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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投資人保護之法理在於確立企業內容公開制度，使企業提供投資判斷之重要
資訊，以為投資人投資決定之依據，因此投資人自己責任原則才能建立。不過，
公開義務之履行卻成為發行企業之重大負担，甚至怯於利用資本市場籌措資金。
職是如何取得兩者之平衡而於不妨礙投資人保護目的之前提下，減輕發行企業之
負担，成為一重要課題。因此本研究計劃乃考察美、日等先進國家有價證券公開
發行之法律規制，由其中所獲得之啟示以反省我國制度，並作為修法之參考。尤
其日本與我國同屬大陸法系國家，且社會文化背景相似，其許多規定雖仿效美國
但予以修正，以配合國內環境，乃值吾等留意。
美、日等國為減輕發行企業負担，皆有發行申報免除與發行簡素化之規定。
發行申報免除包括適用免除證券、少額免除與私募免除等制度存在；發行簡素化
包括統合公開制度與總括申報制之實施。於比較法研究上，我國仍有引進少額免
除制度與實施統合公開制度之必要；且於私募制度上仍有所不足，例如公開發行
公司私募股份所附加之再轉讓限制，是否違反股份轉讓自由原則，乃值指摘。至
於公開發行書類不實記載之民事賠償責任，其因果關係之存在，受害投資人似難
依美國法院之「詐欺市場理論」免除舉證責任；不過美、日兩國對於損害賠償計
算方式以法律明文規定採回復原狀原則並賦予減額抗辯權，此有利於投資人提出
求償，乃值吾等參酌。

關鍵詞：有價證券、 投資人保護、 公募、 私募、 總括申報制、 統合公開制
度、公開說明書、 發行申報免除。

Abstract
The legal basis for protecting the interest of investors is to ensure that business
establishes a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so that business is to provide 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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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information for making investment decision. By doing so, investors can hold
their own responsibility with their investing. However, fulfilling the obligation of
establishing a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becomes a huge burden to the
companies that excise the public offering. Because of this, businesses sometime are
reluctant to raise fund from the capital market. As a result, it becomes an important
issue to have a compromise between protecting the interest of investors and
alleviating the burden of business excising public offering.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aimed at examining the regulations of securities public offering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USA and Japan.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can be refereed to
should ROC securities regulation be revised in the future. As both Japan and ROC
excise continental law system and have similaritie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Japan securities regulations, though mainly adopted from US but modified to suit its
domestic environment, are worthwhile to be examined
To alleviate the burden of companies excising public offering, exemption of
registration and simplified offering are accommodated in the regulations in countries
such as US and Japan. Exemption of registration is applicable to some securities
which are exempted, securities offering whose sums are below set limit, and private
offering. Simplified offering includes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ed disclosure system and
shelf registration system. From the aspect of comparative laws, it might be necessary
to adopt the exemption system for offering with sums below set limit and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ed disclosure system. There exist deficiencies in regulations for private
offering system. For instance, public offering companies raise fund with private
offering by imposing rules to restrict share transferring, a possible viol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unrestricted share transferring. As far as the responsibility involved in
civil law suit for inaccurate information in public offering document is concerned,
those investors who suffer the loss due to such information, appear not be able to be
exempted from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viding evidences by the practice of US court’s
“ Fraud on the Market Theory.” However, both Japan and US regulate the method of
calculating the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by adopting the measure of rescissory
damage and by giving the reduced amount in protesting right. These make it easier for
investors to file for compensation. Such measures are worthwhile to be consul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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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劃報告內容
投資人保護之意義不在於保證有價證券本身之價值，蓋證券投資本來即具風
險，證券價格之正常漲跌風險，投資人須自行負責，性質上乃異於銀行存款，保
證本金利息之支付。不過投資人自行負責之前提，必須投資人立於足以判斷投資
風險之地位，從而判斷錯誤致投資失敗，亦為自己責任。換言之投資人保護之法
理在於確立企業內容公開制度，使企業提供投資判斷之重要資訊，以為投資人投
資決定之依據，至於現實上投資人是否利用或因自己怠惰不予以利用，則聽任之
而非法律所能干涉。職是，有價證券公開發行之法律規制即以企業內容公開制度
之確立為其骨幹，以「賣主之注意義務」取代「買主之注意義務」，對於企業之
賣主課予積極公開義務，所以美國之連邦證券法又稱為證券「真實」法。企業賣
主積極公開之資訊必須正確且完全，甚至包括不利於己之情報。而為確保投資人
作合理投資決定之可能，企業利用資本市場公開發行有價證券時必須製作公開書
類，向主管機關申報並提供投資人閱覽。此形成發行企業之重大負担，甚至致企
業對資本市場之利用怯步。因此本研究計劃乃考察美、日等先進國家有價證券公
開發行之法律規制，於不妨礙投資人保護之目的上如何減輕發行企業之負担，同
時如何加強民事責任以確保發行公開之實效性，從而反省我國之制度並作為修法
之參考。尤其日本與我國同屬大陸法系國家，且社會文化背景相似，其許多規定
雖仿效美國之制度而予以修正，以配合國內環境，乃值吾等留意。
依本計劃之考察，為減輕發行企業之負担於美、日等國皆有發行申報免除、
與發行簡素化之規定。發行申報免除包括適用免除證券、少額免除與私募免除等
制度存在。適用免除證券乃謂投資人投資該等證券無風險或可依其他法律獲得保
護，故無須再令發行企業履行公開義務；少額免除乃謂證券募集總價額較小，應
募購入證券之投資者人數有限，保護實益較小故無須令發行企業履行公開義務，
以減輕負担；私募免除乃謂以少人數之投資人或適格投資家為募集對象，其保護
實益小或無須依賴公開制度之保護。其中我國並無少額免除制度存在，不過斟酌
投資人保護之必要性，於減少有價證公開發行障礙之權衡上，少額免除制度之引
進仍值參酌。至於私募免除之範圍，美國以認可投資人及非認可之少數證券取得
人為私募之範圍，不過該少數人須具有金融商業之知識與經驗而非一般投資人；
又私募證券取得人為避免被認定為證券承銷商，故有轉讓禁止期間與少量轉讓之
限制存在。而日本規定「僅對適格機關投資家之勸誘」與「對少人數之勸誘」，
同時為避免發行企業利用私募迴避公開義務，故私募證券仍須符合「轉讓與適格
機關投資家或多數人可能性很少」之要件，其具体方式以行政命令明確依證券種
類規定包括轉讓限制之記載或發行張數之限制等。我國之私募制度與美國相同，
除人數基準外另有轉讓禁止與少量轉讓之限制；不過 35 人以下之基準僅限於適
格特定投資人而已，因此私募範圍相當狹小。而公開發行公司私募股份，所附加
再轉讓之限制，是否與股份轉讓自由原則有所衝突？是以日本排除公開發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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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份或含有股份性質證券之可能性，乃值得參酌。
發行簡素化包括公開制度之統合與發行總括申報制，其實施乃基於效率市場
理論。公開制度之統合指流通市場與發行市場公開制度之統合，使發行市場之公
開書類製作簡化而可以直接利用流通市場之情報，以減輕發行企業之負担；同時
為確保發行企業之情報已充分反映於市場而為投資人所知悉，實施統合制度之企
業必須符合繼續公開之要件及市場交易狀況之要件。因此美國之發行公開書類分
三種樣式，即 S1、S2、S3，而日本亦分三種樣式，即一般方式、編入方式、參
照方式等。發行總括申報制乃謂發行企業對於預定發行之證券事前提出申報後，
於預定期間內隨時發行證券而不必再提出申報，此有利於企業籌措資金之機動
性。可以利用發行總括申報制者，於美國為採 S3 樣式申報書之企業而日本為採
參照方式之企業。我國對於發行簡素化上，公開制度之統合尚付之闕如而總括申
報制之採用亦僅限於公司債之發行而已，但為使企業更能機動的籌措資金並減輕
負担，於不妨礙投資人取得企業內容情報之前提下，應統合兩市場之公開制度及
擴充總括申報制之適用範圍才是。
公開發行書類不實記載之民事賠償責任，美國法院依「詐欺市場理論」未必
須使投資人證明不實記載與受害間之因果關係存在，然我國市場仍難謂具有效率
市場，從而與日本相同「詐欺市場理論」似難直接適用，除發行人外其他關係人
之責任仍須負舉證責任。不過美、日兩國對於損賠責任額皆以法律之明文確定計
算方式，即購入價格與訴訟提起時之價格差額，而被告能證明不實記載之其他事
由存在，於該事由影響限度內得減少賠償額。換言之以提訴時為基準之回復原狀
原則並賦予減額抗辯權，此有益於受害投資人之求償提出，乃值得參酌。至於公
開說明書之不實記載，證交法第 32 條之賠償責任是否擴及經由流通市場取得證
券投資人之損失？我國發行市場之公開書類未如美、日，有間接開示之有價證券
申報書與直接開示之目論見書等二種存在，日本之學者對於直接交付與應募投資
人之目論見書之不實記載，認為不必對流通市場之投資人負責任。此見解本計劃
認為亦適用於我國之公開說明書，蓋公開說明書亦僅以應募之投資人為交付對
象，且如前述我國市場仍然難謂具效率市場之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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