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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053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8年2月27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902 號

案由：本院委員曾銘宗等 16 人，鑑於國內證券及期貨市場投資人眾
多，為保障投資人之權益，並兼顧證券市場之維護，將保護
機構得為公司提起訴訟之對象擴大至經理人，並刪除執行業
務之要件，以避免實務上認定爭議；另明定法院得依保護機
構聲請，裁定停止董事、經理人或監察人職權行使及裁定解
任後一定期間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及
監察人之規定，爰提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
十條之一、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
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自民國 91 年 7 月 17 日制定，民國 92 年 1 月 1 日施行以來
，至今歷經 2 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於民國 104 年 2 月 4 日公布，民國 104 年 4 月 1 日施
行。為保障證券投資及期貨交易人之權益，並兼顧證券市場之維護，爰提出「證券投資人
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十條之一、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以符「保障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之權益，並促進證券及期貨市場健全發展」之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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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十條之一、第二十二條及第二
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條之一 保護機構辦理前
條第一項業務，發現上市或
上櫃公司之董事、經理人或
監察人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

第十條之一 保護機構辦理前
條第一項業務，發現上市或
上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執
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

一、由於經理人與董監事對於
公司同負有忠實及注意義務
，爰修正第一項條文內容，
將保護中心得為公司提起訴

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
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請求公司之監察人為公
司對董事或經理人提起訴
訟，或請求公司之董事會
為公司對經理人或監察人
提起訴訟。監察人或董事
會自保護機構請求之日起

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
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
一、請求公司之監察人為公
司對董事提起訴訟，或請
求公司之董事會為公司對
監察人提起訴訟。監察人
或董事會自保護機構請求

訟之對象擴大至經理人，以
完整保障投資人權益；另實
務上對於「執行業務」之認
定不一，為避免見解歧異，
爰刪除執行業務之要件，以
其行為是否「重大損害公司
或違反法令或章程」為斷。
二、本條第一項第二款為保護

三十日內不提起訴訟時，
保護機構得為公司提起訴
訟，不受公司法第二百十
四條及第二百二十七條準

之日起三十日內不提起訴
訟時，保護機構得為公司
提起訴訟，不受公司法第
二百十四條及第二百二十

機構代位訴訟之情形，實務
上為避免爭議，多會事先取
得股東地位，惟該款情形是
否限於具股東地位之保護機

用第二百十四條之限制。
保護機構之請求，應以書
面為之。
二、具股東地位者，得訴請

七條準用第二百十四條之
限制。保護機構之請求，
應以書面為之。
二、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

構得為之，仍需法律明確規
定，爰修正第二款。
三、為強化投資人權益之保障
，避免董事、經理人或監察

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
、經理人或監察人，不受
公司法第二百條及第二百
二十七條準用第二百條之
限制。
公司已依法設置審計委
員會者，前項所稱監察人，
指審計委員會或其獨立董事
成員。
第三十四條至第三十六
條規定，於保護機構依第一
項規定提起訴訟、上訴或聲
請保全程序、執行程序時，
準用之。
公司因故終止上市或上
櫃者，保護機構就該公司於
上市或上櫃期間有第一項所

之董事或監察人，不受公
司法第二百條及第二百二
十七條準用第二百條之限
制。
公司已依法設置審計委
員會者，前項所稱監察人，
指審計委員會或其獨立董事
成員。
第三十四條至第三十六
條規定，於保護機構依第一
項規定提起訴訟、上訴或聲
請保全程序、執行程序時，
準用之。
公司因故終止上市或上
櫃者，保護機構就該公司於
上市或上櫃期間有第一項所
定情事，仍有前三項規定之

人於判決確定前又回任，造
成投資人權益受損，爰新增
第五項，明定保護機構得於
法院為判決前，聲請裁定停
止董事、經理人或監察人職
權行使。
四、鑒於投保中心依本條所提
起之解任訴訟具有相當公益
性，爰新增第六項，明定董
事、經理人或監察人若被判
決解任，自判決確定日起，
一定期間內不得充任上市、
上櫃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及
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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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情事，仍有前三項規定之

適用。

適用。
法院為第一項判決前，
得依保護機構之聲請，裁定
停止董事、經理人或監察人
職權行使。
董事、經理人或監察人
，經法院判決解任確定後，
自判決確定日起，一定期間
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公司
之董事、經理人及監察人，
其一定期間，由主管機關定
之。
第二十二條 證券投資人或期
貨交易人與發行人、證券商
、證券服務事業、期貨業、

第二十二條 證券投資人或期
貨交易人與發行人、證券商
、證券服務事業、期貨業、

一、新增條文第二項，原第二
項移列至第三項。
二、保護機構依本法第二十八

交易所、櫃檯買賣中心、結
算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間
，因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
、買賣或期貨交易及其他相

交易所、櫃檯買賣中心、結
算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間
，因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
、買賣或期貨交易及其他相

條第一項規定起訴既係為公
益目的，應充分利用各項解
決紛爭管道，以利維護市場
交易秩序之穩定及投資大眾

關事宜所生民事爭議，得向
保護機構申請調處。
保護機構依第二十八條
第一項規定起訴前，得由保

關事宜所生民事爭議，得向
保護機構申請調處。
保護機構為處理調處事
項，應設調處委員會，置委

之信心，爰新增第二項，賦
予保護機構得於起訴前逕送
調處之權限。

護機構逕行移送調處。
保護機構為處理調處事
項，應設調處委員會，置委
員七人至十五人；其組織及
調處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

員七人至十五人；其組織及
調處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

第二十三條 申請調處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予受理：
一、非屬前條第一項及第二
項民事爭議者。
二、非證券投資人、期貨交
易人提起者。
三、無具體相對人者。
四、已在第一審法院言詞辯
論終結者。
五、調處內容為確定判決之
效力所及者。
六、同一事件已依本法規定

第二十三條 申請調處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予受理：
一、非屬前條第一項民事爭
議者。
二、非證券投資人、期貨交
易人提起者。
三、無具體相對人者。
四、已在第一審法院言詞辯
論終結者。
五、調處內容為確定判決之
效力所及者。
六、同一事件已依本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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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第二十二條新增第二項得
逕送調處之規定，修正第一項
第一款用語，以免生適用之疑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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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調處者。
調處委員會除前項情形
或應補正事項外，應於受理
申請後十五日內進行調處。

申請調處者。
調處委員會除前項情形
或應補正事項外，應於受理
申請後十五日內進行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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