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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72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10月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9576 號

案由：本院時代力量黨團，為改革公開收購制度，強化公開收購人
之法律責任，以避免因未履行收購義務，損害廣大投資人之
權益，破壞資本市場之交易秩序，茲擬具「證券交易法第四
十三條之四、第四十三條之五及第一百七十一條條文修正草
案」，要求公開收購人提出履約保證，並明定違約時之法律
責任，以期保障投資人權益及維護交易秩序。是否有當？敬
請公決。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林昶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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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四、第四十三條之五及第一百七十一條
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十三條之四 公開收購人
除依第二十八條之二規定買

第四十三條之四 公開收購人
除依第二十八條之二規定買

一、股票公開收購之行為，不
僅將影響投資大眾之權益，

回本公司股份者外，應於應
賣人請求時或應賣人向受委

回本公司股份者外，應於應
賣人請求時或應賣人向受委

更將衝擊資本市場之交易秩
序。準此，歐盟 2004 年 4

任機構交存有價證券時，交
付公開收購說明書並提出履

任機構交存有價證券時，交
付公開收購說明書。

月 21 日發布之公開收購指
令（Directive 2004/25/EC of

約保證之方式。
前項公開收購說明書其

前項公開收購說明書，
其應記載之事項，由主管機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1 April

應記載之事項，以及公開收
購人履約保證之方式，由主

關定之。
第三十一條第二項及第

2004 on takeover bids）第三
條，即將「收購人應在確保

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一條第二項及第

三十二條之規定，於第一項
準用之。

有能力履行支付責任後，方
得宣布收購」列為基本原則

三十二條之規定，於第一項
準用之。

。
二、現行證券交易法雖已規範
公開收購制度，但卻未相應
設計履約保證之規範。爰修
正第四十三條之四，明定公
開收購人除提出公開收購說
明書外，並應提出履約保證
之方式，而其履約保證方式
之具體內容，授權主管機關
以辦法定之。

第四十三條之五 公開收購人
進行公開收購後，除有下列

第四十三條之五 公開收購人
進行公開收購後，除有下列

一、現行證券交易法對於成交
卻不履行交割義務之行為，

情事之一，並經主管機關核
准者外，不得停止公開收購

情事之一，並經主管機關核
准者外，不得停止公開收購

雖已在第一百五十五條規定
，惟該規定僅限於在集中交

之進行：
一、被收購有價證券之公開

之進行：
一、被收購有價證券之公開

易市場委託買賣之股票，並
不及於公開收購之行為一，

發行公司，發生財務、業
務狀況之重大變化，經公

發行公司，發生財務、業
務狀況之重大變化，經公

導致公開收購之違反交割義
務，欠缺明文罰責。

開收購人提出證明者。
二、公開收購人破產、死亡

開收購人提出證明者。
二、公開收購人破產、死亡

二、爰增列第五項之規定，明
定公開收購人於收購條件成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或經
裁定重整者。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或經
裁定重整者。

就後，不履行收購義務而足
以影響市場秩序者，應負民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所定之
事項。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所定之
事項。

事賠償責任，並增列第六項
準用第二十條第四項之規定

公開收購人所申報及公

公開收購人所申報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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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內容有違反法令規定之
情事者，主管機關為保護公

告之內容有違反法令規定之
情事者，主管機關為保護公

益之必要，得命令公開收購
人變更公開收購申報事項，

益之必要，得命令公開收購
人變更公開收購申報事項，

並重行申報及公告。
公開收購人未於收購期

並重行申報及公告。
公開收購人未於收購期

間完成預定收購數量或經主
管機關核准停止公開收購之

間完成預定收購數量或經主
管機關核准停止公開收購之

進行者，除有正當理由並經
主管機關核准者外，公開收

進行者，除有正當理由並經
主管機關核准者外，公開收

購人於一年內不得就同一被
收購公司進行公開收購。

購人於一年內不得就同一被
收購公司進行公開收購。

公開收購人與其關係人
於公開收購後，所持有被收

公開收購人與其關係人
於公開收購後，所持有被收

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超過
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

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超過
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

之五十者，得以書面記明提
議事項及理由，請求董事會

之五十者，得以書面記明提
議事項及理由，請求董事會

召集股東臨時會，不受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規

召集股東臨時會，不受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之限制。
公開收購人於收購條件

定之限制。

成就後，不履行收購義務而
足以影響市場秩序者，對於
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
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
任。
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
於前項準用之。
有下列情事

配合第四十三條之五修正，明

之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之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定公開收購人於收購條件成就
後，不履行收購義務而足以影

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
金：

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
金：

響市場秩序行為之刑事責任。

一、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
第二項、第四十三條之五

一、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
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五條

第五項、第一百五十五條
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

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
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或第

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或第
二項規定。

二項規定。
二、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

二、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
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

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
理人或受僱人，以直接或

第一百七十一條

有下列情事

第一百七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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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或受僱人，以直接或
間接方式，使公司為不利

間接方式，使公司為不利
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

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
規，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

規，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
。

。
三、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

三、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
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

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
理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

理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
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

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
務之行為或侵占公司資產

務之行為或侵占公司資產
，致公司遭受損害達新臺

，致公司遭受損害達新臺
幣五百萬元。

幣五百萬元。
犯前項之罪，其犯罪所

犯前項之罪，其犯罪所
得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得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

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
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

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
有第一項第三款之行為

有第一項第三款之行為
，致公司遭受損害未達新臺

，致公司遭受損害未達新臺
幣五百萬元者，依刑法第三

幣五百萬元者，依刑法第三
百三十六條及第三百四十二

百三十六條及第三百四十二
條規定處罰。

條規定處罰。
犯前三項之罪，於犯罪

犯前三項之罪，於犯罪
後自首，如有犯罪所得並自

後自首，如有犯罪所得並自
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

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
輕或免除其刑；並因而查獲

輕或免除其刑；並因而查獲
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

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
刑。

刑。

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
，在偵查中自白，如有犯罪

，在偵查中自白，如有犯罪
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

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
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

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
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

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
其刑至二分之一。

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
，其犯罪所得利益超過罰金

，其犯罪所得利益超過罰金
最高額時，得於所得利益之

最高額時，得於所得利益之
範圍內加重罰金；如損及證

範圍內加重罰金；如損及證
券市場穩定者，加重其刑至

券市場穩定者，加重其刑至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

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
者，其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

者，其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
產上利益，除應發還被害人

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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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上利益，除應發還被害人
、第三人或應負損害賠償金

、第三人或應負損害賠償金
額者外，以屬於犯人者為限

額者外，以屬於犯人者為限
，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

，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追徵其價額或以其

能沒收，追徵其價額或以其
財產抵償之。

財產抵償之。
違反第一百六十五條之

違反第一百六十五條之
一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二準

一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二準
用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

用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

、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
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七條之

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七條之
一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

一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
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至

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至
前項規定處罰。

前項規定處罰。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
及第二項至第七項規定，於

及第二項至第七項規定，於
外國公司之董事、監察人、

外國公司之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或受僱人適用之。

經理人或受僱人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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