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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自 1991 從美國引進財務預測制度後，一直都是用強制的方式去要求

經營階層公開這樣的資訊。但是這種強制的要求卻在 2004 年之後發生了

重大的轉變。因為我國的證券主管機關在這一年把強制公開財務預測的制

度給廢除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全面性的自願公開方式。而在這樣的改變

下，是不是要對相關的財務預測制度法規作出調整就是一個相當值得探討

的問題了。 而我們認為，這個問題的重點應該是要擺在公開了財務預測資

訊之後的民事責任上面。因為在觀察過證券交易的不法行為之後就可以知

道，被告行為的目的跟投資人所受到的損失都是金錢上的利益，而只有用

民事求償的方式才能夠真正有效的去補償投資人的損失跟嚇阻不法行為的

出現。此外，如果再從別的角度，也就是訴訟實務的觀點來看的話，得到

相同答案的說法應該也是毫無疑問的。因為從逐漸增加的民事案件數量來

看就可以知道，用民事責任的規定來請求賠償投資損失已經是一個越來越

被頻繁使用的法律救濟途徑，而這也當然的造成了一個證券交易法民事責

任規定的是越來越重要的轉變。 因此，當公司的經營階層所公開的財務預

測資訊發生了虛偽或誤導的情形時，證券交易法上的民事責任規定是不是

要為這樣的特殊資訊來調整處罰的標準就成了我們這篇文章的主要討論內

容。另外，能不能夠對製作這種資訊的各個相關人員處以民事責任方面的

處罰也是我們一併要解決的問題。至於在切入的角度上，我們將會從證券

交易法上的公開原則跟美國法的規定著手。這除了是因為我們要討論的範

圍是被限制在一個公開特殊資訊之後的民事責任之外，也是因為我國的財

務預測制度是參考美國法的規定所導致的。當然，在討論要不要公開跟用

什麼樣的方式去公開財務預測資訊的這些前提問題時，我們也會以美國方

面的角度來進行討論。 而從美國的觀點來看，公開財務預測資訊的責任是

應該要比一般財務報表的責任還要輕的，因為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對預測

的結果提供保證。所以主管機關自 1970 年代開放了這種資訊的流通之

後，就從來沒有忘記要對公開財務預測資訊的相關人員提供免除民事責任

的規定，像是美國證管會的安全港規則，或是後來由美國國會所制定的安

全港條款。因此，只要一經過比較就可以知道，在我國公開財務預測資訊

的責任是要比在美國還要重的，因為我國的財務預測制度中並沒有跟美國

法一樣有免責條款的規定。 當然，在以往強制經營階層去公開財務預測資

訊的時代，這種比美國法還要重的責任標準應該是還有著一定程度的正當

性。不過自從我國在 2004 年把公開的方式更改成由經營階層來自行決定

的作法之後，這樣的標準就到了一個必須要去調整的階段了。因為在觀察

過美國法的內容後就可以知道，讓經營階層自願的去公開財務預測資訊的

立場其實是他們一直所堅持的，也就是說，2004 年的修法是一個讓我國站

在跟美國一樣立場的轉捩點。因此，在一樣都是採取自願公開財務預測資

訊的政策之下，比較妥當的作法應該是用跟美國法一樣的責任標準來要求

相關人員的民事責任，好讓公開跟接收資訊的雙方之間能夠產生更公平的



利害關係。而再從政策性的角度來看，減輕相關人員的民事責任其實也不

失為一個鼓勵經營階層去自願公開財務預測資訊的誘因，否則在法律責任

的風險考量之下，自願的公開資訊這件事應該是不會有人會願意去作的。 

而說到這裡的結論就是，當相關人員所公開的財務預測資訊發生了虛偽或

誤導的情形時，證券交易法上的民事責任規定就應該要在考慮到這種特殊

資訊的性質下來作出調整，也就是在特定的情形下作出減輕民事責任的讓

步。但是要在什麼樣的情形下來免除公開資訊的相關人員責任才算是比較

妥當的作法呢？Privates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 of 1995 的安全港條款

應該是一個不錯的標準，而這個想法的理由當然還是因為我國的財務預測

制度是從美國方面參考而來的。 不過問題來了，因為目前國內欠缺跟安全

港條款相類似的規定，而在立法明文之前，要用什麼樣的方法才能造成跟

美國法一樣的效果呢？我們認為透過理論跟條文分析的方式來讓這些安全

港條款的效力能夠直接的發生在我國證券交易法的民事責任規定當中應該

是一個目前較為可行的作法，因為這並不需要更動條文的任何一個字句，

也不會花費到太大的成本。而在說明我們實際的作法之前，首先要先了解

的是安全港條款的運作原理，因為這是讓它在我國證券交易法民事責任規

定中發生效力的前提，也是最重要的核心部分。 在美國，一個被原告所提

起的證券詐欺訴訟要能夠成立是必須要具備許多要件的，像是被告的故意

過失、原告的信賴心態、資訊內容的重大性、交易跟損失的因果關係等

等。也就是說，一旦原告不能提出證明或是主張的事實並不符合這些要件

時，這個被提起的證券詐欺訴訟就會被法院駁回。而安全港條款的作用就

是站在被告利益的角度去幫助他們排除這些要件的發生，好讓被提起的這

個證券詐欺訴訟會在欠缺這些要件的情形之下而沒有辦法成立。也就是

說，當公開財務預測資訊的相關人員符合了安全港條款所要求的條件時，

這個被提起的證券詐欺訴訟就會因為欠缺了訴訟要成立所必須要具備的要

件而變的無法成立，當然相關人員的民事責任也就不存在了。而就是因為

這樣，安全港條款才會在法律責任的層面就直接的去免除被告的民事責

任，因為在被告的行為符合安全港條款的情形下，原告所提起的證券詐欺

訴訟是一定會被法院給駁回的。 再回到我國的證券交易法來看，因為大部

分的內容都是參考美國法來制定的，所以會用美國法的標準來進行解釋條

文的工作也就是一件當然的事了。當然，這種情形在民事責任規定的部分

也是一樣的。因此我們認為，安全港條款的運作原理是可以適用在我國的

證券交易法民事責任規定上的，也就是說，在我國的民事責任規定是跟美

國法有著相當程度的類似性之下，以排除美國證券詐欺訴訟的成立要件作

為存在目的的安全港條款應該也可以用來阻止會發生在我國法上的公開財

務預測資訊民事責任。 但這也不是說可以就這樣的把安全港條款給一體適

用在我國所有的民事責任規定上，因為既然安全港條款的本質是一種針對

經營階層去公開特殊資訊的免責規定，那麼它所能調整的民事責任標準就

應該要跟公開資訊的內容有著一定程度的關連才對。而在觀察過我國的證

券交易法民事責任規定之後就可以發現，通常會被用來對公開不實資訊的

相關人員作出處罰的民事責任規定一共有三種，就是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

第一項、第三項的證券詐欺民事責任，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二十條之一的

資訊不實民事責任，以及第三二條的公開說明書民事責任。因此我們認

為，在討論引進安全港條款來減輕相關人員的民事責任問題時，應該是要



限制它的範圍在這幾個跟公開資訊有關的民事責任規定上才對。此外在引

進安全港條款的範圍上，我們也會作出一些限制。因為在比較過兩國的財

務預測制度之後就可以發現，國內並沒有像美國的規定一樣，有著用口頭

的方式來公開財務預測資訊的作法，因此對於特別針對口頭的公開方式所

制定的免責規定，目前應該是沒有用這種方式來引進到國內的必要。而在

這種限制下的結果，就是能夠引進國內的安全港條款將會只有主觀抗辯、

重要性與預先警示等三種類型，並不包括一種類似於「真實市場抗辯」的

安全港條款。 此外，在把這三種安全港條款給實際的適用在我國的民事責

任規定之後就可以發現，主觀抗辯類型的安全港條款是不能夠適用在資訊

不實跟公開說明書的民事責任規定上的，因為從條文的用語就可以明白的

知道這兩個規定都是要處罰過失行為的。也就是說，要直接的用條文用語

的解釋方式來讓主觀抗辯類型的安全港條款在這兩個規定中發生效力是行

不通的。 因此我們最後的結論就是，在肯定要對公開財務預測資訊的相關

人員減輕我國證券交易法上民事責任的前提下，應該要引進美國的安全港

條款來作為我國財務預測制度的免責規定。不過在立法明文之前，為了彌

補法令不足的遺憾，直接讓這些安全港條款能夠在現有的民事責任規定中

發生效力應該是一個最有效又最節省成本的方法。但是這樣的方法卻有著

三個限制，第一個是跟安全港條款本身的性質有關，因為它是一種排除公

開特殊資訊之後的免責規定，所以生效的範圍應該是只能在跟公開不實資

訊有著相當程度關連的民事責任規定上面；而第二個是跟財務預測制度的

內容有關，因為各國的財務預測制度畢竟並不相同，所以我們無法引進在

美國法上針對口頭公開的方式而制定的安全港條款；至於最後一個，就是

跟引進的方式有關，因為我們並不是從立法的角度來引進安全港條款，所

以既然我國的民事責任規定已經明確的作出了一定的表示，那麼我們就必

須要遷就這些條文用語來進行引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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