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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弊端之分析 

呂學仁藉擔任訊碟公司董事長之便，利用海外募集之可轉換公司

債(下稱：ＥＣＢ)發行過程均在海外作業，國內證券業務主管機關難

以查核之漏洞，虛設公司，並透過該虛設公司借款與賣出訊碟公司股

票，再將前開所得以人頭帳戶轉為己有。 

 

第肆章   公開發行公司掏空公司資產防制上之缺失 

 
第一節  公開發行公司發生掏空公司資產之原因 
 

本文所列舉掏空公司資產的案例中，雖乍看手法各有不同，惟仍

可歸納出以下幾點發生的共同原因，茲分述之︰ 

一、行為時態的連續性︰ 

    前述涉嫌掏空公司資產之公司經營者，常爲彌補資金缺口，侵占

公司資產之行為常長達數月或數年。因我國公司文化的特色之一，即

是充滿濃厚的家族色彩，公司經營者經常會將公司的資產視為是個人

的資產，恣意挪用，刻意忽略公開發行公司所募集之資金係來自於社

會大眾，公司資產非屬公司少數之經營者所有，故於上開案例可以發

現，公司經營者權宜性挪用公司資產以炒作股價或保障本身經營權

後，認為只要事後歸墊，即可以一手遮天，免於被發現的危險，毋庸

承擔法律責任。 

二、財會人員的配合︰ 

    前開案例中，為逃避其他董監事、會計師之稽核，避免掏空資產

之情事東窗事發，故必須由公司財務會計人員配合在製作會計帳冊、

傳票時，以「暫付款」、「應收帳款」、「預付款」等各種名目，做為掩

飾犯行的方式。 

三、窗飾財務報表 

    因財務報表係監督公開發行公司經營情形之重要方式，故爲掩飾

不法行為，我國公開發行公司掏空公司資產之犯罪行為常與財報不實

伴隨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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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本文所列舉之掏空公司資產案例，多半有進行頻繁的轉投

資活動，並挪用公司資產以轉投資方式炒作股票，以期獲得大量業外

收入，惟一旦股票價格跌落，公司遭受損失，此時公司經營階層即常

為避免虧空公司之情事遭會計師查核發現，而囑咐公司財會人員製作

內容不實之財務報表，隱匿而不揭露公司資產質押、變賣或使用受到

限制之情形，或者成立紙上公司，虛增交易美化財報，穩定股價等。 

 

第二節  公開發行公司掏空公司資產防制之缺失 
 

從本文前述所列舉的案例中，可以歸納出產生我國掏空公司資產

案件的一些原因，這些原因同時也是造成偵辦公開發行公司掏空資產

之犯罪時，所遭遇的瓶頸，茲說明如下： 

 

第一項 使用人頭帳戶情形普遍 

     

    從本文前開所舉之案例可以發現，不論是公開發行公司與內部人

的交易、炒作股票或各種掏空公司資產的手段，其中最常出現的一種

掩飾犯罪行為的方式，即是人頭帳戶的利用。我國政府於 79 年間開

放商業銀行設立，另包括原有之郵局、信合社及農漁會等經營存放款

之金融機構及其分支機構，民眾所開設的帳戶，總數已逾千萬戶。其

中有多少被利用來當作犯罪資金的轉移支用，或作為隱匿犯罪所得，

使司法機關難以追查其犯行之脈絡，雖無從掌握，惟相關主管機關、

金融機構甚或司法機關，因無法有效管理查緝，因此長久以來始終存

在著金融機構人頭帳戶氾濫所衍生之犯罪問題。 

 

第二項 利用虛設之公司行號 

 

    我國虛設行號之問題向來嚴重，且影響所及包括關務、稅務及金

融犯罪各方面，惟本文於此僅提出金融犯罪方面之虛設行號情形，以

切合本文討論主題。我國虛設行號問題發生之原因，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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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法准許一人公司成立助長虛設行號： 

    按公司法第 2 條，有限公司可由一人以上股東所組織，股份有限

公司可由二人以上股東或政府、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由於准許一人

公司成立，雖有助於經濟之自由發展與活絡，惟負面而言，等於也間

接鼓勵不法集團或意圖為不法行為者虛設公司加以利用。 

二、稅務員對新設公司之現場調查未落實： 

稅務員依據營業稅作業準則現場調查規定，必須至新設公司現場

調查，是否確有營業之跡象，然後在查簽表上田住是否准許設立並領

用統一發票，但由於每位管區稅務員管轄使用發票廠商有數千家，且

有少數不肖稅務員索取規費，簡化現場調查，致虛設行號設立後，未

被查核。 

三、利用 OBU 成立境外人頭公司： 

    我國鑑於外交情勢之困難，對於以 OBU(Overseas Banking Unit)

方式成立之境外人頭公司，往往無法查緝是否涉及虛設行號，直到有

不法情事爆發，始能察覺，然在相關證據資料的取得上仍有相當程度

困難。 

 

第三項  公司董監事未能發揮功能且內控制度失靈 

 

    就以 85 年至 94 年之臺灣證券交易所之「投資人類別交易比重統

計表」21資料觀察，我國自然人也就是所謂散戶的投資比例雖然已從

85 年的 89.65%下降到 94 年的 68.84%，而我國法人的投資比例從

8.62%上升至 94 年的 13.29%，但以自然人與法人的投資比例來做比

較，可以看出之間的差距仍然相當大。 

因我國法人投資人所佔比例不高，且多半作短線投資，故難以發

揮類似英美國家機構投資人之影響力，因此，欲寄望機構投資法人能

扮演類似外國公司監控之角色似有困難(劉連煜，民 84)。另外小股東 

務，爭取權益，故就行使股東權約制公司管理而言，無論是法人股東

或者自然人股東，在我國皆難以發揮功能。多半沒有足夠專業參與公

                                                 
21 詳見臺灣證券交易所網站︰http://www.tse.com.tw/ch/statistics/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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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監理，也不願渉入公司事務。 

 

 

表 4-1：投資人類別交易比重統計表 

資料來源：修改自臺灣證券交易所統計資料。 

 

 

 

 

 

       

單位 ： 百分比 

Unit  ：    % 

  年     本  國  自  然  人 本   國   法   人 僑  外  自  然  人 僑   外   法   人
  
 

Domestic      
Individual 

Domestic Juridical 
Person 

Foreign       
Individual 

Foreign Juridical 
Person 

 買  進 賣  出 買  進 賣  出 買  進 賣  出 買  進 賣  出 
  Year   Purchase Sale Purchase Sale Purchase Sale Purchase Sale 

85 年  44.60  44.65  4.28  4.34  0.00  0.01  1.12  1.00  

86 年  45.44  45.29  3.77  3.78  0.00  0.01  0.79  0.92  

87 年  44.92  44.81  4.27  4.36  0.00  0.01  0.81  0.81  

88 年  44.06  44.17  4.53  4.83  0.00  0.01  1.41  0.99  

89 年  42.83  43.27  5.28  4.99  0.00  0.01  1.89  1.73  

90 年  42.02  42.39  4.72  4.97  0.00  0.01  3.26  2.63  

91 年  41.20  41.10  4.95  5.10  0.52  0.45  3.34  3.34  

92 年  38.62  39.22  5.39  6.12  0.74  0.50  5.25  4.16  

93 年  37.82  38.12  5.63  5.93  0.92  0.71  5.62  5.25  

94 年  34.02  34.82  6.10  7.19  1.36  1.05  8.52  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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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投資人類別交易比例圖 

資料來源：依據臺灣證券交易所統計資料繪製 

 

股東既然無法發揮其制約力量，依現行規定，監察人必須要依靠

大股東支持方能當選，故非大股東或董事之親朋好友，難以當選監察

人，再加上公司內部稽核人員、財會人員係由經營階層所雇用，故僅

能對經營階層以下之人員的舞弊，不能防止經營階層本身的舞弊，而

掏空公司資產之案件，除國票楊瑞仁案外，多半係經營階層利用掌控

公司權力之便，行掏空公司之實。 

 

第四項  透過活絡之股票交易從事內線交易之行為 

 

    我國的股票市場向來相當活絡，充滿投機之氛圍與機會，尤其在

前開所舉之案例中，可以發現在亞洲金融風暴前，及 90 年前後，皆

是我國股票市場之高峰期間，故這些掏空公司資產的公司，都有利用

股票市場交易熱絡之環境，在公司向市場發布重大訊息前後，操縱股

票並買賣公司股票等內線交易之行為。 

 

第五項  運用金融商品掩飾假銷貨所產生之無法收回之應收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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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年來，金融商品不斷創新，故廣泛的被企業採用作為投資理

財的工具，例如透過人頭或虛設公司購買連結債券，藉以將公司的應

收帳款出售並證券化。所以，雖然衍生性金融商品之使用，有助於資

金之靈活運用及企業管理效率之提高，然若監理不當，被不專注於本

業，卻擅長金融商品操作之公司作為掏空公司資產的工具，則後果不

堪設想。 

 

第六項  財務操作透取資金手法由本土轉向國際化 

 

本文所舉案例主要係為 87 年亞洲金融風暴期間，以及 93、94 年

間，這兩個我國企業產生財務危機頻仍的區間，所發生的掏空公司資

產案件，基本上，前一段期間多為本土型企業發生危機，其使用的手

法也多為以公司關係人交易方式套取資金，惟在 93、94 年間，發生

的的案件，則多有利用海外虛設公司製造與國內公司之假進、銷貨情

形，一方面製造公司之假銷貨，一方面提高公司之營運數字，或者利

用海外人頭認購公司發行之海外可轉換公司債或海外投資，將公司資

金挪移至海外，不但會計師難以查核，同時國內主管機關亦不亦監

督，甚而在危機爆發後檢調等司法單位也不易取得相關證據。 

 

第七項  掏空資金之往來銀行由本土轉為國際 

 

亞洲金融風暴期間，我國掏空公司資產案件僅波及國內銀行，然

而 93、94 年間之案件，均有透過海外銀行進行套取資金之財務操作

情形，顯然國際性企業因為營運活動屬於國際化，與國外銀行往來頻

繁，異於過去本土企業財務危機事件，加上資訊、金融流通迅速，以

致所掏空之資金，多有透過國內、外銀行流向海外，不知去處的情況。 

 

第三節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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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前所述，在概括了解到公開發行公司之所以會發生掏空公司資

產之原因，以及我國在防制掏空公司資產的缺失及漏洞後，進一步必

須了解目前我國對於公開發行公司掏空公司資產犯罪所課予的法律

責任為何，最後才能據此討論應如何對於掏空公司資產類型犯罪的防

制對策，故下一章，將先行探討目前我國對於公開發行公司掏空公司

資產犯罪所產生的法律責任。 

 
第伍章  公開發行公司掏空公司資產犯罪之法律責任 

要遏阻公開發行公司掏空公司資產情形的發生，必須從刑事、民

事及行政方面的相關管制法規加以規範，故本章將分別論述之。 

第一節  刑事責任 

目前公開發行公司如發生掏空公司資產等、操縱股價等問題時，

訴訟上仍以刑事責任為主，由檢察機關就可能之犯罪行為發動偵查，

俟刑事偵查告一段落起訴於法院之後，再由證基會投資人保護中心協

助提出附帶民事訴訟加以求償，呈現「刑事為主、民事為輔」的訴訟

現況。這與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有強制處分權，可以公權力介入調查

證據，以及若非刑事訴訟諭知無罪、免訴或不受理之判決者，附帶民

事訴訟目前依法可免繳裁判費，可以遵節訴訟費用有關，這兩個優點

是直接以民事訴訟求償之方式較不及之處，也因此造成以刑事訴追為

主的情形。故本文以下即以掏空公司資產之案件為主，先探討實務上

刑事責任運作的情況。 

如上所述，在我國偏重刑事責任的實務狀況下，對於出問題的公

司往往是先由檢察官進行犯罪的偵查，進而作為民刑事責任追訴之濫

觴。目前我國關於公開發行公司可能涉及的刑事犯罪，主要係由刑

法、證券交易法為及商業會計法等為規範重心。在傳統刑法領域，例

如背信、侵占對公司管理者主要的刑事規範；而掏空公司資產等不當

行為，往往係透過虛偽的財務資訊作為掩護手段，這就涉及觸犯刑法

偽造文書罪、證券交易法或商業會計法上對於財報不實之處罰，更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