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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第 1320 次例會 2020 民國 一○九 年 二 月 十八 日 【第二十五卷．第 廿六期】

上週 民 國 109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第 1319 次 例 會，

「社員職業講座」邀請王慕凡 
Accountant 社友分享「如何偵
測財務報表舞弊」。

Rich 林耀清社長報告，3 月
13 日職業參觀，請還沒報名的
社友盡速報名，以免向隅。

Rich 社長報告，2 月 11 日
下午拜訪何國禎新社友，南門最
近加入二位新的生力軍，也希望
新社友能參與社內所有的活動。

Rich 社長報告，2 月 14 日
是母社 - 台中南區社授證，目前
報名有 20 位社友，請報名的社

友一定要準時參加。
Rich 社長報告，本社主辦 3

月 10、11 日地區年會高爾夫球
賽，拜託沒有出國的社友一定要
參加。

另外，今年重頭戲地區年
會，拜託所有社友至少參加其中
一個時段，重點時段 3 月 28 日
（六）中午各社進場序，3 月 29
日（日）中午有團體大合照及介
紹 2020-21 地區總監 -- 南門的
媳婦 Eyes 及團隊，請所有社友
務必報名一個時段，新社友（入
社未滿十一年的）請參加二個時
段。

Doctor 劉銖淇秘書報告，2
月 18 日 ( 二 ) 例會，邀請蔡輔
仁副校長專題演講：醫療人工智
慧狂潮。

2 月 25 日 ( 二 ) 例會，邀請
葉國新博士演講：解開中國字畫
投資與鑑賞之達文西密碼 -- 鑑
定書畫真偽並不難。

Doctor 秘書預告 3 月 24 日
( 二 ) 例會邀請紅酒博士 Vino 演
講關於紅酒的常識及如何鑑定及
品酒，請社友一定不要錯過。

例會後召開二月份理事會，
請理事們留步。

講題：醫療人工智慧狂潮

主講人：蔡輔仁 副校長（中國醫藥大學 副校長）

▲拜訪何國禎新社友 109.2.11



第1319次例會

上週 民 國 109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第 1319 次 例 會，

「社員職業講座」邀請王慕凡 
Accountant 社友分享「如何偵
測財務報表舞弊」。

Ton y介紹主講人王慕凡
Accountant社友，Accountant
非常優秀，中正大學會計研究所
碩士畢業、通過台灣會計師高考
，本身具有稽核師及會計師兩個
專業證照，曾任職安永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審計部協理，目前擔任
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
會計師、逢甲大學會計學系兼任
助理教授、合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監察人、永彰機電股份有限公

司監察人、公司治理協會及公司
內部稽核協會講師。擅長內控及
財務管理方面及財務簽證及稅務
簽證，在企業的租稅減免更是他
的專長。

Accountant王慕凡社友，以
他專業的領域，與大家分享怎樣
看財務報表及財務報表舞弊有哪
些事件？

Accountant說，財務報表分
析有幾項重要指標：
▓獲利能力分析：
1.毛利率＝營業毛利÷營業收入 

▲二月份慶生會

社 員 職 業 講 座

2.營業利益率＝營業利益÷營業
收入

3.純益率＝稅後淨利÷營業收入 
▓經營效率分析
1.存貨週轉率=營業成本÷平均
存貨 

2.應收帳款週轉率=營業收入淨
額÷平均應收帳款 

▓償債能力分析
1.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
債) ×100%

2.速動比率=(速動資產÷流動負
債) ×100%

3.利息保障倍數=(稅前淨利+本
期利息費用) ÷本期利息費用 

▓財務結構分析
1.負債比率=總負債÷總資產 
2.長期資本佔固定資產比率=(
長期資本÷固定資產淨額
)×100%

發生財務危機的警訊需注意以下
幾點：
1.營業收入持續衰退 
2.銷貨毛利率偏低 
3.存貨週轉率逐步下滑 
4.應收帳款天期拉長 
5.短期償債指標轉弱 
6.大幅虧損 
7.大股東質押股權過高 
針對報表分析的限制
限制：

1.經營者有心製造假報表 
2.公司未來的前景無法完全由報
表得知 

3.財務報表存在時間的落差 
彌補之道：

1.多收集相關資訊 
2.掌握影響營運的關鍵因素 

元月份  慶生會
暨 結婚週年紀念

主講人：王慕凡 社友
( 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職務：會計師 )

王慕凡 社友分享 如何偵測財務報表舞弊 



3.注意財務報表附註 
區分錯誤與舞弊
1.錯誤與舞弊之區分點：「意圖」
 動機是否係屬故意
 有無獲取不當或非法利益
2.錯誤係指非因故意而導致財務
報表不實，包括：金額誤列、
漏列或疏於揭露。

3.查核人員僅須關注造成財務報
表不實表達之舞弊，舞弊是行
為，不實表達則是行為的後果
，但前者的行為不必然引發後
者的後果。

4.查核人員不負判定舞弊是否確
實發生之責。 

舞弊之種類
1.是否與財務報導有關
2.動手的手法與受害者
3.行為人之職級
4.操弄的程度
5.確定的程度

Accountant以說故事的方式
，講述舞弊案例，更以博達案的
例子，提出一些指標以供投資人
參考領先發現地雷危機。

博達案：博達科技(股)公司
於88年12月18日上市掛牌，經
營微波元件磊晶（砷化鎵磊晶片
）、多媒體介面卡、資訊家電（
IA）產品之製造及銷售。(該公
司董事長：葉素菲)
1.自89年起陸續新增五大客戶，
涉嫌虛增營收及獲利。

2.應收帳款涉嫌虛偽出售或收現
→美化獲利能力及財務狀況

博達案(管理階層舞弊實例)-
博達「圈錢」兩部曲

第一部曲：設立海外子公司
，虛增銷貨業績，並將假銷貨創
造的應收帳款，賣與外國銀行換
取現金。

第二部曲：博達發行ECB，

但沒人有興趣認購，因此博達在
國外成立兩家子公司，用另種方
式圈錢。
第一招：巧用外商銀行配合作帳
第二招：發行可轉換公司債
第三招：聯合包銷券商哄抬股價

博達案(管理階層舞弊實例)-
博達財務危機之經營管理面分析

博達事件無異於凸顯管理當
局正直的重要性，其實除了經濟
景氣、產業展望、公司業績外，
還有許多投資人平時也許沒時間
留意、卻相當重要的訊息。

提出一些指標以供投資人參
考領先發現地雷危機。
警訊：
1.控制股東持股比例下降。（如
果控制股東對公司成長深具信
心，是不可能讓持股比例下降
太多。）

2.董事會趨內部化，掌控重大決
策（判斷準則：非金融業上市
公司控制股東權力與承諾偏離
程度平均為3-4倍。）

3.多位重要人辭職或經常更換會計
師(判斷準則：財務主管、查帳
會計師連續更換，董事、監察
人有二人以上辭職或解任。）

4.管理當局激進認列營收的傾向
：（管理當局激進認列營收，
虛增營收與假造獲利，嚴重影
響財報可信度。）

博達公司治理的大問題
1.董監事會傾向家族與內部化
2.控制股東持股比率大幅下跌
企業舞弊偵防實務作法-
如何建立內部控制 
1.加強人員訓練，樹立正確內部
控制觀念

2.由各單位依業務性質設計建制
，並由全體員工共同遵循

3.確實執行：各部門執行健全財務

秩序與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
4.強化內部稽核功能

事實上，常見的舞弊行為，
其實目前有許多相關單位都曾加
以歸類，以美國舞弊稽核師協會
（ACFE）來說，他們曾經將舞
弊手法分為六大類： 
1.提供不實的財務資訊：例如虛
列或虛減收入、虛增資產、低
估負債來達到盈餘操縱或美化
財務狀況的目的； 

2.濫用或侵占企業的資產：包括
盜用公款、薪資舞弊、偷竊，
或勾結外面的人來行使不法的
行為等； 

3.不當的支持或舉債：對政府機
關行賄或其它不當支付或舉債
的行為等； 

4.不當取得資產或收入：企業以
有損員工或其它第三者利益的
行為來取得資產或收入； 

5.不當規避成本或費用：例如故
意少列成本或費用，來增加盈
餘的數字； 

6.高階主管或董事會成員不當操
縱財務：高階主管或董事會成
員利用職權來進行不當的財務
操縱。

另外，Accountant也分享了
國票案舞弊實例始末，他並提供
以上六項企業財務舞弊的手法，

作為偵測舞弊及投資的參考。

參 加 台 中 南 區 扶 輪 社 授 證 3 3 週 年 慶 典 　 109.2.14



下週 例會 109 年 2 月 25 日 ( 二 )      
講題：國字畫投資與鑑賞之達文西密碼─鑑定書畫真偽並不難  

主講人：葉國新 博士 ( 墨海樓國際藝術研究機構創辦人 )

台中南門扶輪社2019~20年度 時間：109年1月18日(星期六）　

地點：長安建設(中美街15號會議室)年節花卉領取

元月份內輪會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9~20年度 109 年 1 月份理事會決議

時間：中華民國109年1月14日（星期二）下午8:20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主席：林耀清

出席：吳為楨、劉銖淇、陳慶璋、賴仁淙、洪富金、劉柯成、蔡育偉、

　　　許茂億、何志修、周鴻仁、劉偉傑

列席：吳騰彥、江輝雄、陳棋釗、林洽鑫、張國洋、陳向榮、賴文瑞、

　　　謝慶祥、劉正忠、張光瑤

議題：

一、12月份財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財務Star報告。

決議：通過 12月份財務報表。

二、3月10-11日(二、三)本社主辦地區高爾夫球聯誼賽籌備進度。
　　地點：興農球場。 
說明：請 高爾夫球隊長 King報告。

決議：目前報名295人，報名截止至1/31止，待報名截止後，再行編組及各

小組的工作分配。

三、職業參訪：參觀 台昌彩藝公司(Printing公司)與艾姆勒公司(Kingnet公
司)事宜。

說明：請 職業主委 Tony報告。

決議：行程安排上午參訪-艾姆勒公司(Kingnet公司)，中餐感謝Kingnet

設宴招待，下午參訪-台昌彩藝公司(Printing公司)，晚餐感謝

Printing設宴招待，請秘書處公告行程讓社友與夫人報名！ 

四、5月5日(二)職業表揚(附件2)
說明：請 職業主委 Tony報告。

決議：甄選3人為目標，社友每推薦優秀員工一位，需捐款獎金5,000元，社  

      內提供獎金5,000與獎章，故每位授獎人獎金1萬元與獎章。

五、修正5月22日(五)參加新店碧潭社授證暨春季旅遊一日遊。修正6月29日
(一)台北南門扶輪社授證事宜。

說明：請 聯誼主委 Bistro報告。

決議：5月22日(五)參加新店碧潭社授證暨春季旅遊(行程安排十分瀑布、十

分老街與無菜單料理食養3房、茶道體驗，另有安排球敘行程)

　　　6月29日(一)台北南門扶輪社授證，地點：晶華飯店，則派代表參加。

六、臨時動議。

吳騰彥報告高爾夫球
高爾夫總幹事Tony報告，

原訂2月20日與台北南門社聯誼
賽，因武漢肺炎疫情延期舉辦，
但社內月例賽照常舉行，歡迎社
友踴躍出席。

3月5日鴛鴦盃所有隊友皆可
報名，隊長提供豐富獎品，請各
位社友盡可能報名，打球地點：
CCK。

3月10-11日年會高爾夫球賽
，全社報名參加，時間為3月11
日下午場C組。

3月13日職業參訪Kingnet、
Printing新廠，非常值得大家參
觀，兩位社友也都會設宴款待大
家，目前報名相當踴躍。

何志修報告出席率
出席主委Sugar報告上週出席

人數49人，出席率78％。

糾察時間
Surgeon代理主持糾察時間，

感謝Accountant投入紅箱一筆。

點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