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檢察署力霸案偵結新聞稿  

                                 96 年 3 月 8 日 

壹、偵辦始末 

本署因媒體披露力霸集團遭掏空乙情，遂於 96 年

1 月 8日主動剪報分案後、由本署派駐行政院金融管理

委員會之主任檢察官莊正率檢察官盧筱筠、吳秋瑩、

俞秀端、黃立維、張書華等 5人協同偵辦，並指揮法

務部調查局北部地區機動工作組(下稱調查局北機

組)、臺北市調查處、臺北縣調查處、本署檢察事務官

協助調查後，經慎密偵查近約 2 月，於今日偵查終結，

認力霸集團負責人王又曾與其太太、子女、親友、幹

部共 107 人因涉嫌掏空力霸集團資產約 600 億元與自

其他金融機構詐貸 131 億元及內線交易，依銀行法、

證券交易法、票據金融管理法、洗錢防制法、商業會

計法、刑法背信、偽造文書等罪嫌提起公訴。 

貳、本件起訴創下列多項檢察機關之紀錄： 

(一)起訴書之頁次為 940 頁為檢察機關有史以來頁數最

多之起訴書； 

(二)單一掏空金融機構經濟犯罪起訴書列名最多被告之

案件； 

(三)掏空金融機構及向其他金融機構詐貸金額達約 731

億元，為史上犯罪所得最多之金額。 

(四)單一金融經濟案件境管人數 93 人為最多之人數。 

(五) 單一金融經濟犯罪案件羈押總人數 13 人(嗣 2 人獲

交保，現為 11 人)為最多之案件 

(六)金融犯罪案件，動員偵查人力共 4292 人次、傳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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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談涉案關係人 1105 人次，動員最多人力最多之案

件。 

 

參、力霸案偵查之經過 

(一)本案之特殊性： 

1、犯罪情節複雜： 

本案犯罪被告達 107 人，相關證人關係人 472 人， 犯

罪時間自 87 年迄 95 年底，遭掏空或詐欺金額達 731 億

元以上，受害產業遍及金融(中華銀行、力華票券、友

聯產險及其他金融機構)、通訊(亞太固網)及傳統產業

(力霸、嘉食化)，並有力霸集團虛設之 68 年家人頭公

司參與其中，案件極為複雜。 

2、犯罪手法繁多： 

力霸集團公司對 68 家由力霸集團自家人虛為設立、無

實際交易之人頭公司(小公司)，以(1)長期投資該小公

司；(2)將資金貸與小公司；(3)為小公司作背書保證；

(4)為小公司發行商業本票；(5)向小公司購買房地產等

不利益集團公司之交易；(6)預付小公司之虛偽之穀

物、黃豆交易貨款；(7)購買小公司發行之公司債；(8)

與小公司為假買賣、假交易；(9)小公司以鑑價不實之

房地產超額貸款等名義或方式，將集團公司資金不斷掏

出。(10)小公司間以其彼此間及與其力霸集團間之假交

易資料，向金融機構詐貸鉅額款項。(11)集團內部金融

事業，以要求授信戶以搭配購買一定額度之力霸、嘉食

化公司債為條件，始允貸放予未合授信要件惟需款孔急

之授信戶，或為其保證發行商業本票，造成金融事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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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戶損失。(12)利用內線交易規避損失或獲取不利利

益。 

3、資金清查費時： 

力霸集團各公司及小公司及涉案被告或相關帳戶難以

數計，清查初期並發現有嚴重虛偽交易情形，為掌握犯

罪事證，瞭解犯罪手法、追查犯罪所得，資金流向清查

為本案極為困難惟必須克服之偵辦重點。  

  (二)本署偵查人力之布署： 

1、分工合作、協同辦案： 

本署指派 6位檢察官及 9位檢察事務官，依力霸集團公

司，概分為 5大區塊，投入本案偵辦工作，由檢察長召

開專案會議依預定偵查進度檢討辦案得失。 

2、指揮調查局北機組等單位並協請金管會等機關協助偵

查： 

本署除指揮調查局北機組、臺北市調查處、臺北縣調查

站等北部調查單位，尤其在北機組林玲蘭主任率領下投

入本案偵辦外，有鑒於資金流向、假交易及內線交易之

清查為本案之重要關鍵，本署乃協請金管會檢查局(由

曾銘宗局長率領)提供資金清查、金管會證期局(由吳當

傑局長率領)提供內線交易及力霸集團之上市櫃公司之

查核資料、財政部賦稅署(由五組林義弘組長率領)提供

認定假交易等專業協助及諮詢，各機關於協助本署偵辦

期間，提供積極有效之支援，不眠不休從事辛勞繁難之

清查工作，並經常與專案開會研析案情，使資金流向之

清查、假交易、內線交易所遭遇之困難及瓶頸均一一克

服，終能使本案極有效率且順暢進行、並迅速偵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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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密集之偵查作為： 

本署於 1 月 8 日剪報分案後，即自 1 月 10 日起至 2

月 2日針對 55 個處所，大規模展開 7次搜索，共扣得

162 大箱證物，9台電腦主機，案發後每日均約談涉案

關係人，迄案件偵結止，本署已動員偵查人力共 4292

人次、傳喚或約談涉案關係人 1105 人次，先後聲請法

院羈押 13 人(嗣 2 人獲交保，現為 11 人)、交保 39

人，出境管制或限制出境者共 93 人，動員規模堪稱檢

察機關史無前例，偵查期間，專案人員均每日加班並

利用假日傳訊，甚至犧牲春節假期，以加速偵查進程。 

(四)迅速查扣可疑帳戶，確保力霸、嘉食化員工權益： 

   本署於案發後，接獲金管會銀行局通報，指力霸、嘉

食化公司於案發不前於金融機構開設帳戶並有大筆

資金進出，疑該二公司資金再遭掏出，緊急通知銀行

查扣 2億 5千萬元鉅資，迅即交由經濟部監管資金用

途，及時確保公司員工薪資及退休金權益。    

(五)偵查中不斷提供美方有關王又曾涉案資訊，尋求遣返

涉案被告之可能： 

   本署於偵查中，即不斷透過法務部及外交部管道，提

供美國有關王又曾涉案及洗錢之相關事證；本署承辦

主任檢察官並去函美國移民法官，告知有關王又曾在

我國所犯罪行，積極努力尋求美方將之遣返可能。 

  (六)、運用證人保護法，突破案情 

        檢察官在偵辦過程時有遇困難，尤其是遇瓶頸時，

惟仍妥適依法運用證人保護法核發證人保護書，使證

人配合說明案情經過內容，順利突破案情，對本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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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順利偵結居功厥偉。 

 

(七)賡續調查其他可能嫌疑人： 

   本案於偵查中倘發現有其他疑似涉案之犯罪事證，將

秉毋枉毋縱精神，於本案偵結後，依對相關事實持續

進行查證，務使所有真相還原，以發揚檢察官摘奸發

伏的積極天職，回應民眾對社會弊絕風清之期待。  

肆、犯罪事實之簡要內容(詳細具體明確之犯罪事實詳如

起訴書) 

 甲、 力霸暨嘉食化公司部分： 

一、虛偽交易部分： 

設立瑞高公司等 68 家小公司，以帳面虛列進銷貨

方式，虛增小公司營業額共達 1217 億元。 

二、力霸公司部分： 

(一)力霸公司以投資為名，將款項撥付至其所設立之人頭小

公司，藉以進行掏空資產達─約 42.3 億元  

(二)以購買無價值之上開小公司股票，虛列力霸公司長期

投資，藉以美化財報並掏空公司─約 2.6 億元。 

(三)處分力霸公司持有對小公司之長期投資，但應收帳款

均未予收回款項─約 10.5 億元 

(四)力霸公司與其關係企業（包括上述小公司）為虛偽交

易並藉以美化財報部分─進貨 26.4 億及銷貨 29.2 億

元，金額共約 55.6 億元。 

(五)王又曾以暫借款方式業務侵占公司款項─約 1億 69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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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王令楣以暫借款方式業務侵占公司款項─約 1億 1692

萬元 

(七)力霸公司以高於市價數倍之價格向旗下小公司購買亞

太固網公司之股票，以為債權擔保，以此方式掏空公

司資產─約 7344 萬元 

(八)以力霸公司為首擔任關係企業授信案件（包括上述小

公司）背書保證方式，造成公司損失─約 41 億 8 千萬

元 

三、嘉食化公司部分 

(一) 以嘉食化公司長期投資為名，將款項撥付予旗下小公

司，掏空公司資產─約 39.2 億元 

(二)處分嘉食化公司對小公司之長期投資，但應收帳款未

予收回─約 16.8 億元未回收。 

(三)以嘉食化公司為首擔任關係企業（包括上述小公司）授

信案件背書保證，致嘉食化公司受有損害─約 20.8

億元 

(四) 嘉食化公司與關係企業（包括上述小公司）間為虛偽

買賣，並藉以美化財務報表：約 60 億 9400 萬元。 

(五) 嘉食化公司以高於市場數倍之價格向旗下小公司購買

亞太固網公司股票，作為債權擔保，而掏空公司資產

─約 2455 萬元  

四、王又曾以關係企業仁湖等子公司，自 87 年間起至 95

年 12 月 29 日提供不實財務資料向其他金融機構詐貸

或展期利益約 131 億元。 

 

乙、力華票券：總金額 31.1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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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上述無實際營業之小公司名義，向力華票券取得授信

貸款或保證商業本票，違法將資金掏出 25.1 億元。 

二、利用宏中興業等 26 家公司資金困窘，營運狀況不佳，

其他金融機構貸借資金，以無擔保發行商業本票，搭配

購買力霸及嘉食化公司債約 6億元。 

 

丙、友聯產險：約 47 億 5311 萬 9000 元 

一、未實際召開董事會，虛偽製作董事會會議紀錄，違背授

信規定，以虛偽不實且不合常規之不動產買賣、擔保品

放款(桃園縣八德市大湳段房地、臺北市北投區豐年段

4小段土地、力霸山河(臺北縣中和市大智段成功南

路)、力霸山河及力霸湖濱房地(臺北市內湖區東湖段 3

小段))將友聯產險資金融通予力霸公司、嘉食化公司及

王又曾設立之11家人頭公司，掏空友聯產險12億 5081

萬 9000 元。 

二、違背授信相關規定放款予王又曾操控但無實際營運之仁

湖等 17 家人頭公司 及人頭趙顯連等約 35 億 230 萬

元。 

 

丁、中華商銀：共約 110 億 6 千餘萬元。 

一、違法放貸予力霸集團成立之虛設公司─德台公司：未償

還 7億 5000 萬元。 

二、中華商銀授信戶強售搭配力霸公司、嘉食化公司之公司

債：授信戶秋雨公司等 14 家公司共貸得 41 億 1000 萬

元，力霸及嘉食化公司因此取得不法資金 15 億 72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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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浮濫發行現金卡，信用卡：由王令僑在外成立 「東昇

行銷股份有限公司」獨攬中華商銀消費金融業務，致生

呆帳 61 億 7171 萬 7290 萬元 

四、現金卡不良債權催收業務、信用卡等呆帳低價轉售關係

人由「翊豐公司」牟利 3925 萬 5577 元。 

戊、亞太固網：總計自 89 年間迄 95 年底，亞太固網公司遭

不法掏空金額達 272 億 2694 萬 8,350 元。 

一、王又曾等明知亞太固網公司並無承租營業所或倉庫之必

要，且縱使有承租之必要，就市場行情而言，押租金僅

需給付二個月左右即可，然渠為了自亞太固網公司取得

資金使用，竟分別向力霸及旗下公司以給付押租金再以

利息抵付租金方式，掏空亞太固網公司 7 億 8500 萬元。 

二、假藉轉投資為由，設立鼎森、宏森二家公司，迨亞太固

網公司將投資款 29 億元、28 億元分別匯入鼎森公司及

宏森公司後，即假藉購買關係企業之股票、公司債、預

付貨款或借款名義，將前述 57 億元資金掏空殆盡。 

三、以投資為名，在無任何擔保或進行風險評估之下，自 91

年起，即陸續購買均已虧損累累且無實際營運事實之力

霸集團小公司所發行之私募公司債共 100 億 8000 萬

元，並均已挪供王又曾家族使用殆盡。 

四、自 91 年 12 月 13 日起迄 93 年 6 月 23 日止，復以短期

借款方式，將亞太固網公司資金以短期借貸方式予力霸

集團小公司，迄今尚未清償之金額共 53 億 3,500 萬元

（不含利息）。 

五、93 年 12 月下旬，明知亞太固網公司並無購買大宗黃豆

之必要及可能，竟仍以購買大宗黃豆方式，支付預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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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鼎森公司及宏森公司，共達 9億 8,034 萬 8,350 元。

並於事後再虛偽將前述黃豆轉售予小公司，迄今仍有 8

億 7,834 萬 8,350 元之應收貨款未受清償。 

六、94 年 8 月間起，又以其他預付款名義，支付鼎森公司及

宏森公司使用，以此手法掏空金額達 42 億 4,660 萬元，

迄今仍有 27 億 6,090 萬元未受清償。 

七、會計師單思達及郝麗麗配合王又曾等人，對力霸公司、

嘉食化公司及亞太固網公司之財務報表為不實簽證報

告。 

己、力霸集團內線交易：金額共約 4500 萬元 

 一、與力霸、公司業務有關之內線交易： 

(一)王又曾:規避損失 2510 萬 7530 元 

(二)王令一：規避損失 1020 萬 9927 元 

(三)其餘被告 34 萬不等之金額 

 二、與友聯產險實施庫藏股有關之內線交易─王又曾、王

金世英二人不法所得 923 萬 8730 元  

庚：王又曾基金會遭掏空 8500 萬元 

95 年 9 月中旬，王又曾明知力霸公司集團業已面臨無

繼續經營危機，該公司已無殘餘價值可言，竟以王又曾

基金會款項，於 95 年 9 月 21 日購買力霸公司 8500 萬元

之私募公司債，以供自己家族使用，造成該基金會損失

8500 萬元。 

 

 

 

 

 9



伍、具體求刑 

一、本案共起訴被告 107 名；被告王又曾、王金世英雖未到

庭，但因犯罪事實極為明確，本署仍依法提起公訴，合

先敘明。 

二、請審酌被告王又曾因台灣經濟起飛由平凡商人發跡，一

躍而為企業集團霸主，於其企業成長期間，政府挹注資

源多方扶植紓困，企業員工胼手胝足戮力打拼，始有其

橫跨重要金融、科技、傳統產業，總資本額高達千億元

之企業規模，其原應凜於國家社會長期栽培寄望之深，

員工血汗堆砌其企業王國情義之重，深切體認事業經營

者之社會責任，尤以其先後身荷商業總會理事長、名譽

理事長等尊榮名器，更應謹慎操持、端正行止，以為企

業經營者之表率；惟其竟於其企業稍微遭逢逆境，即捨

正途不由，將由廣大民眾匯集鉅資成立、然由其全盤掌

控之銀行、票券、保險、通訊事業內之豐沛資金，視為

自家金庫，縱橫自如巧取豪奪，不法所得逾 730 億元，

利令智昏，不顧國脈民命，無視企業員工並股東權益，

猶如無行賊寇，囂張卑劣之行徑，令人髮指痛絕，且其

於案發前即畏罪攜鉅款潛逃，引發社會動盪及銀行擠兌

風潮，員工生計無著多方陳情哀嚎，集團公司廣大股東

及投資人損失不貲，犯罪惡性重大，所生危害至深且鉅，

倘能由他國將之遣返受審，請定執行刑最重之 30 年有期

徒刑，並併科其因觸犯銀行法、證券交易法、票券金融

管理法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各最高額共17 億1千萬元

罰金，以懲奸宄，並戒來茲。 

三、被告王金世英、王令一、王令台、王令僑、王事展、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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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楣、王令可、王令興等 8人，請審酌均與王又曾為至

親，且均位居力霸企業集團之經營高層、原應以公司股

東及廣大投資人之利益為念，其不此之圖，竟與王又曾

沆瀣一氣，共同主導謀議籌劃、或唯王又曾之亂命是

從，悍然攫奪公司數十億甚至上百億資產，嚴重破壞金

融紀律、影響經濟秩序及世道人心，請依其行為所生危

害、犯罪後態度等事項，對王金世英具體求處 28 年有

期徒刑、併科 7億 1千萬元罰金；被告王令一、王令台

求處 28 年有期徒刑；王令僑 16 年有期徒刑；王事展 15

年有期徒刑；王令楣 13 年有期徒刑；王令可 8年有期

徒刑；王令興 6年有期徒刑；王令台、王令一、王事展、

王令僑、王令楣、王令可等 6人並均各併科 5億元罰金。  

 

四、力霸集團之親信及重要幹部共 34 人，分別被求處 3年

至 25 年不等之有期徒刑。另涉案程度尚輕僅聽命行事

之基層人員 45 人，均係力霸集團之財務會計等部門之

基層人員，因仰賴薄酬糊口囿於生計始誤罹刑章，涉案

情節及犯罪惡性尚非甚重，動機亦值同情，請予從輕酌

處，以啟自新。 

五、其餘 19 人則請法院考量於審判中之犯後態度，量處適

當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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