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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O公司案例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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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O公司2017年股東會改選董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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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修正—大O公司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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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O公司2020年股東表決權爭議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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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現代會計（複式記帳方式）起源時間？

A. 歐洲文藝復興年代(1400–1600)

B. 中國清朝 (1600s –1700s)

C. 英國工業革命後 (1700s) 

D. 美國獨立後(1775–1783)  

6



PwC Taiwan

好的記帳制度帶動商業發展，創造貿易打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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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族（股東）

買船（設備）.

買貨物（存貨）或
白銀

貴族（股東）

船長（專業經理人）

有些資源？花到哪些地方？交換貨物？

銷售貨物

發薪與分紅給船長
和船員

賺到多少錢？划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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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606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為首家透過大量募資

並成功運作200年的股份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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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灣證券期貨虛擬博物館網站（https://www.tsfvm.com.tw/web/collection_details.aspx?type=10&page=0&unit=&keyword=&id=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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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公司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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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鐵路股票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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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隆案帶動對於公司治理的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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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壹、設置「獨立董事」與「審計委員會 」函令梳理

貳、設立「獨立董事」實務

參、設置「審計委員會 」

肆、如何透過功能性委員會強化董事會職能

伍、現行運作實務上效益和限制

12



設置「獨立董事」與「審計委員會 」函令梳理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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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新版公司治理藍圖（公司治理3.0）

14

深化公司永
續治理文化

強化董事會
職能

強化利害關
係人溝通

提高資訊
透明度

強化相關
法令規章
之遵循

強化公司治
理評鑑效度

引導投資人
重視公司治
理指數及永
續指數

深化公司治
理及企業社
會責任觀念

董事會成員
多元化

強化董事會
之職能

強化獨立董
事及審計委
員會職能及
獨立性

落實董事會
之當責性

便利股東行
使股東權利，
督促企業落
實公司治理

強化機構投
資人對公司
治理之影響

提高上市櫃
公司英文資
訊揭露比率，
並強化投資
人關係

提升資訊揭
露時效、可
比較性及內
容

提升非財務
資訊之揭露
品質

強化公司治
理相關法令
規章之規範
性

◼ 2013年版 ◼ 2020年新版

深化公司治
理及企業社
會責任文化

有效發揮
董事職能

促進股東
行動主義

提升資訊
揭露品質

強化相關
法令規章
之遵循

強化公司治
理評鑑效度

引導投資人
重視公司治
理指數及永
續指數

深化公司治
理及企業社
會責任觀念

強化董事會
之監督功能

促進董監薪
酬合理訂定

增加對董事
之支援，以
提升董事會
效能

強化內部稽
核之獨立性

便利股東行
使股東權利，
督促企業落
實公司治理

強化機構投
資人對公司
治理之影響

提高上市櫃
公司英文資
訊揭露比率，
並強化投資
人關係

提升資訊揭
露時效、可
比較性及內
容

提升非財務
資訊之揭露
品質

強化公司治
理相關法令
規章之規範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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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新版公司治理藍圖（公司治理3.0 ）

◼ 董事會成員多元化

基於我國上市櫃公司多為家族企業，期透過擴大設置獨立董事方式，逐步推動獨立董事席
次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三分之一，以進一步強化董事會之監督功能。推動時程：

15

2021 2022 2023 2024

☉修訂公司治理
守則及評鑑指標獨董席次不得少於1/3 ☉修訂相關規章

☉修訂評鑑指標設置提名委員會

★修訂年報應行
記載事項準則

董事多元化資訊揭露

☉研議強制設置之上
市櫃公司範圍、運作
方式等之可行性

新IPO、資本額100億以上及
金融保險業之上市櫃公司適用
(依董事屆期適用)

上市櫃公司年報揭露
董事多元化資訊

列入公司治理評
鑑指標

列入公司治理評
鑑指標

強化董事會職能，提升企業永續價值

截錄自主管機關宣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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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新版公司治理藍圖（公司治理3.0 ）

◼ 強化董事會之職能

鑒於企業經營所面臨之風險日益複雜，為協助我國企業辨識未來可能之挑戰並適當因應，
爰參酌國際風險管理相關規範，逐步協助上市櫃公司導入企業風險管理機制，並由董事會
之功能性委員會如審計委員會或風險管理委員會督導。推動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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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董事會職能，提升企業永續價值

2021 2022 2023

☉規劃多元化課程多元化董事進修規劃

☉蒐集國外規
範研議

導入企業風險管理
機制

☉修訂相關實務守則或參
考範例及修訂評鑑指標

☉修訂評鑑指標功能性委員會績效
評估

☉修訂相關規章

☉修訂相關規章
擴大設置公司治理
主管

增加資本額未達20億之上市櫃公司須設
置(全體上市櫃公司)

☉修訂相關規章興櫃公司董監責任險 興櫃公司適用

☉訂定強化職能相關措施
之規範

☉修訂相關規章 上市櫃公司董事於每屆就任年度須進修3

小時(依董事屆期適用)

設風險管理委員會或由審計委員會督導，
並列入公司治理評鑑指標

列入公司治理評鑑指標

截錄自主管機關宣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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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新版公司治理藍圖（公司治理3.0 ）

◼ 強化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職能及獨立性

為強化上市櫃公司董事會之獨立性，並兼顧實務運作需要，循序漸進推動上市櫃公司半數
以上獨立董事連續任期不得逾三屆。推動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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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董事會職能，提升企業永續價值

2021 2022 2023 2024

每季財報需經
審委會通過

☉修訂公司治理守則
及評鑑指標

半數以上獨董
任期不得逾3屆

☉修訂相關規章

☉蒐集國外規範研議
獨董及審計委
員會行使職權
參考範例

☉訂定及發布參考
範例

強化獨董之
獨立性揭露

全體上市櫃公司
(依董事屆期適用)

☉修訂評鑑指標

★修訂年報應行記載事項
☉修訂資訊申報作業辦法

上市櫃公司年報揭露
獨立性聲明及向證交
所及櫃買中心申報

列入公司治理評鑑
指標

列入公司治理評鑑
指標

截錄自主管機關宣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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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新版公司治理藍圖（公司治理3.0 ）

◼ 落實董事會之當責性

推動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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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董事會職能，提升企業永續價值

2021 2022

★研議修訂年報應行記載
事項
☉蒐集國外規範研議董事
薪酬提報股東會制度

董事薪酬透明化及合理
訂定

非營業活動（如重大資產
交易）之關係人交易於股
東會報告

☉蒐集國外規範研議

擴大上市櫃公司須揭露個別董
監酬金之適用範圍
☉修訂公司治理守則及評鑑指
標

☉修訂公司治理守則及評鑑指標
推動

2023

列入公司治理評鑑
指標

列入公司治理評鑑
指標

截錄自主管機關宣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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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新版公司治理藍圖（公司治理3.0 ）

◼ 強化上市櫃公司ESG資訊揭露

推動時程：

19

提高資訊透明度，促進永續經營

2021 2022 2023

☉修訂相關規章
擴大永續報告
書編製範圍

☉蒐集國外規範
研議

參考TCFD

揭露
☉修訂相關規章
及訂定參考範例

編製2022年永續報告
書之上市櫃公司適用

☉蒐集國外規範
研議

參考SASB

揭露

☉修訂相關規章
擴大第三方驗
證範圍

擴大至資本額20億以上
之上市櫃公司適用

☉修訂相關規章及
評鑑指標

報告書更名及
發布英文版

☉修訂相關規章
及訂定參考範例

編製2022年永續報告
書之上市櫃公司適用

金融保險、化工等
上市櫃公司適用

上市櫃公司編製永續
報告書適用

截錄自主管機關宣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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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新版公司治理藍圖（公司治理3.0 ）

◼ 提升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時效及品質

推動時程：

20

提高資訊透明度，促進永續經營

2021 2022 2023 2024

☉修訂相關規章
公布年度財報自結數
(年度終了75日內)

縮短年度財務報告公
告期限(年度終了75

日內)

★發布指標審計品質指標(AQI)

1.資本額100億以上
之上市櫃公司75日內
公告
2.研議於60日內公告
之可行性

☉修訂公司治理守則

資本額100億以上
之上市櫃公司適用

增加資本額
20~100億之上市
櫃公司適用

全體上市櫃公司
適用

★修訂財報公告申
報特殊適用辦法

★訂定會計師及審
委會指引

108.11.25主管機關函令

截錄自主管機關宣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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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新版公司治理藍圖（公司治理3.0 ）

◼ 強化上市櫃公司股東會運作

推動時程：

21

強化利害關係人溝通，營造良好互動管道

2021 2022 2023

★修訂議事手冊辦法及年報準則
上傳股東會議事手冊(30日前)及

年報(14日前)

◆於當年度股東會有改選董監案時，鼓勵自辦股務
公司委外代辦
◆研議每3年評估自辦股務公司適格性、公告電子投
票結果之可行性及研修相關規定

強化自辦股務中立性及提升電子
投票結果資訊透明度

上市櫃公司每日上限由100家調降為
90家

每日股東會召開上限

☉修訂相關規章股東會表決結果即時公告

★發布函令興櫃公司採行電子投票 興櫃公司適用

全體上市櫃公司
適用

每日上限調降為
80家

資本額100億以上或
外資持股比率30%以
上之上市櫃公司適用

截錄自主管機關宣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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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新版公司治理藍圖（公司治理3.0 ）

◼ 法人說明會召開方式多元化，擴大投資人參與

推動時程：

22

強化利害關係人溝通，營造良好互動管道

2021 2022

☉研議多元化
召開方式

法說會召開方式多
元化及推動上櫃公
司召開法說會

強化MOPS及公司
網站資訊之揭露

☉修訂英文版
MOPS介面及
公司治理守則

☉修訂相關規章

2023

要求上市櫃公司法
說會召開方式多元
化

☉研議上櫃公司
每年召開法說會
之可行性

2024

要求一定上櫃公司
每年召開法說會

截錄自主管機關宣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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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董事會結構的演變

◼ 從董監雙軌制 → 董事會單軌制（公開發行公司）

過 去 現 在 未 來

股東會

董事會 監察人

股東會

董事會
(含獨立董事)

監察人
(或審計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上市櫃、興櫃)

股東會

董事會
(含獨立董事)

各類功能性委員會

• 薪酬委員會

• 審計委員會

• 提名委員會

• 風險管理委員會

• 環保委員會

23



PwC Taiwan

我國董事會結構的演變
強制所有上市櫃公司設置獨立董事

◼ 金管證發字第1020053112號

依證券交易法發行股票之融控股公司、銀行、票券公司、保險公司、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綜合證券商及上市（櫃）期貨商，應設置獨立董事。並擴大至非屬金融業之所有上市櫃

公司。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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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和審計委員會法令架構
109年起上市櫃公司公司治理架構

公司法

證券交易法

• 公司法為普通法，證券交易法為特別法。

• 公開發行公司優先適用證交法（特別法）。

• 第十四條之二（獨立董事之設置及資格）

• 第十四條之三（應提董事會決議通過事項）

• 第十四條之四（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之設置）

• 第十四條之五（公司應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事項）

證期局函示 • 擴大強制設置獨立董事之適用範圍（金管證發字第1070345233號令）

• 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民國 106 年 07 月 28 日）

• 擴大強制設置審計委員會之適用範圍（金管證發字第10703452331號令）

• 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民國 106 年 07 月 28 日）

實務範本

問答集

• 「○○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規則」參考範例

• 「○○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參考範例

• 公司治理問答集 - 獨立董事篇（103.4）

• 公司治理問答集 - 審計委員會篇（105.3.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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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公司治理評鑑指標

26

新增指標

編號 新增指標 題型

2.22
公司是否訂定經董事會通過之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揭露風險管理範疇、組織架
構及其運作情形?

AA

2.27
公司是否制訂與營運目標連結之智慧財產管理計畫，並於公司網站或年報揭露執
行情形，且至少一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
若取得台灣智慧財產管理系統（TIPS）或類似之智慧財產管理系統驗證，則總分另加一分

A+

2.28
公司是否訂有內部稽核人員之任免、考評、薪資報酬經提報至董事會或由稽核主
管簽報董事長之核定方式，並於公司網站揭露?

A

3.10
公司財務報告是否於公告期限7日前經董事會通過或提報至董事會，並於通過日
或提報日後1日內公布財務報告?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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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公司治理評鑑指標

27

指標修正

編號 指標修正內容升級 題型

1.3
公司是否有過半數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含至少ㄧ席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或及
設有監察人者至少一席監察人)親自出席股東常會，並於議事錄揭露出席名單？

A

1.8 公司是否於股東常會開會164日前上傳年報？ A

1.15
公司內部規則是否訂定並於公司網站揭露禁止公司董事或員工等內部人利用市場上無
法取得的資訊來獲利之內部規則與落實情形？

A

1.17
公司是否未有政府機關或單一法人組織上市(櫃)公司及其子公司占董事會席次達三分
之一以上？

A

2.2
公司是否訂定董事會成員多元化之政策，並將多元化政策之具體管理目標與落實情形
揭露於公司網站及年報？

A

2.3
公司之董事長與總經理或其他相當職級者（最高經理人)是否非為同一人或互為配偶
或一親等親屬時，是否增加獨立董事席次且有過半數董事不具員工或經理人身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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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修正

編號 指標修正內容升級 題型

2.6

公司董事會成員是否至少包含一位女性董事？
若公司董事每一性別達董事會席次三四分之一以上且至少包含一席女性獨立董事，則總分

另加一分。

A+

2.8 公司是否至少兩名獨立董事其連續任期均不超過三屆九年? A

2.13

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是否一年至少召開兩次以上，且委員會成員是否一年至少皆出
席兩次以上，並揭露定期檢討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
度、標準與結構等資訊？

A

2.14

公司是否設置法定以外之功能性委員會，其人數不少於三人，且半數以上成員為獨立
董事，且有一名以上成員具備該委員會所需之專業能力，並揭露其組成、職責及運作
情形？

A

2.19 受評年度全體董事之董事會實際出席率是否平均達850%以上？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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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修正

編號 指標修正內容升級 題型

3.6
公司網站或公開資訊觀測站是否於中文版期中財務報告申報期限後兩個月內以英文揭
露期中財務報告？

A

3.14 公司年報是否揭露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酬金薪資報酬之連結? A

3.16
公司網站及年報是否揭露主要股東名單，包含股權比例達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如不
足十名，應揭露或股權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名稱、持股數額及比例？

A

3.21 公司年報是否自願揭露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個別酬金？ A

4.1

公司是否設置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專（兼）職單位適當之治理架構，依重大性原則，進
行與公司營運相關之環境、社會或公司治理議題之風險評估，訂定相關風險管理政策
或策略以訂定、檢討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並揭露於公司網站及
年報?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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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修正

編號 指標修正內容升級 題型

4.2

公司是否設置推動企業誠信經營專（兼）職單位，負責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方案之制
訂及監督執行，並於公司網站及年報說明設置單位之運作及執行情形，且定期至少一
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

A

4.4
公司是否依據參考國際通用之報告書編製指引，於九月底前編製並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及公司網站上傳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等揭露公司非財務資訊之報告書？

A+

4.11 公司是否揭露過去兩年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年排放量、用水量及廢棄物總重量? A+

4.12

公司是否制定節能減碳、溫室氣體減量、減少用水或其他廢棄物管理政策？
若評估將氣候變遷對企業現在及未來的潛在風險與機會，並採取氣候相關議題訂入風險
管理程序之因應措施，則總分另加一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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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修正

編號 指標修正內容升級 題型

4.15
公司網站或年報是否揭露經董事會通過所制訂之誠信經營政策，明訂具體作法與防範
不誠信行為方案?

A

4.17
公司網站或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是否揭露所制定之供應商管理政策，要求供應商在環
保、職業安全或衛生或勞動人權等議題遵循相關規範，並說明實施情形？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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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對於公司治理思考方向—興利？除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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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車逃票事件？

— 網路標錯價事件？

— 良心商店



設立「獨立董事」實務

貳、



PwC Taiwan

獨立董事的遴選考量

◼ 從企業本身需求，評估引進何種層次的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帶給企業的價值，可細分為三個層次：

符合法定資格、認同企業經營理念，

與其他董事會成員溝通無礙。

能為董事會提供不同決策觀點。

將正面、公眾信任的個人印象，轉

移為企業的正面形象。

提升
企業地位
及聲望

為企業經營決策
加值

符合法令規定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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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的遴選考量
符合法令規定：積極條件

◼ 應取得任一專業資格條件，並具備五年以上工作經驗：

1.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相關科系之公私立大專院校講師以上。

2.法官、檢察官、律師、會計師或其他與公司業務所需之國家考試及格領有證書之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

3.具有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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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的遴選考量
符合法令規定：消極條件

◼ 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間無下列情事之一：
1.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

3.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1%以上股份或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4.第一款之經理人及前二款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屬。

5.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5%以上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或持股前五名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

僱人。

6.公司與他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半數係由同一人控制，他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7.公司與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互為同一人或配偶，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

事）或受僱人。

8.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或持股5%以上股東。

9.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審計或最近二年取得報酬累計金額逾新臺幣五十萬元之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或諮詢

之專業人士、獨資、合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及其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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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提名與選舉

◼ 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選舉，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並載明於章程，股東應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 公開發行公司得以下列方式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經董事會評估其符合獨立董事所

應具備條件後，送請股東會選任之：
1.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提名人數不

得超過獨立董事應選名額。

2. 由董事會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提名人數不得超過獨立董事應選名額。

3.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方式。

（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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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反對議案處理方式

◼ 若獨立董事對下列事項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1. 依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2. 依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

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3. 涉及董事或監察人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4.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5. 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6.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7. 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8.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9.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證券交易法 第十四條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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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主要職權
◼ 原則上，獨立董事應有至少一席親自出席董事會。

◼ 若為下列董事會決議事項，則應有全體獨立董事出席，獨立董事如無法親自出席，應委

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席：
1. 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2. 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半年報若依法無須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此限）

3.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4. 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保證或

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5. 涉及董事或監察人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6.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7. 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8.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9. 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10.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11. 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

12. 其他依法令、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提請董事會之事項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規則」參考範例 第三條）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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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特別股認購，而未參加公司營運之

持特別股達5%以上之法人股東的董事，

可否擔任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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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獨立董事就任時，持有公司少數股票，

若於任期中轉讓持股超過1/2時，

是否當然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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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選任之獨立董事

可否於任期中轉換身分為一般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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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和一般董事合併選舉未來分開選舉之思考？

43



設置「審計委員會 」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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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之組成

◼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

◼三人以上。

◼至少一人具備財會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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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之核心功能
督促公司治理，健全公司經營

◼監督企業內部控制之有效性。

◼督促企業重大交易之適法性。

◼加強企業財務報表之可靠性。

◼行使監察人制度下之監察權。

◼強化企業重大風險之掌控度。

◼監督法令遵循主管是否善盡職責。

（現行法定職權）

（現行法定職權）

（現行法定職權）

（現行法定職權）

（未來法令趨勢）

（金融業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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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之法定職權

◼ 特定重大議案之事前審核

特定重大議案，原則上需先經審計委員會通過，再提董事會決議，以落實事前監督機制。

◼ 準用監察人之職權

公司法、證交法及其他法律賦與監察人之職權，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除表冊審核權外，皆可單獨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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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重大議案之事前審核（集體決議）

◼ 監督企業內部控制之有效性

• 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 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 訂定或修正取得處分資產、衍生性商品、資金貸與、背書保證等重大程序。

◼ 督促企業重大交易之適法性

• 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 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 加強企業財務報表之可靠性

• 涉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 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若有)財務報告之審核。

◼ 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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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監察人之職權

事前監督 事中監督 事後監督

檢查權

監督權

表冊
審核權

糾正權

股東會
召集權

訴訟
代表權

列出席
董事會

監察人僅可列席陳述意見，
但無表決權。

審計委員可出席參與討論，
並且有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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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開發行公司，

如發生未經審計委員會決議或業經否決，

公司應該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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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之決議門檻

◼ 審計委員會之決議門檻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 特定重大議案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時之處理

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年度財務報告及經查核之半年度財務報告除外），

並應：

•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 於董事會之日起二日內於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辦理公告申報（重大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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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董對董事會或審計委員會議案表示「反對」或「保留」

獨董對董事會或審計委員會議案表示「反對」或「保留」（108/01/01 - 108/08/16）

類型 公司１ 公司２ 公司３ 公司４ 公司５ 公司６

董事名單、席次 揚智  天蔥  智擎  永信  國光生技  台蠟 

內控制度修訂、有效性 東泥  華票  台灣農林  國光生技  榮科  鼎元 

重要人事案（董事長、總經理、發言人） 永大機電  高銀  鐿鈦科技  智崴資訊  誠美材 

財報、盈餘分配（評價、揭露、時間不足） 華建  虹冠電  國光生技  新華  昇華 

轉投資（未來效益、資訊不足） 東台  誠美材  至上電子  迅得 

私募（名實不符、資訊不足） 台翰  進泰電子 

薪酬（名譽董事長、執行長） 永大機電  國光生技 

併購案收購比率 永大機電 

關係人交易 華票 

總經理自請調降薪資案 高林實 

變更股東臨時會地點 台苯 

違反議事規則所載之召集程序 台苯 

合約可行性 中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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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開發行公司，如發生未經審計委員會決議

或業經否決，公司應該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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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透過功能性委員會強化董事會職能

肆、



如何透過功能性委員會強化董事會職能

(一)薪酬委員會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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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之使命及興利功能

◼使命

健全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薪酬制度，以強化公司治理。

◼興利功能

• 汰弱擇強，確保每位管理階層人才之適任

透過薪資報酬與績效衡量連結之制度，確保管理階層適任度。

• 客觀評估，避免經理人與董事會陷入紛爭

委員以客觀角度及專業背景提出建議，以避免經理人與董事會之利益衝突與糾紛。

• 上行下效，促成整體企業薪酬與績效連結之實現

藉由董事、監察人、經理人薪酬與績效評估制度之確定，推展至企業上下，以促成企業各階層之薪酬與績

效評估，皆能合理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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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的職權

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將下列建議提交董事會討論：

◼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

◼訂定並定期評估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

【說明】

• 對監察人報酬之建議，以公司章程明定(或股東會決議)授權董事會辦理者為限。

• 子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依公司規定需經母公司董事會核定者，應先請母公司薪資報酬委員

會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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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成員的遴選
兩種不同層次

實質功能的發揮

法規形式的滿足

◼三人以上組成

◼具備獨立性（同獨立董事要求）

◼具備專業資格及五年以上工作經驗（同獨立董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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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成員的遴選
兩種不同層次：實質功能的發揮

實質功能的發揮

◼熟悉企業所處產業及競爭動態

◼具備評判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薪酬是否合理

之能力

◼熟悉如何以KPI驅動經理人重視企業長期效益

◼能善用專家顧問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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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報酬的定義

◼現金報酬

◼認股權

◼分紅入股

◼退休福利

◼離職給付

◼各項津貼

◼其他具有實質獎勵之措施

上述薪資報酬應與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中，有關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酬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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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的範圍

依據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92)台財證三字第0920001301號函規定，經理人包括：

◼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

◼副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

◼協理及相當等級者

◼財務部門主管

◼會計部門主管

◼其他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利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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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決策流程解析

薪酬委員會決議通過

董事會討論

照案通過
經特別決議，
不予採納或予以修正

二日內作
重大訊息公告

結束

董事會決議方案
是否優於

薪酬委員會建議

是

否

薪酬委員會成員
有保留或反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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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運作實務

1.訂定委員會組織規程

(1)合乎法令規範
(2)與董事會權責分工

2.成員選任

(1)成員之獨立性
(2)成員之專業性

3.實務議題

(1)職權範圍、績效評估

標準、薪酬訂定方式
及定期評估

(2)董監事及經理人酬勞
之合理性及揭露

適法性 薪酬制度

1.公司願景與策略目標

(1)檢視願景與目標
(2)連結目標與策略

2.績效制度設計與執行

(1)建立關鍵績效指標
(KPI)

(2)訂定績效評核流程
(3)員工之意見與溝通

3.參考公司之經營績效

(1)財務及管理報表資訊
(2)企業發展與風險控制

績效評估制度

1.檢視薪酬政策及結構

(1)決定薪酬政策及結構
(2)現有職等體系與薪酬

結構分析校準
(3)外部薪資市場之參考

資料與benchmarking

2.薪酬結構與績效評核連結
(1)獎酬與績效評核連結
(2)固定與變動薪酬比例
(3)運用不同獎酬工具
(4)財會與稅務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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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監事酬勞設計流程

1.公司定位與策略目標

2.董監專業職能與權責

3.董監事需投入之時間

依公司目標釐定
董監事職能

1.董監事之酬勞

2.專委會之酬勞

3.董事長之酬勞

訂定酬勞水準

1.酬勞方式與公司目標結合

2.各項酬勞之方式及其效益

決定報酬結構

1.合理性檢視

2.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確認合理性
及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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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監事酬勞水準

根據資誠(PwC) 全球經驗，董監事酬勞考量因素如下：

•同業酬勞水準

‒年度財報

‒董監獎酬調查報告

‒公司規模及營運情形

•董監事職能與責任

•所需投入之時間

‒董監事之機會成本

‒董監事會之運作效率

‒董監事會之開會頻率

‒會議前所需之準備時間

•以董監事酬勞水準為基礎，
依董事長職責衡量調整。

•各專委會之職責
•所需投入之時間

董監事

專委會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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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之實務議題
與公司間之權利義務關係

◼與公司間為委任關係。

◼對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薪酬，具有建議權。

◼有權要求公司相關人員列席會議，提供所需資訊。

◼有權要求委任外部顧問。

◼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忠實履行職權。

◼對公司機密，負有保密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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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之實務議題
召開時間

◼召開頻率，每年至少2次。

◼由獨立董事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

◼可參酌董事會開會時間，並與之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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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之實務議題
行使實務

◼決議門檻，依法為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可請相關部門經理人員，先行擬具獎酬方案，再由薪酬委員開會評估其合理性，並向董

事會做出建議。

◼多邀請董事及相關部門經理人員列席會議。

（請其提供相關必要之資訊，以更有效率的瞭解企業及產業之特性 。）

◼隨時維持與董事會、經營階層、人力資源部門及其他委員會（如審計委員會）的有效溝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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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實質功能發揮面臨的挑戰

◼社會共識不夠：符合最低限制之法遵。

◼結構問題：家族色彩鮮明，經營權和所有權重疉。

◼資訊透明度不足：總額揭露，監督力量不易形成。



如何透過功能性委員會強化董事會職能

(二)提名委員會

肆、



PwC Taiwan

提名委員會的功能

維護董事及高階經理人提名制度的健全，並為企業建立可靠及有效的治理架構。

（亦稱公司治理委員會，或提名與治理委員會）

◼進行董事提名作業。

◼協助尋覓合適的總經理（ 或執行長）人選。

◼協助建立一套符合企業長期發展目標的總經理（ 或執行長）接班人計畫。

◼訂定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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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委員會的職權

依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提名委員會組織規程參考範例」第5條：

◼制定董事會成員及高階經理人應具備之條件標準。

◼依既定標準，覓尋、審核及提名董事及高階經理人候選人。

◼建構及發展董事會及各委員會之組織架構。

◼進行董事會、各委員會、各董事及高階經理人之績效評估。

◼評估獨立董事之獨立性。

◼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進修計畫。

◼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與高階經理人之繼任計畫。

◼訂定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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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委員會行使董事會成員提名職權之流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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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委員會成員

依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提名委員會組織規程參考範例」第4條：

◼由董事會推舉至少三名董事組成之。

◼應有過半數獨立董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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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透過功能性委員會強化董事會職能

(三)風險管理委員會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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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國外最大的風險案件—消失的19億歐元存款?

76

第三方託管帳戶

帳戶開立於菲律賓BDO及BDI兩家銀行

可能從未存在過假造受託人文件?!

以上資訊均摘錄自網路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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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台灣最大之風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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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上最需要風險管理委員會的企業類型

◼風險發生之損失金額高，或損害難以復原，或影響程度難掌控

• 金融業

• 化工業

• 食品業

• 交通運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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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委員會的功能與職責

◼功能

透過風險管理委員會的運作，管理企業面臨的各項重大風險。

◼職責

• 確定企業風險管理政策及架構之有效性。

• 督導經營團隊設計、執行及維持一套有效的風險管理機制。

• 監督及衡量經營團隊之風險管理執行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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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

◼由董事會成員組成。

◼可邀請符合特定條件之經營團隊成員列席參與：

• 掌管企業關鍵風險所在之部門最高主管。

• 負責執行企業風險管理之最高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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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風險管理之可能關鍵

81

1.風險辨識

2.風險評估

3.風險處置

4.持續監控

找出有哪些事件會影響企業
目標達成

評估其產生後果程度以及發展
可能性

選擇適當處理方式

評估風險發生情況，保持風險
管理順暢運作

1.要根據真實之事實

2.不要變成萬年報告

3.唱衰公司?諫官制度?



現行運作實務上效益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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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和審計委員會有效運作對企業及董事會之效益

◼ 可以透過獨立董事和審計委員會，對於高階管理層提出要求，避免大股東和高階管理層

直接面對，產生衝突

◼ 透過獨立董事增加不同面向的產業知識和專業經驗

◼ 提升董事會治理聲譽。

◼ 透過審計委員會之專業分工，節省董事會投入之時間與精神：

• 內部控制有效性。

• 重大交易適法性。

• 財務報表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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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如何促進審計委員會有效運作

◼ 大股東與全體董事之認知與理解。

◼ 確保審計委員會與各方密切互動：

• 與董事會及其成員保持密切溝通。

• 瞭解各部門業務執行情形。

• 監督企業整體及各部門內部控制執行情形。

• 持續與簽證會計師溝通。

• 重大交易決策前聽取外部專家之專業建議。

• 參與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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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如何與各方密切互動

◼與董事會及其成員保持密切溝通

審計委員會是根據董事會之授權行使特定重大議案之事前審核職權，與董事會保持密切

溝通，有助於審計委員會：

•了解董事會對審計委員會之期待。

•重大議案事先與董事會成員溝通，並取得共識，以避免審計委員會否決議案時，對企業

聲譽造成負面影響。

85



PwC Taiwan

審計委員會如何與各方密切互動

◼瞭解各部門業務執行情形

• 主動與各部門溝通，以了解其業務。

• 要求各部門每年應至少自行檢查一次內部控制制度。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

• 要求內部稽核了解及追蹤各部門自行檢查之結果、檢討報告及改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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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如何與各方密切互動

◼監督企業整體及各部門內部控制執行情形

• 了解內部稽核功能是否能有效發揮。

(1)內部稽核人員適任度（質）。

(2)內部稽核人員編制規模（量）。

(3)內部稽核工作職掌。

(4)內部稽核作業之執行有效性。

(5)特殊稽核範圍之資源齊備度（例如：電腦審計）。

• 主動與內部稽核交流，並重視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

• 必要時可請會計師協助評估內部稽核之執行效能，並請會計師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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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如何與各方密切互動

◼持續與簽證會計師溝通

• 請會計師報告主管機關對公司的看法及改進建議。

• 請會計師於查核前，提出查核規劃書，並就查核方式、範圍保持適當溝通及互動。

• 對特定事項要求會計師加以查核並報告。

• 請會計師就重大會計政策或財會準則的變動(例如：IFRS)，進行完整詳細說明。

• 諮詢會計師重大事項的適當性。例如：

(1)特定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的合理性及適法性。

(2)與關係人特定交易的合理性。

(3)重大資產交易、重大併購案等的適當性及程序完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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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如何與各方密切互動

◼重大交易決策前聽取外部專家之專業建議

於重大交易決策前，聽取會計師、律師等外部專家之建議，並於董事會討論議案時，邀

請外部專家出席：

•重大跨國交易。

•重大併購交易。

•重大資產之取得。

•重大募資計畫（如現金增資、發行公司債）。

•重大獎酬計畫（如限制型股票、員工認股權、現增保留予員工之選擇）。

•重大資本支出（如環保專家對重大建廠所涉及環境保護議題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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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如何與各方密切互動

◼參與股東會

推派委員，或由委員自願（不需全員參加），參加股東常會及股東臨時會，

以近距離與股東溝通。

90



pwc.tw

©  2020 PwC. All rights reserved. Not for further distribution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PwC. “PwC” refers to the network of member firms of PricewaterhouseCoopers 

International Limited (PwCIL), or, as the context requires, individual member firms of the PwC network. Each member firm is a separate legal entity and does not act as 

agent of PwCIL or any other member firm. PwCIL does not provide any services to clients. PwCIL is not responsible or liable for the acts or omissions of any of its 

member firms nor can it control the exercise of their professional judgment or bind them in any way. No member firm is responsible or liable for the acts or omissions of 

any other member firm nor can it control the exercise of another member firm’s professional judgment or bind another member f irm or PwCIL in any w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