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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文 提 要 證券市場關係著國家的經濟金融動脈。證券市場一般分為發行

市場與流通市場（或稱交易市場），前者為公司發行人透過發行證券向不

特定人招募籌措資金之市場，後者為投資者第一次購買證券後之轉讓他人



的交易市場，二者有密切之關連性。若證券發行量少，則持有證券者少，

易導致流通不易。而證券不易流通則其變現性差，易導致投資者購買證券

意願低落，將造成公司發行證券不易籌措資金之困境，故應擴大證券市場

的規模。而欲擴大證券市場的規模，除了刺激投資人投資之慾望，增加交

易量外，尚需增加證券市場的籌碼，讓更多的公司上市或上櫃，使其可從

證券市場中籌集企業所需之資金。然而公司發行證券能否成功，順利地募

集到投資人之資金，除了發行公司的財務狀況必須建全，且有發展前途、

獲利能力不錯外，尚須依靠證券承銷業者的行銷方式、管道及策略加以配

合，才能順利完成發行之目的，因此證券承銷商在發行市場中扮演著將投

資人資金有效地導向發行公司之媒介。承銷商具有顧問、購買、分銷、保

護及服務等功能，時值我國欲發展亞太營運中心之際，如何發揮承銷功

能，藉由承銷商之專業而以合理的發行成本，降低企業發行證券之風險

性，促使企業便於利用證券市場籌募資金，增加投資人正常投資管道，實

為值得探討之課題。 本論文擬以承銷過程中所發生之法律關係及責任歸

屬，探討發行公司、證券承銷商、投資人及證券交易所或櫃檯買賣中心之

權利義務。本論文共分為七章，茲概述如下： 第一章：略述本論文之研

究動機、目的與範圍。 第二章：釐清證券承銷基本問題，包括證券承銷

之私法上意義、證券承銷契約之範圍、證券承銷之過程，如證券承銷之作

業方式、價格決定、銷售方式等概念。 第三章：說明我國現存之輔導上

市（櫃）契約，包括其意義、法律性質及法律關係。 第四章：說明有價

證券上市（櫃）契約及櫃檯買賣推薦契約，包括其意義、法律性質及法律

關係。並說明此二契約間之關係。 第五章：說明狹義證券承銷契約、承

銷商共同承銷契約及分銷契約之意義、法律性質及法律關係。 第六章：

說明認股契約，包括其意義、法律性質及法律關係。 第七章：分析檢討

實務現階段之承銷制度有何利弊得失，以期未來之規劃與展望為總結。  

摘要

(英)  

論文

目次 

證券承銷相關契約之研究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1 第一節 問題緣

起……………………………………….1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

的……………………………….3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本文主要內

容…………………….4 第二章 證券承銷基本問

題…………………………….5 第一節 證券承銷之私法上意

義……………………….5 第一項 證券承銷之法律面

向…………………………5 第二項 證券承銷之意

義………………………………9 第三項 證券承銷契約之範

圍……………………….15 第二節 證券承銷之過

程………………………………17 第一項 證券承銷之作業方

式……………………….17 第一款 包

銷…………………………………………17 第二款 代

銷…………………………………………21 第二項 證券承銷價格之決定方

式………………….24 第一款 競價拍賣……………………………………25 

第二款 詢價圈購……………………………………26 第三款 議定價



格……………………………………27 第三項 證券承銷之銷售方

式……………………….29 第一款 競價拍賣配

售………………………………29 第二款 詢價圈購配

售………………………………30 第三款 公開申購配

售………………………………31 第四款 洽商銷售配

售………………………………33 第三章 輔導上市（櫃）契

約…………………………38 第一節 輔導上市（櫃）契約及其法律性

質…………38 第一項 輔導上市（櫃）契約之意義…..………….38 第二項 

輔導上市（櫃）契約歸屬上之爭議……….41 第一款 有名契約或無名契約

之爭議………………41 第二款 委任契約或承攬契約之爭

議………………43 第三項 輔導上市（櫃）契約之特性……………….48 第

一款 輔導上市(櫃)契約為雙務有償契約………48 第二款 輔導上市(櫃)契約

為要式契約……………51 第三款 輔導上市(櫃)契約為諾成契

約……………53 第四款 輔導上市(櫃)契約為繼續性契約…………53 第五

款 輔導上市(櫃)契約為勞務性契約…………54 第二節 輔導上市（櫃）契

約及其法律關係…………55 第一項 發行人之權利義

務………………………….55 第一款 發行人之權

利………………………………56 第二款 發行人之義

務………………………………57 第三款 發行人之責

任………………………………64 第二項 證券商之權利義

務………………………….69 第一款 證券商之權

利………………………………69 第二款 證券商之義

務………………………………70 第三款 證券商之責

任………………………………71 第四章 有價證券上市（櫃）契

約……………………76 第一節 上市（櫃）契

約…………………………….76 第一項 上市（櫃）契約之意

義…………………….77 第一款 上市契約之意

義……………………………77 第二款 上櫃契約之意

義……………………………78 第二項 有名契約或無名契約之爭

議……………….78 第三項 上市（櫃）契約之法律性質……………….79 

第一款 上市（櫃）契約之特性……………………79 一、 上市（櫃）契約

為雙務有償契約………….79 二、 上市（櫃）契約為要式契

約……………….80 三、 上市（櫃）契約為諾成契約……………….80 

四、 上市（櫃）契約為繼續性契約…………….81 五、 上市（櫃）契約為

定型化契約…………….81 六、 上市（櫃）契約為混合型態之契

約……….83 第二款 上市（櫃）契約之公法色彩………………84 第四項 

上市（櫃）契約之法律關係……………….85 第一款 發行人之權利義

務…………………………85 一、 發行人之權

利……………………………….86 二、 發行人之義

務……………………………….86 三、 發行人之責

任……………………………….88 第二款 證券交易所(櫃買中心)之權利義

務………91 一、 證券交易所(櫃買中心)之權利…………….92 二、 證券交

易所(櫃買中心)之義務…………….92 三、 證券交易所(櫃買中心)之責

任…………….92 第二節 櫃檯買賣推薦契約………………………….93 第



一項 櫃檯買賣推薦契約之法律性質…………….94 第一款 櫃檯買賣推薦契

約之意義…………………94 第二款 有名契約或無名契約之爭

議………………94 第三款 檯買賣推薦契約之特性……………………95 

一、 櫃檯買賣推薦契約為雙務契約…………….95 二、 櫃檯買賣推薦契約

為無償契約…………….95 三、 櫃檯買賣推薦契約為要式契

約…………….95 四、 櫃檯買賣推薦契約為諾成契約…………….96 五、 

櫃檯買賣推薦契約為繼續性契約………….96 六、 櫃檯買賣推薦契約為定

型化契約………….97 七、 櫃檯買賣推薦契約屬擔保功能之契約…….97 

第二項 櫃檯買賣推薦契約之法律關係…………….98 第一款 推薦證券商之

權利義務………………….98 一、 推薦證券商之權

利………………………….98 二、 推薦證券商之義

務………………………….98 三、 推薦證券商之責

任………………………….98 第二款 櫃檯買賣中心之權利義

務………………100 一、 櫃檯買賣中心之權利………………………100 

二、 櫃檯買賣中心之義務………………………101 三、 櫃檯買賣中心之

責任………………………101 第三節 上櫃契約與櫃檯買賣推薦契約之關

係……101 第五章 狹義證券承銷契約………………………….104 第一節 

承銷契約之法律性質………………………104 第一項 承銷契約之意

義……………………………104 第二項 承銷契約之特

性……………………………106 第一款 承銷契約為有名契

約…………………….106 第二款 承銷契約為雙務有償契

約……………….107 第三款 承銷契約為要式契約…………………….108 第

四款 承銷契約為諾成契約…………………….108 第五款 承銷契約為繼續

性契約………………….109 第六款 承銷契約為定型化契

約………………….109 第二節 承銷契約之法律關

係………………………114 第一項 發行人之權利義

務…………………………114 第一款 發行人之權

利…………………………….114 第二款 發行人之義

務…………………………….115 第三款 發行人之責

任…………………………….115 第二項 承銷商之權利義

務…………………………118 第一款 承銷商之權

利…………………………….118 第二款 承銷商之義

務…………………………….119 第三款 承銷商之責

任…………………………….120 第三節 承銷商共同承銷契

約………………………121 第一項 承銷商共同承銷契約之法律性

質…………123 第一款 承銷商共同承銷契約之意義…………….123 第二款 

承銷商共同承銷契約之特性…………….123 第二項 承銷商共同承銷契約

之法律關係…………124 第三項 承銷團成員間之法律契

約…………………125 第一款 代理權之授與…………………………….125 

第二款 契約之附屬性…………………………….126 第四項 承銷團成員間

之法律關係…………………126 第一款 主辦承銷商之權利義

務………………….126 一、 主辦承銷商之權利…………………………127 

二、 主辦承銷商之義務…………………………127 三、 主辦承銷商之責

任…………………………128 第二款 協辦承銷商之權利義



務………………….129 一、 協辦承銷商之權利…………………………129 

二、 協辦承銷商之義務…………………………129 三、 協辦承銷商之責

任…………………………130 第四節 分銷契

約……………………………………130 第一項 分銷契約之法律性

質………………………130 第一款 分銷契約之實際運

用…………………….130 第二款 分銷契約之意

義………………………….132 第三款 分銷契約之特

性………………………….132 一、 分銷契約為委任契

約………………………132 二、 分銷契約為有償契

約………………………132 三、 分銷契約為不要式契

約……………………133 四、 分銷契約為諾成契

約………………………134 第二項 分銷契約之法律關

係………………………134 第一款 承銷商之權利義

務……………………….134 一、 承銷商之權

利………………………………134 二、 承銷商之義

務………………………………134 三、 承銷商之責

任………………………………135 第二款 分銷經紀商之權利義

務………………….135 一、 分銷經紀商之權利…………………………135 

二、 分銷經紀商之義務…………………………135 三、 分銷經紀商之責

任…………………………136 第六章 認股契

約…………………………………….137 第一節 認股行為之法律性

質……………………….137 第二節 認股行為之成立生

效……………………….139 第三節 承銷商之權利義

務………………………….144 第一項 承銷商之權

利………………………………144 第二項 承銷商之義

務………………………………145 第三項 承銷商之責

任………………………………147 第四節 投資人之權利義

務………………………….152 第一項 投資人之權

利………………………………152 第二項 投資人之義

務………………………………153 第三項 投資人之責

任………………………………154 第五節 證券經紀商之權利義

務…………………….157 第一項 證券經紀商之權

利………….…………….157 第二項 證券經紀商之義

務…………………………157 第三項 證券經紀商之責

任…………………………158 第六節 發行人之權利義

務………………………….159 第一項 發行人之權

利………………………………159 第二項 發行人之義

務………………………………159 第三項 發行人之責

任………………………………160 第七章 結論兼述證券承銷制度之展

望………………162 第一節 現行制度之檢討…………………………….162 

第二節 應有之前瞻規劃與未來之展望…………….165 參考資

料……………………………………………….168 附錄一 證券上市輔導契

約書……………………….176 附錄二 證券上櫃輔導契約

書……………………….178 附錄三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



券上市契約準則……………………………………………………….183 附錄

四 有價證券上市契約………………………….185 附錄五 有價證券櫃檯買

賣契約…………………….187 附錄六 管理股票櫃檯買賣契

約…………………….189 附錄七 櫃檯買賣第二類股票上櫃契約（範

例）….191 附錄八 有價證券櫃檯買賣推薦契約（範例）…….193 附錄九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 有價證券處理辦

法…………………………………….194 附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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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附錄十一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

業公會證券承銷商洽收輔導 費用辦

法……………………………………………….228  

參考

文獻 

壹、 中文部分 一、 書籍（依本論文章節出現之先後次序編排） 1. 證券統

計要覽第二十五輯，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八十四年三月。 2. 陳春山

著，證券交易法論，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八十年十一月。 3. 賴英照著，

證券交易法逐條釋義第一冊，自版，八十一年八月第六次印刷。 4. 蘇松

欽著，證券交易法修正詳論，自版，七十七年五月。 5. 吳光明著，證券

交易法論，三民書局，八十五年十月。 6. 中華民國證券市場，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八十三年。 7. 余雪明著，證券交

易法，證基會，七十九年七月。 8. 美國證券市場，證基會，七十七年三

月。 9. 賴英照著，證券交易法逐條釋義第二冊，自版，八十一年八月第

六次印刷。 10. 陳春山著，證券發行實務精華----制度、法令、契約，五南

圖書出版公司，八十三年五月初版。 11. 呂榮海、謝穎青、張嘉真合著，

公平交易法解讀，月旦出版社，1995 年 7 月增修三版。 12. 葉秋南、麥朝

成合著，貨幣銀行學，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八十七年六月初版。 13. 王澤

鑑著，民法實例研習叢書第三冊----債編總論第一卷，自版，七十七年元

月。 14. 邱聰智著，民法債編通則，輔仁大學法學叢書，八十二年八月修

訂六版。 15. 林誠二著，民法債編各論，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八十三

年十一月初版。 16. 孫森焱著，民法債編總論，自版，七十六年十月七

版。 17. 邱聰智著，債法各論中冊，輔仁大學法學叢書，八十四年十月初

版。 18. 鄭玉波著，民法債編各論(上)，三民書局，七十六年十月十二

版。 19. 王澤鑑著，民法實例研習叢書第二冊----民法總則，自版，七十五

年五月三版。 20. 王澤鑑著，債法原理第一冊----基本理論債之發生----契

約、代理權與無因管理，自版，1999 年 10 月增訂版。 21. 王澤鑑著，民

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三冊，自版，1992 年 9 月十版。 22. 鄭玉波著，民法

債編各論(下)，三民書局，七十六年十月十版。 23. 王澤鑑著，民法學說

與判例研究第一冊，自版，1994 年 10 月十版。 24. 劉連煜主編，證券管

理法令選錄，元照出版社，1999 年 10 月。 25. 詹森林、馮震宇、林明珠

合著，認識消費者保護法，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編印，八十四年二

月。 26. 馮震宇、姜志俊、謝穎青、姜炳俊合著，消費者保護法解讀，月

旦出版社，1995 年 6 月三版。 27. 王澤鑑著，台灣的民法與市場經濟，民

法學說與判例研究(七)，自版，1998 年 9 月再版。 28. 陳美伶著，附合契

約條款之研究，法務部，七十一年七月。 29. 賴英照著，證券交易法逐條

釋義第三冊，自版，八十一年八月第五次印刷。 30. 吳庚著，行政法之理

論與實用，自版，八十七年七月增訂四版。 31. 賴英照著，證券交易法逐



條釋義第四冊，自版，八十一年八月第二次印刷。 32. 賴英照著，以債作

股之法律問題，收錄於公司法論文集，證基會，八十三年三月第四次印

刷。 33. 賴源河著，證券管理法規，自版，七十八年四月。 34. 易建明

著，美國、日本與我國「公開出價收購法制」之比較研究，自版，1999

年 8 月。 35. 鄭玉波著，民法總則，三民書局，七十五年六月修訂四版。 

36. 鄭玉波著，公司法，三民書局，八十二年二月四日修訂再版。 37. 柯

芳枝著，公司法論，三民書局，八十年九月再修訂初版。 38. 林?榮著，

商事法新詮（上），五南圖書出版公司，七十九年十一月四版。 39. 武憶

舟著，公司法論，自版，八十年二月新版。 40. 林誠二著，民法債編總論

講義下冊，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八十一年三月初版。 41. 陳松興著，

證券市場資訊公開體系革命，實用稅務出版社，七十九年十一月初版。 

二、 論文暨其他專案報告（依本論文章節出現之先後次序編排） 1. 饒孟

友著，中、美、日、英證券承銷制度比較研究，證管會，八十二年。 2. 

林玉龍著，健全我國證券承銷制度之研究，政治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論

文，八十年七月。 3. 李俊德著，我國有價證券承銷制度，證基會，八十

五年三月。 4. 江錫麒著，論有價證券分銷期間買進行為之規範----安定操

作規則，中興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八十一年十月。 5. 潘中孚

著，中華民國證券承銷方式之承銷報酬設計，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

士論文，七十九年六月。 6. 何聖芬著，新上市公司承銷手續費之研究，

中正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論文，八十五年六月。 7. 諸葛祺、彭桂

星、溫鵬榮、張文毅合著，我國與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日本及美國

證券承銷制度比較分析研究，證券交易所，八十七年十一月。 8. 詹文馨

著，契約法上之附隨義務，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七十九年一

月。 9. 莊永丞著，我國有價證券公開抽籤配售制度中法律問題之研究，

東吳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八十三年六月。 10. 芥田俊彥、楠本廣

一郎合著，日本有價證券分銷制度，證管會，八十二年二月二日。 11. 朱

純蕙著，國際債券發行有關契約之研究，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七十五年六月。 12. Securities Act of 1933 最後修正 1997 年，證基會，

八十七年十月。 13. 影響證券市場供需因素及相關法令配合與修訂之探

討，證管會，八十二年六月。 三、 期刊暨報紙（依本論文章節出現之先

後次序編排） 1. 邱聰智著，證券買賣之法律關係----以上市證券之買賣為

中心-----，輔仁學誌法學院、管理學院之部第二十六期，八十三年六月。 

2. 中時晚報，七十八年十二月四日。 3. 聯合報，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 4. 金融郵報，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5. 廖大穎著，證券商制度與

證券業務的行為規範----認識證券交易法（6），月旦法學雜誌第二十三

期，元照出版社，1997 年 4 月。 6. 馮震宇，論有價證券線上交易的發展

與其衍生的法律問題，月旦法學第五十八期，八十九年三月。 7. 林象

山、霍熾榮、何聖芬合著，承銷商與新上市公司關係之研究，證券市場發

展季刊第九卷第四期，八十六年十月。 8. 自由時報，八十八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 9. 證期會八十六年四月八日之新聞稿。 10. 證期會八十七年五月

十八日之新聞稿。 11. 工商時報，八十六年九月二日，第十三版。 12. 經

濟日報，八十六年九月二日，第十七版。 13. 聯合報，八十九年六月十三

日，第二十三版。 14. 聯合報，八十九年六月十四日，第二十一版。 15. 

林誠二著，論附隨債務之不履行與契約之解除，中興法學第十八期，七十



一年三月。 16. 聯合報，八十九年七月一日，第二版。 17. 1994 年證券金

融年鑑，經濟日報編印。 18. 謝子文，承銷商信譽與承銷決策，證券市場

發展季刊第十期，八十年四月。 19. 聯合報，八十九年七月一日，第二十

一版。 20. 戴家偉等五人合著，國際承銷之研究報告，證券市場各種管理

及業者人才培育訓練班第六期。 21. 錢國成著，違約金與違約定金，法令

月刊第四十二卷第十期，八十年十月。 22. 康榮寶、陳文彬、蔡柳卿合

著，論新上市股票承銷制度的合理性與合理規範，證券市場發展季刊第二

十三期，八十三年七月。 23. 聯合報，八十九年五月三十日，第二十一

版。 貳、 日文部分（依本論文章節出現之先後次序編排） 1. 証券取引

法，金融小六法，金融法規研究會編，平成十一年（1999）。 2. 堀口?

著，最新証券取引法，財團法人商事法務研究會，平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新訂第二版。 3. 神田秀樹監修，野村證券株式會社法務部、川村和夫編

集，注解証券取引法，有斐閣，平成九年一月十日初版。 4. 株式實務事

典，財團法人金融財政事情研究會編，昭和六十一年（1986）。 5. ????六

法，有斐閣，平成十一年（1999）。 6. 篠塚昭次、前田達明著，新?判

例?????－?，民法 5 債編總則【1】?399?-465??利息制限法?出資取締法，

三省堂，1995 年 4 月 10 日第 2 刷。 7. 篠塚昭次、前田達明著，新?判

例?????－?，民法 8 契約【3】?事務管理?不當得利?623?-708?，三省堂，

1992 年 12 月 10 日第 1 刷。 8. 篠塚昭次、前田達明著，新?判例?????

－?，民法 6 債編總則【2】?466?-554?，三省堂，1992 年 10 月 10 日第 1

刷。 9. 向後延?著，海外公募轉換社債???引受契約?概要----證券取引法大

系，河本一郎先生還曆記念，財團法人商事法務研究會， 昭和六十一年

三月十日初版。 10. 大健一郎、今井宏著，新版?社法論，有斐閣，昭和

五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初版一刷。 11. 田中誠二、堀口?著，証券取引

法，勁草書房，1996 年 4 月 20 日。 12. 証券法制研究會編，逐?解說証券

取引法，商事法務研究會，平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參、 英文部分（依

本論文章節出現之先後次序編排） 1. Marc I. Steinberg , Securities Regulation-

---Second Edition,1993。 2. Jim Colao, A Fiduciary’s Guide to Federal Securities 

Laws，1994。 3. Hugh L. Sowards, Business Organization—the Federal Securities 

Act(Vol.11-Part 1),1-3,1-4,1994。 4. Louis Loss , Fundamentals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1988。 5. Akerlof, G.,”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4，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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