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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由於知識經濟之新經濟形態崛起，使世界經濟結構產生重要的變化，

高、新科技帶來新創企業的快速發展，也帶來新的資本市場型態－新創

企業證券市場。新創企業證券市場為新創中小企業之持續發展提供資金

管道，解決其發展上資金瓶頸問題，並為風險資本的退出提供出口，同

時可調整資本市場結構，完善資本市場體系，是新經濟的一個重要體



系；新經濟的實質，其實是現代高、新技術與現代金融體系相結合而發

展出來。在新經濟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充滿能量的新創企業證券市場提

供新創企業成長的支撐體系，以美國層次化的新創企業證券市場為例，

其帶來美國經濟榮景，也使各國起而仿效，為新創中小企業之發展而努

力。 新經濟也影響著臺灣經濟；全球化使企業得以運用全球最便宜的資

源，因此，臺灣的競爭力必須仰賴知識與技術，加以中國大陸經濟的崛

起，對臺灣經濟發展投下變數，而以中小企業為經濟競爭力核心的我

國，應正視新的資本市場型態，並竭力將我國的高、新技術等新創企業

推向國際，切實發展我國之新創企業證券市場，因此，如何擷取外國新

創企業市場的成功經驗，並避免重蹈其失敗之途，同時得以帶動新創中

小企業之發展與健全資本市場體系，是台灣在新創企業證券市場興革上

應面對之問題。 本論文希望對新創企業證券市場之制度進行系統性之研

究，透過對美國、英國、日本及中國的新創企業證券市場制度之瞭解，

來建立新創企業證券市場的體系與規範，找出我國新創企業證券市場適

宜的發展方向，提昇我國資本市場整體競爭力，並進而促進臺灣新創企

業之發展及創投事業之活絡，落實知識經濟在臺灣企業之深耕發展，發

揮臺灣為亞太樞紐之核心優勢，使臺灣資本市場成為具有多樣化、高價

值化的區域領先者地位，才得以在激烈、無國界的市場競爭下存活，並

進而有一席之地。  

摘要

(英) 

The rising of new form of knowledge economy has caused changes on global 

economic structure. Start-up and emerging business, benefite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technology, has been growing fast and creating a new board 

of capital market, i.e., emerging stock market. The emerging stock market provides 

funding for start-up small and medium companies for their growth to solve their 

fund raising problem. It also provides an exit for the withdrawal of risky venture 

capital. In the meantime, the emerging stock market become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new economy, as it adjusts capital market structure to achieve a sound capital 

market system. The essence of the new economy is in fact a result of the 

combination of modern high technology and contemporary financial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the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merging stock market fully 

supports the growth of start-up and emerging business. For example, the multi-

level securities market for start-up and emerging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brought prosperity for the economy. Many other countries followed the pattern 

with an effort to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start-up and emerging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The new economy is affecting Taiwan. Enterprises are able to 

cost down by utilizing cheap resources resulting from globalization. Therefore, 

Taiwan’s competitiveness depends on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The rising of 

Mainland China’s economy may bring up new challenge for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 has always been a core 

competence of Taiwan’s economy, we have to face the new board of capital 

market and endeavor to promote our high technology businesses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s well as enhance our securities market for start-up and 

emerging enterprises. As such, with respect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emerging stock market, Taiwan should learn the success stories from other 



countries’ emerging stock markets and avoid repeating their mistakes in order to 

lead the growth of start-up and emerging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nd 

establish sound capital market. It is an attempt of this dissertation to study, in a 

systematic way, the emerging stock mark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Japan and Mainland China. The research referred to their regulations and operation 

system, and then concluded the right direction for Taiwan’s emerging stock 

market at the aim of promoting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of Taiwan’s capital 

market, activating the start-up, emerging and venture capital businesses, cultivating 

the knowledge economy in Taiwanese enterprises,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Taiwan’s vital geographic position in Asia-Pacifica area. Eventually, the variety 

and high value of the capital market may lead Taiwan to compete globally an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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