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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題目之說明 

 

    於本文初首須說明者乃本文以「財務報告不實」為主題，而不直接訂

為「財務報表不實」之原因在於兩者概念仍有差異之處。析言之，遍查

我國證交法條文並無「財務報表」之用詞，僅有「財務報告」之用詞，1同

法第 14 條第 1、2 項並規定「本法所稱財務報告，指發行人及證券商、

證券交易所依法令規定，應定期編送主管機關之財務報告。」、「前項財

務報告之內容、適用範圍、作業程序、編製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準則，

由主管機關定之。」而主管機關並據此就發行人部分另行訂定「證券發

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作為證交法上發行人編製財務報告之主要依

據。 

 

其次，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4 條第 1、2 項規定「財務報

告指財務報表、重要會計科目明細表及其他有助於使用人決策之揭露事

項及說明。」、「財務報表應包括資產負債表、損益表、股東權益變動表、

現金流量表及其附註或附表。」而證交法施行細則第 4 條另規定「依本

法第 36 條第 1 項公告財務報告時，應載明下列事項：一  年度及半年度

財務報告應載明查核會計師姓名及其查核意見為『無保留意見』、『修正

式無保留意見』、『保留意見』、『無法表示意見』或『否定意見』之字樣；

其非屬『無保留意見』查核報告者，並應載明其理由。二  季財務報告

應載明核閱會計師姓名及核閱報告所特別敘明事項。三  財務報告屬簡

明報表者，應載明『會計師查核 (核閱) 之財務報告已備置公司供股東

查閱或抄錄』之字樣。」由上可知，財務報告相較於財務報表而言，乃

為一廣義之概念，其主要內容應包括財務報表、財務報表之附註或附表

以及會計師之查核簽證意見。由於虛偽記載之情事不僅可能發生於財務

報表中，亦有可能存在於其他財務業務文件中，是以本文選擇以較廣義

之財務報告不實作為主題。 

 

                                                 
1 參見證交法第 14 條、第 14 條之 5、第 20 條、第 20 條之 1、第 36 條、第 37 條、第 39 條、

第 63 條、第 174 條及第 178 條、證交法施行細則第 4 條、第 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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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須注意者乃證交法雖不使用財務報表之用詞，惟現行公司法條文

仍使用該用詞，2但細究其文義與證交法上財務報告之意義並無不同，由

於本文係以公開發行公司董事為主要探討對象，故選擇以規範公開發行

公司之主要依據—證交法上之用詞「財務報告」為準。因此，本文內容

所稱財報不實，均指財務報告不實之情形。 

 

 

第二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研究動機 

 

    近年來公司財報不實之案件屢見不鮮，如美國的安隆(Enron)、世界

通訊(WorldCom)、全錄(Xerox)、默克藥廠(Merck)等一連串公司爆發財報

不實之情形，二○○四年日本的西武鐵道、日本テレビ放送網公司也傳

出財務報表虛偽記載的消息，而我國從早期的丸億案到最近引起軒然大

波的博達案，也都涉及到虛飾財務報表以掩飾公司財務狀況不佳的問題。

從以上的實際案例中，可以發現不法行為人利用公司財報以達變相吸

金、淘空公司資產之目的，儼然已成為新興「白領犯罪」之類型。 

 

    按財務報告編製目的應在於允當表達公司之財務狀況及經營成果，

並提供會計資訊予使用者，作為擬定決策之參考。換言之，公司經營者

藉由財務報告了解公司之財務狀況，作為調整或擬定經營策略的參考，

以獲取更大利潤；對投資人而言，則藉由公司之財務報告了解公司內部

之營運狀況，以便選擇投資標的，進而分享公司之營運成果；對債權人

而言，則可藉由財務報告獲取投資與授信決策的有用資訊，並評估公司

未來的現金流量。基於此認知，確保財務報告之真實性及會計資訊之允

當表達誠屬必要，而妥適地課予財務報告編製時參與者相關法律責任，

程度上亦能嚇阻有心人士利用虛偽不實財報以遂其不法目的之行為。  

 

就財務報告編製時之參與者而論，依我國證交法之規定主要有發行

人、發行人之負責人、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之發

                                                 
2 參見公司法第 20 條、第 168 條之 1、第 210 條、第 228 條、第 230 條、第 248 條、第 252 條、

第 268 條、第 303 條、第 326 條以及第 369 條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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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人職員，以及辦理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簽證業務之會計師，而同

法第 171 條、第 174 條對於前述人員於財務報告有虛偽記載時應負之刑

事責任亦定有規範。惟鑑於公司董事依公司法第 228 條為財報之編製主

體，其能否善盡其職責攸關財報之正確性與否。復考量到相較於刑事責

任，民事責任之成立與否與廣大投資人求償的可能性較有關連，是以本

文將限縮研究重心於公開發行公司董事就財報不實應負之民事責任。 

 

關於公開發行公司董事財報不實之民事責任規定，我國實務、學說

向來以證交法第 20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甚至包含到第 32 條為依據。然

而，適用第 20 條第 1 項或第 20 條第 2 項之區別標準為何?行為人之主觀

要件是否包含過失之概念?又該等條文與證交法第 32 條間之適用關係為

何?有無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規定之適用空間?學說及實務見解莫衷一

是。此外，證交法於二○○六年一月增訂第 20 條之 1 規定，明定財報不

實之民事責任基礎，是否即能解決紛擾已久之法條適用問題? 又，董事

於財報不實案件中縱令須負民事責任，其賠償範圍為何?關於此點，我國

法相關規範迄今尚付之闕如，美國、日本立法例有無規範可供參照?諸此

問題，若能予以釐清，必將更能確立現行法下董事於財報不實中所應擔

負之責任，此即為本文研究之主要動機。 

 

二、研究目的 

 

    本文研究目的，約略有以下三點︰ 

 

1.財報不實的問題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國，一旦爆發不但造成成千上萬的投

資人權益受損，甚至影響到整個社會經濟環境之發展，而董事對於財報

的正確性與真實性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除事前的防弊措施外，事後對

於責任之追究亦不能輕忽，故筆者希冀透過本文之分析介紹，使讀者對

董事於財報不實中相關責任規範及其內涵有一基本認識。 

 

2.我國證交法上有關財報不實之規範主要係參考美國、日本立法例，藉由

整理分析美國、日本財報不實相關規範，有助於釐清現行法下爭議不斷

之法條構成要件內涵及其適用問題，或可成為相關實務問題之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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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律規範之實際運用結果，仍應回歸於實務判決予以檢視。是以本文擬

於我國法相關法規探討中，一併就國內相關判決中有關董事責任部分為

比較與分析，藉以歸納法院實務判決上之態度及傾向，並提供現行法制

下適宜之處置模式及可行方向。 

 

 

第三節  研究範圍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 

 

    財報不實可能肇因於董事、經理人、公司內部會計人員或會計師之

行為，鑑於董事係居於公司內部經營階層之地位，由董事所組成之董事

會更具有公司日常業務決策之權限，故本文於本國法及美、日立法例部

分，均係以董事之民事責任為主要研究對象。此外，公開發行公司多半

具有股東人數眾多、資產大眾化之特質，此等公司財報不實對投資大眾

及社會經濟所造成之影響尤為深遠，是以本文專以公開發行公司之財報

不實為研究範圍。 

 

    其次，就法規範面而言，美國法部分本文將以聯邦法為主輔以實務

判決為探討對象，主要包括一九三三年證券法(The Securities Act of 
1933)、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一

九九五年私人證券訴訟改革法案(The 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 of 1995) 以 及 甫 由 二 ○ ○ 二 年 開 始 施 行 之 沙 氏 法 案 (The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日本法部分將以現行證交法及公司法相關規

定為主，另外將針對二○○六年六月公佈之金融商品交易法相關規範作

一介紹。我國法部分則以證交法及公司法相關規範為研究主軸。 

 

二、研究方法 

 

(一)制度分析法 

所謂制度分析法係指以法制面作為主軸，分析財報不實之法規範運

作上之要件及缺失，進而探討其具體運作上所應呈現之制度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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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法 

除以財報不實相關法律及授權命令為論述基礎外，與本文相關之立

法背景以及學者評釋之文章等資料搜集即所謂文獻整合法。文獻之整

理、分析有助於歸納、演繹出本國法制度之內涵，所以搜集之具體方向

包括與本文相關內容之學術教科書、學術論文、研究計畫、學位論文、

政府出版品、學術研討會記錄以及期刊文章等。 

 

(三)比較研究法 

以先進國家(美國、日本)之立法例作為研究對象，並結合該國學說

及實務見解，綜合比較其異同，並探究該等制度之背景，與我國之國情、

民情作一比較，以供我國法規範於解釋適用時之參考，進而做為未來我

國法律強化之基礎。 

 

(四)實務分析法 

理論之探討仍應回歸於實際案例之分析始有意義，本文涉及董事於

財報不實案例中應負之民事責任，是以筆者擬對法院實務判決關於財報

不實相關法規之法律適用結果加以歸納整理，輔以學理相對照，俾探求

現行法制是否仍有規範不足之處，並提出相關修法建議。 

 

 

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論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論」，分為研究題目之說明、研究

動機及研究目的、研究範圍及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架構等部分，係介紹

論文的基本理念與架構，以期使讀者能初步瞭解本論文題目之重點所在。 

     

第二章係探討「美國法上財報不實董事之民事責任」，蓋我國證交法

諸多規定均係參照美國立法例而來，是以在研究我國財報不實相關規定

前，首須就美國法制有一基本認識。本章主要針對美國法上財報不實可

能涉及之法規為一整理介紹，如規範證券詐欺之一九三四年證券交易法

section10(b)及其規則Rule10b-5、section 18，以及一九三三年證券法 section 
11、section12 規定，並就相關法規構成要件、請求權人及賠償範圍等問

題為探討，另就私人證券訴訟改革法案及沙氏法案中相關部分亦會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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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研究。其次，因財報不實所衍生之民事責任，董事除對於第三人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外，對於公司又應承擔何等責任?外部董事又應該承擔何

等責任?於本章中將一併敘及。 

    

    第三章係「日本法上財報不實董事之民事責任」，以日本現行證券交

易法以及二○○五年始自商法中獨立出之公司法法規為研究基礎，於本

章將先針對日本證券市場上之資訊揭露制度為一基本介紹，次就董事於

財報不實中可能成立之責任為歸納整理。此外，針對二○○六年六月公

佈、預計一年半內將施行之金融商品交易法中有關財報不實之相關規範

亦作一基本簡介。至於董事對公司責任方面，則以日本公司法第 423 條

以下關於董事違反職務時對公司所負責任之相關規範為討論重點。又，

日本法上頗具特色的董事責任減免機制及課徵金制度，本章將就其要點

予以討論，藉此觀察有無值得我國仿效之處。 

    

第四章係探討「我國法上財報不實董事之民事責任」，仍循照第二、

第三章之模式，就董事於財報不實中對於第三人、公司各應負何等責任

為討論重點，並和美國、日本法之相關規定作一比較分析。藉由對於現

行規範之法釋義學及與外國法之比較分析，冀能釐清我國法上財報不實

董事之民事責任。其中證交法上財報不實可能涉及之規範，主要包括證

交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20 條之 1 及第 32 條規定，該等法規彼

此適用關係為何?競合之處理方式為何?實務、學說見解相當分歧。本章

將檢討各條項間之適用關係及競合處理。第五章則為本文之結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