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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 論 文 摘 要 論文名稱：證券交易法上之反操縱條款及犯罪所得查

扣沒收之實務探討 系所名稱：天主教輔仁大學法學學系研究所在

職專班 研究生姓名：黃子溎 指導教授：郭土木教授 關鍵字：反操

縱條款、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查扣沒收、犯罪所得計算方式 論文

頁數：158頁 隨著經濟、科技之快速發展，金融犯罪手法日益更

新。傳統金融犯罪案件多以違法超貸、非常規交易等方式掏空公

司資產，將所獲取資金作為非法操作公司股價之資本，迭至2003年

起證券交易市場陸續爆發博○案、太○案、台○案及力○集團案

等重大金融弊案，造成股市大幅動盪，其犯罪手法大都以在國外

租稅天堂成立境外紙上公司，以虛設子公司跨國發行海外可轉換

公司債等方式在境外掏空公司資產，或以假買賣方式將公司資金

充當貨款匯出境外，或以虛增公司營收美化報表及從事衍生性商

品等跨國性犯罪型態，造成證券市場秩序大亂、投資大眾損失慘

重。證券交易市場除提供民眾投資管道外，另一重要目的係為上

市公司籌措資金，證券交易市場活絡與否，代表國民對國家經濟

情勢之觀感，其可謂是國家經濟榮枯之櫥窗，任何以非法方式破

壞證券交易市場正常交易方式之手段，均屬於經濟犯罪。為確立



證券交易市場股價之自然形成，使股價能透過供需關係自由機制

形成，免卻扭曲市場價格機能之人為操作，建立一個自由、公

平、公開之交易市場，以保障投資人，我國亦仿美、日立法例，

對於在證券交易市場上之操縱行為，於證券交易法第155條設有反

操縱條款之規範。又在不法操縱股價或內線交易行為等金融案件

之犯罪所得金額龐大，執法者在偵審過程中倘能及早落實犯罪所

得之查扣或發還被害人，除能填補被害人之損害，達到公平正義

之伸張，亦能藉此剝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阻絕其再度犯罪之誘

因，如此一來，亦能達到有效預防犯罪之刑事政策。本論文針對

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項各款在現階段實務上所存在之相關爭議及

犯罪所得之查扣沒收、計算方式之相關爭議加以分析探討，並提

出建議。 本論文分為五章，概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

動機、研究方法。 第二章：操縱股價行為之內涵。說明操縱股價

行為之意義及操縱股價與安定操縱、護盤之差異，並介紹操縱股

價對象之特色、參與者及手法。 第三章：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

五條反操縱條款。說明反操縱條款之立法理由及各國有關反操縱

條款之規定，再就反操縱條款之類型（違約交割、相對委託、連

續交易、沖洗買賣、散布流言或不實資料及概括條款）加以分析

探討。 第四章：犯罪所得之查扣沒收。說明犯罪所得之概念與定

性，再針對犯罪所得計算之方式及查扣沒收加以探討。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綜合各章之研究後，針對反操縱條款及犯罪所得查

扣沒收之實務上困境提出建議方案。 

摘要(英) Abstract A Study on the Manipulation Provision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 Expropriation of Illegal Proceed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depart

ment of Law Huang Tzu Kuei Advisor�GKuo Tu Mu Key words�GMan

ipulation Provision�BIllegal Proceeds�BExpropriation of Illegal Proceed

s 158 pages The thesis consists of five parts as follows. The First Chapter i

ntroduces the motivations and methods of the study. Then, the Second Cha

pter aims at casting light over the contents of manipulation of stock prices. 

Specifically, the chapter illustrates not only the meaning of manipulation of 

stock prices and the differences among stable manipulation, manipulating st

ock prices , but also the feature, participants and manners of manipulating s

tock prices. The third Chapter focuses on Manipulation Provision set forth i

n Article 155 of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ct. It reveals the background of l

egislation and corresponding stipulations of other counties. Also, the chapte

r analyzes the categories, The forth Chapter revolves expropriation of illega

l proceeds. It involv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nature of illegal proceeds, as 

well as the calculation of illegal proceeds. Eventually, the fifth chapter dra

ws a conclusion to the aforementioned discussion and provides some sugge

stions. The chapter offers some solutions to the dilemmas the practice has b

een confronted concerning Illegal Proceeds and Manipulation Pro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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