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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專案小組成立 

國防部獵雷艦採購案於103年10月23日由慶富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慶富造船公司）得標，11月3日完成簽約執行，後因爆發相關問題，引起社

會大眾高度關注。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雄銀行）係民營上市公

司，高雄市政府持有高雄銀行的股份，為高雄銀行的股東。高雄銀行自102

年8月間起至105年7月間止，陸續對慶富集團所屬企業，如慶陽海洋企業、

慶峯水產公司、慶富造船公司、慶洋投資公司等發放貸款9次，金額共41.76

億元。其後慶富集團爆發財務危機，無法履行償還貸款的義務，高雄銀行

因此受有無法收回貸款的損害，除於107年度核銷7.6億元的呆帳損失外，尚

有其他呆帳待核銷。 

由於高雄銀行的上開逾期放款，高雄市政府對高雄銀行的股東盈餘分

配權益因此受損，高雄市民的權益間接受到損害。本會為高雄市政府施政

之監督機關，對於高雄市政府有無善盡高雄銀行的股東責任，以維護高雄

市民的權益，有監督的權利與義務。本會對於高雄銀行之上開逾期放款事

件，有無人謀不臧而涉及行政或司法責任，有予調查後督促其股東即高雄

市政府，行使相關的股東權利，以維護高雄市民權益之必要。 

為此，本會黃議員捷於本會第3屆第1次臨時會，提出成立「慶富案調

查專案小組」臨時提案，包括蔡議員金晏、林議員于凱、郭議員建盟及吳

議員益政連署；黃議員捷臨時提案指出：「高雄銀行在慶富集團獵雷艦案中

遭慶富集團積欠高達12億元債務，在2017年12月金管會調查報告中，高雄

銀行被列出包括未確實評估籌資計畫、未確實評估資金需求、未覈實評估

徵信、未落實貸後管理…等缺失，但僅裁罰800萬元，當初參與放貸決策之

董事會相關人員責任歸屬並未釐清，高雄銀行在後續亦未對債務追償進度

提出說明。高雄市政府為高雄銀行最大股東（43%），董事會由高雄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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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派公股代表擔任董事或監察人，財政局負有監管責任，事涉高雄市民相

關權益甚鉅，高雄市政府及財政局有義務要求高雄銀行提出專案報告，並

向議會說明。爰此，提議由高雄市議會組成專案小組，進行後續調查」。 

本會於108年1月31日經本會第3屆第2次臨時會第4次會議決議：「成立

慶富案調查專案小組，委員援例由議長指定」。經本會108年2月12日高市會

財字第1081500003號函，敦請林議員于凱（時代力量）、朱議員信強（無黨

團結聯盟）、蔡議員金晏（國民黨）、吳議員益政（無黨團結聯盟）、韓議員

賜村（民進黨）、陳議員美雅（國民黨）、黃議員紹庭（國民黨）等7人為調

查小組成員，並請林議員于凱擔任小組召集人主持調查事宜。 

 

 

慶富案調查專案小組調查架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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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經過 

依據高雄市議會議事規則第34條1，本調查小組承大會之託付，以召開

調查會議之方式，以會議室之錄音、錄影設備為工具，並將調查內容逐字

翻譯成文字稿件以供參改。然因本案牽涉之法律範圍甚廣泛且複雜，且涉

及銀行徵信、授信及貸款相關業務，因此乃另簽請議長核定聘請邱文男律

師及何旭苓律師，針對整體案情及其法律問題進行研析並提供「法律意見

書」以昭公信。 

本專案小組共召開3次專案小組會議、1次土地會勘、1次法律顧問諮詢

會議、1次調閱資料協商會議、1次訪談總稽核及2次現閱案卷資料秘密會議

2。 

一、 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議 

（一） 時間：108 年 3 月 8 日下午 2 時 43 分 

（二） 地點：本會二樓財經委員會會議室 

（三） 出席：朱議員信強、蔡議員金晏、吳議員益政、韓議員賜村、

陳議員美雅 

（四） 列席：高雄市政府財政局李局長樑堅、本會法規研究室許主任

進興 

（五） 主持人：林議員于凱 

（六） 會議決議： 

1. 請調查小組委員在一週內（108 年 3 月 18 日前）提出關於慶

                                                      
1
 高雄市議會議事規則第 34 條： 

為審查議案需要或對某一案件或問題認有專案研究或對外調查之必要者，得經大會通過成立專案小組，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專案小組得要求市政府就特定議案或專案研究或調查所涉及事項提供專案小組所需

之資料。 

前項專案小組人數以三人至七人為限，由大會公推或由議長指定之。但原提議人除得列席並提供資料外，

不得參與討論及表決。 

專案小組得應大會請求，隨時提出調查經過報告，其結論應於半年內提報大會通過之，必要時得延長半

年。 
2
 參閱附件一：本會辦理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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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案想要釐清的相關疑點及意見後，請財政局提出回應的報

告，再進行第二次會議，最終由財政局做完整報告。 

2. 請財政局在三個工作天內（108 年 3 月 14 日前）提供當初慶

富案相關個貸及聯貸案的擔保品相關資料及鑑價報告（個貸

及慶陽公司海科館聯貸案）。 

3. 等相關的資料出來後，再安排現勘，勘查擔保品船舶在保全

狀態下目前現況是如何及另 2 筆擔保品土地所處的位置。俟

確認之後，再評估是否須再聘請一至二名不動產估價師來協

助擔保品鑑價工作。 

4. 請財政局協調高雄銀行將相關的授信、金流的資料，在法律

許可的範圍內，提供專案小組各委員進行現場的閱覽及收聽，

包含董事會、常董會的會議紀錄及錄音資料、以及徵信、授

信的資料及金流的狀況。請高雄銀行能比照立法院的模式，

把有疑點的資料送到議會，提供各委員做現閱。 

5. 其他事項： 

黃議員紹庭書面建議：「本專案小組成立僅針對高雄銀行貸款

與慶富公司案進行調查，為釐清相關案情建議將高雄市政府

海洋局協助慶富公司取得興達港用地案列入本次調查事

項」。 

專案小組決議：建議另案辦理為宜。 

 

二、 第一次土地會勘 

（一） 時間：108 年 3 月 20 日下午 4 時 

（二） 地點：高雄市左營區福民段 18 及 19 地號土地  

（三） 出席：朱議員信強、蔡議員金晏 

（四） 列席：高雄市政府財政局副局長曾美妙、科長黃琛。高雄銀行

總經理王進安、副總經理徐翠梅、法令遵循處長周德琴、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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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處長張榮泰、債管中心科長郭信助 

（五） 主持人：林議員于凱 

（六） 會勘內容摘要： 

1. 依據高雄銀行說法，目前慶富呆帳已分兩年提列，共 7.6 億

元。總呆帳金額 11.9 億元，本會已要求高雄銀行在 4 月定期

大會進行呆帳處理的專案報告。 

2. 擔保品遠洋漁船「豐祥 779 號漁船」在歷經五次流標後，108

年 3 月 12 日以 1 億 2,800 萬元拍出（當時以漁船擔保核貸 3

億元），本來調查小組也要至漁船勘查，高雄銀行表示目前所

有權人拒絕本會勘查船體現況。 

3. 漁船抵押之鑑價，當初並未有鑑價報告，亦未列分年折舊，

僅憑 21 年的漁船信用擔保就放貸，顯然有不合理之處，將一

併要求高雄銀行提出解釋。 

4. 高雄銀行解釋：慶富透過集團旗下慶峯水產股份有限公司的

「豐祥 779 號漁船」是以信用擔保，承作時船齡已 21 年，然

而高雄銀行認定只要超過鋼造漁船耐用年限 15 年者便不予

鑑估，僅透過該船於 2010 年漁船公證公司之鑑價以及兆豐產

險所承保該船舶之船體險金額，便認定其價值，貸予 3 億元。 

5. 調查小組認為：超過耐用年限便不予鑑估、卻又透過其他方

式認定其價值，且未明確將折舊列入，就進行放款，錯估慶

富償貸能力，這樣的做法造成目前欠款無法追回。該船遭強

制執行起初，鑑定總價 3 億 900 萬元，抵押權人更聲請提高

鑑價總額至 3 億 8 千萬元，然而連連降價、經過 2018 年四次

拍賣，到第四次的特拍時底價已不到 2 億元，仍然流標。高

雄銀行聲請第二輪強制執行後，今（108）年 2 月以 1 億 6

千萬元為底價進行拍賣仍流標，108 年 3 月 12 日第二次以 1

億 2,800 萬元的底價拍賣後，才終於拍定價格 1 億 2,8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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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 元。前後總共六次拍賣，鑑價失準也使強制執行的過程

一再流標，過程冗長而曠日廢時，而這段過程中所衍生船體

折舊成本，都未在當初信用擔保考量內。而兩筆土地擔保當

初 2014 年 11 月的鑑價，與目前高雄地院強制執行的鑑價，

也有一段落差，是否當初鑑價不實，調查小組也列入調查項

目。 

6. 根據財政局資料，慶富造成高雄銀行約 11.9 億元的呆帳，高

雄銀行已於 2017 及 2018 年度認列呆帳共 7.6 億元，扣掉已

認列呆帳，尚有約 4.3 億元待認列處理。調查小組委員聯席

要求慶富除應在定期大會提出呆帳處理的報告，同時應一併

提出「慶富獵雷艦及慶陽海科館案後對於徵信、授信風險、

貸後管理、相關工程履約進度、資金流用之掌握」等之具體

改善作法。 

 

三、 第一次法律顧問諮詢會議 

（一） 時間：108 年 4 月 10 日上午 11 時 

（二） 地點：本會二樓財經委員會會議室 

（三） 出席：邱文男律師、何旭苓律師 

（四） 列席：本會法規研究室許主任進興 

（五） 主持人：林議員于凱 

（六） 會議討論事項： 

針對高雄銀行資料調閱之疑義。 

（七） 會議內容摘要： 

1. 「金融機構得提供金管會金融檢查報告內容之原則及應辦理

措施」不得作為拒絕提供資料之依據。因本案所需資料非「金

管會之金融檢查報告」。 

2. 「銀行法第 48 條第 2 項規定」於本案應非高雄銀行不得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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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依據。 

3. 鑑於本會及市政府皆非高雄銀行之主管機關，於調閱高雄銀

行相關資料時，應由市政府透過公司法、證交法之內部監管

途徑取得本案所需資料為宜。 

4. 市政府為高雄銀行之大股東，亦占有 6 席董事，欲取得慶富

案相關資料3，其方式如下： 

（1） 委由董事提案，由董事會做成決議，同意提供相關資料予

市政府。 

（2） 監察人行使一般調查權－公司法第 218 條4： 

a. 監察人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

複製簿冊文件，若公司不配合監察人之檢查行為，有罰

則。 

b. 目前高雄銀行設有審計委員會，有關現行公司法第 218

條之監察人調查權委由審計委員會成員之獨立董事行

使（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5）。 

                                                      
3
 高雄銀行為私法人，本會雖無法直接向高雄銀行索取資料。但本會可促使高雄市政府行使大股東或董事

之權力獲得資料。 

4
 公司法第218條： 

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製簿冊文件，並得

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 

監察人辦理前項事務，得代表公司委託律師、會計師審核之。 

違反第一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監察人檢查行為者，代表公司之董事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

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

元以下罰鍰。 

前項情形，主管機關或證券主管機關並應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繼續令其限期改正，並按次處

罰至改正為止。 

5
 證券交易法第14-4條： 

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但主管機關得視公司規模、業務性質及其

他必要情況，命令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

或財務專長。 

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本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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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市政府未積極透過公司治理之內部監管方式取得資料，

可依公司法第 245 條6由少數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檢查

特定交易文件紀錄（少數股東聲請選派檢查人）。 

a. 繼續 6 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 1%以上之股東，

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

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

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不配合，有罰則。 

 

四、 第一次調閱資料協商會議 

（一） 時間：108 年 4 月 11 日下午 1 時 

（二） 地點：本會議長室 

（三） 出席：林議員于凱、朱議員信強、蔡議員金晏、吳議員益政、

韓議員賜村、陳議員美雅、邱文男律師、何旭苓律師 

（四） 會議決議： 

高雄銀行應於 108 年 4 月 16 日前提供下列資料： 

1. 高雄銀行總稽核針對慶富案所做的內部稽核報告。 

2. 高雄銀行針對金管會金檢報告所提的缺失改善具體做法。 

3. 逐筆放款的徵授信資料。 

                                                                                                                                                                      

公司法第二百條、第二百十三條至第二百十五條、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第二百十八

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二百十八條之一、第二百十八條之二第二項、第二百二十條、第二百二十三條至

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二百二十七條但書及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對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準

用之。 

審計委員會及其獨立董事成員對前二項所定職權之行使及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審計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 

6
 公司法第245條： 

繼續六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

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法院對於檢查人之報告認為必要時，得命監察人召集股東會。 

對於檢查人之檢查有規避、妨礙或拒絕行為者，或監察人不遵法院命令召集股東會者，處新臺幣二萬元

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再次規避、妨礙、拒絕或不遵法院命令召集股東會者，並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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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擔保品鑑價過程及結果。 

5. 放貸後的金流流向。 

6. 董事會有關慶富放貸款的會議紀錄。 

7. 慶富案放貸時的董監事名單。 

8. 慶富等案放款金額及擔保品的內容與金額，以及目前虧損與

預計虧損的對照表格。 

 

五、 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 

（一） 時間：108 年 4 月 17 日下午 2 時 

（二） 地點：本會二樓財經委員會會議室 

（三） 出席：朱議員信強、蔡議員金晏、吳議員益政、韓議員賜村、

陳議員美雅 

（四） 列席：本會法規研究室許主任進興 

（五） 主持人：林議員于凱 

（六） 會議決議： 

1. 於 108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至高雄銀行現閱慶

富案相關資料。 

2. 「慶富案調查專案小組」至高雄銀行現閱慶富案相關資料人

員：林議員于凱、朱議員信強、蔡議員金晏、吳議員益政、

韓議員賜村、陳議員美雅、黃議員紹庭、何旭苓、許進興、

吳宜珊、賴梵秦。 

3. 4 月 22 日至高雄銀行現閱時，請市政府財政局李局長樑堅與

稅務金融管理科科長全程到場參與會議。 

4. 4 月 22 日要看慶富案資料，調查小組委員如對慶富案有想要

釐清的相關疑點，請於 4 月 19 日（星期五）前向議會財經委

員會提出，以便請高雄銀行準備相關資料。 

5. 請高雄銀行準備妥以下放貸的放審會紀錄（徵授信資料、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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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品估鑑價報告）、審計委員會紀錄、董事會紀錄、貸後金流

管理資料。 

 

公司名稱 放貸名義 金額 日期 

慶陽海洋企業 海科館聯貸案 3 億元 2013/8 

慶峯水產公司 中期營運週轉金 3 億元 2014/1 

慶富造船公司 短期營運週轉金 3 億元 2014/8 

慶富造船公司 聯貸案履約保證金 17.46 億元 2014/11 

慶富造船公司 短期擔保放貸 3 億元 2014/12 

慶富造船公司 即期信用額度 3 億元 2015/7 

慶富造船公司 短期擔保放貸 1 億元 2016/7 

慶洋投資公司 營運週轉金 5.3 億元 2015/3 

慶洋投資公司 中期擔保放款 3 億元 2015/3 

 41.76 億元  

 

六、 第一次訪談高雄銀行總稽核 

（一） 時間：108 年 4 月 19 日上午 10 時 

（二） 地點：本會議長室 

（三） 出席：林議員于凱、蔡議員金晏、韓議員賜村、陳議員美雅、

黃議員紹庭 

（四） 列席：高雄銀行總稽核林仲貞、領隊稽核周麗芬、領隊稽核傅

月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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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會議內容摘要： 

1. 議員提問：根據「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

度實施辦法」規定，高雄銀行總稽核是否有針對慶富案做稽

核報告？ 

2. 高雄銀行總稽核林仲貞答復： 

    依照主管機關的規定，本行稽核單位每年雖會對各營業

單位辦理一次一般性的查核，但對往來多年正常繳息的授信

案，一般不會特別辦理專案查核；故慶富集團 106 年 10 月發

生授信延滯前，因往來尚屬正常，本行稽核單位並未對其辦

理專案查核，僅曾在例行性的一般查核中，對其提列過幾項

作業缺失；而外部稽核至本行檢查，在該集團延滯前亦鮮少

對其提列缺失事項。 

    106 年 8 月金管會至本行辦理一般業務檢查期間，適逢

媒體報導慶富集團爆發獵雷艦事件，本行稽核處即積極配合

金管會調閱資料，全力協助其檢查並順利完成檢查報告；該

次檢查已對慶富集團授信案做全面性且深入嚴謹的檢查，故

本行稽核處不再做重覆性的專案查核，即按金檢報告辦理改

善；另 107 年本行對本案辦理轉銷呆帳查核時，有再次審視

慶富集團各授信案之徵授信及覆審作業辦理情形，惟該報告

僅能提供現場閱覽。 

 

七、 第一次赴高雄銀行現閱資料 

（一） 時間：108 年 4 月 22 日上午 10 時 

（二） 地點：高雄銀行總行三樓會議室 

（三） 出席：林議員于凱、蔡議員金晏、陳議員美雅、朱議員信強、

吳議員益政、何旭苓律師 

（四） 本次現閱慶富案相關案卷資料，高雄銀行係以召開秘密會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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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進行，並於查閱前宣告相關法規規定；依據銀行法第 48 條、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293 號解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 年 4

月 10 日金管銀法字第 10801048610 號函辦理。且要求查閱人員

對所查閱之相關案卷資料嚴守保密責任，皆不公開、不抄錄、

不攝影、不影印、不誦讀、不錄音且不為任何複製行為，亦不

將相關文件攜離查閱場所。本調查專案小組將本次現閱之相關

案卷資料內容研究分析整理後，將作為會議質詢及本專案報告

之重要參考依據。 

 

八、 第二次赴高雄銀行現閱資料 

（一） 時間：108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9 時 30 分 

（二） 地點：高雄銀行總行三樓會議室 

（三） 出席：林議員于凱、蔡議員金晏、朱議員信強 

（四） 本次現閱慶富案相關案卷資料，高雄銀行係以召開秘密會議方

式進行，並於查閱前宣告相關法規規定；依據銀行法第 48 條、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293 號解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 年 4

月 10 日金管銀法字第 10801048610 號函辦理。且要求查閱人員

對所查閱之相關案卷資料嚴守保密責任，皆不公開、不抄錄、

不攝影、不影印、不誦讀、不錄音且不為任何複製行為，亦不

將相關文件攜離查閱場所。本調查專案小組將本次現閱之相關

案卷資料內容研究分析整理後，將作為會議質詢及本專案報告

之重要參考依據。 

 

九、 第三次專案小組會議 

（一） 時間：108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11 時 45 分 

（二） 地點：本會二樓財經委員會會議室 

（三） 出席：朱議員信強、陳議員美雅、蔡議員金晏、吳議員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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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列席：何律師旭苓 

（五） 主持人：林議員于凱 

（六） 會議決議： 

1. 民事損害賠償之請求： 

    函請高雄市政府財政局針對高雄銀行每一授信放貸個案

之損失進行分析，包含該個案所造成之損失金額、做成決策

之董事會名單及導致損失之責任比例，對相關董事及未善盡

監察責任獨立董事提起民事求償。 

2. 刑事犯罪責任之告訴： 

    函請高雄市政府擔任告訴人，針對高雄銀行在每一授信

放貸個案過程中各該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之相關董事及

人員，提起特別背信罪（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之告訴。高

雄市政府財政局亦須促請高雄銀行將本會議員至高雄銀行現

閱之資料、錄音檔暨高雄銀行最新的稽核報告主動提交地檢

署，做為最新的事證。本會則將本專案調查小組之專案報告

函送地檢署併為偵辦。 

    如高雄市政府拒絕提起告訴，則由本會進行公訴之告發。

告發之刑事訴狀，委任本專案何顧問旭苓撰狀與代理。 

3. 行政懲處責任之追究： 

    本專案調查小組之專案報告函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重新審視相關人員之行政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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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調查內容 

一、 高雄銀行對慶富集團貸款時序表7
 

1. 高雄銀行自 81 年起即與慶富集團有資金借貸往來 

企業週轉金，往來正常 

總額度 3～5 億元 

一銀等其他行庫亦與其有長期往來 

 

2. 102 年 8 月 29 日核准慶○海洋海科館 BOT 聯貸案 

（新貸）參貸金額 3 億元 

總額度 8.67 億元 

主辦行土銀 

（總額度以承作時參貸金額 4 億元計

算，惟獲分配 3 億元） 

  

3. 103 年 1 月 2 日核准慶○水產漁船加強擔保放款 

（新貸）金額 3 億元 

總額度 8.70 億元 

 

漁船加強擔保 

（因慶○造船專案融資已部分清償，總

額度為 8.7 億元） 

 

4. 103 年 2 月 27 日核准慶○造船專案融資 

（增貸）USD700 萬元 

總額度 10.82 億元 

合約專案融資 

 

5. 103 年 8 月 15 日核准慶○造船續約案 

（續約）金額 4.79 億元 

總額度 10.49 億元 

短期營運週轉金 

 

6. 103 年 11 月 6 日核准獵雷艦工程履約保證金保證 

                                                      
7
 資料來源：高雄銀行 108 年 4 月 25 日「高雄銀行營運績效與呆帳處理專案報告」及 108 年 11 月 11 日

赴高雄銀行現閱資料會議高雄銀行提供之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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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貸）保證額度 17.4665 億元 

總額度 27.05 億元 

承作範圍：得標政府工程之履約保證金 

 

7. 103 年 12 月 4 日核准慶○造船土地擔保放款 

（增貸）額度 3 億元 

總額度 30.05 億元 

申貸用途作為週轉金用，後發現實際使

用於增資股款，不符申貸用途，於 104

年 3 月 12 日調整 

 

8. 104 年 1 月 22 日核准慶○投資信用放款 

（新貸）金額 3 億元 

總額度 33.05 億元（最高） 

申貸用途作為增資股款，後發現實際使

用於營運週轉之用，不符申貸用途，於

104 年 3 月 12 日調整 

 

9. 104 年 3 月 12 日調整 7~8 貸款用途不符，並由慶○投資申貸 

103 年 12 月 4 日及 104 年 1 月 22 日兩

筆貸款用途錯置，辦理調整以符資金用

途 

總額度 32.72 億元 

整體授信額度並無增加，減少 0.33 億元 

 

10. 此後高雄銀行對該集團之放款皆為續約與變更，未有新貸或增貸案件 

逐步將本金收回 至 106 年 9 月共收回 3.775 億（不含收

回獵雷艦履約保證） 

 

11. 105 年 2 月 5 日一銀組成聯貸，工程履約保證移轉至一銀承做 

收回履約保證函，且高雄銀行未參與一銀聯貸案 

 

12. 106 年 8 月 9 日地檢署對慶富進行搜索 

偵辦方向：詐貸、虛偽增資及洗錢 高雄銀行相關資料均交予檢察署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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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06 年 9 月 6 日一銀邀集各債權銀行召開債權債務協商會議 

慶○造船向經濟部工業局提債協申請，

由一銀負責召開本會議並做出本金寬緩

等 6 項決議 

慶○造船向我國各銀行借款金額總計約

222 億元 

 

14. 106 年 10 月 25 日一銀認定慶○造船無能力履行債協，債協不成立 

債權銀行紛向其進行假扣押及假處分等

保全程序 

慶富集團在高雄銀行所貸之貸款（約

11.9 億元），自此無法正常還本繳息 

 

15. 106 年 11 月 2 日行政院專案調查報告，未訴及高雄銀行 

行政院查獵雷艦聯貸案，不當之處的原因分析 

 

16. 106 年 12 月 29 日金管會裁罰高雄銀行 800 萬元（對 14 家銀行依法核處） 

檢查結果認為高雄銀行未妥適評估借戶營運資金籌資計畫及存款資金來源；未確

實評估借戶實際資金需求，未覈實評估徵信，對慶富集團暴險集中度須予檢討，

及有未落實貸後管理等缺失，核有缺失，裁處 800 萬元 

 

17. 107 年 2 月 12 日地檢署就高雄銀行相關人員無背信之嫌，予以簽結 

（1） 地檢署針對慶富虛偽增資與詐貸進行偵查，其中高雄銀行部分查無違法事

證，爰予以簽結。 

（2） 慶富負責人等涉嫌以不實合約及發票，分別向台中銀行、元大銀行、新光

銀行及第一銀行詐取過渡性融資貸款約 63 億元，現已起訴法院審理中，相

關案情未提及高雄銀行。（詐貸案） 

 

18. 監察院糾正與彈劾案，高雄銀行無述及違失 

（1） 106 年 12 月 6 日 監院針對基隆海科館 BOT 案糾正海科館與土銀 

（2） 108 年 2 月 1 日 監院針對獵雷艦案彈劾國防部海軍司（副）司令、漁業署

資深研究員及高雄市海洋局前局長等 4 人 

（3） 108 年 2 月 21 日 監院針對獵雷艦案糾正國防部、金管會及漁業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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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慶富帳列逾期放款，於 107 年轉銷呆帳共 7.6 億元 

餘 4.4 億元有擔保品（土地、漁船）拍賣受償 

 

20. 108 年 3 月 12 日漁船擔保品以 1.28 億元拍出，108 年 8 月 28 日收回拍賣分配

款 118,808 千元。 

 

21. 108 年 9 月 3 日擔保品土地 2 筆以 337,026 千元拍出，拍賣分配表待法院分配

中。 

 

二、 基本事實 

（一） 高雄銀行係公開發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屬銀行業。高雄市政

府持有高雄銀行百分之 43.13 的股份，為高雄銀行的最大股東。依

據高雄銀行的組織系統（詳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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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雄銀行現設有 10 名董事及 3 名獨立董事。高雄市政府派有 4 名

代表擔任高雄銀行的董事。高雄銀行「董事會/董事長」下轄「董

事會稽核處」、「董事會秘書處」，並設置「審計委員會」及「薪資

報酬委員會」輔助督導「經理部門」。「審計委員會」由高雄銀行

的 3 名獨立董事組成。高雄銀行自 102 年 8 月間起至 105 年 7 月

間止，陸續對慶富集團所屬企業核准發放貸款或提供履約保證的

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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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放貸名義 金額 日期 

慶陽海洋企業 海科館聯貸案 3 億元 2013/8 

慶峯水產公司 中期營運週轉金 3 億元 2014/1 

慶富造船公司 短期營運週轉金 3 億元 2014/8 

慶富造船公司 聯貸案履約保證金 17.46 億元 2014/11 

慶富造船公司 短期擔保放貸 3 億元 2014/12 

慶富造船公司 即期信用額度 3 億元 2015/7 

慶富造船公司 短期擔保放貸 1 億元 2016/7 

慶洋投資公司 營運週轉金 5.3 億元 2015/3 

慶洋投資公司 中期擔保放款 3 億元 2015/3 

合計 41.76 億元  

 

1. 以上高雄銀行對慶富集團所屬企業發放貸款或提供履約保證的

金額共 41.76 億元。其中包括有擔保的放款、無擔保的放款及

提供履約保證。 

2. 上開高雄銀行對慶富集團所屬企業所發放貸款或提供履約保證，

因慶富集團爆發財務危機，無法償貸，高雄銀行已於 107 年間

核銷 7.6 億元的呆帳損失，另外預計尚有 4.4 億元的有擔保呆帳

待核銷。 

3. 針對上開高雄銀行對慶富集團所屬企業核准發放貸款或提供履

約保證等業務行為，金管會認高雄銀行有行政疏失，已於 106

年 12 月 29 日以金管銀控字第 10660006105 號裁處書，對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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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裁處 800 萬元的罰鍰。該金管會裁處書內容，請參看高雄

銀行於 108 年 4 月 25 日對本會提出之「高雄銀行營運績效與呆

帳處理專案報告」第 30 頁以下8。 

4. 針對慶富集團虛偽增資及詐貸等涉及刑事犯罪部分，高雄地檢

署曾對高雄銀行相關人員進行偵查，並以查無違法事證為由，

於 107 年 2 月 12 日，將全案予以行政簽結。 

 

三、 本專案小組提出之疑點及相關回應說明 

（一） 慶富案從 103 年至今，高雄銀行跟慶富獵雷艦案關係為何？ 

高雄銀行張董事長雲鵬說明9： 

    慶富案是我來了以後才開始爆發，這個案子我以比較客觀的

角度來看，其實不是一個弊案，但是它是一個「失敗的放款案」，

大概可以這樣講。 

    高雄銀行 81 年就跟慶富往來，大家往來的關係非常密切，從

102 年到 104 年中間有增加一些貸款，104 年 1 月之後就沒有增加

了，但是有展期，警覺性比較沒有，如果是以前的外商銀行，人

家說外商銀行雨天收傘，立刻就收回來了，但是事實上那個時候

高雄銀行立刻收回來，有沒有辦法達到我當然不敢講，因為我那

個時候還沒有來，所以我不敢講。總之，還是警覺性比較不夠。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慶富是我們往來 20 幾年的客戶，這個案子我們一直承認是一

個失敗的案例。在過程中我們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就是它之前

的往來很正常，所以我們到最後那種戒心就比較沒有。這件事給

我們一個很大的警惕，將來如果有類似的客戶，我們都必須小心

謹慎，即使它往來得很好，但是它如果有什麼異樣的話，我們都

                                                      
8
 附件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裁處書缺失事項及高雄銀行說明。 

9
 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財經部門業務報告與質詢（108 年 4 月 11 日）及高雄銀行 108 年 4

月 25 日「高雄銀行營運績效與呆帳處理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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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合理的去懷疑或檢討。我們認為因為跟它的關係確實很緊密，

也是因為這種緊密的關係，造成到最後讓它發生違約以後我們都

不曉得怎麼辦。 

 

（二） 慶富能夠成就獵雷艦聯貸行參貸的條件，高雄銀行扮演什麼角色？

最後決策者是哪個單位？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高雄銀行就是前面有開給它履約保證的這個部分。 

高雄銀行張董事長雲鵬說明： 

    常務董事會。 

 

（三） 提供履約保證金是成就整個聯貸案的第一個關鍵，在成就聯貸保

證金前，慶富資本額多少？聯貸案金額是幾億元？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慶富的資本額是 5.31 億元。聯貸案是 205 億元。 

 

（四） 資本額 5.3 億元要貸 205 億元，一般情況銀行會核准核貸嗎？在

一銀決定要組聯貸團前，慶富找了很多家銀行，這些銀行都沒有

要聯貸，關鍵就在那時慶富的資本額只有 5.3 億元，但是後來它

成就聯貸條件時，它的資本額已經到 50 億元，如何從 5.3 億元就

跳到 50 億元？中間只有一年的過程，高雄銀行扮演何關鍵角色？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它從 5.3 億元增資到 50 億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增

資到 30 億元；第二個階段增資到 50 億元。在增資到 30 億元的部

分，裡面有增資 6 億多元、4 億多元與 14 億多元的，我們有去看

它增資的內容，14 億多元很明顯是它所謂的以債轉股，就是它原

來的關係企業向它借款，後來轉為變成它的股權。另外，4 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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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它是從其他地方借來的。6 億多元的部分，裡面有 3 億元確實

是高雄銀行借給它的錢，就是在 103 年 12 月時，它有告訴我們它

要當增資款用，就是那 3 億元，有跑到它的增資裡面去。 

 

（五） 慶富有很多錢都是向其他人借來的，高雄銀行是事前還是事後知

道？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後來這段期間，我們才發現那 50 億元確實的情形是這樣，就

好像它後來那 20 億元有向一銀借 10 億元、有向其他行庫借 10 億

元，我們才知道這個情形，在那之前，我們根本不曉得它的 50 億

元是怎麼來的。 

 

（六） 高雄銀行開立履約保證函 17.4 億元，慶富的活存設質高達 96％，

在決定要承接履約保證函的會議，是否有討論 16.85 億元活存的

來源？等到執行時，這些存款轉到高雄銀行帳戶，高雄銀行有無

察覺 16.85 億元中沒有慶富的自有資金？（它有 6筆是個人借款，

共 4.5 億元，有 2 筆是公司借款，總共 13 億元）鉅額資金 16.8

億元，都從第三人的戶頭轉過來，高雄銀行為何沒有風險評估其

來源是否為一般經常性的正常金流？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我們貸款的程序是先存了以後才有執行，准的時候並不知道

它的資金來源，是准了後，它必須把 16.85 億元放到它的帳戶後

才會有這件事。我們後來才發現 16 億元是從 5 個個人戶頭匯過來

的，那時候的金額確實是超過 16.85 億元，之前在他配偶的帳戶

裡面，確實也有幾億元在那邊轉來轉去。所以慶富的 16.85 億元，

到底全部都是以向別人借錢，還是有些是從他配偶的帳戶進來、

來沖抵，這個我們不曉得，但是確實有存入到高雄銀行的帳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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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最後它提出 16.85 億元給高雄銀行的時候，我們確實有得到

這筆。 

 

（七） 依據高雄銀行說法：開立履約保證函還賺了 2,600萬元的手續費。

如何計息？費用如何計算？是否因怕以後出事，針對這筆 17.4 億

元的履約保證，收取 1.2%的手續費，是否為你們自訂的？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保證手續費是 1.25%。一般的履約保證在萬分之一至萬分之

五，這個區間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們給他 1.25%，現在送的

履約保證有的都是在 1%而已，大約都在這個範圍，並沒有對他有

特別優惠。 

 

（八） 一般大額貸款，從徵授信到總行放審會再到常董會決議，過程要

幾天？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如果是一個最新的案子，它都沒有建立檔案的話，大概至少

要一個月。 

 

（九） 慶富標到獵雷艦後，國防部要求在一周內提供履約保證函，慶富

找很多銀行包含兆豐、土銀、台銀和京城銀行要求提供履約保證

函，全部都拒絕提供履保函。後來慶富找到高雄銀行，高雄銀行

從慶富來申請要求提供履保函到實際放款，總共幾天？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大概 4 天。 

 

（十） 為何一般放貸案要一個月，慶富 17.4 億元的案子只要 4 天（11 月

4 日徵信完成，11 月 4 日授信完成，11 月 4 日總行火速收件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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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送到總行，11 月 5 日放審會議，11 月 6 日常董會議）？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如果都沒有建立檔案的話，大概要一個月，慶富對高雄銀行

來說是一個往來二十幾年的公司。我們剛好在 103 年 8 月 15 日有

給它一個續約案，當時我們對它的徵信、授信都做得很完善，因

為我們內部規定對於徵信報告是一年是以內有效，它在 103 年 11

月再來申請時，我們不用去補充什麼資料，只要以 103 年 8 月那

個徵授信就可以做為它的基底，所以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就可以核

准，因為所有的資料都已經完備，在 103 年 11 月才可以那麼快就

核准通過，因為它和新的貸款不一樣，新的貸款光是客戶準備資

料有時候就要準備一、兩個禮拜，我們內部還要作業，有時候都

超過一個月。 

    當初我們了解的是，慶富去其他銀行要借的時候都只有提出

一個，就是我要向你借 17 億元，一般在做履約保證，大概只要兩

成至三成的活期性存款或是定期性存款來當保證，它去其他銀行

也是跟人家說我大概就是只有兩成至三成的保證，當然，各銀行

對於風險控管有大家的考量，如果是 17 億元多，你說只有兩成至

三成的保證，搞不好各銀行認為我需要更高的，各銀行如果說我

要四成至五成，慶富又不同意，就會變成大家就沒有辦法去談成，

所以後來慶富才會到我們這裡。 

    高雄銀行會承接這個案子，主要是基於慶富給我們 96％活期

性存款，對我們來說風險只剩下六千多萬，對於這種客戶，我們

認為風險可以控管，又剛好基於它的一些授信相關資料都已經齊

備，所以我們就趕快把履約保證金開給它，因為它在一個禮拜內

就必須開出去，我們才會有這樣一個做法。 

 

（十一） 高雄銀行對單一客戶的信用額度是多少？當初授信額度是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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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為何為擔保金額在當時高達 11 億元？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信用額度是淨值的 5％。 

高雄銀行授信管理處張處長榮泰說明： 

依照銀行法，原則上單一客戶（法人）最大信用額度是淨

值的 5％，如果是集團可以到 15％。 

 

（十二） 2014 年 11 月 6 日高雄銀行的資本額約 100 億元左右，淨值的 5

％，當時慶富的信用擔保額度是多少？它已經借多少錢出去

了？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那時候它的信用擔保額度大概是 3.6 億元至 3.8 億元之間。 

 

（十三） 高雄銀行要借慶富 17.4 億元，一定要讓慶富提出 16 億元以上的

擔保才能借！所以這不是因為慶富對於高雄銀行的活存設質比

率特別高，而是因為高雄銀行根本沒有辦法讓慶富有更高的信

用擔保出現？高雄銀行過去的說法都是 96％這個數額很高，所

以很安全。但專案小組質疑，是因為你們沒有辦法給慶富更高

的個人信用擔保額度了，是嗎？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當然是基於這個原因才是我們要辦的原因，因為債權確保

比例高。 

 

（十四） 履約保證金，半年內如果聯貸案沒有籌組成功，慶富就應該要

100 ％的設質。2014 年 11 月 6 日核貸 17.46 億元，在半年後，

2015 年 4 月，聯貸行籌組成功了嗎？當時慶富應該要補足剩下

的一點多億元有無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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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還沒有。 

    我們當初有訂兩個條件，一個是在 6 個月如果沒有籌成的

話，就必須 100％的設質，另一個條件是你繼續去籌組那個聯貸

案，用它的履約保證來還我們，來頂替我們的履約保證。 

 

（十五） 當時履約保證金到期，尚未完成聯貸籌組，專案小組成員聽了

會議錄音，那時你們認為聯貸案應該可以籌組，那時是兆豐準

備要籌組，後來兆豐拒絕了。接下來，慶富去找台銀，在台銀

籌組過程中，2015 年 5 月 7 日高雄銀行常董會議通過了展延決

議，在此常董會議中，有沒有人提出：擔心聯貸案無法籌組？

要總額管制？提出預警？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一開始兆豐沒有籌組完成，沒有錯。 

    大家有在討論是不是覺得這個聯貸案如果前面兆豐籌不成，

後面台銀如果又籌組不成，未來會怎麼樣？大家確實有討論

到。 

    那時候應該是沒有預警…。 

 

（十六） 那時有沒有人說慶富在中國已經被套牢一百多億元？有沒有這

個消息進到董事會裡？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當初這個時間點還沒有聽到有這個訊息。 

 

（十七） 承上，總經理顯然就說謊了。根據資料，2015 年 4 月份時就有

這個消息進到常董會內部了，說慶富在中國因為投資失利被套

了一百多億元，這個事情在 2015 年 4 月份的時候常董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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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這個會議的主席當時的董事長陳統民，他有沒有說對

於慶富整個集團的放貸應該要有一個總額管制？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有，我們一開始對慶富集團的總額管制都有，按照集團最

大的限額在處理，都有在管制，我們那時候已經有集團的一個

管制辦法。 

 

（十八） 既然有擔心聯貸案籌組不出來，也有下令要做總額管制，但後

面陸續還是持續放貸給慶富。董事會、常董會作決議，不用遵

守嗎？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當初董事會作決議是沒有說，你們之後都不可以怎麼樣，

但是大家確實有在討論，未來聯貸案如果籌組不成，這個案子

影響是怎麼樣。可是最後的結論是說，如果這麼高的擔保比例

的話，其實受傷的成分不會很大，我們一直以為國艦國造的聯

貸案可能只是金額的多或少而已，應該可以組得成，那組成的

第一個要件，就是要履約保證才可以，至於後面的現金，那是

另外一回事，所以我們認為，所有的聯貸案的組成，第一個要

還的，一定是履約保證，所以我們才那麼有自信的說，他一定

可以組得成。 

 

（十九） 聯貸案在 2016 年 2 月成立後，要避免放貸風險過度集中，高雄

銀行內部有無共識，接下來放貸給慶富集團的錢，不能夠使用

在獵雷艦的工程款，及相關的費用支出？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這個也是金管會提出我們的缺失之一。就是說，為什麼後

來給他續約，他又有獵雷艦這個聯貸案了，我們要不要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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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貸給他的錢，就不能再流用獵雷艦，這樣怕資金的重

複。不過我們當時有跟金管會解釋，慶富除了獵雷艦三百多億

元的工程以外，其實在一般的民間工程，大概還有 37 億元的債

券工程，其實他資金的需求還是有的，但是我們給他的資金是

不是有流到慶富相關的案子？因為他資金流來流去，有時候又

跑到外面，我們確實很難查詢。 

 

（二十） 在 2016 年 7 月 7 日，慶富來申請展期國內即期信用狀額度 3 億

元，慶富要有實際的單據高雄銀行才能提供這筆錢，是嗎？後

來慶富用去哪裡？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是。 

    因為這是後面貸放的過程，他們告訴我說，他們那時候必

須拿發票來申貸國內即期信用狀，他拿的發票是預付國外的一

些款項，那預付到底是買獵雷艦要用的東西，還是在借船舶要

用的，這個我就不曉得了。不過他們是說，他那個發票是預付

國外的款項。 

 

（二十一） 2017 年 4 月 6 日，5,600 萬元匯到豐國造船，2017 年 4 月 7

日， 3,600 萬元匯到發洲造船，2017 年 4 月 10 日，3,100 萬

元匯到豐國造船，這三筆匯出的款項，跟獵雷艦是否相關？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這個如果以當時確實也看不出來，跟獵雷艦有相關。 

 

（二十二） 慶富借貸用途與申請目的不符，不是只有這個案例。2014 年

1 月 2 日，高雄銀行核准慶峯水產借了 3 億元，主要用來增

資慶陽海洋，實際上，他增資慶陽海洋的金額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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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那 3 億元增資慶陽海洋不是全額去增資，我知道好像只

是增資一、兩億吧，其他是當周轉金是不是？ 

 

（二十三） 依據 2014 年到 2016 年會計師財報，慶陽這段期間被增資

6,250 萬元，所以 3 億元中在 2014 年 1 月 28 日、2014 年 2

月 19 日、2014 年 2 月 25 日，各轉出一億元，但其中是否只

有 6 千萬元是真的去增資慶陽？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他當初申請那 3 億元，其實有兩個資金用途，第一個說

要增資，第二個說，他要當周轉金用。我們那時候比較有疏

失，如同金管會所說，要確定他真正的籌資的計畫是什麼？

我們當時這個部分確實是沒有做到。慶富告訴我們，有的要

周轉金，有的要增資，到底增資多少？我們就沒有清楚，這

個部分，確實我們那時在徵信的評估，那時有一些比較不周

全的地方。 

 

（二十四） 慶峯水產，當初貸 3 億元時是用何方式貸款？附加一艘舊的

漁船？依據高雄銀行辦理漁船抵押貸款調查估價注意要點，

漁船超過幾年就不予鑑估？就不能提供作為擔保？本案擔保

品漁船之鑑價及放款值核估標準為何？慶富集團於高雄銀行

土地擔保品鑑價過程及結果為何？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15 年。 

    他提供這艘漁船確實是超過 15 年，已經 21 年。雖然是

超過折舊的年限，可是根據第三者的估價，還有到達大概

1,600 萬的美金（大概 4.7 億元臺幣）。因為他是 1,700 噸的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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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以當時我們在估算，就連我們當時要跟他們保水險時，

產險公司告訴我們這艘漁船價值至少三、四億元，我們很多

地方去認定，既然第三公正方也說，他有 4.7 億元，那我們

貸給他的，當然也不能說 4.7 億元，就貸給他 4.7 億元。我們

貸給他 3 億元是基於說，我把他扣掉，我用六成三去貸給他。

當時是用五年的中期性一直去攤還，所以才會說一直攤還到

最後，等他抵貨的時候，只剩下 1.57 億元。 

高雄銀行張董事長雲鵬說明： 

    不能當正式的擔保品，它是加強擔保用。 

高雄銀行提供之書面資料說明10： 

「漁船之鑑價及放款值核估標準」 

    本行對漁船之鑑估得以持有政府發給專門技術執照之公

正第三人鑑價，並經本行認可之價格為準。另銀行同業對於

漁船鑑估，亦有援用「公正第三人鑑估」作為鑑價依據，故

非僅本行採用。 

    本案擔保品為鋼殼漁船，承作時船齡已 21 年，逾本行辦

理漁船抵押貸款調查估價注意要點：鋼造漁船耐用年限十五

年之規定，故該擔保品不予鑑估，僅徵為加強擔保品，全案

係以信用科目承作。 

    由於該漁船於 99 年被重建大部分區域，並更新包括電子

設備及導航系統等，經公證公司－安生理算檢定公司委由英

國倫敦之 ENGLISH WHITE SHIPPING LIMITED 鑑價（該公

司係船舶買賣之仲介暨船舶鑑價公司，成立於 1975 年，其鑑

價具有一定公信力），其鑑價值為 USD16,000 千元（約

NTD4.74 億元）。 

    另法院命公正第三人之鑑價總額為 309,000 千元，惟第

                                                      
10

 高雄銀行 108 年 4 月 15 日提供本會之書面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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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順位抵押權人日商伊藤忠公司認為上述價格偏低，故另提

供公正第三人鑑價報告，致法院提高拍賣底價為 380,000 千

元；且漁船經營「鰹鮪圍網」漁業，其漁業執照目前全台僅

34 張，市場牌照報價約 USD250～300 萬元間，顯見該漁船

船齡雖已超過本行規定耐用年限，惟仍具一定價值。 

    本案係以「信用科目」承作，申貸金額約公證公司鑑價

值 USD16,000 千元之 63%，實際上已經對擔保品未來之折舊

預留緩衝空間；另本案係以中期性放款承作，逐期收回本金

（已逐期收回本金 NTD142,500 千元），除可降低本行授信風

險外，亦有達到擔保品折舊減損成本收回之效。 

    由於漁船擔保品相較房地產之拍賣，其承買對象相對受

限，導致拍賣時程拉長及拍賣價格較一般中古漁船買賣市場

價格為低，且擔保品因年度進場檢修航行入港後被查封，停

泊於慶富造船旗津漁港碼頭，已停駛一年多，動力或電力設

備是否堪用不明，故本行以公證公司鑑價值 63%貸放，應已

包含其間折舊成本。 

「土地之鑑價過程及結果」 

    土地擔保品鑑估，評鑑小組係由營業單位經理指定三人

以上組成，並經總行鑑價覆審中心覆核在案。經訪查 104 年

承作時附近成交案例三筆，成交價格約 NTD810 千元~1,130

千元，本案承作當時以每坪 1,050 千元鑑估，尚於訪查案例

成交價格範圍內，且鑑估程序均符合本行擔保品鑑價規定。 

    本案土地法院委託公正第三人（昱中不動產估價師事務

所）以每坪價格約 73～87 萬元鑑估，鑑定總價 326,380,950

元。不動產價格於 103～104 年達到高峰後逐年下滑，跌幅約

在 10%～20%間。以目前法院委託公正第三人土地每坪鑑估

價格回推跌幅前本行鑑估之價格尚屬合理。且為因應價格下



--  33  -- 
 

跌風險，本案改以中期擔保放款逐期收回，目前現欠 NTD2.4

億元，約占法院委託公正第三人鑑定總價之 73.6%。另擔保

品於 108 年 3 月 21 日具狀聲請調高鑑價值 370,073,340 元，

本案擔保品將於 108 年 5 月 21 日進行第一拍，底價

370,500,000 元。 

 

（二十五） 當初高雄銀行在評估資金需求時，不知道它要增資多少？資

金一直被流出去，高雄銀行也不知道它的用途為何？在 2016

年 1 月 14 日到期要還錢，它還不出來。常董會決議：「可以

寬限 1.5 年，只還利息不還本金。」而剩下的一艘 21 年的漁

船，結果高雄銀行的鑑價是 4.7 億元，最後 5 次流標，拍賣

出去的價格剩下 1.28 億元，這個和當初講有 63%的擔保也差

太多了？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當時確實不知。 

    106 年因為船在一定的時間就必須要進船塢去大修，106

年回旗津港大修時剛好就被其他的銀行扣押了，扣押後就不

能出去。主要是對他有債權的人對他的不動產或其他的物產

都可以扣押，所以發現這艘漁船是他們的，當然就會申請扣

押。扣押以後船就不能出港，變成停在那邊也不敢維修也沒

辦法出去捕魚。再者，因為沒有辦法維修，又停放在那裡 1

年多，因此整個機器都失修，所以這個也是我們當初沒有預

想到的，就是它會貶落那麼很快。 

 

（二十六） 慶富從 2014 年 7 月到 2015 年 2 月份，短短半年裡面資本額

從 5.3 億元增資到 30 億元，然後成就了聯貸案的基本門檻，

高雄銀行就是最主要的推手。兩面手法，一個是短期周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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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增資，慶富去借錢再轉給慶洋，慶洋再回來增資慶富，

後面把所有的借款要慶洋去承接，慶富集團已經到達借貸比

例很高的狀況，所以要幫他調降？第二個手法，是借新還舊。

短期周轉金到期了，慶洋再去借錢幫慶富還債，所以他們所

有資金的來源都是來自高雄銀行，用 B 子公司去借錢幫 A 母

企業還錢，A 母企業去借錢給 B 子公司去幫 A 母公司增資，

這樣來回交互運用的手法，才是成就他在半年內從資本額 5.3

億元變成 30 億元資本額公司的關鍵。就是 2014 年 8 月 15

日慶富跟高雄銀行申請的一筆短期周轉金 3 億元，12 月 4 日

高雄銀行放款，結果過沒幾天在 12 月 19 日他就把這 3 億元

轉給了慶洋，轉給慶洋之後又隔了 3 天，慶洋再轉回去慶富

幫他做增資，當高雄銀行驗資完後，這筆錢又轉走了，這個

就是他增資的手法。再來是 2015 年 1 月 22 日，慶洋跟高雄

銀行個貸 3 億元要增資慶富，然後一部分做為短期放款，結

果 1月 27日高雄銀行轉給慶洋後，當天他馬上就轉匯到慶峯，

藉由慶峯又轉到慶富，結果慶富把這筆錢轉去澳門，你們知

道嗎？你們有沒有依據洗錢防制法相關條文規定通報主管機

關？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當時的調整不是基於這樣的目的。 

    是後來在查的時候，這些事情才出來，在那之前是不知

道。 

高雄銀行張董事長雲鵬說明： 

    沒有。 

    根據我的了解，那時候從 102 年左右開始，我們有一個

反洗錢的態樣，如果落入這個態樣就要報，那個時候還沒有

落入那個態樣，但是到了現在，反洗錢的法規越來越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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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在來講是有落入五十幾個態樣，那時候大概有 20 個態

樣。 

 

（二十七） 專案小組聽了 2015年 1月 22日常董會議錄音，放貸 3億元，

常董講：「反正我們還有一艘遠洋漁船在那裡，沒有問題」。

2015 年 3 月 12 日又用慶洋去借 8.3 億元，這 3 億元是做什麼

用途，他去還 2014 年 12 月 4 日慶富跟你們借的這 3 億元，

然後慶洋借了錢之後去還這筆半年後要還的錢，另外的 5.3

億元其中的 4 億元做為慶富的短期擔保 3 億元和短放 1 億元

的本息償還。他所有的錢都是從高雄銀行出去，只是借了新

的錢去還舊的債，可是高雄銀行一樣核准。然後在常董會議

又講說對他的放貸要有總額管制，結果他用這樣的手法重複

操作。2015 年 3 月 12 日常董會議中，原本慶富借了 3 億元

轉給慶洋，因為慶富的自貸比例太高，所以要幫他降低，請

問有沒有常董講了這句話？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我是不太清楚。 

    我們當初的考量不是這樣，當初的考量確實是他的資金

用途不對了。慶洋因為是慶富的母公司，既然是要增資的話，

一定是由母公司增資給慶富這樣的資金用途才是對的。雖然

那邊有 8.3 億元，可是就他增資的時間點，我們確實從他 5.3

億元增資到 30 億元，只有第一次 103 年 12 月那筆的增資高

雄銀行確實有提供 3 億元給他增資，這個時間點是對的。後

面那個時間點高雄銀行都沒有提供他增資，因為他在那個時

間點都沒有增資。 

    當然他增資 30 億元，14 億元是他以債作股，另外一筆 4

億元從其他地方我們是不曉得，但是就高雄銀行幫助他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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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沒有錯確實是有那筆 3 億元，而且很明確轉去增資，

至於其他我們給他的錢，在那個時間點他都沒有增資，是沒

有這個問題。 

    當時我們真的是考量到他的資金用途不對，就趕快把它

更正過來這樣。我們在專案的時候裡面也寫得很清楚，就是

資金用途更正。 

    因為當初那筆資金從慶富轉過來，第一個，當時的營運

正常。第二個，又有土地擔保。所以從那邊轉過來，對我們

來講風險上是沒有增加，也把他的資金用途明確了，我們是

認為可行。 

 

（二十八） 所有的貸款從履約保證到中間的 3 億元，資金的用途就明顯

不對，慶富拿去增資。這是不是違反授信 5P？資金用途，有

無違反？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如果授信 5P 裡面有一個資金用途，這個確實不好。 

    有違反，因為他不符合。 

 

（二十九） 2017 年 9 月 14 日常董會議針對慶洋積欠的 5.95 億元，會中

有無提到要追加設定擔保？答案是：有！最後結論是：「通過

寬限 1 年、繳利息不用償還本金」理由是一樣，裡面有人講：

「延後本金的償還可以防範逾放的發生」這個理由你認同

嗎？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這個是債權債務協商，照理說銀行不能再多提意見，雖

然各家銀行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可是債權債務協商是透過一

定的機制行使，將來銀行沒有照這個走的話，主管機關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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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到底什麼原因不能走，那時候經濟部工業局對它還有

評估，認為這家公司還是可行的，未來還有可能會成功，才

會叫銀行來開債權債務協商，要它都不用還本金只要還利息

就好，即使銀行想說為了債權確保，多跟它拿一些擔保品，

大家也都有這種想法，問題是這是行不通的，因為那是債權

債務協商，原來的條件都已經訂好了，如果要用其它條件，

只能是債權債務協商破局，對於整個銀行界來說，這是一個

不成文的慣例，主管機關也會關切。 

 

（三十） 專案小組聽了 2017 年 10 年 12 日常董會議錄音，高雄銀行真的

力挺慶富到底！那時它來申請債務展延，常董會議決定寬限，

會議中誰說：「不支持慶富，沒有資格當國防部部長？」有沒有

人講？林文淵講的嗎？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這個我不清楚。因為是 106 年的事情，那時我沒有記憶，

我回去再聽一下。 

 

（三十一） 當各銀行都已經準備要收手也都要抽銀根時，只有高雄銀行

最勇敢，說要債務展延？整個聯貸案過程中，高雄銀行是參

貸行而已，結果參貸額度比主貸行土地銀行還要高？高雄銀

行有沒有評估過它 BOT 案的整個營運規劃和整個工程執行

的履約進度？徵授信資料還是土銀給高雄銀行的，常董會議

連討論都沒討論，就直接放過了，2016 年 7 月 7 日的會議也

一樣，連討論過都沒有，就直接同意展延。這個事情在常董

會太常發生了，專案小組聽錄音帶中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

「慶富過去是合作良好的廠商、優質的，所以我們沒問題、

信任它」，還講它的營業額不夠高沒關係，它還有光陽和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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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的股份，一年可以賺很多錢？ 

 

（三十二） 董事會在會議中包含 3 位獨董曾經表示意見嗎？針對慶富案

打銷呆帳 7.6 億元是無心之過？或是私貸的貸放案件？是否

有違反金管會的授信 5P 原則？ 

高雄銀行張董事長雲鵬： 

    是私貸的案件。 

    我們在評估客戶是否有履約的能力，不是看他有沒有擔

保品，還是要看他有沒有充裕的資金來源，擔保品只是 5P

的參考因素。 

 

（三十三） 專案小組至高雄銀行現閱資料發現，從徵授信到放審，竟無

任何簽呈，其中有一件，副理都沒有蓋章，董事長怎麼會查

不到？審計委員會及獨董都不發言？監察人等於是獨董，常

務董事是個決策者，當他們的決議損害到高雄銀行，依據法

令他們要不要負賠償責任呢？ 

高雄銀行張董事長雲鵬說明： 

    常董會 3 個獨董，只有 1 個獨董參加常董會。獨董是何

美玥、林文淵，常董參加審查放款的是林文淵。 

 

（三十四） 專案小組成員強烈質疑董事會的功能？高雄銀行是不是要對

過去的董事會進行求償的動作？第一個，常董會議它根本沒

有進行實質的討論，一個案子討論的時間都不超過 2 分鐘，

你們送上去的資料也都照單全收；第二個，獨立董事沒有行

使監察權，在慶富案爆發之後，這些獨立董事組成的審計委

員會，有沒有開過會？一次會議都沒開過！董事會是不是橡

皮圖章？公司法裡，監察人應盡監督公司之義務！如果沒有

監察人應該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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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之職責。那審計委員會怎麼組成？依據高雄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三條11規定，公司存在或潛在

風險之控管，就是審計委員會應該要去監督的，這個委員會

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人數不得少於 3 人，高雄銀行的獨立

董事剛好 3 位，應該要組成審計委員會，針對慶富一連串的

徵授信過程、放貸過程的瑕疵去進行監督。高雄銀行事前都

不知道了、事後還不監督，董事會的功能，到底在哪裡？徵

授信資料不確實，未對授信對象資金需求進行了解，貸後管

理、履約進度、款項流用未掌握，參與聯貸案，把徵授信責

任都丟給主貸行，對預警視若無睹，這些事情都是金管會罰

800 萬元的原因。但出問題後，審計委員會有執行監督的義

務嗎？3 位獨立董事就慶富案有開過會嗎？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罰了以後，稽核報告部分就必須要提審計委員會。 

    就目前的審計委員會的組織章程和它的職權，是沒有這

一項、它必須因為這個案子要開…。 

 

（三十五） 依據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三條12規

定，本委員會之運作以下列事項之監督為主要目的，公司存

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因為慶富案，高雄銀行在 106 年及 107

年呆帳爆增，這不算是潛在風險管控嗎？高雄銀行一年的營

收多少？現在呆帳多少？是不是一年最後的盈餘都不見了？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11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運作，以下列事項之監督為主要目的： 

一、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 

二、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及獨立性與績效。  

三、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  

四、公司遵循相關法令及規則。  

五、公司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 
12 同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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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都是 7、8 億元。 

    這次到目前為止，是打呆 7.6 億元。 

    大概是那個數目。 

 

（三十六） 高雄銀行在 106年、107年分別提列把 11.9億元的呆帳打銷，

為什麼 106 年還要求高雄市政府要出資 6 億多元，讓高雄銀

行增資？是不是這筆呆帳會影響高雄銀行的營運？高雄市政

府又編 6 億多元預算投資高雄銀行，最後這些虧損變成高雄

市民買單？ 

 

（三十七） 專案調查小組要查閱常董會議之前的放審會的會議紀錄和錄

音檔資料，高雄銀行表示沒有放審會的會議紀錄資料、內容、

影片及錄音檔，為什麼之前沒有？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因為主管機關之前沒有規定，必須要那樣做。 

 

（三十八） 慶富案的過程中，有無慶富申請的貸款是被駁回的？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目前為止是沒有。 

 

（三十九） 獨立董事應該發揮什麼樣的功能？職責為何？董事會業務如

何運作？慶富案是否有經過審計委員會？獨董知情嗎？其他

的獨立董事知道嗎？ 

高雄銀行張董事長雲鵬說明： 

    發揮獨立監督的功能。 

    監督董事會業務的運作。 

    獨立董事也是審計委員會的成員，因為有一些業務在銀

行的董事會運作，有一些議案是要經過審計委員會的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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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送到董事會來。 

    一般這種授信案是不經過審計委員會的。慶富案沒有經

過審計委員會。 

    只有林文淵他也是擔任常務董事，所以他知道。 

    其他兩位是等到下個月開董事會的時候，核備過來的時

候，就會知道。但他們知道的時候，它已經准了。 

 

（四十） 高雄銀行最後的決定權是常務董事會，當有這些虧損後你們內

部要如何來究責？這些官股代表難道不用負責嗎？ 

財政局李局長樑堅說明： 

    高雄銀行的放款過程中，超過 8 千萬元以上是要送到常務

董事會做審核，最終的審核單位確實是常務董事會，常務董事

會是根據底下放款審議會提供的徵授信資料，最後提出一個貸

款的推薦理由。 

    董事裡面針對這個貸款的部分，因為它的資料事先會提供

給這些常務董事。有涉及到很明顯的行政缺失，貸款應注意而

未注意的事項，我們財政局會整理。 

    授信有 5P 的原則，5P 原則裡面剛才那個貸款目的，高雄

銀行在 103 年 12 月 4 日貸款給慶富，104 年 1 月又貸款給慶洋

投資，那個很明顯是貸款目的不符。不符的話不只是行政缺失，

為什麼高雄銀行還要繼續貸款給他們？這個部分就是一個很明

確的，不只是疏失，是應注意、應警覺而未警覺的部分，我們

會把這些資訊彙整給法制和政風單位。 

 

（四十一） 董事會的決議，當致生損害時，董事會要不要負責？ 

高雄銀行張董事長雲鵬說明： 

    董事會的決議參與的董事要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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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 高雄市政府佔高雄銀行股份 43％左右，財政局有 4位常董（目

前常董應該有 3 位，另外第 4 位是由獨董來兼任），獨董既然

不行使監察人的職權，高雄市政府是股東的身分，高雄市政

府是否可以股東的身分提告高雄銀行從經辦到董事會，是否

有涉及背信的嫌疑？103 年慶富開始貸款時，高雄銀行常董

是哪些人？ 

財政局李局長樑堅說明： 

    股東的身分當然是參與投資，我們有委派董事、官派董

事、常務董事。如果委派董事和常務董事，對於這樣的授信

案件，覺得這裡面有涉及不法，有新的事證，該送檢調就送

檢調去做調查。因為調查權的部分，基本上第一個它的主管

機關是金管會，不是高雄市政府。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說明： 

    董事長是陳統民董事長。李瑞倉常董、許立明常董（市

府指定的法人代表）、林文淵獨董。13
 

 

（四十三） 本案從 103 年開始到 108 年，當時在董事會有同意放款的董

事，造成現在高雄銀行有 7 億多元的呆帳，幾乎把高雄銀行

一年多的稅後盈餘全部都抺煞。對於投資客也無法交代，其

連帶責任為何？是否要把本案移送司法單位，以背信罪來辦

理？ 

韓市長國瑜說明14： 

    針對高雄銀行慶富案以及獵雷艦的貸款，事實上風風雨

雨已經很長一段時間。而且不光是外部，以及我們高雄市民，

所有相關各行各業都很關注，慶富案為什麼會有這麼奇怪的

                                                      
13

 附件三：慶富案放貸時董監事名單。 
14

 本會 108 年 4 月 25 日「高雄銀行營運績效與呆帳處理專案報告」市長答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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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這個案子其實很多人都有疑惑。站在高雄市政府為了

保障市民權益的立場，今天（108 年 4 月 25 日）議會的專案

報告完畢後，我們會蒐集所有相關事證，經過董事長以及總

經理的詢答，我們蒐集完畢後，如果確認對於高雄市民有損

失的話，高雄市政府會全案移送相關的檢調單位進行進一步

的偵查。 

 

（四十四） 根據「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

規定，是否需要對一些重大案件做一般的查核和專案的查核？

高雄銀行總稽核是否有針對慶富案做稽核報告？ 

高雄銀行張董事長雲鵬說明： 

    金管會來查的時候，剛好我們銀行也想要去查，那是因

為主管機關來查，依照一般的慣例，自己銀行的稽核處就會

暫停，然後來配合金管會。 

高雄銀行提供之書面資料說明15： 

    依照主管機關的規定，本行稽核單位每年雖會對各營業

單位辦理一次一般性的查核，但對往來多年正常繳息的授信

案，一般不會特別辦理專案查核；故慶富集團 106 年 10 月發

生授信延滯前，因往來尚屬正常，本行稽核單位並未對其辦

理專案查核，僅曾在例行性的一般查核中，對其提列過幾項

作業缺失；而外部稽核至本行檢查，在該集團延滯前亦鮮少

對其提列缺失事項。 

    106 年 8 月金管會至本行辦理一般業務檢查期間，適逢

媒體報導慶富集團爆發獵雷艦事件，本行稽核處即積極配合

金管會調閱資料，全力協助其檢查並順利完成檢查報告；該

次檢查已對慶富集團授信案做全面性且深入嚴謹的檢查，故

                                                      
15

 高雄銀行 108 年 4 月 15 日提供本會之書面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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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稽核處不再做重覆性的專案查核，即按金檢報告辦理改

善；另 107 年本行對本案辦理轉銷呆帳查核時，有再次審視

慶富集團各授信案之徵授信及覆審作業辦理情形，惟該報告

僅能提供專案小組現場閱覽。 

高雄銀行董事會稽核處總稽核林仲貞說明16： 

    本案於 108 年 4 月 29 日朱潤逢董事長就任後，指示重新

辦理稽核，本次稽核係以書面審核為主，相關缺失皆載明於

稽核報告內。朱董事長業以公股代表身份，將本稽核報告陳

送高雄市政府在案。 

 

（四十五） 慶富案後高雄銀行對於徵信、授信風險、貸後管理、相關工

程履約進度、資金流用之掌握等，有何具體改善作法？ 

高雄銀行說明17： 

    案經本行於 107 年 6 月 20 日提報本行第 13 屆董事會第

11 次會議准予備查，針對慶富案後之具體改善作法說明如

下： 

1. 修訂對集團企業無擔保授信限額 

考量本行風險承受度，修訂本行對集團企業授信限額方案，

下修對集團企業無擔保授信限額。 

2. 新訂專案融資作業規範 

新訂專案融資作業規範，規範適用範圍、納入第三方機構

之評估報告、規範專案財務規劃、融資架構、風險抵減及

風險控管機制、貸後管理等。 

3. 增修本行徵授信相關作業規範 

（1） 為控管資金用途係用於增資且金額較大之授信風險，

修訂本行徵信作業準則，對於資金用途為借戶對其投資企

                                                      
16

 108 年 11 月 11 日第二次赴高雄銀行現閱資料會議會中說明。 
17

 高雄銀行 108 年 4 月 25 日提供「高雄銀行營運績效與呆帳處理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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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增資者，應增提被投資企業之籌資計畫，並加以分

析。 

（2） 修訂本行徵信作業準則，對於聯貸案之徵信，除評

估主辦行之聯貸說明書外，並應透過不同管道蒐集借保戶

資料，據以作成徵信報告。 

4. 修訂本行徵、授信報告內容，俾利評估借戶風險 

修訂本行徵、授信報告內容，更完整呈現借戶及關係企業

之財業務狀況，俾利評估借戶風險。 

（1） 徵信報告： 

a. 對於借戶自結財務資料與前一年度財報有重大

差異，不論是否為行業特性，均應查證說明。 

b. 在關係人交易欄位，增加借戶有鉅額關係企業應

收帳款及久未收回之異常情形，應查證說明。 

（2） 授信審核表 

增加集團企業財、業務狀況附表，俾利評估集團整

體風險。 

5. 限制本行授信金額不得流入已申貸專案融資之重大工程 

嗣後知悉借戶承攬專案工程並已有申貸該工程專案融資，

於本行申貸之貸款額度授信條件應限制不得用於該專

案。 

6. 落實查核借戶之借款用途與實際資金流向 

106 年 12 月 18 日通函重申各營業單位，應確實查核借戶

之借款用途與實際資金流向，避免發生資金用途不符情形，

落實貸後管理作業，以及注意借款之資金不可回流至關係

企業或母公司帳戶。 

7. 新增「企金戶撥貸後帳戶資金流向與回流情形查核表」 

新增「企金戶撥貸後帳戶資金流向與回流情形查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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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7 年 1 月 2 日起實施，由營業單位檢視是否有貸款資

金回流不符資金用途之情形。上開報表一式二份，營業單

位逐筆註明查核情形，送主管核閱後，一份營業單位留存

備查，一份送交授管處各管區存查。 

8. 聯貸參貸案均應辦理覆審 

補強聯貸案貸後管理機制，修正本行授信覆審辦法，嗣後

聯貸參貸案均應辦理覆審，對於依工程進度撥款案件，應

配合撥款進度辦理實地調查。 

9. 增訂聯貸案撥款應取得證明文件後始得撥款 

配合修正本行辦理聯合授信作業注意事項，增訂聯貸案撥

款時，應依聯貸合約、授信條件所規定應徵取之文件、約

定之撥款進度，向主辦行或管理行取得證明文件後始得撥

款。 

 

（四十六） 關於慶富案，高雄銀行認為最大的瑕疵為何？ 

高雄銀行朱董事長潤逢說明18： 

    對於當初資金的用途、徵授信沒有確實查核，也沒做好

貸後管理。 

 

（四十七） 2015 年 3 月 12 日通過 8.3 億元（包括 5 億元中期放款及 3.3

億元放貸）核貸案，高銀營業經理 3 月 6 日才批示，但 3 月

5日授信管理處即接到徵授信公文？3月 10日常董會才通過，

3 月 10 日就簽訂授信契約及保證書，如此大的行政瑕疵應如

何追究？ 

高雄銀行朱董事長潤逢說明19： 

                                                      
18

 108 年 11 月 15 日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高雄銀行營運績效與呆帳處理」第二次專案報

告。 
19

 同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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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董會 3 月 12 日才開，但 3 月 10 日就簽約對保，確實

違反本行授信的程序規定。 

高雄銀行授信管理處張處長榮泰說明20： 

    正常的情況下，是核准後才能對保。有一些客戶，因為

企業戶大概有一些連帶保證人，可能因出國或其他狀況，故

營業單位就會去對保，作業上是不太妥當。因銀行核准貸放

之後才會發生債權債務，所以並不影響我們的債權。 

    就我所了解的部分，有時候營業單位會先送一些資料，

總行也會看一些資料，一起進行，加快速度。 

 

（四十八） 為何 2013 年 11 月 6 日 17.6 億元聯貸保證案、2015 年 3 月

12 日核貸 8.3 億元案，主席並無決議，會議記錄卻寫「照案

通過」？為何 2014 年 1 月 2 日 3 億元案，僅記載「照案通過」

而無討論？為何 2016 年的 3.03 億元案，也無討論即照案通

過？ 

高雄銀行朱董事長潤逢說明21： 

    在幾次常董會中，主席最後沒有徵詢各位常董的意見，

也沒有宣告照案通過，後來我們聽了錄音帶，的確也有這方

面的瑕疵。 

 

（四十九） 為何在慶富履約保證函案件，副理在授信流程中無核章？如

副理休假，為何其職務代理人亦無核章？從承辦的襄理、副

理、經理到授信審查處，包括授信審查會，乃至董事會，為

何副理無核章卻可以完成授信程序？ 

高雄銀行楠梓分行黃經理慰慈（時任高雄銀行副理）說明22： 

                                                      
20

 同註 18。 
21

 同註 18。 
22

 同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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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11 月 4 日至 10 日因本人請假出國旅遊，故程序

中無本人核章。當時的職務代理人是放款科長。 

授信科長已經核章，而授信案的駁准為經理權責，所以

副理請假不一定要（核章），程序上並無不合法。 

 

 

 

四、 本案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稽核重點23
 

  

                                                      
23

 附件四：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稽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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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調查分析 

一、 對高雄銀行的監督方式分析 

高雄銀行為係公司法人。對於公司法人的監督方式，有下列三種： 

（一） 行政監督 

    即業務主管機關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據法令，對於公司

法人所為之監督。因高雄銀行屬銀行業，為民營上市公司，其

銀行業務主管機關為金管會。高雄市政府，就高雄銀行所為的

行政事務，例如消防許可、建築許可、勞工糾紛管理等，或係

高雄銀行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但就高雄銀行所為的銀行業務

行為，只能依據股東身份行使法律所賦予的監督權力，不具有

行政監督權力。 

（二） 司法監督 

    即司法機關（地檢署或法院）依據相關法律所為的監督。

例如地檢署偵查高雄銀行相關人員有無涉嫌背信犯罪；或法院

依據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高雄銀行的業務、帳冊等。 

（三） 自治監督 

    即公司法人的意思決定機關或業務決定機關對於公司法

人內部的監督。公司法人比照三權分立原則，設有意思決定機

關－股東會、業務決定及執行機關－董事會、業務及財務監督

機關－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依證券交易法的規定，公開發行

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得設置審計委員會以代替監察人。高雄銀

行設有審計委員會，有關監察人的職權，由獨立董事行使之）。

以上股東會、董事會或審計委員會，對於高雄銀行業務的決定

及執行，皆有監督權力；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甚至對之負有

監督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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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赴高雄銀行現閱慶富集團四家公司貸款調查分析 

（一） 慶富造船公司 

1. 依 66 年 8 月 4 日財政部（66）台財錢第 17859 號函公布

「改進銀行業務注意事項」，揭示中期授信原則上應為擔

保授信（參該注意事項第二點（二））。再者，「金融控股

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暨「銀行業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皆規定銀行業應建立完備之內部控制

制度，亦皆規定銀行業董事會之治理監督責任；且「銀行

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4 條第 1 項更明文董事會對於確

保建立並維持適當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負有最終之責任，

第 29 條依規定董事會應具備風險管理能力，第 45 條規定

董事會成員應忠實執行業務，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行

使職權（下（二）、（三）、（四）皆同）。 

2. 今，慶富集團相關借款所致之逾期放款及呆帳結果，肇因

於幾乎多由陳慶男及陳盧昭霞二人為多筆債務之連帶保

證人，擔保品明顯不足，有以下情形： 

（1） 以短期授信之名，藉由逐年數次續約或借新還舊之

方式： 

    以短期授信之名，藉由逐年歷經 4 次續約或借

新還舊之方式，實質上達到中期授信卻規避提供擔

保品之實。就此部分，雖名義上為短期授信，但因

逐年續約或借新還舊，已達實質中期授信之情形，

卻因僅有陳慶男及陳盧昭霞 2 名保證人，而未要求

徵提其他擔保品，乃致高雄銀行迄 106 年 12 月 31

日仍受有 280,481,000 元之本金餘額損害。常務董事

會就逐年續約或借新還舊之核准，顯然就治理監督、

維持適當有效內部控制制度最終責任、風險管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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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等法定義務，顯有未盡

之處。 

（2） 出現無法依約提供十足存款設質、請求變更還款期

限並給予寬限期、及保證人陳偉郎遭票交所公告為

拒絕往來戶等足堪認定為該集團明顯有日後無力清

償之風險時，高雄銀行無視該等風險而未積極要求

加提其他擔保品或追徵有資力之其他保證人，反係

同意債務人變更契約或續約及借新還舊之請求。 

（3） 無論該等個別變更契約或貸款案是否有違規，然，

高雄銀行及常務董事會就該集團整體借款債務之風

險評估、內部控管等事項，有所缺失，亦與相關法

令規定未合，因此所致高雄銀行所受債權無法填補

之損害，顯有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處。 

 

（二） 慶峯水產公司 

1. 有關 3 億元中期放款，同意以當時已 21 年船齡之豐祥 779

號漁船加強擔保及陳慶男、陳盧昭霞等 2 人擔任保證人，

致高雄銀行迄 106 年 12 月 31 日受有 157,500,000 元之本

金債權損害。依財政部公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所

示，鋼鐵造船之漁船，其耐用年數為 8 年；而依高雄銀行

內部漁船鑑價管理要點，亦係規定漁船超過 15 年即不予

鑑估；換言之，漁船逾該等年限，顯難有實際價值，至多

僅有其殘值。 

2. 常務董事會就該船齡 21 年之 1,700 噸漁船，竟仍同意作

為該筆 3 億元中期放款之加強擔保（非正式擔保品），再

由陳慶男、陳盧昭霞等 2 人擔任保證人，亦顯非適法。 

3. 高雄銀行內部審查意見稱該公司 104 年暫結自 104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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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損益，縱已由虧轉盈，然，竟僅有 745,000 元之獲利，

相較於 3 億元之高額貸款，該公司之清償能力實大有疑義。

則，常務董事會明知上情，卻未按原貸款條件暨還款期限

逕辦理拍賣擔保品或要求保證人逕負連帶清償責任，猶仍

同意展延還款期限、且另給予寬限期。慶峯水產公司自

105 年 4 月 28 日公司變更登記日起，擔保人陳慶男雖仍

任該公司董事但已無任何持股（零持股），顯已開始進行

財產轉移或為規避連帶清償責任等而預為安排，高雄銀行

就此部分未有積極之行為。則，常務董事會顯然就治理監

督、維持適當有效內部控制制度最終責任、風險管理能力

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等法定義務，顯有未盡之處。 

 

（三） 慶洋投資公司 

1. 於 104年核貸慶洋投資公司 8.3億元，而致高雄銀行迄 106

年 12 月 31 日受有 595,000,000 元本金債權損失。其中僅

有 3 億元貸款係以 2 筆福民段土地為中期擔保放款；另

5.3 億元中期放款，除以前開土地餘值 1.3 億元加強擔保

外，其餘即無擔保，又再以陳慶男、陳盧昭霞 2 人信用擔

保，明顯違反上開財政部函示中期授信以擔保授信為原則

之規定。 

2. 然，依高雄銀行顯然未詳察相關會計師函已揭露：慶洋公

司轉投資之各公司財務報表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對該

公司之長期投資及損益，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且，常

務董事會於慶洋公司僅就部分中期貸款提供擔保之情形

下，同意就未有足額擔保之借款部分，仍以陳慶男及陳盧

昭霞 2 人信用擔保之方式，同意對該公司為高達 8.3 億元

之中期授信，則，常務董事會顯然就治理監督、維持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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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內部控制制度最終責任、風險管理能力及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等法定義務，顯有未盡之處。 

 

（四） 慶陽海洋公司 

1. 海科館聯貸案，致高雄銀行受有 157,960,000 元本金債權

損害：此聯貸案之原保證人陳偉郎，係另二保證人陳慶男、

陳盧昭霞之長子，然，其竟於 104 年 3 月 20 日經票交所

公告為拒絕往來戶，乃申請變更連帶保人為陳偉志。 

2. 然，高雄銀行除同意變更已負有 6.5 億元從債務之陳偉志

為連帶保證人外，並無其他確保本件債權之積極作為。有

關原約定以所謂 BOT 案之建物及其定著物、機器設備及

附屬設備為擔保品乙事，根本未見有所進展，換言之，本

件貸款實無實質擔保品存在。 

3. 雖變更陳偉志為新連帶保證人，然，資料顯示當時陳偉志

個人已負有 6.5 億元從債務，常務董事會卻未考慮新保證

人之償債能力是否會受原已存在之其他 6.5 億元從債務所

影響或拖累？亦未要求另覓適宜之保證人或另要求加提

其他擔保品，即予以同意變更連帶保證，常務董事會顯然

就治理監督、維持適當有效內部控制制度最終責任、風險

管理能力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等法定義務，顯有未盡

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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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因高雄市政府係高雄銀行的股東，基於股東身份，就高雄銀行對於慶

富集團所屬企業核准發放貸款或提供履約保證等業務行為，如果查知相關

人員有故意犯罪行為或行政疏失，致高雄銀行受有損害時，高雄市政府得

為下列措施： 

一、 建議金管會予以行政懲處 

    本案雖然金管會已於 106 年 12 月 29 日以金管銀控字第 

10660006105 號裁處書，對高雄銀行處罰 800 萬元的罰鍰，但如查有

上開裁處書所列載的其他行政疏失，且非屬於「一事不二罰」的範圍，

金管會仍得依據銀行法的相關規定，對高雄銀行施行處罰。上開行政

處罰，並不以高雄銀行受有實際的呆帳損害為要件。 

二、 移送高雄地檢署或其他司法偵查機關偵辦 

    高雄地檢署於 107 年 2 月 12 日，就本案對高雄銀行相關人員所

為的行政簽結處分，並無刑事訴訟法「一事不再理」原則的適用。如

查有犯罪事證，高雄市政府或高雄銀行，以有造成高雄銀行呆帳損害

的具體貸款案為限，仍得就相關人員，以涉嫌犯罪（如涉嫌犯刑法第

339 條詐欺罪、第 342 條背信罪、銀行法第 125 條之 2、證券交易法

第 171 條等特別背信罪）為由，向高雄地檢署或其他司法偵查機關提

出刑事告發或告訴，高雄地檢署或其他司法偵查機關仍應受理並開展

偵查24。 

三、 請求高雄銀行就造成呆帳損失的貸款行為，對做成決定的董事或審計

委員會委員（獨立董事）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賠償 

    依據公司法第 23 條、第 8 條、第 224 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等規定，高雄銀行的董事及獨立董事（即審計委員會的成員，相當

                                                      
24

 本案高雄市政府業於 108 年 5 月 31 日以高市府政查字第 10830426300 號函副知本會:「高雄銀行對慶

富公司放貸疑涉不法乙案，經調查後，業彙整相關疑點由本府函送司法機關參偵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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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般公司的監察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時，應對公司負賠償責任。就高雄銀行對

於慶富集團所屬企業核准發放貸款或提供履約保證等業務行為，已造

成呆帳部分，不論是否核銷，相關董事或獨立董事在做成決定時，如

有過失或故意行為（包含應作為而不作為），高雄銀行都得就所受損

害，依據上開法律規定，向其等提出民事賠償的訴訟請求。 

     

    再者，因刑法、公司法、銀行法或證券交易法等相關條文的規定，就

高雄銀行對於慶富集團所屬企業發放貸款或提供履約保證等業務行為，限

於有產生呆帳實害部分，在查有故意或過失行為的前提下，方得對於做成

貸款決定的董事或獨立董事，分別情形，追究其刑事責任或提出民事賠償

請求。對於未造成高雄銀行實際呆帳損失部分，例如：高雄銀行於 103 年

11 月間，為慶富造船公司提供 17.46 億元的履約保證案，因已解除高雄銀

行的擔保責任，高雄銀行並未受到實際損害，縱使在做成上開提供履約保

證的決定時，相關董事或獨立董事有其他不當考慮，而有違反銀行法規定

的情節，至多也只能依據銀行法的規定，對高雄銀行裁處行政罰鍰，而不

能追究其等的刑事或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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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本會辦理時間表 

 

108 年 1 月 28 日 黃議員捷於本會第 3 屆第 1 次臨時會提出臨時提案，

案由：成立慶富案調查專案小組。 

108 年 1 月 31 日 成立慶富案調查專案小組。本會第 3 屆第 2 次臨時會

第 4 次會議決議：「成立慶富案調查專案小組，委員援

例由議長指定」。 

108 年 2 月 12 日 高雄市議會108年 2月12日高市會財字第1081500003

號函：敦請朱議員信強、蔡議員金晏、吳議員益政、

韓議員賜村、陳議員美雅、黃議員紹庭為「慶富案調

查專案小組」委員，並由林議員于凱為召集人。 

108 年 2 月 18 日 簽奉核准聘請邱文男律師擔任本專案小組法律顧問。 

108 年 3 月 7 日 高雄市議會 108 年 3 月 7 日高市會財字第 1081500011

號函請市府提供資料。 

請高雄銀行提供以下資料： 

一、核貸慶富公司「獵雷艦興建計畫」履約保證之徵

信資料及授信報告、慶陽海洋公司「國立海洋科技博

物館興建營運移轉（OT+BOT）」聯貸案之徵信資料及

授信報告。 

二、2013/8、2014/1、2014/11、2014/12、2015/3、2016/7、

2017/5、2017/10 常董會會議紀錄及會議錄音資料。 

108 年 3 月 7 日 邱文男律師、召集人林于凱議員、法規研究室許進興

主任於本會法規研究室交換意見。 

108 年 3 月 8 日 「慶富案調查專案小組」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議。 

108 年 3 月 8 日 簽奉核准聘請何旭苓律師擔任本專案小組法律顧問。 

108 年 3 月 14 日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 3月 14日高雄銀行密授

信字第 1080000315 號函送慶富集團於該行之擔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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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108 年 3 月 14 日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 3月 14日高雄銀行密授

信字第 1080000316 號函副知本會：「有關高雄市議會

組成慶富案調查專案小組，為釐清案情所需，函請提

供相關資料乙案，容請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釋示相

關之法律疑義後再配合辦理」。 

108 年 3 月 20 日 「慶富案調查專案小組」第一次土地會勘。 

108 年 4 月 10 日 第一次法律顧問諮詢會議。 

108 年 4 月 11 日 第一次調閱資料協商會議。 

108 年 4 月 15 日 高雄銀行提供4月11日議長室調閱資料協商會議決議

中其中 5 點內容之資料給本專案小組。 

108 年 4 月 17 日 「慶富案調查專案小組」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 

108 年 4 月 19 日 第一次訪談總稽核。 

108 年 4 月 22 日 第一次赴高雄銀行現閱資料。 

108 年 4 月 25 日 高雄市議會第三屆第一次定期大會：高雄銀行營運績

效與呆帳處理專案報告。 

（高雄銀行提供營運績效與呆帳處理專案報告） 

108 年 5 月 31 日 高雄市政府 108 年 5 月 31 日高市府政查字第

10830426300 號函副知本會：高雄銀行對慶富公司放

貸疑涉不法案，經調查後，業彙整相關疑點由本府函

送司法機關參偵在案。 

108 年 11 月 11 日 第二次赴高雄銀行現閱資料。 

108 年 11 月 15 日 高雄市議會第三屆第二次定期大會：高雄銀行營運績

效與呆帳處理第二次專案報告。 

108 年 11 月 25 日 「慶富案調查專案小組」第三次專案小組會議。 

108 年 12 月 12 日 高雄市議會第三屆第二次定期大會：討論專案調查小

組報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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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裁處書缺失事項及高雄銀行說明 

高雄銀行辦理慶富造船公司及其關係企業徵信、授信及貸後管理等業

務，經金管會裁罰，以「核有未建立及未確實執行相關內部控制制度缺失，

違反銀行法第45條之1第1項規定」為由，依同法第129條第7款規定，核處

高雄銀行新臺幣800萬元罰鍰。 

辦理慶富造船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授信，未落實徵授信作業控管，確實

分析借戶資金缺口及評估其履約與償債還款能力並徵提借戶增資計畫，爰

提報常務董事會之提案資料，未能完整呈現借戶之財業務狀況及風險評估

情形，核有未能達成行為時「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實施辦法」第7條第1款對於董事會治理監督責任之規定及「銀行業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第4條第1項有關董事會對於確保建立並維持適當有效之內部

控制制度負有最終責任之規範目的。 

 

金管會裁處書所列缺失及高雄銀行之說明如下： 

一、 未建立通案性專案融資（Project Finance）內部制度及規範： 

    辦理「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興建營運移轉（OT+BOT）案」，係屬專案

融資，與一般商業貸款有別。惟對專案融資未訂定通案性之作業規範，據

以配備相關人力、資源及風險管理措施，核未能達成行為時「金融控股公

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第3條所定銀行業應建立內部控

制制度規定之目的。 

高雄銀行說明： 

A. 本行因規模較小，對於重大工程之專案融資係以參與聯貸案為主，

借重大型行庫經濟研究資源、法律顧問團隊、金流及風險控管規

劃經驗，除依據主辦行聯貸說明書內容摘錄編製成本行徵信報告

外，並依據本行訂定之「高雄銀行辦理聯合授信作業應注意事項」，

有關本行擔任聯貸參貸銀行應注意事項，如主辦行的選擇、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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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戶之聯貸授信案，應以集團整體授信風險評估、聯貸合約的

預審等，評估是否參與聯貸。 

B. 惟主管機關仍認為參貸行過於依賴主辦行，且銀行均未建立專案

融資之作業規範，於本次慶富集團事件發生後，要求行庫訂定專

案融資之通案性作業規範。本行已依據銀行公會所擬專案性融資

之原則性規範，新訂專案融資作業規範。  

二、 未落實徵信、授信及貸後管理等內部控制作業，評估所承受之風險以

採用適當政策與程序，將風險控制在可承受範圍之內，未能達成行為

時「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第 7 條第

3 款規定之要求： 

（一） 未確實分析客戶資金缺口並評估履約能力與償債還款能力： 

1. 103 年 11 月 6 日核貸慶富造船公司履約保證額度新臺幣 17.47 億

元，未徵提獵雷艦興建計畫及交船時程，對核貸時借戶股本僅 5.3

億元亦未要求說明其營運資金籌資計畫，覈實評估借戶對獵雷艦

合約價格高達 349 億元之履約能力及營運資金缺口之調度，僅說

明借戶已由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評估聯貸案中，俟聯貸案完成即能

解除保證責任，未評估聯貸案成功籌組之可行性即核貸，經查設

質存款均無借戶自有資金，顯見自有資金短絀，未能確實評估其

履約能力。  

高雄銀行說明： 

A. 103 年 11 月 6 日核貸履約保證額度 17.4665 億元，係慶○標得國

防部之獵雷艦標案，103 年 11 月 3 日正式簽約，軍方要求須於

一週內提出履約保證函，因時間緊迫，聯貸融資計劃無法於短時

間內完成，因此，借戶願意提供 16.85 億元存款設質作為擔保，

由本行出具 17.4665 億元之保證函，俟聯貸籌組完成後出具保證

函替代解除本行保證責任。 

B. 本案屬過渡性融資，僅對於借戶取得標案履約資格的融資，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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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籌資造艦專案融資，且本案為機密性工程，在當時確實無法取

得確切合約內容以評估其建造能力，惟於徵授信審核期間，已向

慶○造船公司徵提該獵雷艦專案計畫簡報（內容大綱含括造艦團

隊介紹、技術轉移與智財權、廠房設施與公司能力、如期履約計

畫等）、採購契約附加條款（含交艦期限）、國防部內購財物及

勞務採購契約通用條款等資料，並於本行徵信報告中確實依當時

掌握資訊評估如下列： 

B.1.慶○造船為國內民營造船廠之龍頭，以往與海巡署打造巡防

艇之經驗，本次標得國防部獵雷艦之標案，係結合義大利艦

體設計建造商 Intermarine 公司（以下簡稱 IM），美國作戰

系統整合商 Lockheed Martin 公司（以下簡稱 LM），最後

以新台幣 349.33億元得標，並於 103年 11月 3日完成簽約。 

B.2.IM 公司曾為 8 個國家設計建造 42 艘獵雷艦，位居獵雷艦設

計建造領導地位 20 年，造艦經驗豐富，另 LM 公司是一家

全球性的作戰系統整合及航太系統公司，更是美軍長期合作

的作戰系統廠商，我國海軍現役永靖級獵雷艦就是 IM及 LM

兩家公司合作下的成功案例，綜觀台灣現有造船廠目前均無

建造獵雷艦的能力﹐IM 及 LM 兩公司肯定慶○造船選為獨家

合作伙伴，共組國際化造船團隊，並獲得國防部獵雷艦建造

案評審委員青睞，依該團隊過去造艦實績表現，評估應可如

期完成該造艦工程。 

C. 國艦國造是政府政策，對國防部辦理之招標當時並無疑慮，且評

估以本行資產規模雖無承辦聯貸之條件，惟對其聯貸籌組完成應

屬樂觀，且本案擔保比率高達 96.4%，本行信用風險僅約 0.6165

億元，在債權保障方面已盡適當管控，風險亦在可承擔範圍。 

D. 全案 105年 2月 5日在一銀聯貸籌組完成後解除保證責任後已經

結案，承作本案並未造成本行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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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慶洋投資公司核貸營運週轉金額度中放 5.3 億元，用途為強

化集團企業慶富造船公司資本結構辦理增資，惟未徵提慶富造船

公司之具體籌資計畫，亦未瞭解慶富造船公司建造獵雷艦之進度

及履約情形，致無法覈實評估慶富造船公司之履約能力及營運資

金缺口之調度。 

高雄銀行說明： 

A. 104 年 3 月 12 日核准慶○投資 5.3 億元中期放款及 3 億元中期擔

保放款，其中 5.3億元是借新還舊（104年 1月 22日核准 3億元）

及縮減慶○造船額度（2.3 億元），3 億是更正慶○造船（103 年

12 月 4 日核准 3 億元）資金用途之改貸，全案之考量係基於更

正資金用途，整體集團授信額度並無增加，減少 0.33 億元，且

採分期攤還方式，逐年降低授信風險，自貸放迄 106 年 9 月由

8.3 億元降至 5.95 億元，收回 2.35 億元。 

B. 104 年 3 月 12 日核准營運週轉金中期放款 5.3 億元，係考量(1)

投資企業慶○海洋已承攬「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興建營運移轉

（OT+BOT）案」(2)投資企業慶○造船已承攬獵雷艦標案，慶○

投資負有集團內投資計畫及資金籌劃之任務，此外投資案亦有助

往後盈餘挹注，有償還來源，全案徵有預估損益暨還本付息能力

分析表，還本付息能力比例均大於 100%。 

3. 參與慶陽海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慶陽公司）「國立海洋科

技博物館興建營運移轉（OT+BOT）案」聯貸案，過度依賴業主

或主辦行，徵信報告多偏重集團母公司造船經驗，未說明借戶興

建大型建案實績，對集團所提供合作之專業人士及專責機構亦未

有審核及查證機制，以評估分析借戶承建本案之專業能力，徵信

作業核有未妥。 

高雄銀行說明： 

A. 102 年 8 月 29 日核准慶○公司委託土銀主辦 9.5 億元之海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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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BOT）聯貸案，本行參貸 3 億元。 

B. 慶○公司係慶富集團得標「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興建營運移轉

（OT+BOT）案」所成立之特殊目的公司，所以銀行協商風險分

攤及擔保架構之主要對象並非借款人，而係其投資者或實際經營

者，故徵信報告偏重集團母公司。 

C. 本案經節錄聯貸說明書有關經營團隊及產業概況，於徵、授信報

告評估集團從事漁業相關產業多年，具有相當經驗，對海洋科技、

科學展示方面，較屏東海生館經營者南仁湖集團更具有經驗；且

本 BOT 案係委由澳洲 AAT 公司規劃設計及技術移轉（以往實績

有：新加坡聖淘沙海洋生物公園、香港海洋公園等），對借戶承

造能力有相當助益。 

D. 有關興建計畫於聯貸說明書中有興建計畫簡介，該聯貸說明書為

本行徵信報告之附件。另與借戶簽訂之聯合貸款授信合約書中，

徵有「興建營運契約影本」。 

（二） 對慶陽公司增資之可行性及慶峯水產公司財務資料之真實性未

盡合理性查證： 

1. 對慶峯水產公司營運週轉金中放額度 3 億元，供作增資慶陽公司

及中期營運週轉金之需，未徵提對慶陽公司增資計畫，及未敘明

具體增資時程及借戶預擬增資金額，核有未妥。 

2. 對慶峯水產公司提供自結財務資料與前一年度財報有重大差異，

惟未盡合理性查證，徵信有欠確實。 

高雄銀行說明： 

有關對慶○水產公司之授信內容，鑒於該授信戶尚非屬呆帳戶，相

關徵、授信案卷資料擬以秘密會議方式提供慶富專案調查小組查

閱。 

（三） 對慶富造船公司實際資金需求及資金流向未盡合理性分析： 

1. 105 年 7 月 7 日核貸慶富造船公司短放 1 億元及開發國內即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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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狀額度 3 億元等鉅額營運週轉金額度，經查對借戶有鉅額關係

企業應收帳款及久未收回之異常情形，有未確實查證該等關係人

交易之真實性，瞭解借戶營運狀況，以確認借戶實際資金需求。 

2. 105 年 7 月 7 日展期續貸開發國內即期信用狀額度 3 億元，供借

戶營運週轉之需，惟查核貸時借戶已籌組聯貸案作為建造獵雷艦

之用，有未確實瞭解借戶營運狀況，覈實評估借戶興建獵雷艦以

外船舶實際資金需求，且開狀條件未限制不得作為建造獵雷艦之

用，致有資金流供建造獵雷艦，重覆融資，增加授信風險。 

高雄銀行說明： 

A. 105 年 7 月 7 日核准慶○造船所核貸短期營運週轉金（含綜合購

料額度）3.3 億係每年度屆期續約案件。當時在建船舶工程尚有

37.66 億元（不含獵雷艦工程），故續有資金需求。 

B. 慶富集團包含船舶建造、圍網漁撈、國際貿易及電腦資訊等產業，

集團內各關係企業必須互相支援，使整體集團達到最大效益，故

有關係企業往來之需求。 

C. 經查財務報表上顯示對借戶有鉅額關係企業應收帳款及久未收

回之情形，惟慶○公司主要營收來源係建造船舶及對關係企業漁

業公司之捕魚船隊之固定修護收入，財簽上確實查核有對關係戶

銷貨、勞務收入事項，惟應收帳款收回期較一般客戶收回期間較

長，每年財簽均如此呈現屬常態模式。 

D. 上開關係人交易於本行徵信報告均有詳細表列，提供各級審核人

員參考，惟未將鉅額之交易特別提出說明。 

E. 105 年 7 月 7 日核准慶○造船續約案件時，獵雷艦聯貸案剛籌組

完成，表示聯貸銀行團對慶○造船經營深具信心，故本行准予續

約案，且慶○造船授信額度亦由 4.79 億元（不含履約保證 17.4665

億元）降至 3.3 億，為近 3 年最低。另核准之開發國內即期信用

狀額度其資金用途為營運及購料週轉，因慶○造船 10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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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標得獵雷艦之建造，故獵雷艦建造工程已成為整體集團主

要經營方針，依據往來慣例，本續約案可支援公司營運方針，故

開狀條件無限制不得作為建造獵雷艦之用。 

（四） 未確實查證放款資金與借款用途： 

103 年 12 月 4 日核准慶富造船公司增貸短擔放 3 億元，借款用途

為興建船舶工程週轉金（含建造獵雷艦），本案核貸前已於 103

年 8 月 15 日核貸短期營運週轉金額度 3 億元，經查前案核貸不

久即核准借戶增貸本案鉅額週轉金額度，未能覈實評估借戶實際

資金需求，致有放款資金流供關聯戶慶洋投資公司繳付借戶增資

款之情事，核有未妥。 

高雄銀行說明： 

A. 103年 8月 15日核准慶○造船短期營運週轉金（含綜合購料額度）

4.79 億元，係每年度屆期續約案件，合先敘明。 

B. 103年 12月 4日核准慶○造船增貸短期擔保放款週轉金 3億元，

係評估其 104 年度預計承攬獵雷艦加上其年度營運中既已簽定

之造船合約，當時聯貸尚未組成，先期週轉金需求增加尚屬合理，

故慶○願意新增提供立地條件良好之土地不動產足額擔保申貸

以支應，本行授信風險應屬可控。 

C. 對其放款資金流供關聯戶慶○投資（母公司）繳付借戶增資款情

事，經本行營業單位辦理貸後資金用途查核發現資金用途不符，

為明確資金用途，本案慶○造船增貸週轉金 3 億元於 104 年 3 月

12 日改由實際資金使用者慶○投資申貸。本案為十足擔保融資，

非信用額度給予融通。 

（五） 未落實貸放後管理作業並追蹤說明貸款合約約定事項及客戶營

運負面事件之影響： 

1. 103年11月6日核貸慶富造船公司履約保證17.47億元，徵提16.85

億元存款設質為擔保，就該案訂有銀行聯貸案籌組完成後代償或



--  68  -- 
 

聯貸案 6 個月內未完成籌組時需依履約保證金額補足 100%活存

設質之核貸條件，104 年 4 月 20 日借戶因聯貸案無法順利籌組申

請展延補足十足存款設質期限，惟查提案資料僅說明聯貸案已改

由臺灣銀行主辦為由，未瞭解兆豐銀行未能籌組聯貸案之原因，

亦未分析改由臺灣銀行籌組成功之可行性，即逕予核准變更授信

條件將補足十足存款設質期限延長至 105 年 3 月 31 日，核有未

妥。 

高雄銀行說明： 

A. 本案擔保比率達 96.4%，本行信用風險僅約 0.6165 億元，在債

權保障方面已盡適當管控，風險亦在可承擔範圍。 

B. 關於本案所訂定之核貸條件，原即設定以聯貸籌組完成後開立履

約保證函替代沖償，另外訂定 6 個月內未完成籌組時需依履約保

證金額補足 100%活存設質，亦有督促借戶積極籌組之含意，惟

後續借戶於 6 個月後確實有未籌組完成而另行接洽台銀籌組之

協調過程，本行在評估全案擔保性高及風險可控前提下，核准展

延給予時間緩衝尚屬一般合於常規之處置，為金融同業普通作業

模式。 

C. 全案 105年 2月 5日在一銀聯貸籌組完成後解除保證責任後已經

結案，本行順利收回債權未造成損失。 

2. 102 年 8 月 29 日常董會核准參與慶陽公司「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興建營運移轉（OT+BOT）案」聯貸案，對參貸案免辦理貸後覆

審作業，且主辦行通知撥款時未瞭解本案興建工程之施工進度，

遲至 106 年 5 月 6 日媒體報導本案工程進度嚴重落後，未能依約

於 106 年 5 月 13 日全數完工，始通報借戶為異常授信戶。 

3. 對慶陽公司總經理遭受票信拒絕往來處分，雖核准變更保證人並

註記為警示戶，惟嗣後未追蹤瞭解借戶財務情形、實際營運狀況

及 BOT 案興建工程進度，核有未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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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銀行說明： 

A. 本案 BOT 案興建工程款及 OT 裝修工程融資之動撥，須提供建

築師查驗證明文件或管理銀行（土地銀行）認可之建經公司出具

之工程查核報告書，及相關之用款憑證於六成內動撥，且動撥之

金額需撥入借款人在管理銀行開立之興建專戶。此機制可藉由建

經公司、建築師之專業及管理銀行對憑證、資金用途之審查，已

可有效管控工程進度，且本聯貸案資金撥貸，均由主辦行負責相

關撥款憑證之查核，再通知各參貸行撥款。基於信賴主辦行之查

證作業，一般聯貸案之參貸行均依主辦行通知即予撥款。 

B. 有關慶○公司總經理 104 年 3 月 20 日遭受票信拒絕往來處分，

營業單位依規異常通報並將該戶註記為異常戶。因該案為保證人

個人行為並經聯貸銀行團同意變更保證人，且借戶繼續正常履約

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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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慶富案放貸時董監事名單 

依據高雄銀行年報資料 

一、 102 年至 103 年 6 月 18 日之常務董事名單 

（一） 陳統民常務董事 

（二） 林文淵常務董事 

（三） 李瑞倉常務董事 

（四） 許立明常務董事 

二、 103 年 6 月 19 日至 106 年 6 月 18 日之常務董事名單 

（一） 陳統民常務董事 

（二） 林文淵常務董事 

（三） 李瑞倉常務董事 

（四） 許立明常務董事簡 

（五） 簡振澄常務董事 

三、 106 年 6 月 19 日至 106 年 9 月 31 日之常務董事名單 

（一） 張雲鵬常務董事 

（二） 林文淵常務董事 

（三） 許立明常務董事 

（四） 簡振澄常務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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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本案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稽核重點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發文內容重點摘要 

108 年 7 月

24 日 

審高市一字

第

1080003749

號 

中華民國107年度高雄市地方總決算暨附屬單位

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乙、決算審核結果－

肆、財政局主管－四、重要審核意見（摘錄）：

「財政局為督促公股股權代表督導高雄銀行，…

（略）惟查各項財政管理業務辦理情形，仍核有：

對具控制力之投資事業高雄銀行，未適時督導強

化內部控制，衍生失敗授信，並遭主管機關依法

開罰，財務監督管理機制未臻周允，有待檢討改

善。…（略）據復：參照公股股權作業要點之規

定，函請公股代表向高雄銀行要求落實改善（金

檢報告）缺失，包含：建立並落實內控稽核制度、

落實徵授信及貸後管理，以降低可能風險、儘速

加強逾放催理及員工訓練，並函請公股代表督導

該行增裕營收，以彌補呆帳損失。…（略）」（P.

乙－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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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高雄銀行營運績效

與呆帳處理」第二次專案報告－高雄銀行提供資料（節錄25） 

 

                                                      
25
 謹摘錄與本專案小組調查主題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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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環台法律事務所法律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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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旭理法律事務所法律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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