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i

序

不論是個人生活、企業經營或國家經濟發展，都和銀行有密切的

關係。銀行誠為國家重要的制度。然而，和公司、證券法制相比，有

關銀行法令的論著卻明顯不足。沈君玲法官的博士論文：「銀行授信

問題所涉法律問題與規範之研究」，此時出版，為金融法制增添重要

論著，特別值得慶賀。

百餘年來，金融業對台灣經濟社會的貢獻有目共睹，但也不時曝

露制度上的風險。沈法官特別關注銀行賺錢由股東享有，虧損卻由全

民埋單的現象。這是呼應美國第七任總統賈克遜（Andrew Jackson）
1834年的談話。一百多年後，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史帝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和哈佛法學教授雷西格（Lawrence Lessig）近年的相關
論著都指出「賺錢私有，虧損歸公」的問題（privatizing profits and 
socializing losses）。台灣過去經歷許多銀行擠兌的風暴，最後必須
動用納稅人的「金融重建基金」才能善後。如今金控規模大異往者，

如果爆發倒閉風潮，後果實在難以想像。從制度上確保銀行的健全經

營，至關重要。健全的金融法制無疑是銀行健全經營的基礎。

沈法官從事審判實務多年，有感於金融法制的重要，利用公餘勤

奮向學，在國立政治大學劉連煜教授的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成績優

異，誠屬難能可貴。本書以學術理論及司法判決為基礎，從比較法的

觀點，深入探討銀行及相關人員從事授信業務所產生的民事、刑事及

行政責任的法律問題，取材豐富，說理清晰，極具實用價值，對台灣

金融法制的發展及銀行經營的健全均有助益，特為推薦。

司法院前院長

2018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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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iii

指導教授劉老師序

十年前君玲參加政大博士班入學口試時，口試老師即質疑她擔任

刑事庭法官，工作繁重下，是否有可能完成博士論文？當時君玲就很

堅定地回答，她絕對會排除萬難寫出來！我身為她的指導教授，在我

多年督促下，加上她又經過數年在高等法院金融專庭的歷練，她終於

完成博士論文的初稿，提出銀行不法授信之司法審查標準。

在論文二試時我提出要求本論文之研究不能僅論述不法授信的

刑事責任，對於民事責任、行政責任也要全面探究，並且要做實證研

究，訪談銀行實務承辦人員對此議題之相關意見，才能理論及實務兼

備。君玲果然不負眾望，在最後論文口試時，完成了口試委員所有的

要求，寫出高達46萬字的博士論文，令口試委員耳目一新，對於她的
研究毅力及成果，讚譽有加。

此篇論文堪稱對銀行授信相關法律問題最為專精而全面的研究。

在我建議可以將此論文出書問市，讓更多人受益時，她又堅持要等到

新修公司法第22條之1公布施行，並增訂相關申報管理辦法後，才能
完整呈現銀行授信問題的最新法律適用情形，讓所有銀行授信承辦人

員、法務人員及司法審理銀行授信案件之檢察官、律師、法官得以作

為為研判授信案件之參考。今日本論文終於付梓，實感欣慰，期許君

玲在擔任法官期間，仍不忘結合實務案例，繼續就金融專業相關議題

提出研究，以供法律修正、銀行實務與司法審判適用之參考。今見君

玲研究有成，貢獻財經法學界，喜溢于中，爰樂為之序。

政大法學院教授及政大公司治理法律研究中心執行長

2018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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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擔任刑事庭法官二十多
年，面對何謂正義公理之標準，實有待不斷追求知識，始能釐清人間

事理。社會上不法浮濫放款事件層出不窮，造成許多銀行授信弊案，

於司法審理曠日費時，若非專注研究相關之法律爭議見解，實難於龐

雜的訴訟資料中，找到指引的方向。本書於研究數年後得以完成，特

別感謝指導教授劉連煜老師於該段期間細心指導我完成博士論文，並

強烈建議我將博士論文予以修正出版，同時感謝口試老師林國全老

師、朱德芳老師、張心悌老師、郭大維老師提供研究方法之建議與

理論及實務見解的指正，尤其朱德芳老師更陪同我訪問銀行業者，讓

本書更加完整。此外，更感謝前司法院院長賴英照老師在百忙之中抽

空閱讀我的著作而給予指導，在此謹獻上最誠摯的謝意。能夠完成此

書，特別要感謝生命中的好友安箴給我的鼓勵，並感謝在臺灣高等法

院任職期間，許宗和庭長、楊力進庭長及刑十一庭全體同事在工作上

給予大力協助，使我得以順利請假就學及撰寫論文，中華法學會理事

長蔡清遊大法官的支持，同學雅芬的鼓勵、耀鑌學長提供力霸案判決

與法律意見、法官助理志昌、高昀工作上的協助，及一路上所有朋友

不斷的打氣，使我得以順利完成博士論文並修正出版，在此一併致上

我最深的謝意。

最後感謝父母與家人時常忍受我課業及公務的繁忙，給予最大的

寬容與不斷的鼓勵、支持和協助，在此謹表達內心永遠的感恩，親情

浩瀚，無以回報，謹以本書獻給爸爸沈明達先生、媽媽劉加津女士！

謹識

2019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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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vii

摘  要

銀行業的道德風險極高，銀行的獲利歸於銀行的股東，而當銀行

發生虧損或擠兌而無法經營時，則由全民買單，付出社會成本拯救銀

行不致倒閉，因而銀行的安全與穩健，較其他非金融機構之企業，更

為重要。自1991年起政府開放核准新銀行設立，許多大財團著眼於金
融市場的大商機，爭相競逐投入金融版圖並設立新銀行，導致對關係

人及關係企業的浮濫放款，造成許多銀行貸款弊案。

本文係自本人2018年7月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博士論文
改編，增錄2018年11月1日公布施行最新修正公司法及相關子法之規
定，經訪談銀行實務授信業務承辦人員後（詳如附錄部分），自銀行

授信應有之評估5P原則、作業流程出發，探討授信行為應遵守之法令
及辦理授信人員應有之受任人義務，比較美國、德國等國家及中國大

陸、香港等地區之相關規範，探究關係人授信應有之程序規範、實體

規範，並分析我國實務個案，對於具有風險之授信行為，提出不法授

信之責任規範應有之判斷界限，同時參考美國實務案例，提供銀行授

信行為應有之司法審查標準，以供我國司法實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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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x

A Study on the Legal Issu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Bank Extension of Credit

Abstract

The bank’s moral hazard is extremely high. The profit of the bank is 
attributed to the shareholders of the bank, however, when the bank loses money or 
bank runs and cannot operate; the whole taxpayers foot the bill and pay the social 
cost to save the bank from bankruptcy. Therefore, the bank’s safety and stead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 non-financial institutions. Since 1991, the government 
has opened up and approved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banks, many large consortia 
focus on the bi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the financial market, competing to 
compete for financial maps and setting up new banks, resulting in the floating of 
loans to related parties and related companies, and in many improper bank loans 
case also.

This article is adapted from my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July 2018, additioned 
the latest amendments to the company law and related sub-laws were promulgated 
on November 1, 2018. After interviewing the bank's practice credit business 
contractors (detailed in the appendix),starting from the evaluation of credit 5P 
principle and the following procedure of the bank extension of credit , analyzes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that should be complied with the extension of credit and 
the content of fiduciary duties. Comparing the relevant norms of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China and Hong Kong, discuss the substantive regulations and the 
procedural regulations of the extension of credit to related parties. By analyzing 
the cases of Taiwan, for the credit risk behavior, propose the judgment standar 
of the liability rule. At the same time, refer to the US practical case, provide the 
judicial review standards for extension of credit in banking, for reference in our 
judicial practice.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714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銀行業的道德風險極高，銀行的獲利歸於銀行的股東，而當銀行

發生虧損或擠兌而無法經營時，則由全民買單，付出社會成本拯救銀

行不致倒閉，因而銀行的安全與穩健，較其他非金融機構之企業，更

為重要。台灣銀行產業在 1980年之前一直受到政府的嚴格控管，直
到 1991至 1992年期間，為了因應金融自由化及國際化的世界潮流，
政府開放核准新銀行設立，也核准信託投資公司、大型信用合作社及

中小企業銀行可申請改制為商業銀行，財政部陸續於 1991年核准 15
家新銀行的設立 1，於 1992年再核准安泰商業銀行，共計 16家新銀
行，商業銀行數目倍增 2。於 2003年 12月底，本土一般銀行及中小
企業銀行共計 50家，外國銀行在台分行共計 36家，啟動所謂的「過
多銀行」年代 (overbanking)，許多大財團著眼於金融市場的大商機，
爭相競逐投入金融版圖並設立金融機構作旗下的關係企業，競爭激烈

下，銀行利潤下滑，新成立的銀行大多是由企業集團所擁有，導致對

關係企業的浮濫放款，一旦景氣下滑體質較弱的銀行便面臨困境。

開放銀行產業自由化後雖使得我國金融業蓬勃發展，但也因此

造就了企業集團與金融業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金融自由化但是對於

金融的監管與紀律並未隨之加強，銀行對企業的授信並未受到有效的

內控與稽核，有關於資本適足率、逾放比、覆蓋率等監管要求均低，

導致金融體系產生了高度潛在危險，這些弱點在後來的金融風暴中均

1 15家新銀行分別是 :萬通、大安、聯邦、中華、華信、萬泰、亞太、玉山、泛
亞、中興、台新、大眾、

2 參閱賴英照，台灣金融版圖之回顧與前瞻，聯經，1997年。沈中華，銀行與金控
的成長、衰退與再崛起 : 臺灣的故事，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2014年 9月，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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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授信所涉法律問題與規範之研究2

一一暴露出來。我國過往不健全的法令規範中，發生銀行與利害關係

人不當授信之刑事弊案層出不窮，從 1995年台灣三家中小企銀，高
企、東企、花企及華僑銀行弊案，2000年中興銀行違法貸款案、2006
年力霸集團掏空中華商銀案、，2008年太子集團向旗下萬泰銀行違法
貸款案、2016中信金弊案、2017年永豐金控違法超貸案，在在顯示
出民營銀行脫逸政府的掌控之後，企業集團由控制者或有力的內部人

主導下，高層之內部控制已有失序的情況，公司治理的相關法制顯然

無法確實監管銀行業者之營運，對於銀行所涉關係人授信之法律規範

仍有不足，而現今實務亦衍生公股銀行之董事對於逾期授信案政府應

否以受任人責任予以究責之爭議 3。

過往出現之台灣本土的金融危機有下列幾種模式：（一）信託公

司危機：臺北十信、國泰信託、亞洲信託，造成影響結果是：政府鼓

勵信託公司轉制為商業銀行。（二）台版龐氏騙局：地下投資鴻源機

構吸金案，影響結果是：政府強化監理制度。（三）基層金融擠兌危

機：彰化四信引爆，影響結果是： 金融重建基金（RTC）接管鼓勵轉
制為商業銀行。（四）三家中小企銀金融擠兌危機，影響結果是：政

府修訂銀行法第 32、33條之相關規定解決關係人貸款造成銀行體質
脆弱之問題，將中小企銀轉制為商業銀行。（五）地雷股：亞洲 1997
年產生亞洲金融風暴的後遺症，影響結果是：提高政府對於逾期放款

3 立委黃國昌調閱立法院小組研究徵信資料，看完台灣銀行常董會錄影帶後表示，
其發現面對慶富這個問題重重的高額聯貸，竟是以草率的方式放行通過，若這樣
算是「盡了 fiduciary duty（受任人責任）、能夠算是有 due diligence（財務盡職調
查），所有公司法、銀行法的教科書全部都要改寫！」。董事擺爛、股東買單（在
台銀的例子，就是納稅人買單），將成為台灣公司治理、金融秩序的常態。自由時
報 2017-11-26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265176，財政部委
請兆豐銀對失職公股代表究責求償，兆豐銀行於 2016年 9月 23日上午召開改組
後的首次董事會，董事們全體通過將委任律師向公股派任的前董事長蔡Ｏ才、總
經理吳Ｏ卿進行民事求償，金額為 1.8億美元加計金管會裁罰的 1,000萬台幣，創
下金融業有史以來，「銀行向董事」求償最高金額。參閱中時電子報，2016-9-24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924000047-260202，中時電子報 2016-
11-29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1129006075-260402 中時電子報
2017-10-02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1002001529-260410（最後
瀏覽日，2019年 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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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3

之重視，開始第一次金融改革，對關係人定義的修正（修正銀行法

第 32、33條），過去借款者為規避銀行法的關係人貸款的限制（即
二親等血親、三親等姻親之內的人向銀行貸款受到關係人授信限制規

範），而常採用人頭戶借款，再掏空銀行，不僅評估「借款人」之身

分與債信，更重要為落實貸放後管理作業的「資金流向」，故 2000
年銀行法修正增列第 33條之 4：「利用他人名義向銀行申請辦理授
信」受到與關係人授信相同之限制規範。另外，過去銀行持有 5%的
企業實收資本在向銀行借款時，必須受到限制規範，但該企業再轉投

資的企業則不受到限制規範，故此次修法以控制能力為計算基礎，回

歸公司法對關係企業的規範，凡是銀行能影響的企業即認定為關係企

業，就必須同受關係人授信限制之規範。

銀行為國家經濟金融之樞紐，在經濟發展中，藉由銀行以存款

與授信業務之推展，作為社會儲蓄者與資金需求者之仲介，銀行係以

提供資金收取利息作為銀行之主要收入來源，因此，銀行授信業務之

良窳，不僅關係銀行經營之成敗，透過授信業務所創造之貨幣信用，

亦深層影響工商企業活動社會大眾之需要及國家經濟之發展。隨著市

場開放及市場競爭白熱化，資金存放利差大幅小，而銀行在授信融資

時需承受客戶可能發生呆帳之風險，觀諸近期銀行不當授信之重大弊

案，如慶富獵雷艦聯貸案 4、永豐金控違法貸款案 5等，一個個案即足

以造成銀行業達數十億至數百億之鉅額虧損危機，因而面對爭取業績

賺取授信利息之風險，實為銀行經營者應予以慎重決策。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檢查局針對本國銀行每年二次金檢之主要檢查缺失報告，就

4 「行政院獵雷艦專案調查小組」調查報告指出，有關銀行聯貸部分，一銀辦理聯貸
案在徵信、授信與貸款後管理上，有重大缺失。 資料來源：新聞傳播處行政院新
聞稿：「獵雷艦案相關人員依責任程度予以處分，絕不護短」，2017年 11月 2日。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2.aspx?n=F8BAEBE9491FC830&sms=99606AC2F
CD53A3A&s=BB10AC2C1942CEAF(最後瀏覽日 2018年 6月 6日 )

5 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2017年 8月 17日新聞稿、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6年
度偵字第 15329、18634號起訴書指出，永豐金控 GC公司違法放貸予三寶集團
J&R公司授信有重大缺失。http://www.tpc.moj.gov.tw/lp.asp?CtNode=43477&CtUnit
=17690&BaseDSD=7&mp=009&nowPage=1&pagesize=30(最後瀏覽日 2018年 6月 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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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授信所涉法律問題與規範之研究4

授信業務部分指出本國銀行有以下缺失：辦理中國大陸授信案件之徵

信、授信審核或風險控管有欠妥當（106年上半年、105年下半年、
104年下半年、103年下半年主要缺失）、辦理應收帳款或客票融資
業務，徵審管理機制有欠妥適，且未確實查證買賣交易真實性、利害

關係人資料建檔及授信徵審管理有未確實情形，致對利害關係人辦理

無擔保授信之情形（105年上半年、105年下半年、103年上半年、
101年全年度主要缺失）、與利害關係人從事授信及授信以外其他交
易，未確實辦理與其他同類對象交易條件之分析比較作業、辦理小額

信貸，未能落實查驗借戶所附文件（105年上半年主要缺失）、辦理
中國大陸地區短期貿易融資未確實查證買賣契約、貸款資金流向及產

銷模式，以確實交易真實性、辦理工業區土地抵押貸款徵信、審查及

申報作業未確實（104年上半年主要缺失）、法令遵循部門陳報董事
會之法令遵循報告，未就違法舞弊案件檢討發生原因及提出制度面具

體改善措施、法令遵循制度應否調整，董事會未就重要違規案件積極

督導法遵部門檢討法遵制度之有效性（102年下半年、101年全年度
主要缺失）、對於與銀行負責人有密切關係者，未自律性納入利害關

係人範圍管理、審核放款時，有實質利害關係之董事未迴避、董事於

常務董事會審議授信案件，出席之董事亦為借戶之董事，未說明其利

害關係之重要內容，亦未迴避參與討論及議決（102年度上半年、101
年全年度主要缺失）、對於債信不良之授信資產認定標準欠周延，未

能反應借戶債信貶落之情形（102年度上半年主要缺失）、對於借戶
未來現金流量估計過於樂觀或使用參數不合理，可能導致銀行備抵呆

帳低列，無法反應授信部門之管理責任、辦理空地抵押貸款，未徵提

興建計畫亦未追蹤興建進度，信用險控管不足、辦理建築貸款，未建

立妥善之土地鑑價機制，僅以土地開發法或借戶買賣價、外部鑑價為

依據，未徵提其他成交案例佐證鑑估結果，亦未自行評估外部鑑價結

果之合理性（101年全年度主要缺失）等，實務上銀行授信業務存在
之弊端一一檢視，令人瞠目，對於銀行授信業務法制之重新審視，實

為當務之急。

自 1991年政府開放新銀行設立後，新設民營銀行多納入金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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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下之子公司，授信業務為銀行資金匯出之最重要管道，當母公司企

業負責人之經營理念係將旗下子公司銀行視為個人之金庫使用，於法

令規範不健全之情形下，產生債權無法追償之情形為必然發生的結

果。我國本國銀行之逾期放款比率 6於 2002年間曾高達 11.74% 7，經檢

討造成逾放比率上升之重要原因即為國內銀行在審查關係人放款的過

程中不夠嚴謹且存在偏頗 8，現因主管機關監管制度日漸健全，於逾放

比率於 2017年 8月已降至 0.29%，惟依近年查核之鉅額不當授信案件
及金管會檢察局提出之本國銀行主要缺失報告，仍可看出銀行內部對

於關係人之放款仍存在許多涉嫌背信之弊端。

授信是銀行利潤的主要來源，但風險與利潤是一體兩面，要賺

取利潤就必須承擔風險，銀行本質上運用財務槓桿程度極高，當利差

6 逾期放款比率簡稱逾放比率（Non-Performing Loans Ratio），是指逾一定期限未正
常繳納本息的放款占總放款的比率，用以顯示金融機構的放款中可能會面臨客戶
無力償還本息的情況。逾放比率越高，表示銀行放款品質越差，存款戶的存款安
全性越低，容易引發民眾恐慌性擠兌。參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金融小百
科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176&parentpath=0,5,67&mcustomize=c
yclopedia_view.jsp&dataserno=423&aplistdn=ou=chtips,ou=ap_root,o=fsc,c=tw ( 最 後
瀏覽日 2018年 6月 6日 )

7 參閱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
view.jsp&dataserno=201710030005&aplistdn=ou=news,ou=multisite,ou=chinese,ou
=ap_root,o=fsc,c=tw&dtable=News (最後瀏覽日 2018年 6月 6日 )財政部金融局
2003年公佈逾放催收辦法草案，修正銀行逾放的定義為「積欠本金或利息超過清
償期 3個月，或雖未超過 3個月，但已向主、從債務人訴追或處分擔保品者」，有
別於過去將本金超過 3個月未繳、利息超過 6個月未繳才計算逾放的寬鬆標準。
2014.01.28公佈施行之「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
法第 7 條規定 :「本辦法稱逾期放款，指積欠本金或利息超過清償期三個月，或雖
未超過三個月，但已向主、從債務人訴追或處分擔保品者。協議分期償還放款符
合一定條件，並依協議條件履行達六個月以上，且協議利率不低於原承作利率或
銀行新承作同類風險放款之利率者，得免予列報逾期放款。但於免列報期間再發
生未依約清償超過三個月者，仍應予列報。」

8 黃思嘉，股權結構與組織策略對銀行信用風險之衝擊，中央大學財務管理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0年，頁 74。我國本國銀行之逾放比率現因主管機關監管制度日漸
健全，於 2017年 8月已降至 0.29%。參閱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
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710030005&aplistdn=
ou=news,ou=multisite,ou=chinese,ou=ap_root,o=fsc,c=tw&dtable=News( 最後瀏覽日
2018年 6月 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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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授信所涉法律問題與規範之研究6

越來越薄，所收取之利息不足以沖抵呆帳損失之情形下，授信人員之

能力及銀行對於授信風險之重視與控管，為銀行維持經營競爭優勢之

重點。如何權衡授信放款所能取得之利潤與將來無法償付貸款風險之

評估，成為銀行經營者對於授信放款過程中經營判斷之重點。授信的

好壞牽涉銀行的社會責任，雖說「富貴險中求」，風險與利潤往往相

伴而生，授信放款行為本身即有一定程度之風險與不確定性存在，然

而，一個健全的授信文化應講求專業、創新、重視廉正、效率、強調

利潤與風險管理 9，銀行吸收一般社會大眾之存款，所為授信業務乃

係管理別人的財產，受存戶委託而為財務管理之銀行授信人員，自應

善盡管理人的責任，將所匯集之資金有效分配，並作好風險控管。放

款人員、主管人員與高階經理人應共同遵守建立良好的價值觀念與紀

律、訂定並執行經營策略、衡量自有資本是否適足、優化授信資產管

理制度。除銀行法、民法、刑法及相關行政法規外，銀行內部亦有相

當之內部作業規則及利率估價判斷，均應予以遵循，始可認為該授信

之判斷不違背對於存戶之受任人義務，而無背信之情形。 

銀行授信行為屬刑法上「可容許之風險」範圍，銀行授信放款

存在風險，實難苛求放款人員於每件案件均能做出無錯誤的風險判

斷，對於逾期放款無從追償之授信案件，是否應依刑法予以處罰，如

何確認授信過程中是否有疏失而應透過背信罪加以規範，於實務上並

未有精確解釋適用之判斷標準。刑法並未完全禁絕具有風險之財產管

理行為，然而亦非完全撒手不管，放任銀行將社會大眾之存款置於賭

桌上，因此，刑法適度介入之界線何在，何種情形涉及違法背信，為

司法實務上事後判斷之焦點。「經營判斷法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亦有翻譯為「商業判斷法則」）為美國司法實務對於公司商業
行為事後究責案件所產生之司法審查標準，為了鼓勵董事勇於任事，

避免不具商業經營能力之法院對於公司繁雜之經營事項作事後審查，

該法則主張，一般公司負責人之決策應先推定係出於善意且係為公司

9 陳嘉霖，授信與風險，台灣金融研究所出版，2006年 3月，頁 12。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714



第一章　緒論 7

之利益所為 10，於原告舉證後始就該推定加以推翻，法院才進行實體

審查行為人之決策是否違反注意義務。我國並無經營判斷法則之法律

明文規定，但於實務個案判決中，已多有引用該法則作為判決理由之

依據 11。就銀行授信之判斷決策，於司法事後審查授信人員是否已盡

應有之注意義務，可否如同被告抗辯所提出，適用經營判斷法則，推

定授信人員所為授信決定均係本於專業判斷之善意行為，於實務見解

仍存有肯定與否定之不同見解。藉由實務案例之提出，可看出不當授

信案例之實際發生原因，亦可藉由判決理由窺見非銀行專業之法官對

於個案判斷之異同。

為充分瞭解銀行授信所涉之法律問題及目前社會屢見有不當授

信案件，我國相關規範之究竟有何缺漏，本文從以下幾點作為研究方

向：

1. 何種交易行為屬於銀行法所規範之「授信」行為，授信前之徵信注
意義務內容為何：

從我國銀行授信之定義探究銀行法規範授信業務之範圍、以授信

評估原則為出發，分析授信應考量之決策因素，並介紹徵信之規範與

授信作業程序，瞭解授信行為應盡之注意義務內容。

2. 何人及何行為應受授信限制之規範：

目前實務出現之不當授信案件，多與關係人授信有關，就授信

限制中對於關係人之範圍、關係人授信、反規避關係人授信之限制

規範，比較各國立法例，探討現行法規之缺失及關係人授信應有之

規範。 

3. 授信行為本身即存在一定之風險，其可容許之風險界線何在，何種

10 Peercy v. Millaudon, 8 Mart. (n.s.) 68 (La. 1829).
11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 102年度上易字第 1328號中興銀行案、102年度上訴字第

1797號、103年度金上重訴字第 47號萬泰銀行案、最高法院 105年度台上字第
2206號中華商銀案，惟對於「經營判斷法則」（或稱「商業判斷法則」）內涵之描
述，部分判決似與美國實務及學說所定義之「經營判斷法則」內涵並不相同，而
無推定董事之經營判斷為善意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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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授信規定應予以刑罰制裁：

銀行授信行為存在無法避免之風險，就此風險行為應如何透過刑

法背信罪予以刑罰處罰，分析銀行法特別背信罪保護法益，確認授信

風險行為中不確定因素及授信人員在「商業判斷餘地」12下應有之受

任人忠實及注意義務內涵。依刑法「背信罪」之理論，對於本質上即

存在風險之授信行為，界定「可容許之風險政策」範圍，判斷銀行法

上特別背信罪「違背職務」構成要件該當性之認定標準及侵害法益，

以利標示出該罪既未遂之認定標準，此外並對於違反銀行法第 127條
之 1違法授信罪、證券交易法第 171條第 1項第 2、3款各罪之競合
關係，予以探究。

4. 實務上不當授信之案例適用法律之異同：

實務上不法授信個案係包括內部控制及外部控制問題。公司治理

講求內部控制及外部控制，一般企業的經營權掌控在公司董事會，要

掏空公司，先要掌控公司董事會，除取得公司資源分配權外，又可借

助公司內部的人事任命權及考核權，要求副總經理以下各部門職員包

括從事內部控制的稽核、會計人員配合辦理，造成上下集團犯罪；因

公司內從事內部控制的稽核、會計人員均由董事長、總經理等高階主

管任命；任命權既在他人手上，衡情即只能聽從有權任命者指揮；故

原則上「內部控制，僅能防止副總經理級以下人員舞弊，不能防止高

層舞弊」13，無法對於銀行內部高層董事、高階經理人予以監督。針

對金管會檢查局年度檢查報告中指出本國銀行缺失：銀行董事未就利

害關係人授信事先予以陳報並迴避審議授信案件及銀行董事會未就不

當授信舞弊案件積極督導法遵部門檢討法令遵循制度應否調整及有效

12 臺灣高等法院 99年度重上字第 649號刑事判決（即中興銀行台鳳集團案）指出，
「授信 5P原則」多涉及不確定概念，在綜合判斷下未必「絕對」欠缺可貸性，仍
未跳脫「商業判斷餘地」範疇，除非中興銀行能舉證證明系爭貸款案「絕對」欠
缺可貸性，否則不應遽認核定貸款有何過失。

13 梁耀鑌（辦理力霸案臺灣高等法院法官），金融犯罪「高報酬、低風險」，
2017 年 6 月 28 日， 蘋 果 日 報 投 書，http://www.humanrightwatch.cc/?p=42643#.
WxStWO6FP6Y（最後瀏覽日，2018年 6月 6日）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714



第一章　緒論 9

性二點可知，銀行授信文化不當之成因，應與銀行經營者本身與銀行

董事獨立性及結構有關，本文探究外部控制之法律規範對銀行公司治

理內部控制失靈之因素，檢討銀行負責人之適格性、董事獨立性以及

銀行之法人董事與此消極態度之關聯性。

於下列各章探討銀行授信過程中所產生之犯罪個案，分析各個案

判決有罪及無罪之司法判決理由異同，依據上述背信罪理論，涵攝個

案中之不當授信行為應否該當「違背任務」之構成要件，期許本文研

究，能提供我國司法實務工作者就銀行不當授信案件之刑法處罰規範

性判斷標準，以利審判者更精確地解釋、適用相關規定。

5. 銀行授信行為於司法審查標準為何？訴訟上得否適用「經驗判斷法
則」之舉證規定豁免責任：

司法審查銀行授信案件時，被告時提出之抗辯理由，認為對於存

在風險之授信行為，應可適用經營判斷法則，推定授信人員所作出之

授信判斷係專業且善意。本文比較美國案例與我國現存案例之判決理

由，探討我國法制適用該原則是否有扞格之處，或能取其精神作為背

信罪判斷之借鑑，供司法實務參考，倘能形成穩定之實務見解，將可

使正當之銀行經營者降低司法風險，為銀行創造最大利益而改善經營

環境。

6. 修法建議及結論：

對於銀行授信行為之規範及司法實務適用之不一致，提出探討，

並對於現行法條規定不當或不明確者，提出相關修法建議，供立法者

參考。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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