。）をしてはならない。当該上場会社等に係る業務等に関する重要事実を

次の各号に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り知つた会社関係者であつて、当該各号に掲げる

会社関係者でなくなつた後一年以内のものについても、同様とする。  

  一  当該上場会社等（当該上場会社等の親会社及び子会社を含む。以下この

項において同じ。）の役員（会計参与が法人であるときは、その社員）、代理人、

使用人その他の従業者（以下この条及び次条において「役員等」という。） そ

の者の職務に関し知つたとき。  

  二  当該上場会社等の会社法第四百三十三条第一項 に定める権利を有する

株主若しくは優先出資法 に規定する普通出資者のうちこれに類する権利を有

するものとして内閣府令で定める者又は同条第三項 に定める権利を有す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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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これらの株主、普通出資者又は社員が法人（法人でない団体で代表者又は

管理人の定めのあるものを含む。以下この条及び次条において同じ。）であると

きはその役員等を、これらの株主、普通出資者又は社員が法人以外の者である

ときはその代理人又は使用人を含む。） 当該権利の行使に関し知つたとき。  

  三  当該上場会社等に対する法令に基づく権限を有する者 当該権限の行

使に関し知つたとき。  

  四  当該上場会社等と契約を締結している者又は締結の交渉をしている者

（その者が法人であるときはその役員等を、その者が法人以外の者であるとき

はその代理人又は使用人を含む。）であつて、当該上場会社等の役員等以外のも

の 当該契約の締結若しくはその交渉又は履行に関し知つたとき。  

五  第二号又は前号に掲げる者であつて法人であるものの役員等（その者が役

員等である当該法人の他の役員等が、それぞれ第二号又は前号に定めるところ

により当該上場会社等に係る業務等に関する重要事実を知つた場合におけるそ

の者に限る。） その者の職務に関し知つたとき。 

３  会社関係者（第一項後段に規定する者を含む。以下この項において同じ。）

から当該会社関係者が第一項各号に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り知つた同項に規定する

業務等に関する重要事実の伝達を受けた者（同項各号に掲げる者であつて、当

該各号に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り当該業務等に関する重要事実を知つたものを除

く。）又は職務上当該伝達を受けた者が所属する法人の他の役員等であつて、そ

の者の職務に関し当該業務等に関する重要事実を知つたものは、当該業務等に

関する重要事実の公表がされた後でなければ、当該上場会社等の特定有価証券

等に係る売買等をしてはならない。  

６  第一項及び第三項の規定は、次に掲げる場合には、適用しない。  

一  会社法第二百二条第一項第一号 に規定する権利（優先出資法 に規定する

優先出資の割当てを受ける権利を含む。）を有する者が当該権利を行使するこ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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により株券（優先出資法 に規定する優先出資証券を含む。）を取得する場合  

 二  新株予約権を有する者が当該新株予約権を行使することにより株券を取

得する場合  

 二の二  特定有価証券等に係るオプションを取得している者が当該オプショ

ンを行使することにより特定有価証券等に係る売買等をする場合  

 三  会社法第百十六条第一項 、第四百六十九条第一項、第七百八十五条第一

項、第七百九十七条第一項若しくは第八百六条第一項の規定による株式の買取

りの請求又は法令上の義務に基づき売買等をする場合  

 四  当該上場会社等の株券等（第二十七条の二第一項に規定する株券等をい

う。）に係る同項に規定する公開買付け（同項本文の規定の適用を受ける場合に

限る。）又はこれに準ずる行為として政令で定めるものに対抗するため当該上場

会社等の取締役会が決定した要請（委員会設置会社にあつては、執行役の決定

した要請を含む。）に基づいて、当該上場会社等の特定有価証券等又は特定有価

証券等の売買に係るオプション（当該オプションの行使により当該行使をした

者が当該オプションに係る特定有価証券等の売買において買主としての地位を

取得するものに限る。）の買付け（オプションにあつては、取得をいう。次号に

おいて同じ。）その他の有償の譲受けをする場合  

  四の二  会社法第百五十六条第一項 （同法第百六十三条 及び第百六十五条

第三項 の規定により読み替えて適用する場合を含む。以下この号において同

じ。）の規定又はこれらに相当する外国の法令の規定による自己の株式の取得に

ついての当該上場会社等の同法第百五十六条第一項 の規定による株主総会若

しくは取締役会の決議（委員会設置会社にあつては、執行役の決定を含む。）（同

項 各号に掲げる事項に係るものに限る。）又はこれらに相当する外国の法令の

規定に基づいて行う決議等（以下この号において「株主総会決議等」という。）

について第一項 に規定する公表（当該株主総会決議等の内容が当該上場会社等



 241

の業務執行を決定する機関の決定と同一の内容であり、かつ、当該株主総会決

議等の前に当該決定について同項 に規定する公表がされている場合の当該公

表を含む。）がされた後、当該株主総会決議等に基づいて当該自己の株式に係る

株券若しくは株券に係る権利を表示する第二条第一項第二十号に掲げる有価証

券その他の政令で定める有価証券（以下この号において「株券等」という。）又

は株券等の売買に係るオプション（当該オプションの行使により当該行使をし

た者が当該オプションに係る株券等の売買において買主としての地位を取得す

るものに限る。以下この号において同じ。）の買付けをする場合（当該自己の株

式の取得についての当該上場会社等の業務執行を決定する機関の決定以外の第

一項に規定する業務等に関する重要事実について、同項に規定する公表がされ

ていない場合（当該自己の株式の取得以外の同法第百五十六条第一項 の規定又

はこれらに相当する外国の法令の規定による自己の株式の取得について、この

号の規定に基づいて当該自己の株式に係る株券等又は株券等の売買に係るオプ

ションの買付けをする場合を除く。）を除く。）  

  五  第百五十九条第三項の政令で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り売買等をする場合  

  六  社債券（新株予約権付社債券を除く。）その他の政令で定める有価証券

に係る売買等をする場合（内閣府令で定める場合を除く。）  

  七  第一項又は第三項の規定に該当する者の間において、売買等を取引所金

融商品市場又は店頭売買有価証券市場によらないでする場合（当該売買等をす

る者の双方において、当該売買等に係る特定有価証券等について、更に第一項

又は第三項の規定に違反して売買等が行われることとなることを知つている場

合を除く。）  

  八  上場会社等に係る第一項に規定する業務等に関する重要事実を知る前

に締結された当該上場会社等の特定有価証券等に係る売買等に関する契約の履

行又は上場会社等に係る同項に規定する業務等に関する重要事実を知る前に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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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された当該上場会社等の特定有価証券等に係る売買等の計画の実行として売

買等をする場合その他これに準ずる特別の事情に基づく売買等であることが明

らかな売買等をする場合（内閣府令で定める場合に限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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