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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認列可揮別傷痛 分期攤提恐長夜漫漫

現場重鑑：
國票楊瑞仁案會計處理紀實
民國84年，國票公司因職員楊瑞仁涉嫌盜蓋印章偽造客戶商業本票，產生了對台銀102億餘元的保證債
務，當時關於該筆鉅額損失應一次認列或分期攤提引起廣泛討論，本文作者以當時國票之財報查核簽證
會計師身分，就該案損失之背景、會計處理及其後衍生之法律問題提出詳細的說明。

薛明玲，資誠會計師事務所高科技組會計師
albert.hsueh@ms6.pwcglobal.com.tw

商

訊文化最近出版「迎向金

意見之查核報告書。時隔6年，

人保證印章，售予台灣銀行信

融風暴－林華德救援國

國票公司不僅浴火重生，正轉

託部持有。經國票公司與台灣

際票券、宏福證券、中聯信託

型為金融控股公司，且有能力

銀行信託部核對結果，國票公

的故事」，書中對於林華德董事

回饋社會，支援其他金融機

司因此等偽造商業本票滋生對

長於國際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構。本人也樂於基於專業立

台灣銀行之保證債務計102億2

司(簡稱國票公司)爆發員工楊瑞

場，就楊案損失之背景、會計

千萬元，其中偽造之發票日期

仁弊案(以下稱「楊案」)後，接任

處理及其後衍生之法律問題為

屬於84年5月2日至同年6月30日

董事長並成功地重建國票公司

文說明。當時各界對會計處理

者計63億3千3百萬元，屬於84

之過程，有精彩而翔實的記

所提出之不同意見，均出於善

年7月1日至同年8月3日計38億8

載。

意，因此本文只作內容敘述，

仟7百萬元。檢調單位同時查扣

本人於國票公司發生楊案

不作評論，亦不引據姓名。至

之贓款(物)，依當時之市價估算

當時，擔任國票公司之財務報

於本文中所提及之法令條文，

約值24億元。

表查核簽證會計師，對於楊案

係以當時(84年度)適用之法令為

發生後政府官員及公司員工拯

準。

救國票公司之擔當、睿智及辛

鉅額損失處理影響重大
可否分期攤銷引起討論
楊案發生後，引起社會極
大震撼，次日股市重挫，國票

會計處理及衍生之公司法、證

【背景】一個基層員工類似
偷竊的行為卻釀成鉅禍

券交易法問題，本人有所參

國票公司於84年8月4日經

金，所幸在政府出面協調其他

與，並史無前例地對國票公司

檢調單位通知，該公司板橋分

金融機構緊急支援資金下，才

84年上年半度原先將弊案損失

公司職員楊瑞仁涉嫌偽造客戶

得以暫時解危。然而因為國票

按5年分攤之財務報表出具否定

商業本票及盜蓋公司有權簽章

公司為股票上市公司，依證券

勞甚為感佩。關於楊案損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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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要求提前解約，擠提現

交易法規定，其84年半年報應

一鉅額損失能否適用商業會計

國票公司對楊瑞仁等犯罪

於同年8月底前公告申報，若84

法規定分年負擔，熱烈討論，

集團具有法律上之追償權利，

年半年度所顯示之公司淨值低

有召開座談會、於專業雜誌發

於會計上視為「其他資產－應收

於5元，則依台灣證券交易所股

表文章或於報章媒體陳述卓

求償款」，並依據司法單位所查

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規定，應

見。各方之意見雖有不同，但

扣贓款(物)之價值，評估應收求

變更股票交易方法，改列全額

其共同之目的，都是基於善

償款之可收回性，據以提列債

交割股。因此，弊案之損失於

意，協助國票公司渡過難關，

權無法收回之損失。

財務報表上應如何認列？即為

減少其對社會之衝擊及股東之

決定國票公司是否淪為全額交

損失。

割股之關鍵。由於本案被盜用

(一)贓款(物)認列要件：由客
觀第三者( 如律師) 出具專家意
見。主張國票公司對贓款(物)具

後，損失金額仍高達7 8 億餘

【會計處理】將查扣贓款
(物)自損失扣除，國票公司
無淪為全額交割之虞

元，為我國金融史上空前之鉅

楊案發生當時，正值會計

案。為挽救國票，避免公司因

師查核84年半年報期間，為免

認列此一鉅額損失而淪為全額

國票公司因認列此一鉅額損

交割股，因此有人建議，國票

失，使得每股淨值低於5元，而

公司得引用商業會計法第48條

淪為全額交割股，本人即與公

3.非上市公司股票：經會計師

第2項規定，將損失予以分期負

司管理當局討論，決定楊案損

簽證之財務報表每股帳面價

擔。

失之會計處理原則如下：

值。

之資金高達102億2仟萬元，即
使扣除司法機關查扣之贓款(物)

國票公司乃於84年8月14日
函請財政部證管會，請准將此
一鉅大之非常損失依商業會計
法規定分期負擔，並於84年8月

一次認列或分期攤提
眾說紛紜意見不一
一、以偽造商業本票發票日
期為事實發生日認列損失：

有最終處分權。
( 二) 贓款( 物) 金額評估原
則：
1.現金、銀行存款及公債：按
實際金額。
2.上市公司股票：最近一段期
間(如一個月)平均收盤價。

4.不動產：鑑價公司之鑑價或
市場客觀參考價格(應扣除土地
增值稅等相關稅負)。
三、84年上半年度及第三季

30日董事會決議，基於兼顧公

按造成國票公司損失之偽

司長期經營及股東利益，將此

造商業本票發票日期(84年5月2

國票公司依與台灣銀行協

一鉅大之非常損失，依商業會

日至84年8月3日)為認列損失時

議內容償付之102億2仟萬元，

計法規定分5年負擔。惟財務報

點。發票日期屬於84年6月30日

依法同時向楊瑞仁等犯罪集團

表查核簽證會計師以此項處理

以前者計$6,333,000,000，於84

提起告訴並行追償。帳上認列

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年上半年度認列損失；發票日

其他資產－應收求償款及應付

則規定：「非常損益應單獨列

期在8 4 年7 月1 日以後者計$ 3 ,

保證賠償損失；每季再就追償

示，不得分年攤提」不合，無法

887,000,000扣除查扣贓款(物)價

情形評估對楊瑞仁等應收求償

允當表達國票公司84年6月30日

值後餘額，於84年第三季認列

款之備抵損失。

之財務狀況，而出具否定意見

損失。

之查核報告書。
其間各界對於國票公司此

損失認列金額：

(一)84年上半年度認列賠償台

二、評估查扣贓款(物)價值，
列為損失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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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損失63.33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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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非常損失。
借：應付所得稅

ＸＸＸ

貸：非常損失-所得稅節省數

ＸＸＸ

認列非常損失之所稅節省
數，並沖轉帳上已估列之應付
所得稅。

國票楊案損失
經證期會釋
示，採一次認
列損失，雖然
重創公司，但
國票揮別傷
痛，全力重建
公司，終於在
最短時間內浴
火重生。

依據上列會計處理，並加
計第三季公司營運損益及處分
部份票券、債券投資之利得，
推算國票公司84年6月30日及84
年9月30日之股東權益如表一所
示。
國票公司依據上述推算結
果，84年6月及9月底之每股淨
值分別為8.35元及6.77元，並無
淪為全額交割股之虞。惟於84
年8月13日聯合報報導，引述某
位會計師意見，認為國票公司
楊案之損失，可適用商業會計
法第48條第2項「數額較為鉅大
之非常損失，不宜全部由本期
負擔者，得分期負擔之」的規
定，並指出國票公司之淨值將

借：其他資產-應收求償 63.33億
貸：應付保證賠償損失

63.33億

認列84年上半年度對楊瑞
仁等求償之債權及對台灣銀行

(物)之價值(約24億)，評估提列

不致因虧損而出現嚴重不足，

應收款之備抵損失。

國票公司得不需經「減資」等程

借：其他資產-應收求償款 38.87億

序而重獲「生機」。此一報導刊

貸：應付保證賠償損失

37.87億

出後，陸續有會計學者及會計

認列84年第三季對楊瑞仁

師於報章媒體及專業雜誌發表

等求償債權及對台灣銀行之債

文章，闡述其對國票公司楊案

務。

損失應一次認列或分期攤提之

之債務。
借：非常損失

63.33億

貸：備抵損失-應收求償款 63.33億

評估應收求償款之收回
性，認列估計無法受償之非常

借：非常損失

14.87億

看法，中華民國公司組織研究

貸：備抵損失-應收求償款 14.87億

發展協會並舉辦「商業會計法第

評估對楊瑞仁之債權收回

48條第2項適用疑義」座談會，

(二)84年第三季認列對楊瑞仁

性，就第三季認列對楊瑞仁等

邀請會計師界、法律界及學界

等之應收求償款及應付台銀債

之應收求償款，扣除查扣贓款

具聲望之權威人士及證管會主

務3 8 . 8 7 億，並估計查扣贓款

價值之差額(38.87億－24億)認

管出席，熱列討論。此一期間

損失。

no.189

26

■表一

國際票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權益變動分析
單位：新台幣億元

84年6月30日
股

本

84年9月30日

92.11

111.55

19.44

－

2.03

2.03

法定盈餘公積

10.11

10.11

特別盈餘公積

3.80

3.80

待分配股票股利及資本公積配股(註)
資本公積
累積虧損

待彌補虧損

(50.57)

(52.00)

小 計

(36.66)

(38.09)

股東權益合計

76.92

75.49

每股淨值(元)

8.35元

6.77元

註：係國票公司於84年度股東會決議無償配股部份，業於84年6月21日經證管會核准，並經董事會決定以84年8月5日為增資基準日。

各界對楊案損失究應分期攤提

為8.35元，與原先估計相同，

司各月損益及淨值變化，亦有

或一次認列所提出之卓見，至

確無淪為全額交割之虞。

詳細之預算推演；至於次年初

今仍頗值參考，爰將其節錄彙

在經濟部作出損失不得分

召開股東會辦理減增資事項，

期攤提同時，台大教授林華德

其對減增資之金額及公司淨值

先生在各界期許下，接任國票

之影響，早有分析規劃，而且

公司董事長，林華德在履新記

於就任董事長之初( 8 4 年1 0 月

者會上揭示公司未來努力之四

初)，即指示公司主管與會計師

楊案損失是否得以分期攤

大重點：(一)重建金融同業信心；

研究，就辦理減增資程序、預

提之問題，經財政部證管會函

(二)設法追回贓款，減少股東損

計日期及注意事項擬具計畫，

請經濟部釋示結果，經濟部於

失；(三)避免公司股票被降類為

可謂鉅細靡遣，無一遺漏。國

8 4 年9 月2 0 日作出解釋，指出

全額交割股；及(四)年度決算後

票公司經一次認列損失後，揮

「公司因內部控制缺失所造成之

儘速召開股東會，辦理減增資

別傷痛，全力投入公司重建，

損失，非屬商業會計法第48條

事宜，使資本維持適足狀態。

終於在最短時間內浴火重生，

總如表二。

【結果】一次認列損失，
揮別傷痛，邁向重建坦途

之2項『非常損失』之範圍，應無

林華德高瞻遠矚，處事深

分期負擔之問題」。國票公司於

思熟慮，對於上述所揭示之四

是按損失一次認列之原則，重

大重點，都充分掌握資訊，並

本期先介紹國票公司楊案

編84年上半年度財務報表，由

有詳細之規劃。以楊案損失認

損失之會計處理情形，次期再

董事會通過，並經會計師重新

列來看，林華德對國票公司一

探討楊案損失所衍生之公司

查核，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

次認列損失後淨值影響不僅充

法、證券交易法及會計師查核

意見書。經重編後之每股淨值

份瞭解，對於楊案發生後，公

簽證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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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案例，或許可供大家作
一借鏡。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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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案損失應否分期攤提正反主張
會計處理

主張(比較項目)

損失分期攤提

一次認列損失

一、損失之性質是否
符合非常損失

1.國票公司損失之事實具高度異常性，與企業正常 1. 符合財務會計準則所稱之性質特殊、不常發生及金
活動無關，弊案發生後公司內部全面檢討加強控 額重大之非常損失條件。
管、主管機關亦將加強督導，將來應不致發生，且 2.就國內金融環境而言，發生金融弊案並不算特殊，而
弊案損失扣除贓款後仍高達78億，金額甚鉅，以上 且金檢制度及內部控管制度再不改善，同一金融機構
均符合非常損失之要件。
再次發生弊案，並非不可能預見，由此觀之，國票公
2.國票弊案係在金檢制度、內部稽核及會計師內部 司所發生之損失，似不屬於非常損失。
控制層層關卡下所發生，應屬意外事件，雖然國票
公司本身內部控管確有疏失，但不能完全歸咎。蓋
非常損失之構成包括天災及人禍所造成之損失，不
正常之損失亦屬非常損失。
..........................................................................................................................................................................................................................................................................................................................................................................................................................................................
二、適用法令及位階 1. 商業會計法第48條第2款：「數額較鉅大的非常 1.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11條第7款：「非常
損失，不宜全部由本期負擔者，得分期負擔之。」 損益：性質特殊且不常發生之損益項目，及金額重大
2.商業會計法是法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之償債損益屬之，應單獨列示，不得分年攤提。」
準則」是行政命令。根據憲法第172條規定：「命令 2.「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係依據商業會計法
違反憲法及法律者，無效。」
之特別法「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規定訂定，因此是項
3.「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僅具習慣性質。依民法第1 準則係屬於委任立法的授權所頒佈之法規命令，其位
條所定：「民事法律未明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 階當非一般之行政命令可言，而應視同與證券交易法
依法理。」商業會計法有明文規定者，則無公認一 同等之位階，其效力應優於商業會計法而適用之。
3.商業會計應反映真實事項，且要避免讀者誤解，因
般原則之習慣之適用。
4.「惡法亦法」，法律既有明文規定即應遵守，商業 此如有損失，自應依商業會計法第60條第2項規定於
會計法允許鉅額損失分年攤提，且公司當局亦已決 發生之當期認列。損失倘若不於當期認列，或竟依同
法第48條第2項規定分期負擔，不僅誤導社會投資大
定，似應尊重。
眾或交易相對人，抑且使公司法之一些規定均成具
文，例如公司法第211條：「公司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
分之一時，董事會應即召集股東會報告…」，公司法
第232條：「公司非彌補虧損及依本法規定，提出法定
盈餘公積後，不得分派股息及紅利…」
..........................................................................................................................................................................................................................................................................................................................................................................................................................................................

三、經營決策考量

1.國票公司為上市公司，此一鉅額損失若一次認
列，淨值驟減，恐有淪為全額交割股之虞，對近14
萬股東之損失更加擴大，可能掀起重大抗爭，造成
嚴重之股市風波，如此顯然有違證券交易法第1條
所明定之「保護投資」、「發展國民經濟」之立法本
旨。
2.鉅額損失一次認列，公司淨值銳減，法定業務操
作限額大幅下降，勢必影響公司營運及股東權益至
鉅。
3.國票公司因楊案損失，將促使公司加強內部稽核
及管理，似不可謂毫無效益可言，應有雅量准其分
年攤提損失。
4.鉅額損失分年攤提，使得公司每年有認列損失之
壓力，將加重公司經營者責任，況且公司董事會對
此已有充份討論，應予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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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計處理重在正確表達資訊，若發生損失即應於當
期全數提列，不可打折扣，以免失真。
2. 鉅額損失如准分年攤提，將使公司之「鉅額虧損」搖
身變成「公司資產」，將嚴重扭曲上市公司財務報表之
真實性。
3. 非常損失分年攤提，將使公司於分攤損失期間，承受
虧損，不僅公司股價無法回升，籌資困難，股東及員
工亦無紅利可供分派，對公司長期經營反而不利。
4.鉅額損失一次提列或將對公司造成困擾，但長痛不
如短痛，因此損失不宜分期攤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