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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股東權益公平的角度，建議充實我國內線交易的規範。首先，本

文分析公司法條文的「出售股權」規定，說明內線交易問題的經濟意義

及管理機制，並推論股票上市公司也應當有此機制，規範股東涉及內線

交易的行為。接著，藉由內線交易的實務判決，例如董事出售股權的案

件，說明實務若只由證券詐欺角度而論以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



一的責任，可能需要對其他股東權益的保障再作補強。從而，本文建議

實務對股東「出售股權」行為的管理方案，可視股東個人條件而採不同

管理方案，考慮引進美國實務之「閉鎖期(black-out periods)」、「交易窗

口(trading windows)」， 乃至於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交易計畫(Rule 

10b5-1 plans)」等多元化的管理措施，與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

共同規範涉及內線交易的行為，以提高保障股票投資的效果，並促進證

券市場之公正與公平。 

摘要

(英) 

ABSTRACT OF THE THESIS Insider Trading: Refining Regulatory And 

Compliance Approaches Towards Shareholders'' Disposition by Hsiu-Ping Lin 

Master of Laws (LL.M.)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R.O.C., 2004 

Professor In-Jaw Lai In light of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profits and loss among 

shareholders, this thesis aims to highlight the mechanism required to achieve 

greater effect on regulating insider trading. The author began by examining the 

micro economic function of such built-in mechanism specified in the Taiwan 

Company Law for privatized companies and its desired limitation against the 

disposition by certain shareholders with non-public, material information. 

Supported by the relevant statutes throughout the entire Taiwan Company Law, the 

author proves the statutes'' intention to justify any business entity''s self-governance 

against the disposition of certain shareholders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 In reality, 

however, the enforcement of said statutes and company policies is missing after 

most companies went public and alarms for attention. To close the loopholes, it is 

imperative to classify all shareholders based on attribut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his/her fiduciary duty and whatnot. The author also references to the current 

classif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utions the modification when localizing 

such classification in Taiwan. Based on such classification, the author proposes to 

impose limitations such as "black-out periods" and introduces remedies such as 

"trading windows" and "Rule 10b5-1 plans" currently approv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Finally, the author urges the 

legislation efforts called for in order to provide further guidance enforcing 

regulations towards the dispositions that fall into the gray areas not clarified by 

existing sta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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