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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早在 1930 年即開始在

美國有相關的學術討論，直到 1970-80 年代，美國、英國發

生一連串的重大企業醜聞、破產倒閉案件後，公司治理最佳

實務守則（Code of Best Practice）、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

（Audit Committee）等公司治理環節中之重要機制開始發展，

公司治理機制才逐漸發揮。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健

全的公司治理被認為是企業對抗危機的良方，更凸顯公司治

理之重要性，一些知名國際組織，包括 OECD、World 

Bank、APEC、IOSCO 等，均十分重視此議題。尤其在 1999

年「OECD 公司治理原則」（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提出後，各國更積極推動公司治理的發展。例如

日本、德國均透過修正與革新公司相關法令（如公司法、證券

交易法）、要求上市公司設置外部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建

立市場的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等，加強規範。2008 年美國次貸

金融海嘯之後，國際組織及世界主要國家亦積極重新檢視過

去所提之公司治理原則執行成效，並進一步探討現行公司治

理相關準則的缺失，提出改革方案及加強政策措施之推動。 

 

公司治理涵蓋多個面向，近年來在全球永續及綠色經濟

之發展趨勢下，企業落實永續發展策略及強化環境、社會、

公司治理(ESG)資訊揭露為各國所重視，例如南非、巴西、

美國、香港、新加坡等國已開始推動相關政策。在股東行動

主義方面，各國積極強化機構投資人扮演監督企業公司治理

的角色，陸續推動機構投資人規則(Stewardship Code)，此觀

念最早為英國於 2010 年推動，亞洲各國(如日本、馬來西亞

等)亦開始陸續訂定相關政策。 
 

    我國已展開多項與推動公司治理相關之重要機制，以提昇

國家競爭力，並吸引外人投資於我國之資本市場。自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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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向國內公開發行公司宣導公司治理之重要性，行政院於

2003 年 1 月 7 日成立「改革公司治理專案小組」，就公司治理

之各項議題進行研討，並據以提出「強化公司治理政策綱領暨

行動方案」，作為推動公司治理之依據。當時即陸續推動與執

行各項政策，包含增加董事會獨立性、逐步分階段強化董事會

功能性委員會之設置、參考 OECD 發布之公司治理原則制定

符合國情之上市（櫃）公司治理相關實務守則、推動電子投票、

強化關係人交易之決策過程與揭露、引進投資人保護措施及提

高公司資訊透明度等。 

 

    為了加速公司治理改革，我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2013 年公布行政院院會通過之「強化我國公司治理藍圖」，揭

櫫我國之公司治理改革決心，引導未來五年之改革方向，除建

立更具體明確之強行法規架構、於上市（櫃）公司之公司治理

相關實務守則中增訂建議措施外，並成立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

治理中心，整合政府、民間、證券周邊單位及媒體之力量，與

上市櫃公司、民間及社會積極對話，形塑公司治理文化，破除

以往由主管機關發動改革措施之模式，讓企業深入了解公司治

理之價值後，自發性採行非法令強制規定之公司治理措施，強

化公司之競爭力，並提升我國公司治理之形象與國際排名。 

 

    公司治理是一項持續性的工作，會隨著市場結構的演變產

生新的觀念與議題，因此，近年來我國主管機關與民間機構團

體雖已積極推動公司治理各項改革，但國際發展速度更快速。

因此，為了與國際公司治理發展接軌，我國必須隨時瞭解世界

主要國家發展趨勢、改革措施，以規劃發展符合我國國情、有

效用的公司治理制度。本報告擬就歐美及亞太地區發展比我國

快速之公司治理推動情形，包括美國、英國、巴西、日本、香

港、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 7 國，藉由蒐集這些地區主要國家近

年在公司治理架構之發展及相關推動措施進行專題研究，俾利

訂定推動我國公司治理之方向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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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國公司治理發展 
 

第一節  制度規章 

 

一、法制規範 

 

美國與公司治理相關之法規主要包括：1933 年證券法

（Securities Act of 1933）、1934 年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1940 年投資公司法（Investment 

Company Act of 1940）、1995 年私募證券訴訟改革法（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 of 1995）、2002 年投資人保護

法（Investor Protection Act of 2002）、2002 年公司責任法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ct of 2002）、2002 年投資人、股東

與員工保護法（Investor, Shareholder, and Employee Protection 

Act of 2002）、2002 年股東與員工權利復興法（Shareholder and 

Employee Rights Restoration Act of 2002）、2002 年會計師責任

法（Accountability for Accountants Act of 2002）、著名的沙賓

法（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以及 2010 年的金融改革法

（Dodd-Frank Act）等1。 

 

二、董事會之結構與職能 

 

（一）董事會之結構 

 

美國係採取單軌制之國家，其股份有限公司機關之設計，

包括股東會與董事會二者，並無設置監察人。過去，董事會負

責公司之經營管理，並由董事會聘任經理人及公司重要職員，

以負責公司業務之執行。如今，董事會功能已逐漸脫離業務經

營而轉向監督經營2，股東藉由董事會監督公司管理階層的日

常運作，衡量是否達到預期目標。 

                                           
1
 法規參考 http://www.thecorporatelibrary.com/international/us/index.asp 

2 賴英照，股市遊戲規則- 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2009年 10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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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公司法中以董事是否擔任公司高階經理人 (Senior 

Officer)職務將董事會成員分為內部董事與外部董事，內部董

事係指同時兼任公司高階經理人之董事，負責公司之實際運作

與經營；而外部董事負責公司經營的監督，但外部董事並非即

可被認為係獨立董事，外部董事中若與公司之內部董事具有密

切之財務經濟或身份親屬關係者，在分類上可能被認為係外部

非獨立董事。根據紐約證券交易所之上市審查準則(以下簡稱

NYSE 上市審查準則)§303A.01 規定，上市公司董事會中獨立

董事必須過半，否則不予上市。獨立董事除了具有專業性及獨

立性外，應處於客觀及超然的角度監督公司的財務與內控品

質，其成員資格多以具有相當經營經驗，或具有財務、會計、

審計等專業者居多。 

 

美國雖無監察人之設置，但通常於董事會中設置審計委員

會，負責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美國證管會於 1972 年表示所

有公開發行公司應設置由獨立董事所組成之審計委員會。依據

1978 年 NYSE 上市審查準則§303A.06 規定，上市公司必須設

置至少三名成員之審計委員會，且必須由獨立董事所組成。審

計委員會之職責包括監控公司內部控制之結構、審查內部稽核

部門、推薦公司簽證會計師、審查公司年度內控計畫、核閱公

司財務報告等。美國法律研究院（American Law Institute, ALI

亦可稱為美國法律協會或美國法律學會）鑒於法令及實務上對

審計委員會之權限與功能未有明確之規定，則提案建議審計委

員會之功能應包括下列數項3： 

 

 推薦公司簽證會計師 

 審查會計師之報酬、獨立性等 

 審查內部高級審計人員之任免 

 作為簽證會計師、內部審計及董事會間溝通之管道 

                                           
3
American Law Institute. (1994).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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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公司財務簽證報告、內部稽核報告及簽證會計師與

經營階層間之商議等事宜 

 檢討簽證會計師與內部審計人員就公司內部財務控制

系統所為協議之適當性 

 檢討會計政策方針及審計原則 

 審查公司年度財務報表及與公司經理部門定期集會討

論公司之主要財務風險 

 

另依據美國商業圓桌會議（The Business Roundtable）於

2002 年 5 月公布之公司治理準則報告（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將審計委員會之職權臚列於下： 

 

 審視公司之風險評估與管理執行情形 

 監督公司之簽證會計師，包括建議適當之簽證會計師事

務所，並評估其表現以及事務所是否定期輪替資深查核

人員或公司定期更換其簽證會計師。 

 評估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對於其所提供非稽核方面之

服務應制訂相關政策，俾使其不違背獨立性之功能 

 審核重要會計政策、判斷與估計 

 審核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審核公司法規遵循情形 

 審核公司財務報告 

 審核公司內部稽核功能與內部稽核人員所提呈之稽核

報告 

 提供簽證會計師、內部稽核人員與董事會間溝通之管道 

 

此外，1998 年美國在前證管會主席 Arthur Levitt 呼籲下，

紐約證券交易所與券商公會對於如何加強審計委員會之監控

機制，提出幾項規範。1999 年證管會並頒布行政規則，要求

各公司揭露審計委員會監督過程，包括於委託書中揭露「審計

委員會執行職務辦法（Audit Committee Charter）」、審計委員

會成員之獨立性，以及與董事會、會計師討論公司財務報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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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情形。 

 

沙賓法（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針對審計委員會作

出相關規定如下4
:  

 

1. 公開發行公司應設立審計委員會。 

2. 簽證會計師原則上不得對客戶提供非審計服務；但就稅

務諮詢等非審計業務，經審計委員會同意時，不在此限。 

3. 簽證會計師應對審計委員會報告其所採用之會計準

則、方法及簽證會計師與管理部門溝通之事項。 

4. 審計委員會具有選任、解任會計師、決定簽證會計師報

酬、監督會計師、協調及解決經營階層與會計師之爭議

等權責，簽證會計師應直接向審計委員會報告。 

5. 審計委員會之董事成員應具有法定資格之獨立性。 

6. 審計委員會應建立一套處理公司審計、內控及審計疑義

之程序。 

7. 審計委員會有權聘請獨立之顧問及專家以提供意見。 

8. 公司應提供經費予審計委員會，以支付其聘任會計師及

其他專家之費用。 

9. 公司應揭露其審計委員會中至少有一名委員為會計或

財務專家。 

 

除了審計委員會，公司可依個別之情況，並視其實際需

要，在董事會下設置一個或數個其他的功能委員會，並由董事

會之成員擔任。目前美國大型公司常設之其他委員還包含提名

委員會（Nominating committee）、薪酬委員會（Compensation 

committee）、財務委員會（Finance committee）及執行委員會

（Executive committee）等。 

 

提名委員會負責於董事、執行長或重要高階職位出缺時，

                                           
4
 謝昀璉，2006年，審計委員會於公司治理下之定位與內涵-以美國法制為例，

http://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32850/8/510201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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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符合條件之適當候選人，並具有責任設立或建議候選人的

資格標準、決定董事續任、董事會規模、以及監督董事會和經

理人的績效評鑑等，根據 NYSE 上市審查準則§303A.04 規定，

上市公司必須設置提名委員會，其全部成員必須為獨立董事。 

 

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依企業營運目標與績效達成狀

況來監督公司董事與高階經理之報酬、紅利或其他利益，根據

NYSE 上市審查準則§303A.05 規定，上市公司必須設置薪酬

委員會，其全部成員必須為獨立董事。 

 

（二）董事會之職能 

 

依據美國商業圓桌會議公司治理準則，將董事會之職權臚

列於下5： 

 

 安排經營階層繼任人選 

 審查並監督公司決策計畫的完成 

 審查公司年度計畫及預算 

 專注公司財報的正確性及清晰度 

 任命外部會計師並評估其獨立性之相關議題 

 當經營階層面對重要公司治理議題時給予建議 

 檢視及允許公司的重要決策 

 提名董事及委員會成員 

 監督有效率的治理 

 

根據全美董事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rporate 

Directors，NACD）所出版關於董事專業化之報告，將董事會

之職能彙整如下： 

 

 核准公司之政策與使命; 

                                           
5 謝昀璉，2006年，審計委員會於公司治理下之定位與內涵-以美國法制為例，

http://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32850/8/510201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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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監督、評估、報酬公司之總經理及高階主管人員，

並於必要時更換上述人員，以確保成功之管理; 

 審核公司之管理決策及營運計畫，包括營運方面之深奧

知識，了解及質疑營運計畫所依據之基本假設，並獨立

判斷計畫之可行性; 

 審核公司之財務目標、計畫及活動，包括重要之資本配

置及支出; 

 審核非在正常營運內之重大交易; 

 監督公司之表現，包括監督公司之營運結果，並評估公

司是否被適當管理; 

 確保倫理行為及遵循相關法令、審計及會計原則，以及

公司本身之管理規範; 

 評估本身在履行前述及其他董事會責任之效率; 

 履行法令規定之其他功能，及依據公司管理規範指派給

董事會之職責。 

 

此外，依據美國證券交易所訂定之公司治理準則，在董事

會職能方面之建議措施如下： 

 

 董事會之外部董事至少二人以上; 

 董事會重大議案之召集人，應為外部董事，而非公司總

裁，且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與提名委員會之召集人

以外部董事為限; 

 董事任期內不得出售持股。此係為落實董事對管理階層

之監督責任，並毋需恐懼股價短期下挫之影響，因此對

董事出售持股加以限制; 

 訂定董事屆期解任規定，要求董事服務滿十年或年屆七

十歲(孰先)辭去職務，以避免董事過度自我保護提名自

己繼續留任; 

 擴大董事會自我評鑑，董事會自我評鑑之範圍需再擴

大，包括董事會政策及個別董事之匿名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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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股權結構 

 

    「一股一表決權」（one share one vote），是只要買了股票，

每一股都有平等權力。一股多權制度（或稱複數表決權），常

見以雙層股權結構（dual class）呈現，即將普通股分為 A 類

普通股（class A common stocks）及 B類普通股（class B common 

stocks）兩種，形成雙層股權結構。A 類普通股由一般投資大

眾所持有，B 類普通股由創業者所持有。前者每股有一表決

權，後者每股有複數表決權（通常為 10 倍表決權）。採用此制

度能在募得資金的同時，也穩固公司經營團隊的控制權與經營

理念，不因上市而受威脅與挑戰，影響其價值創造。 

 

    美國在大多數的州中，股東平等對待原則並未直接在公司

法中規定，反而將股權的分配交給公司自己決定。這導致了大

部份的州中，出現一股有二個以上的表決權或不到一個的表決

權之情況。一股多權制度，與亞洲之多數證交所或 OECD 公

司治理原則向所秉持之「公平對待每一位股東」（the equitable 

treatment of shareholders）的原則似未能契合。 

 

三、維護股東權益 

 

在美國公司治理的歷史演進中，股東在公司治理中之地位

發生了三次主要的變化。在最初的階段(1930s~1950s)為家族大

股東主導的階段，所有權與經營權雖然已發生分離，但是股票

主要掌握在少數私人家族的手中，家族大股東持股比例一般在

50﹪以上，家族大股東在公司治理中居於主導地位。股東會與

董事會皆由大股東所支配，公司營運之重大決策亦由大股東親

自決定。公司董事會僅負責公司決策的貫徹與落實，因此經營

階層損害股東權益，為個人謀求私利的情況極少發生。 

 

第二階段(1960s~1970s)屬於經理人主導之階段，隨著公司

經營規模不斷擴大與股票發行量的增加，股權朝向高度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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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大股東在公司中的持股比例日益下降。由於公司股東人數

大幅增加，致使其所有者喪失了對公司重大決策權的行使能

力，可能未擁有任何股權的經理人員卻擁有公司的經營控制

權。大量持有少數股份的個人股東成為此一時期公司的主要股

東，高度分散之股權結構使其對公司治理的成本遠大於治理效

益。公司董事會成為橡皮圖章，經理人員成為公司的實際控制

者與支配者，而股東利益最大化已非公司的首要目標。為了自

身的利益，經理人員損害股東權益，追求短期效益已成為此一

時期公司治理中所謂的代理問題(Agency Problem)。 

 

第三階段(1980s~2000s)為機構投資人主導之時期，從前美

國的股東主要為個人股東，機構投資人的控制比例不超過 13

﹪。1970 年代後，機構投資人持股比例不斷上升，直到 1985

年，機構投資人已佔有 28%的資本市場，到 1990 年代末接近

50﹪。機構投資人的興起不僅成為左右資本市場的關鍵力量，

而且改變了美國公司的股權結構，亦改變了公司治理中的主導

者。由於機構投資人持股數量較大，當公司效益下滑時，機構

投資人很難將手中的股票及時售出，即使能夠售出，其拋售行

為所導致的股價大跌亦將使其利益受到更大的損失。在此種情

況下，為維護自身的利益，機構投資人便開始採取向董事會施

加壓力來間接地監督經營階層，並參與公司的重大決策。在機

構投資人積極參與公司治理之情形下，致使美國大公司之最高

經營者不得不宣稱，企業營運的目標是追求股東的利益，或是

為股東價值的極大化。機構投資人的積極參予使得美國公司治

理往前邁進一大步，例如獨立董事制度的興起，設立獨立董事

的公司比例從 1985 年的 30%大幅提升至 1990 年的 60%，以

及設立提名委員會的公司比例從 1979 年的 19%擴大至 1989

年的 30%
6。 

 

                                           
6
 Gregory Jackson, Oct. 2010, Understand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www.boeckler.de/pdf/p_arbp_2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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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 2001 年安隆事件的爆發，各界開始透過該事件進行

公司治理的相關檢討，其中一項重要因素即為審計委員會的功

能不彰。因此，美國國會於沙賓法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

中針對董事會制度進行改革、改善美國上市公司之資訊透明度

與精準性、並加重經理人責任，以及特別強化公司審計委員會

與董事會的獨立性。 

 

四、資訊揭露及透明度 

 

美國目前在資訊揭露方面之主要法案應為 1934 年之證券

交易法，其立法精神主要在於提供充分與公正的揭露。其主要

目的係提供重要資訊予投資人，而非以政府的判斷來取代投資

人的判斷。傳統上證管會並不訂定相關規範，而係將之委由民

間會計自律組織訂定相關準則，證管會則居於監督之立場。但

是自從安隆案發生後，為了重建投資人之信心。美國參眾兩院

通過沙賓法（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並由小布希總統在

2002 年 7 月 31 日簽署生效。希望以積極之態度嚴懲違法之企

業經理人員，並大幅改變對美國企業會計作業之規範，其法案

之重點包含強化審計單位的獨立性、改善財報與資訊揭露的品

質及透明度、強化公司治理、提升研究及調查之客觀性、加重

證管會職能範圍等等。其中在資訊揭露方面與過去不同者，可

重點歸納如下： 

 

 要求執行長與財務長具結，證實上市公司的定期與非定期

揭露事項，以及財務、業務狀況沒有重大虛偽或隱匿。 

 縮短公司內部人出售股票之揭露期限，由原先隔月揭露改

為二個營業日。 

 要求美國證管會至少每三年查閱財務報表一次，以避免對

定期揭露的年報沒有追蹤、稽核。 

 強化揭露品質，要求證管會制定規則，針對上市公司的財

務、業務狀況做出即時的揭露，並加強表外項目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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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NYSE 上市審查準則§303A.09，規定所有上市公司必

須採用並揭露其公司治理準則，並公告於公司網站以供投資人

參考，而該準則應揭露董事資格條件、責任範圍、薪酬制度、

培訓及在職進修、年度績效評量、以及對於管理階層之權限範

圍等等。 

 

五、利害關係人利益之維護 

 

依據「美國商業圓桌會議公司治理聲明」認為，對公司而

言，善待員工、優質服務於消費者、鼓勵供應商長期合作、償

還債務並擁有良好的社會責任聲譽都是股東長期利益所在，為

了股東的長期利益的營運公司，管理階層與董事必須考慮公司

其他利害關係人的利益。事實上，美國一些州已經頒布法令特

別授權董事會要考慮股東及其他利害關係人的利益，少數州已

立法要求考慮利害關係人利益。 

 

 美國於 2010 年通過著名的「Dodd-Frank Act 即華爾街金融

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號稱為 1929 年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全面

的金融改革法案，其核心著重於預防系統性風險與消費者金融

保護之兩大議題上，包含許多重要措施如下7： 

（一） 致力防止銀行產生「太大不能倒」之風險，例如：提

高資本適足率、槓桿比率、流動性比率及風險管理等，

並授予監理機關對大型金融機構強制分割、重組或分

拆資產之權限。 

（二） 限制商業銀行從事某些投資業務，避免過高的曝險。

例如：限制銀行與金融控股公司的自營交易及限制銀

行投資私募股權基金與避險基金之投資總額不得超過

銀行第一類核心資本的 3%等。 

                                           
7
 陳相儒，2010年 7月 28日，美國金融改革法案簡析，

http://www.pwc.tw/zh/challenges/industry-trends/industry-trends-20100728.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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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設立「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用以解決監理上多頭馬

車之缺陷，並有效防範系統性風險。 

（四） 對金融衍生性商品與避險基金之強化監理。包括將大

部分櫃檯交易（OTC）之金融衍生性產品納入交易所

和清算中心之平台加以規範與管制；要求銀行將高風

險衍生性金融產品移到特定的子公司承作（常規的利

率、外匯、大宗商品等衍生性金融產品除外）；且大

型的避險基金、私募股權基金及其他投資顧問機構，

須在證管會（SEC）登記，揭露交易資訊，並定期接

受檢查。 

（五） 強化評等機構之獨立性與評等資訊之透明度，以提供

投資人透明且可靠之投資機構資訊。 

（六） 新設消費者金融保護署（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Agency, CFPA），以確保美國消費者就消費性金融產

品可取得透明、正確的資訊，並防止金融詐欺情事的

發生，由於消費金融所涉範圍甚廣，且該署擁有獨立

制定條例之權，預計將在相關監理上，扮演重要的角

色。 

（七） 各金融監理機關，諸如聯邦儲備理事會、貨幣監理署

（OCC）、儲蓄機構監理署（OTS）與證管會等，雖

在次貸危機與金融危機中未能發揮應有功能而遭受評

擊，卻在新法中獲得實質的擴權。 

（八） 明確授權美國聯邦儲蓄保險公司（FDIC）在大型金融

機構產生危機時，可對其採取破產、清算之程序，且

明定相關成本不得由納稅人支付。 

（九） 賦予股東對經營管理階層提供建言之權。此即所謂的

Say on Pay 制度，股東對於經營管理階層之薪酬擁有

不具約束力之建議權。監理機關並有權中止金融機構

不當之薪酬計畫。 

 

第二節  實務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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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務守則與監理制度 

 

為強化上市公司董事會監督財務報告過程之要求，紐約證

券交易所（NYSE）及證券商業同業公會（NASD）於 1998 年

共同組成藍帶委員會（Blue Ribbon Commission，BRC）。該委

員會主要之目標即對證管會、自律組織、稽核人員等之最佳實

務準則提出建議，並由全美董事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rporate Directors，NACD）負責出版相關內容，於 2002 年

5 月 1 日根據協會所出刊的研究報告向紐約證券交易所

（NYSE）及那斯達克（NASDAQ）建議了十項上市公司董事

會與公司治理的相關準則。 

 

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會於 2002 年 8 月 1 日決議通過該公

司「公司責任與上市標準」（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and Listing 

Standards，CALS）委員會於 6 月 6 日就上市標準與公司治理

提陳之新規範，並於 2003 年 11 月 4 日獲得 SEC 批准，其主

要內容如下8
: 

（一） 企業董事會之獨立董事需占半數以上，同時需設立提

名委員會、薪酬會員會、以及審計委員會，並均由獨

立董事擔任組成。 

（二） 董事酬勞由審計委員會的成員唯一能從上市公司獲得

之報酬。 

（三） 董事是否具有獨立性，需由董事會確認該董事與公司

無實質利害關係。 

（四） 曾為上市公司之員工或其直系親屬曾為公司之高階管

理人員；其本身或其直系親屬每年接受該上市公司超

過$100,000 美元之報酬；其本身或其直系親屬為該公

司之內部稽核或外部審計人員；其本身或其直系親屬

擔任高階管理人員之公司與欲擔任獨立董事之公司，

                                           
8謝昀璉，2006年，審計委員會於公司治理下之定位與內涵-以美國法制為例，

http://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32850/8/510201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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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超過$1,000,000 美元或 2%營業收入以上之財

務業務往來關係等，需等候三年始具獨立性。 

 

此外，近期更於 2009 年修訂了 NYSE 上市審查準則

§303A.09，規定所有上市公司必須採用並揭露其公司治理準

則，並公告於公司網站以供投資人參考，僅管無單一準則適用

於所有的上市公司，但該準則應涵蓋董事之資格及責任範圍、

以及董事的薪酬制度如下9： 

 

（一）董事資格條件 

（二）董事責任範圍 

（三）董事對於管理層(包含獨立顧問群)之權限範圍 

（四）董事薪酬制度 

（五）董事培訓及在職進修 

（六）「管理接班」(Management Succession) 

（七）董事會年度績效評量 

 

同時，那斯達克也修訂其有關董事獨立性與公司治理之上

市標準，亦於 2003 年 11 月 4 日獲得 SEC 批准，主要內容如

下10： 

 

（一） 強化董事會之獨立性:企業董事會之獨立董事需佔半

數以上。 

（二） 提高審計委員會成員之獨立性：除收受提供董事會或

審計委員會服務之報酬外，禁止審計委員收受任何其

他報酬。 

                                           
9 參閱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審查準則，

http://nysemanual.nyse.com/LCMTools/PlatformViewer.asp?selectednode=chp_1_4&manu

al=%2Flcm%2Fsections%2Flcm-sections%2F，造訪日期: 2015年 8月 10日。 
10謝昀璉，2006年，審計委員會於公司治理下之定位與內涵-以美國法制為例，

http://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32850/8/510201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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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強化獨立董事對於報酬及提名政策決定之角色：董事

之提名應經過具獨立性之提名委員會同意；執行長之

報酬應經過獨立薪酬委員會之同意。 

（四） 強化公司之審計委員會、上市標準應與沙氏法案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之規定一致:審計委員

會係唯一有權決定簽證會計師之任用、薪酬及監督簽

證會計師之機關。 

（五） 持續的董事在職訓練。 

 

    董事會秘書11制源自於英國，目前在美國尚未強制公司設

置董事會秘書，亦未明確定義董事會秘書之職責範圍。以德

拉瓦州為例，僅規定公司須設置足以代表公司簽章之高級人

員，且高級人員中至少有一位必須負責記錄董事會及股東會

會議，但並無明確的法定職位稱「董事會秘書」。 

 

    董事績效評估部分，NYSE 要求上市公司的董事會必須

每年評估他們的 Corporate Governance Guidelines 績效，而審

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提名 /公司治理委員會的章程

（Charters）必須針對這些委員會提供每年的績效評估。 

 

1994 年 NACD 的報告中提出董事應該全面性的評估董事

會績效12，每個董事應該考量整體董事會及董事會下每個委

員會的目標。董事會需執行評估衡量董事會、董事長，及委

員會績效是否有達到所訂定的目標、了解其職務內容、所需

負擔的責任、提出任何具體能提升董事會的建議等。此外，

董事會應該內部評估（Self-evaluation）有關提名董事候選人

的過程、評估教育訓練及提名新董事之過程，以及個別董事

                                           
11董事會秘書一語，目前確實尚未統一，有使用董事會秘書的也有使用公司祕書的，

我們的報告建議用董事會秘書，因為公司祕書比較像公司一般行政職，無法表示出這

個職位具有法令遵循與公司治理之地位。 
12

 The NACD Blue Ribbon Commission (1994),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chief executive 

officers, boards, and dir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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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評估表現等等。 

 

NACD 報告提出的董事會績效評估原則認為，董事會應

該要定期且正式地評估 CEO、整體董事會、個別董事。董事

會應該要確保獨立董事能創造及控制評估的方法及準則。評

估董事會績效的實務執行，能使董事會在達到危機之前能辨

認且表達出問題。 

 

二、自律組織運作 

 

近年來，隨著機構投資者比重的增加，愈來愈多的機構投

資人加入公司治理之行列。在制定公司治理原則的熱潮中，機

構投資人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例如：美國的教師保險及年金協

會（TIAA-CRFF）作為機構投資人，認為其有責任提倡改善

公司管理與運作原則，於 1997 年 10 月出版「TIAA-CRFF 公

司治理政策說明」。 

 

美國著名的機構投資人紛紛提出公司治理相關實務守

則，例如：加州政府公務員退休基金（CalPERS），為美國最

大公共退休基金保管機構，提供加州現職公務人員、退休人員

及其家屬退休管理與健康照護福利，該基金透過發布「公司治

理核心原則與指引(Corporate Governance Core Principles & 

Guidelines) 」、「全球委託書投票指引(Global Proxy Voting 

Guideline)」、「全球公司治理職權範圍原則(Global Principles 

of Accountable Corporate Governance)」等方式來表達對美國企

業的公司治理觀點。此外，加州教師退休基金（California State 

Teachers' Retirement System, CalSTRS）也於 2015 年 7 月 7 日

提出一套高效能董事會的綱領（Best Practices in Board 

Composition）作為尋找具備高品質公司治理結構之依據，並

闡明其投資之董事會應具備獨立的領導、多元性、董事會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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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及責究性措施等特質13。 

 

此外，美國商業圓桌會議重視如何提升公司治理的議題，

其發表的出版品中，探討多項公司治理問題並給予足夠之重

視，包括「大型公眾公司董事會職責與機構設置」（1978 年 1

月）、「公司責任制聲明」（1981 年 10 月）、「商業圓桌會議關

於公司治理與美國競爭力的聲明」（1990 年 3 月）、「高階經理

人薪酬原則」（2003 年 11 月、2007 年 1 月）、「公司治理與提

名委員會之原則」（2004 年 4 月）、「股東與董事會溝通準則」

（2005 年 5 月）、「公司治理守則」（2002 年 5 月、2002 年 10

月、2010 年 4 月、2012 年 3 月）等14。 

 

美國董事協會為民間自律組織，成立於 1977 年，為董事

教育諮詢等之專業機構，協助董事了解本身職責並適當執行職

務。該協會主要積極從事與公司治理相關議題之研究，並提供

教育訓練、出版刊物、諮詢等方式，與各公司董事及經理人就

該議題進行意見交流，同時提供明確之行為準則，供其參考、

遵循，對於美國公司治理慣例的塑造貢獻卓越。 

 

在美國實施公司治理的歷史過程中，投資人具體要求公司

採行優良公司治理機制的行動，減輕了政府部門在制訂公司法

及公司治理法規之外所扮演的推手角色責任。投資人的具體行

動也使其注意焦點由一般事務轉移至對董事會的結構、組織及

程序的強調，而一個較積極的董事會在公司治理方面亦較能做

出貢獻。美國有為數不少的優良公司治理準則，且很多美國公

司是自行發布其公司治理準則，如通用汽車公司。 

 

                                           
13

 加州教師退休基金，董事會最佳綱領，

http://www.calstrs.com/sites/main/files/file-attachments/best_practices_in_board_compositi

on.pdf 
14

 商業圓桌會議，公司治理守則 2012年版，

http://businessroundtable.org/resources/business-roundtable-principles-of-corporate-governa

nce-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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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治理評鑑 

 

美國近年來在大企業陸續發生弊案後，投資人信心遭受嚴

重的打擊，除希望加強公司治理外，亦需要具有公信力的專業

機構，提供公司治理評等，幫助投資人了解公司落實公司治理

之程度與成果，因此公司治理評等制度亦快速發展。目前發展

公司治理評等制度之機構，除了信用評等機構外，尚有專業公

司治理評等機構以及其他相關機構等。在信用評等機構方面，

美國標準普爾公司（S&P）成立公司治理專責部門（Governance 

Services），並於 2000 年推出公司治理評等服務（Corporate 

Governance Scoring Service），爾後於 2004 年併入該公司信貸

市場部的公司治理服務組（Corporate & Government Services 

group of Credit Market Services）。2007 年的金融風暴證明了只

針對公司治理做出評等之效果並不彰顯，美國標準普爾公司再

推出 GAMMA 分數（Governance, Management, Accountability 

Metrics and Analysis），並定義公司治理為藉由董事、經理人、

股東之間的互動溝通來經營企業，並達到股東權益及利害關係

人皆能受惠於公司獲利與成長。GAMMA 分數主要評分的範

圍包含公司所有權人的影響力（Ownership Influences）、股東

權利（Shareholder Rights）、財務及非財務資訊之透明度、審

計與風險控管（Transparency, Audit, and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及董事會評估（Board Effectiveness, Strategic 

Process, and Compensation Practices）15。 

 

此外，投票諮詢顧問公司（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 

ISS）先前亦提出一套其設計的公司治理評等系統，稱為公司

治理商數（corporate governance quotient, 簡稱 CGQ）。此系統

                                           
15

 Standard & Poor’s, April 2008, Criteria: Gamma Scores, 

http://www.standardandpoors.com/servlet/BlobServer?blobheadername3=MDT-Type&blob

col=urldata&blobtable=MungoBlobs&blobheadervalue2=inline%3B+filename%3D081104

_GAMMA_Criteria-Eng--3.pdf&blobheadername2=Content-Disposition&blobheadervalue

1=application%2Fpdf&blobkey=id&blobheadername1=content-type&blobwhere=12439091

87366&blobheadervalue3=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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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開始運用在 ISS 對公開發行公司之分析，目的在給投資人一

個迅速、易懂的公司治理評等，投資人無須費心對公司複雜的

架構作深入的研究。儘管經歷了 ISS 於 2007 年遭 RiskMetrics 

Group 併購16，公司治理商數仍被延續使用，RiskMetrics Group

於 2009 年 11 月再度併購名為 KLD Research & Analytics 的社

會責任投資研究機構17，並於 2010 年 3 月推出公司治理風險

指標（Governance Risk Indicators, 簡稱 GRId）而取代之，該

指標針對公司四大方向，包含董事、薪酬、股東權利、以及審

計共 60 至 80 個指標做出評鑑，受評公司橫跨美國、加拿大、

英國、法國、德國、芬蘭和瑞典。 

 

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 MSCI）先於 2010年 6月收購了RiskMetrics Group

後18，直到 2014 年 4 月，MSCI 將 ISS 出售予 Vestar Capital 

Partners，並由併購前的原始經營團隊帶領公司持續提供企業

公司治理相關諮詢建議。同年 11 月， ISS 參考先前的

QuickScore 1.0、QuickScore 2.0、CGQ、以及 GRId 並發布新

版公司治理評分系統 QuickScore 3.0，主要針對企業四個面向

各別給予 1 至 10 分，其中包含董事、股東權利、薪酬、以及

審計等面向19。 

 

MSCI再於 2014年 8月併購第一家全球性的公司治理評等

機構（GovernanceMetrics International）20於旗下的「環境、社

                                           
16

 RiskMetrics Group, Jan. 11, 2007, RiskMetrics Group Completes Acquisition of 

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 

http://s169153.gridserver.com/wp-content/uploads/2013/07/RMGacquiresISS011107.pdf 
17

 Business Wire, Nov. 3, 2009, RiskMetrics Group Announces Acquisition of KLD 

Research & Analytics, Inc., 

http://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091103005184/en/RiskMetrics-Group-Announ

ces-Acquisition-KLD-Research-Analytics#.VgJL1tKeDGc 
18

 MSCI, Jun. 1, 2010, MSCI Completes Acquisition of RiskMetrics, 

http://ir.msci.com/releasedetail.cfm?releaseid=474910 
19

 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 ISS QuickScore 3.0, 

http://www.issgovernance.com/governance-solutions/investment-tools-data/quickscore/ 
20

 MSCI, Aug. 12, 2014, MSCI Completes Acquisition of GMI Ra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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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和治理研究中心」（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簡稱 ESG），並由專業研究團隊根據四大方向計 96 項治理指

標進行分析評鑑，其中包含全球超過 6000 家跨國企業、超過

65,000 位董事及經理人、以及超過 13 年的股東提議與股東會

之相關資料21。 

 

四、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經營 

 

 彰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策略、行為、成果之「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s），亦稱

為「永續報告書」（Sustainability Reports），其重要性與普遍性

也逐年提升。雖國際間尚未統一單套企業必須遵循的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之編製準則，但多數國家及企業皆參考由美國民間

環保團體「環境責任經濟聯合組織」（ Coalition for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Economics）與「聯合國環境計畫」

（UNEP）於 1997 年共同成立的「全球永續發展報告協會」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所訂定之集團編製準則，

該準則於 1999 年 3 月初版，並經多次修訂，目前美國企業大

多參考 GRI 第 3.1 版，而 GRI 於 2013 年 5 月所發布的第四版

也將於 2016 年開始全面適用，其內容也逐漸擴展成經濟、環

境、及社會三大構面並重，不再是最初只著重於環境議題22。 

 

根據永續研究機構（Governance & Accountability Institute, 

G&A）研究追蹤美國標準普爾（S&P 500）上市公司於過去四

年發布永續報告書之趨勢統計，2011 年只有近兩成的企業出

版永續報告書，隔年 2012 年大幅躍升至 53%，爾後持續成長

至 2013 年的 72%及 2014 年的 75%
23，顯示企業逐漸意識到出

                                                                                                            
http://ir.msci.com/releasedetail.cfm?releaseid=865710 
21

 MSCI, ESG Integration, https://www.msci.com/esg-integration, searching on Aug. 19, 

2015 
22

 李宜樺，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新趨勢: G4時代的來臨，

http://www.pwc.tw/zh/services/csr-consulting/feature/csr-et180-1.jhtml 
23

 Governance & Accountability Institute, June 8, 2015, Flash Report- Seventy-five 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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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永續報告書之非財務資訊揭露的重要性。 

 

 近年因為環境破壞、氣候變遷、及大自然的反撲，使得愈

來愈多企業開始意識到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不僅能為企業

帶來未來發展空間，更有利社會和諧及生態永續經營。美國經

濟與工商事務局（Bureau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Affairs）設

有企業社會責任單位（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eam）協

助美國企業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推廣與執行，並於每年舉辦

「傑出企業獎」（Award for Corporate Excellence, ACE）以茲鼓

勵及表揚模範的企業社會責任活動24。 

 

 根據 American Law Institute 於 1994 年所頒布的公司治理

原則所規定：「公司業務經營應追求公司盈餘及股東利益；但

為遵循法令、企業倫理，即使無增加股東利益，亦應採取適當

之行為。若為公共福祉、人道、教育及慈善之目的，得在合理

範圍內，使用公司之資源，從事捐助的行為。」此外，公益捐

款亦為美國所得稅法所認可，公司捐款在所得額 10%範圍內，

可扣抵所得稅25。 

 

此外，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簡稱

EIU）於 2008 年 9 月針對 566 家美國企業進行 CSR 相關主題

之調查發現，公司透過宣傳與落實有效的企業社會責任有助於

公司財務效益。隨著 CSR 逐漸成為投資人挑選投資標的條件

之一，社會責任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簡稱

SRI）結合了傳統的企業財務績效與 CSR 等永續經營理念的投

資概念迅速崛起，相關的指數包含 1990 年設立的多美林社會

                                                                                                            
of the S&P 500 Index Published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s in 2014, 

http://www.ga-institute.com/nc/issue-master-system/news-details/article/flash-report-sevent

y-five-percent-75-of-the-sp-index-published-corporate-sustainability-rep.html 
2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ttp://www.state.gov/e/eb/eppd/csr/, searching on Aug. 19, 2015 
25

 陳春山，2010年 6月，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組織及各國規範發展，

http://www.tpex.org.tw/web/about/publish/monthly/monthly_dl.php?l=zh-tw&DOC_ID=80

9 

http://www.tpex.org.tw/web/about/publish/monthly/monthly_dl.php?l=zh-tw&DOC_ID=809
http://www.tpex.org.tw/web/about/publish/monthly/monthly_dl.php?l=zh-tw&DOC_ID=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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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 400（DSI400）、1999 年的美國道瓊永續性指數（DJSI）、

英國金融時報的富時社會責任指數（FTSE4Good Index）、以

及創立於 2002 年的那斯達克社會指數（KLD- Nasdaq Social 

Index）等26。 

 

多美林社會指數 400（Domini 400 Social Index, DSI400）

為美國第一個追蹤社會與環境議題的指數，由 Kinder、

Lyderberg 及 Domini & Co. Inc.創立的社會責任投資研究機構

（KLD Research & Analytics），該指數是由符合強烈企業社會

責任之 400 家具有廣泛產業代表性的公司普通股票所組成，唯

排除煙草與酒精、賭博、核能發電、及武器產業之公司，主要

為了提供給社會責任型投資人作為投資參考，所納入的評估基

礎包含環境績效、勞工關係、多樣性、公民義務、產品相關議

題等27。經 KLD 授權 Green Century 與 Barclays/BlackRock 透

過被動式追蹤該指數，分別發行了 Green Century Equity Fund

及 iShares MSCI Social Responsible ETF
28。 

 

美國道瓊永續性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 

DJSI）為全球第一個追蹤永續企業之財務績效的指數，主要

從經濟、社會及環境三方面評等該企業在策略、管理及產業特

定要素等方面的永續性商機與風險，並量化出企業間的永續性

指數，目前道瓊永續性指數（DJSI）分為七大類，如下29： 

 

 道瓊永續世界指數（DJSI World Indexes） 

                                           
26

 洪瑞希，2009年 6月，淺談台灣 CSR 時代的來臨，

http://www.tpex.org.tw/web/about/publish/monthly/monthly_dl.php?l=zh-tw&DOC_ID=68

3  
27

 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Domini 400 Social Index 簡介，

http://www.bcsd.org.tw/2010/images/doc/303/303_0/001.pdf 
28

 Motley Fool, The Domini 400 Social Index: Outperforming the S&P 500, 

http://www.sfgate.com/business/fool/article/The-Domini-400-Social-Index-Outperforming-t

he-4620645.php, searching on Aug. 26, 2015 
29

 Sustainability Investing, DJSI Family Overview, 

http://www.sustainability-indices.com/index-family-overview/djsi-family-overview/index.js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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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瓊永續北美指數（DJSI North America Indexes） 

 道瓊永續歐洲指數（DJSI Europe Indexes） 

 道瓊永續亞太指數（DJSI Asia Pacific Indexes） 

 道瓊永續新興市場指數（DJSI Emerging Markets 

Indexes） 

 道瓊永續澳洲指數（DJSI Australia Indexes） 

 道瓊永續韓國指數（DJSI Korea Indexes） 

 

除了道瓊永續性指數外，美國彭博（Bloomberg）於 2009

年也發布「環境、社會、治理數據」（Bloomberg ESG Data），

透過企業的公開資訊蒐集其 ESG 數據，主要針對企業非財務

資訊的揭露狀況，除了以問卷方式請企業提供資料庫所遺缺之

資訊外，同時請企業檢視其自身 ESG 指標是否正確，目前此

數據庫橫跨全球 65 個國家，計超過 11,000 家企業，並廣泛受

到超過 17,000 使用者作為永續性投資參考來源30。 

 

五、研究調查 

 

每年 ISS 針對標準普爾 1500 公司的董事會結構與組成進

行分析研究，以瞭解董事會最新的實務與趨勢，並出版年度報

告。根據其 2015 年版本，ISS 追蹤了 1,428 家公司及 13,453

個董事，分析其年度股東會所揭露的資料，期間是會計年度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截止之公司，報告結論包含以下重要的發現
31： 

 

1. 設有獨立董事會的公司數量穩定成長已是近年的趨勢。由

董事長身兼執行長的數量持續下降，且符合獨立性的董事

                                           
30

 Bloomberg, Sustainable Business & Finance, Customers using ESG data increased 76% 

in 2014, http://www.bloomberg.com/bcause/customers-using-esg-data-increased-76-in-2014, 

searching on Sep. 2, 2015 
31

 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 March 15, 2015, Prevalence of Independent Chairs 

Continues to Climb, 

http://www.issgovernance.com/iss-releases-2015-board-practices-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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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數量也在增加中。 

2. 對於股東友善的董事會選舉逐漸形成趨勢，例如: 公司對

其董事選舉方式，改為年度改選及採行多數決原則。標準

普爾 1500 中大多數的公司會每年選舉董事。除了多數的

大型企業早已實施年度選舉制度，近年超過 50％的小企業

也陸續轉向每年舉行董事選舉。此外，董事選舉採多數決

原則的公司也正式過半數。標準普爾 1500 公司於 2013 年

不到 50％採多數決原則，到 2014 年，增加到 55％，但不

及標準普爾 500 的公司採用此致高達 90％。 

3. 近年越來越關注的多元性議題，尤其影響了公司董事會性

別結構的多元性。數據顯示標準普爾 1500 公司董事會席

次中女性董事數量增加了 2％至 16％。此外，81％的公司

至少設有 1 席女性董事，為歷史新高。 

4. 標準普爾 1500 公司的董事會更替率持續增加，藉此證明 7

年來董事平均服務年資與 5年來董事平均年齡皆首次出現

下滑。 

5. 新任董事或任職兩年以內董事們的資歷顯示董事們的年

紀越來越年輕，更意味著提名委員會不再從既有董事候選

人的圈子尋找董事候選人，而是從外部，且新董事成員同

時兼任其他董事會的數量也下降。此外，新董事也傾向找

女性或少數族裔，而非長期任職的董事。 

 

第三節  小結 

 

近五十年來，美國在公司治理方面之改革活動，不論是在

法規或實務準則方面，其重點皆在於使公司之決策過程更加透

明，以及提高董事在執行公司業務與對於股東之責任。其在公

司治理方面之發展，亦對其他國家產生影響。近幾年，其改革

之行動仍在持續，其重要之發展可歸納為以下幾項32： 

 

                                           
32

 Patricia Lenkov, April 6, 2015,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Climate in 2015,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llevate/the-corporate-governance_b_70122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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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獨立董事與功能性委員會之重要性，並導入董事會更

新及有效定期評估董事會之觀念。 

 改善董事會的多元性，包含種族、性別、年齡、教育、文

化、收入與能力等。 

 股東行動主義持續擴張，藉由行使股東權利而影響公司管

理與決策。 

 提高非財務資訊的揭露程度及品質。 

 有別於過去著重於環境的 CSR 報告書，逐漸擴展成經濟、

環境、及社會三大構面並重的 ESG 永續性報告書。 

 

此外，在美國安隆案發生後，美國參眾兩院通過企業改革

法案（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並由小布希總統在 2002

年 7 月 31 日簽署法案生效。事實上，該法與美國以往之公司

治理架構，在理念上有極大之不同，其係屬於一種高度管制之

法案，將美國之公司治理倒退到查緝刑事詐欺的境界，而非過

去強調何種治理模式績效較佳之境界，此將影響美國未來之公

司治理發展。 
 

美國由於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之背景下，特別注重董

事之忠實義務，因此於 1960 年代開始重視外部董事，並要求

設置審計委員會、提名委員會與報酬委員會等專業委員會。

此外，美國各州州法或模範商業公司法，允許董事執行業務

時，信賴其並未參與的委員會所作之決定。其法制上承認此

種授權機制，以確保董事間分工合作之關係，在權責清楚的

狀況下，董事會設置之各專業委員會得以運作順暢。 

 

美國為公司治理領先國家，亦對我國公司治理與監理制

度的發展具有相當影響力，其經歷了金融風暴更凸顯了公司

治理的重要性，除了制訂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藉由

其著重於預防系統性風險與消費者金融保護兩大議題，顯示

美國日趨嚴格的監管制度，不僅設立「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

防範系統風險、強化評等機構之獨立性與評等資訊的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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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擴張各監理機關之實質權限，更賦予股東對經營管理階

層的薪酬政策有建言之權，如同重新定義公司治理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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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英國公司治理發展 
 

第一節  制度規章 

 

一、法制規範 

 

英國與公司治理相關之法規主要包括：2006 年公司法

(Companies Act 2006)
33、1995 年退休金法（Pensions Act 1995）

34、2004 年退休金法（Pensions Act 2004）35、1996 年職業退

休計畫（投資）法（ The Occupational Pension Schemes

（Investment）Regulations 1996）、2005 年職業退休計畫（投

資）法（The Occupational Pension Schemes（ Investment）

Regulations 2005）36、2000 年金融服務暨市場法（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37以及倫敦證券交易所之上市

準則（LSE Listing Rules）38等。 

 

    最早涉足公司治理原則的是英國。英國於1991年，由於一

系列公司破產倒閉事件促使英國的財政報告委員會、倫敦證券

交易所等機構合作成立了由Adrian Cadbury爵士擔任主席的委

員會，此為世界上第一個公司治理原則委員會。經過一年多的

研究，委員會於1992年12月發表「公司治理的財務方面」報告，

即「Cadbury報告」，同時還提出「最佳實務規則」（Code of Best 

Practice）。之後於1995年初與1995年11月，為解決董事薪酬

等公司治理問題，在英國又成立了兩個非官方委員會，並同樣

以委員會主席的名字來命名其報告，分別為「Greenbury報告」

與「Hampel報告」。1999年「Turnbull 報告」主要針對內控系

                                           
33

 「2006 年公司法」取代 1985 年公司法。 
3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nsions_Act_1995 
3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nsions_Act_2004 
36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si/2005/3378/made 
3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nancial_Services_and_Markets_Act_2000 

http://corpgov.law.harvard.edu/2013/03/24/financial-services-act-2012-a-new-uk-financial

-regulatory-framework/ 
3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ing_Rules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si/2005/3378/mad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nancial_Services_and_Markets_Act_2000
http://corpgov.law.harvard.edu/2013/03/24/financial-services-act-2012-a-new-uk-financial-regulatory-framework/
http://corpgov.law.harvard.edu/2013/03/24/financial-services-act-2012-a-new-uk-financial-regulatory-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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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要求，提供上市公司可資遵循的準則。1998年財務報告委

員會（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 FRC）結合「良好治理原則」

(Principles of Good Governance）和「最佳實務規則」（Code of 

Best practice）出版了綜合準則（The Combined Code），旨在

釐清董事會的職責和運作，並將投資人團體納入，使公司治理

從上市公司延伸到一般組織中，該內容納入了「Hampel報告」

中的董事、董事報酬、股東角色、和可課責性與公司稽核外，

並加入法人股東的角色（Committe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2000）。 

 

   「綜合準則」自2010年更名為英國公司治理守則 (UK 

Corporate Governance Code)，後續隨著公司治理發展的演變，

陸續不斷的更新修正，約每兩年會重新修訂，目前守則最新的

版本已於2014年9月發佈。 

 

二、董事會之結構與職能 

 

（一）董事會結構 

 

英國的公司治理架構採單軌制，其股份公司機關之設計僅

包括股東會與董事會二者，並未設置監察人，於董事會下設置

不同的專業委員會。董事會成員可分為非執行董事與執行董

事，執行董事是與公司訂立服務契約而必須全職為公司服務

者，其負責公司之經營;非執行董事負責監督，僅參與董事會

會議以及有權對公司財務報表加以審核。 

 

英國 2006 年公司法第 154 條規定，公開發行公司(Public 

company)至少要設立 2 位董事，未公開發行公司 (Private 

company)則至少設立一位董事。「2006 年公司法」針對董事成

員規範主要修訂如下: 

 

 取消公司擔任董事之最大年齡限制(過去年齡限制為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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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公司法陳述公司董事的責任，清楚表明董事的職能; 

 提出董事的職責是避免利益衝突; 

 公司至少有一個董事是自然人(natural person); 

 低於 16 歲者不能擔任董事; 

 董事的個人資訊可填服務地址取代居住地資訊。 

 

    1948 年英國正式將董事會秘書寫入公司法 (Company 

Act)，董事會秘書被定位為公司的高級人員(Officer)之一。

「1985 年公司法」要求所有英國公司，包含公開發行公司

(Public company)及私人公司(Private company)都要設有董事

會秘書職位。「2006 年公司法」改成僅公開發行公司須設立公

司秘書，私人公司是否設立則由其章程自由決定39。針對董事

會秘書的職責內容，目前尚未有明確的規範。 

 

（二）董事職責與義務明確納入成文法 

 

2006 年公司法第 171 條至第 177 條條文中，明確規定董事

應承擔的七項基本義務(General duties)，內容如下所示: 

 

 遵守公司章程並根據公司授權行使職權(§171); 

 董事應根據誠實守信原則，盡可能促進公司成功運作，

以提升公司全體成員的整體利益(§172); 

 獨立做出判斷(§173); 

 依據合理的關注、技能和謹慎行事(§174); 

 應避免利益衝突(§175); 

 不接收來自第三方的利益(§176); 

 應就被提議之交易/安排的利益進行申報(§177)。 

 

    此外，根據「2006 年公司法」第 172 條董事的基本義務

                                           
39
 許杏宜，跟董事平起平坐:「公司秘書」制度之介紹與探討），《會計研究月刊》，第

356 期，2015 年 7 月。(瀏覽網址: http://www.aiaworldwide.com.tw/?p=250) 

http://www.aiaworldwide.com.tw/?p=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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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規定，董事在履行該項義務時，應考量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因

素: 

 

 任何一項決定長期而言對公司可能產生的後果; 

 公司員工利益; 

 公司與供應商、客戶及其他人的商業關係培養; 

 公司營運對所在社區和環境的影響; 

 公司保持以高品質企業經營維持公司聲譽為目標; 

 公平對待公司成員。 

 

英國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公會（ICSA）和董事職責概要均

有提供指引說明應由董事會負責的事務。此外，英國公司治理

守則亦針對董事會角色的規範加以說明: 

 

1. 董事長及執行長(或總經理)之角色應由不同人擔任。 

 

主要原則 A.2 提及「董事會之經營與公司經營之職責應有

明確的分際」，大型上市公司若董事長與執行長(或總經理)由

同一人擔任，必須說服股東權利義務之制衡機制將會適當執

行。 

 

2. 非執行業務董事之角色 

守則賦予非執行業務董事相當清楚的角色定位，其工作描

述包含：  

 具建設性和協助發展策略之建議；  

 檢查管理階層是否符合目標績效並監督其績效；  

 確認財務資訊完整性及風險控管機制之穩固；  

 確定適當的執行董事薪酬水準；  

 任免及調整執行董事和繼任規劃。 

 

3. 獨立性之非執行業務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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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明確區分非執行業務董事中是否具獨立性，除了角色

之獨立外，任何董事應避免任何利益衝突始能稱為具獨立性。

若有下列事項不能被視為具有獨立性：  

 

 過去五年曾擔任公司員工；  

 過去三年與公司有重大商業關係，且有間接利害關係，

包含擔任主要銷貨客戶及供應商等之合夥人、董事、資

深員工或股東，亦包含擔任事務所員工；  

 除董事報酬及車馬費外尚有收受公司其他形式報酬；  

 親近之家庭成員與公司之顧問、董事或資深員工具緊密

關係；  

 公司間具有互為對公司經營管理具重要影響力或控制

能力之關係；  

 公司之重要股東；  

 擔任公司董事超過九年。 

 

（三）審計委員會 

 

依據「Cadbury 報告」建議，每家公司應成立至少由三名

非執行董事所組成之審計委員會（Audit Committee），負責審

閱公司之稽核過程。此外，公司董事會應包括具有充分才能與

數目之非執行董事，且其中多數應具有獨立性。 

 

依據英國 Cadbury 報告，將審計委員會之職權臚列於下： 

 向董事會建議簽證會計師人選。 

 審核公司財務報告。 

 與簽證會計師討論稽核範圍。 

 審核簽證會計師之查核建議。 

 審核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 

 審核內部調查之任何重大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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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據由 Robert Smith 爵士所領導於 2003 年 1 月所提出

之審計委員會聯合準則指引（Audit Committees Combined 

Code Guidance），將審計委員會之職權臚列於下： 

 監督公司財務報表之完整性。 

 審核公司之內部財務控制制度與風險管理制度。（除非

公司另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 

 監督與審核公司內部稽核功能之有效性。 

 向董事會建議簽證會計師人選並同意其報酬。 

 監督與審核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客觀性與有效性。 

 對於簽證會計師所提供之非稽核性服務訂定相關政策。 

 

    針對審計委員會，FCA 於「揭露與透明度規則」(Disclosure 

and Transparency Rules，DTR)中訂定相關規範。審計委員會的

組成，至少要有一個成員具備獨立性，且至少有一個成員具有

會計/審計能力(DTR7.1.1 R)。審計委員會的職責(DTR 7.1.3 

R)，至少包含監督公司財務報告的編製過程及完整性;監督公

司內部控制、內部稽核及風險管理系統的有效性;監督每年及

合併帳戶的審查;檢視和監督會計師獨立性，及特別提供公司

額外的服務等。 

 

    2012 年 修 正 英 國 公 司 治 理 守 則 (UK Corporate 

Governance Code)，要求FTSE 350 公司對其委任會計師之合

約至少每10年對外招標(mandatory tender)，修正英國審計準則

加強會計師與審計委員會之溝通、會計師應報導「對公司董事

會報告與年報不一致」或「審計委員會報告未適當說明與會計

師溝通事項等情形」。 

 

    英國要求審計委員會提供更完整之報告予股東，尤其是敍

明企業經營風險，而會計師查核報告中將新增一段敍明審計委

員會報告(Audit Committee Report)內容是否具完整性及合理

性(尤其是會計師與審計委員會溝通部分)。另英國FRC 將對

會計師事務所檢查報告涉及個案查核缺失部分函知審計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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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並邀請審計委員會主席定期舉辦相關活動。 

 

    定期對委任會計師簽證合約進行招標：英國公司治理守則

要求公開發行公司至少每10年對其查核簽證委任會計師合約

重新對外招標，否則應予敍明理由(Comply or explain basis 遵

循或解釋)。 

 

三、維護股東權益 

 

    為了加強股東權益保護，於 2010 年 7 月由財務匯報理事

會首度發表英國機構投資人管理守則  (UK’s Stewardship 

code)，主要在促進機構投資人參與公司治理，提高公司對股

東的長期回報。     

 

該守則並曾於 2012 年 9 月做出修訂。其主要適用對象是

機構投資者，包括資產擁有人(例如退休金、保險公司、投資

信託和其他集體投資工具)、資產管理人(及代表機構擁有人管

理資產公司)，並延伸至適用於服務供應商(例如受委代表顧問

和投資顧問)。守則屬於自願性質，採用 ”遵循或解釋”(Comply 

or Explain)的執行方式。 

 

    依2014年統計已約有300個機構投資人簽署遵循此守則
40，落實監督並參與公司治理。該守則包含七項機構投資者應

遵守的原則: 

 

 公開揭露有關如何履行其管理職責的政策； 

 就處理涉及管理的利益衝突制訂嚴格的政策，及揭露

有關政策； 

 監察其所投資的公司； 

 制訂定清晰指引，訂明何時及如何將其活動的程度升

                                           
40

 2014_FRC_Developments-in-Corporate-Governance-and-Stewardshi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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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以保障及提升股東價值； 

 樂意在適當的時候與其他投資者集體行動； 

 就投票及對投票活動的揭露制訂清晰政策； 

 定期匯報其管理及投票活動。 

 

依據「Cadbury 報告」中對於股東權益之保護，可以分為

以下三大重點： 

 

（一）董事會對股東的說明責任 

 

股東與董事會之間的正式關係為股東選舉董事，董事應基

於受託關係向股東報告。儘管股東不能直接參與公司的領導與

管理，但其可要求高水準的公司治理，而良好的公司治理亦是

檢查董事履行受託義務的基礎。在強化董事會對全體股東的說

明責任方面，建議在年報上附意見徵求表以便股東除在股東大

會提出問題以外，還可以在會前提出書面問題，並在事後向所

有股東提供股東大會的問題總結。另應考慮除年報與期中報告

外，董事會與股東聯繫的途徑，鼓勵董事會據此嘗試不同的方

式改進與股東聯繫的途徑，以及股東向董事會提建議的途徑。 

 

（二）機構投資人參與公司治理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由個人與機構掌握的股票數量已發生

巨大的變化，機構投資人持有上市公司絕大多數的股票。然

而，機構投資人主要是代表個人持股，因此個人股東與機構投

資人之間有很多共同之利益。建議應鼓勵機構投資人與高層管

理人員進行系統而定期的聯繫，並應積極關注董事會的組成，

尤其注意決策權是否受到制衡，以及是否及時任命具有素質、

經驗與獨立性之非執行董事。 

 

（三）與股東間之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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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投資人積極參與公司治理的同時，亦引發其他之問

題。一是股東平等問題，二是內部資訊洩漏問題。由於機構投

資人所處之地位較便於與公司董事會保持聯繫，個人股東則

否，故兩類股東無法完全平等。因此，董事會的任務是公開發

布公司的重要聲明，並且讓所有股東具有平等的機會得到相關

資訊。此外，在內部資訊洩漏問題方面，對於價格敏感性資訊

的透露，必須預先徵得股東的同意，在資訊公開化以前不得對

公司的股票進行交易。 

 

四、資訊揭露及透明度 

 

英國 1991 年 5 月由財務報告委員會、倫敦證券交易所與

會計業界發起成立公司治理委員會，其所關注的重點即是財務

會計資訊揭露問題。英國於 1992 年公布第一份公司治理研究

報告「Cadbury 報告」，相繼又於 1995 年公布「Greenbury 報

告」以及於 1998 年公布「Hampel 報告」，以上報告中關於公

司治理資訊揭露的多項內容已被倫敦證券交易所等機構所採

用。其中，又以「Cadbury 報告」與「Hampel 報告」對資訊

揭露方面之要求最具代表性。將其重點摘要分述如下： 

 

（一）「Cadbury 報告」中關於公司治理資訊揭露的要求 

 

「Cadbury 報告」針對公司治理資訊揭露之要求主要分成

以下兩方面： 

 

1.財務會計資訊揭露 

 財務報告之首要原則為真實與公允，進一步的原則包括董

事會應追求高水準的資訊揭露，同時使公司的報告簡單易

懂又避免損害其競爭地位，並確保財務報告之完整性與一

貫性。 

 上市公司定期公布年度財務報告與期中財務報告，在兩期

報告中間，董事會需要讓股東與市場瞭解公司經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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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應本公開原則與對所有股東公平的態度，廣泛揭露

影響市場的資訊，以減少內線交易的可能。 

 年度審計為公司治理的基石，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條

件下，董事以財務報告之形式向股東報告其受託責任，審

計對財務報告的編製與表達進行外部與客觀的檢查，此為

監督制衡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次，有效的內部控制制

度為公司有效管理的重要部分，董事會應對公司內部監督

體制的有效性予以說明，審計人員對於其說明給予檢查。 

 

2.董事會等公司治理機構對股東的資訊揭露 

 股東與董事會都應考慮如何加強股東大會的作用，以及強

化董事會對全體股東的說明責任。其可能之具體做法係於

年報上附意見徵求表，以便股東除在股東大會提出問題

外，還可在會前提出書面問題。 

 建議董事會嘗試不同的方式改進與股東的聯繫途徑，增加

年度報告與期中報告以外董事會與股東聯繫的途徑，以及

股東向董事會提供建議的途徑。 

 

（二）「Hampel 報告」中對資訊揭露的要求 

 

1998 年公布的「Hampel 報告」對「Cadbury 報告」與

「Greenbury 報告」進行全面評估，並提出其建議： 

1. 對公司治理的性質與目的形成結論後，重要的是公司必

須注重其責任與揭露。 

2. 應該按一定形式給董事會提供資訊，並且提供的資訊量

足以使其可以推卸其責任。董事會應在公司的財務報告

中對公司的地位與前景做出可以理解的評估。 

3. 公司的年終報告應包括津貼政策說明與每位董事的津

貼明細。 

4. 審計人員具有雙重責任，在財務說明與上市規則所要求

對股東的公開報告，以及在經營等方面對董事們的非公

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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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公司治理揭露相關規範，主要陳述在3個地方: 1. FCA

訂定的「揭露與透明度規則」(Disclosure and Transparency 

Rules，簡稱DTR); 2. FCA 上市規則 (Listing Rules，簡稱LR); 

3. 英國公司治理守則 (The UK Corporate Governance Code)。

英國要求年報應該揭露各委員會的執行情形，如審計委員會的

成員及其運作情形、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的運作情形;董

事會監督執行情形，例如公司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董事會績

效評估等等。 

 

    英國「公司法」對資訊揭露的要求部分，「1985 年公司法」

規定，上市公司應揭露公司未來「經營及財務評估報告」

(Operating and Financial Review，簡稱 OFR)，內容將包括營業

數字、績效評估、未來發展趨勢和藍圖，且須由董事們簽字認

可，以期忠實報導公司營運和未來的方向此為英國通過公司法

的形式嘗試強制性資訊揭露規範的新型政策。該項規定遭受到

企業的多數反對，因此「2006 年公司法」對此做了修改，保

留公司仍應提交「經營評估報告」 (Business Review)的制度，

並強化了報告的內容要求，目的為讓公司成員能夠透過報告評

估董事是否適切地履行職責。該「經營評估報告」被要求揭露

對公司經營具有重要影響的供應商和其他商業合作夥伴，除非

董事認為揭露該項資訊，可能會嚴重損害公司利益，可不予揭

露。 

 

五、利害關係人權益之維護 

 

英國公司法傳統之焦點僅著重於對股東之責任，因此極可

能導致以犧牲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為代價，尤其是公司員工

與社區環境。近來在公司治理之發展趨勢，係增加董事會對公

司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責任，將董事會之責任範圍擴及利害關係

人之權益。依據「Hampel 報告」規定，公司必須發展與成功

有關的關係，此取決於公司的業務性質，但一般包括員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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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供應商、貸款人、社區與政府等，只有通過發展與保持與

以上利害關係人之關係，董事才能承擔起對股東的法律義務與

成功地謀求長期的股東價值。 

 

    「2006 年公司法」根據第 172 條董事的基本義務，另外

規範董事應該重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強調董事在履行該項義

務時，應考量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因素: 

 

 任何一項決定長期而言對公司可能產生的後果; 

 公司員工利益; 

 公司與供應商、客戶及其他人的商業關係培養; 

 公司營運對所在社區和環境的影響; 

 公司保持以高品質企業經營維持公司聲譽為目標; 

 公平對待公司成員。 

 

第二節  實務運作情形 

 

一、實務守則與監理制度 

     

（一）公司法大幅修訂 

 

    2006 年訂定之公司法(Companies Act 2006)，為英國大規

模的公司法改革，取代 1985 年訂定之公司法(Companies Act 

1985)。「2006 年公司法」歷經 2007 年、2008 年、2009 年的

修訂。 

 

    「2006 年公司法」主要訂定目標為:簡化公司法並符合現

代國際發展趨勢、將董事的職責編入法規、提升股東權利，以

及簡化英國企業的管理障礙。「2006 年公司法」之主要內容

如下: 

 

 簡化新公司成立的過程 

http://www.hkbvicorp.com/tags/?/Companies+Act+2006/
http://www.hkbvicorp.com/tags/?/Companies+Act+2006/
http://www.hkbvicorp.com/tags/?/Companies+Act+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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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公司的職責和資訊傳遞能透過電子化方式實現，

能便於和股東溝通。 

 公司董事的職責內容已經於第一時間編入公司法，包

括義務去 促進公司成功經營、考量社區及環境、員工

利益、公平對待股東等。 

 間接股東有較多的權利，包括如果公司被偵查到舞弊

或有過失，股東有權對公司董事提出訴訟。 

 被提名的股東能選擇是否要收到公司的電子資訊 

 有限公司不再被要求設立董事會秘書，能由一位董事

擔任執行該職務內容。 

 公司董事提供服務地址即可，無需公開他們的居住地

址。 

 私有公司無義務每年舉辦股東大會(Annual General 

Meeting) 

 簡化私有公司的股份發行規定(The share capital rules) 

 

（二）英國公司治理守則 (The UK Corporate Governance 

Code) 

 

英國的公司治理守則是以遵循或解釋基礎運作，並且設立

了董事會組成的標準，比如董事長與執行長的角色分離。英國

的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對董事會的要求，彙整摘述如下： 

 

 提供企業領導 

 制定策略 

 確保人力及財務資源可達成既定目標 

 評估管理績效 

 制定公司之價值觀及標準 

 確保已瞭解且滿足對股東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義務 

(註：該守則並未適用於所有公司) 

 

    2014 年 9 月 FRC 發佈最新修正之守則。本次主要修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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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永續經營原則(going concern principle)，“有效的公司管理

責任”去強化董事的責任和加強風險管理相關資訊之敘述性的

報告給股東。2014 年守則主要的修正內容如下41
: 

 

 薪酬政策由薪酬委員會負責決定，應強調確保薪酬設計

是以公司長期永續經營的考量下訂定; 

 公司應該提出薪酬制度，讓公司有權於適當時機調整可

變動的薪酬支付，且針對遞延酬金(deferred remuneration)

須考量適當的給予權利及保留持有的期間。 

 公司必須解釋當公佈股東會結果，若有多數股東投票反

對公司任何決議，公司準備如何與股東洽談。 

 公司必須於他們的財務報告中說明，是否他們考量採用

適當會計的永續經營原則 (Going concern basis of 

accounting)，並確認是否有任何重大的不確定性影響他們

持續落實該原則的能力。 

 公司必須穩健地評估主要的風險和解釋他們如何被管理

或減緩風險。 

 

（三）英國機構投資人管理守則 (UK’s Stewardship code) 

 

    該守則由財務匯報理事會於 2010 年 7 月首度發表，主要

在促進機構投資人參與公司治理，提高公司對股東的長期回

報。並曾於 2012 年 9 月做出修訂。其主要適用對象是機構投

資人，包括資產擁有人(例如退休金、保險公司、投資信託和

其他集體投資工具)、資產管理人(及代表機構擁有人管理資產

公司)，並延伸至適用於服務供應商(例如受委代表顧問和投資

顧問)。守則屬於自願性質，採用 “遵循或解釋”(Comply or 

Explain)的執行方式。 

 

財務匯報理事會按照英國「沃克檢討報告」 (Walker 

                                           
41

 2014, Feedback Statement - Revisions to the UK Corporate Governance Code, 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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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42所建議，會對英國機構投資人管理守則的應用情況

與適用範圍進行年度監察。  

 

    財務匯報理事會於2013年針對「英國機構投資人管理守

則」的影響和落實情況進行檢討43，觀察到越來越多的投資者

要求其投資經理採取管理的方針。大公司與其主要股東亦就範

疇更為廣泛的事宜進行更多聯繫，情況令人鼓舞。然而，並非

所有上市公司都是如此，例如投資管理公司的資源有限，加上

被認為欠缺適當技能和經驗，均對有效的管理構成真實及意識

到的障礙。除此之外，英國機構投資人管理守則的簽署方在匯

報方面的素質仍然存在變數。  

  

（四）薪酬制度準則(Remuneration code) 

 

    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導致各界投入檢討金融業薪酬之

問題。英國金融監理總署(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FSA)於

2009年公布薪酬制度準則，將對違反規定之公司採取必要之懲

罰。 

 

（五）董事會績效評估 

 

  英國公司治理守則規範公司至少每年度應就董事會、個別

董事及功能性委員會之表現進行績效評估，並於年報中敘明績

效評估之方式。在2010年版本守則中建議富時350指數公司的

董事會績效評估，應至少每三年一次由外部機構執行。企業應

                                           
42

 《沃克檢討報告》（2009 年）：《就英國銀行與其他金融界實體的企業管治的檢討》

（A review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UK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dustry entities）：

http://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http://www.hm-treasury.gov.uk/d/walker_revie

w_261109.pdf   
43

 財務匯報理事會《2013 年企業管治發展：英國企業管治及管理守則的影響及落實》

（Development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2013: The impac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UK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Stewardship Codes）： 

https://frc.org.uk/Our-Work/Publications/Corporate-Governance/Developments-in-Corpo

rate-Governance-2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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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外部評估機構的身份及他們是否與該公司有無任何關連
44。 

 

二、自律組織運作 

 

    英國國家退休基金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ension 

Funds，簡稱NAPF ) 鼓勵投資人運用他們的能力，藉由股東

會清楚一致的投票意向來影響公司的治理，不要再以先前主張

棄權的方式來表達。2015年NAPF已經發布更新的公司治理政

策與投票綱領，主要依據之前的英國公司治理守則的評論版本
45，以及參照一般股東會的決議發布內容修改而來，目的是協

助投資人及代理投票機構在股東會的議案決議上形成意見。 

 

    NAPF 鼓勵投資人運用他們的能力，藉由股東會清楚一致

的投票意向來影響公司的治理，不要再以先前主張棄權的方式

來表達。然而綱領也陳述，要對管理階層投反對票，唯有在適

當的考量公司依據其特殊環境對未遵循事項的解釋，以及理想

上在與董事會議和之後才能執行46。   

 

    High Pay Centre 是英國知名反對高階經理人高薪趨勢的

組織，在 2015 年發表新的報告，名為“No Routine Riches”，他

們認為現在處理高階經理人薪酬的方法是錯誤的。他們最引人

注目的看法是，企業現行的長期激勵措施(Long Term Incentive 

                                           
44

 胡星陽、吳崇權、葉淑玲、李怡樺、游慧雯 (2014)，「提升臺灣公司治理-落實董

事會績效評估及董事成員多元化」，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45

 守則只針對溢價上市的公司強制適用，但 NAPF 鼓勵投資人以 Quoted Companies 

Alliance Corporate Governance Code for Small and Mid-Size Quoted Companies (QCA 

Code)作為對小型上市公司期許公司治理標準的表徵，並且建議定期、建設性地進行與

股東之議和是這些公司一個關鍵重點。 
46英國：NAPF與ISS新的投票綱領 （資料來源：Tom Marti，Mondaq，“UK: Corporate 

Governance: New Voting Guidelines From NAPF And ISS＂，2015年3月30日，

http://www.mondaq.com/x/384672/Shareholders/Corporate+Governance+New+Voting+Gui

delines+From+NAPF+And+ISS。） 摘自：國際公司治理發展簡訊第70期（2015年5月

15日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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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s ,LTIPs)並未能奏效，應摒棄現行的薪酬給付基礎47。他

們提供的其他建議如下： 

 只給現金，不發股票； 

 運用更廣泛的公司特殊目標範圍，並強調生產力； 

 強化薪酬委員會的多元性； 

 對非公開招聘的職位(unadvertised positions)不提供高

額任職獎金(golden hello)。 

 

    英國養老基金代表表示48，針對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EC）提出之改革方法，其於 2013年3月5日以大

型機構投資者及投資協會名義提出意見，大致支持EC草案，

並提出若干評論如下： 

 

1. 會計師事務所輪調期限為 15 年，搭配強制會計師委

任合約每5~7 年重新招標; 

2. 非審計服務(non‐audit services)不得超過簽證公費

50%; 

3. 贊同會計師查核報告內容應提供更多關鍵有用之資

訊。 

 

此外，英國養老基金支持正式採用由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強化揭露計畫所發布之「審計委員會報告－全球揭露

指引」(Audit Committee Report‐Global Disclosure Guidelines)。 

 

三、公司治理評鑑  

 

英國董事協會(IoD)在 2008 年金融危機、Tesco 帳務問題

的一連串醜聞發生後，擬定一份董事會行為指標 (index of 

                                           
47

 High Pay Centre 對英國高階經理人薪酬發表報告 2015 年 5 月 15 日 

【網址連結】

http://www.natlawreview.com/article/high-pay-centre-no-routine-riches-uk-executive-pay 
48
 出國報告-出席「審計監理機關國際論壇」(IFIAR)2013 年會員大會.pdf 

http://www.natlawreview.com/article/high-pay-centre-no-routine-riches-uk-executive-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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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rdroom behavior)，試圖預測下一個可能造成重大名譽損失

的英國大公司。IoD 與 Cass 商學院及 Z/Yen 顧問公司合作產

出第一版指標，IoD 這個指標，由 Ken Olisa 於近 2 年致力發

展中，Olisa 表示「英國公司治理守則忽略了公司在行為面的

細微差別」。此項 IoD 的指標主要檢視的是對企業內部對公司

自治規範的內容49。 

 

四、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經營  

 

    英國政府自2000年起成立專責單位負責推動企業社會責

任的的實踐，並設立了「企業社會責任學院」(CSR Academy)，

提供企業在強化其社會責任能力上的指導，協助企業於日常營

運中履行社會責任。英國的民間組織，在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上

亦扮演重要的推手，如Forum for the Future、Account Ability、

Business in the Community、Amnesty International、Friends of 

the Earth以及Christian Aid。 

 

    英國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的政府政策中，要求企業在財務

報告中反映企業社會責任（CSR）資訊揭露部分的「經營與財

務評估」（Operating and Financial Review；OFR），此為英國

通過公司法的形式嘗試強制性資訊揭露規範的新型政策。至

「2006年公司法」修訂要求上市公司僅需提交「經營評估報告」 

(Business Review)，內容應包含對公司未來發展、公司業績和

商業地位可能產生的各方面資訊，包括環境保護問題、雇員問

題、社會及社區等問題。英國在「年金法」、「公司法」等，對

於社會責任訊息都有所規範。 

 

    2014 年 IBR （ Grant Thornton’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49

 整理自中華公司治理協會，2015 年 6 月 16 日，「IoD的指標突顯出公司治理不佳的

企業」。內容譯自 

http://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5/jun/16/iod-index-corporate-governance 

http://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5/jun/16/iod-index-corporate-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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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之研究報告統計50，越來越多公司重視持續性的報導，

特別是將整合性報導視為最佳實務。過去12個月中獲得採行比

率第一名之CSR指標為「慈善捐贈」，此項目獲得全球68%之

公司經營者採用，在英國之採行比例則高達80%
51。在「參與

慈善活動」指標方面，全球約有67%之公司實行，在英國有73%;

公司藉由「加強能源節省及資源管理」之方式執行者，全球統

計有65%，在英國有75%。顯見英國政府透過立法、政府機關

以及民間組織三方面著手推行企業社會責任，有著顯著之效

果。 

  

    英國公司法強調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關鍵在於完備董事

義務之內涵，並於董事義務中導入企業社會責任。「2006 公司

法」將「開明股東價值」(enlighten shareholder value)的觀念導

入公司法，並將董事義務於公司法中加以明確化，明訂董事促

進公司成功之義務 (duty to promote the success of the 

company)。「開明股東價值」係指董事必須為股東的利益而促

進公司成功經營，但要達到此目的，不僅要注重股東即時或短

期的回報外，尚須充分考慮更廣泛的商業因素，例如僱員勞

工、供應商和客戶即各種交易相對人或債權人的利益，以及公

司運作對環境的影響。 

 

    全球指數提供者 FTSE Group 宣佈他們要進一步強化環

境、社會與治理(ESG)管理團隊，創造三個全球性新角色52。

FTSE 一直是 ESG 市場發展的前鋒，2001 年發表 FTSE4Good 

Index Series，在 2008 年發表 FTSE Environmental Market 

                                           
50
 CSR 專欄-英國企業社會責任推動的成功之道 

51摘自：國際公司治理發展簡訊第 67 期（2014 年 11 月 15 日出刊）。原文: Pro Bono News 

Australia，“Good CSR Makes Good Business Sense - Report＂， 2014/8/27。【網址連結】

http://www.probonoaustralia.com.au/news/2014/08/good-csr-makes-good-business-sense-re

port#。 

 
52

 FTSE 強化環境、社會與治理管理團隊，2015 年 4 月 15 日。【網址連結】 

http://www.clickgreen.org.uk/green-career/green-appointments/125889--ftse-strengthens-en

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management-team.html 

http://www.probonoaustralia.com.au/news/2014/08/good-csr-makes-good-business-sense-report
http://www.probonoaustralia.com.au/news/2014/08/good-csr-makes-good-business-sense-report
http://www.clickgreen.org.uk/green-career/green-appointments/125889--ftse-strengthens-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management-team.html
http://www.clickgreen.org.uk/green-career/green-appointments/125889--ftse-strengthens-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management-tea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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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另外也在 2011 年發表 ESG Ratings 並於 2014 年更新

方法。在這段期間內，FTSE 發現已有不少機構投資人試圖將

ESG 納入投資標的之考慮因素。 

 

英國 16個退休基金聯合出版一份投資指南，名為A Guide 

to Responsible Investment Reporting in Public Equity，該指南主

要是支持退休基金投入更多的努力，將環境、社會與治理

（ESG）投資等議題納入基金經理人選擇投資標的的考量及監

管程序中53。 

 

    2013 年 4 月英國要求在倫敦交易所 (London Stock 

Exchange)主要市場(Main Market)中交易的上市公司須在年報

中揭露其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的規定(Mandatory)於 2013 年 4 月

正式上路，揭露的項目包括：溫室氣體盤查的邊界、溫室氣體

排放源、Scope1 及 Scope2 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英國這項新的

規定將會促進英國的溫室氣體減量，以及成為英國轉型低碳經

濟的關鍵54。 

 

五、研究調查 

 

    Grant Thornton 於 2014 年第 13 次年度對 FTSE 350 年報

的檢視，檢視了 FTSE 350 公司的 307 家公司年報，檢視時間

是 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6 月。結果顯示英國最大的上市公司

在公司治理上有所進步，但還是有一些瑕疵55。重要調查結果

說明如下: 

 

                                           
53大型英國退休基金推動 ESG，2015 年 1 月 26 日。 

【網址連結】

http://www.funds-europe.com/news/14999-large-uk-pension-funds-in-esg-push 
54

 2013 年 6 月，「ESG 資訊績效揭露全球趨勢報導」，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網址連結】http://www.bcsd.org.tw/sites/default/files/node/story/857.upload.2876.pdf 
55

 Corporate Governance Review 2014 – Plotting a new course to improved governance. 

http://www.grantthornton.co.uk/en/insights/corporate-governance-review-2014-highlights-in

fographic 

http://www.funds-europe.com/news/14999-large-uk-pension-funds-in-esg-push
http://www.bcsd.org.tw/sites/default/files/node/story/857.upload.2876.pdf
http://www.grantthornton.co.uk/globalassets/1.-member-firms/united-kingdom/pdf/publication/2014/corporate-governance-review-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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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TSE 350 公司是完全遵循英國公司治理守則的有 61.2%

（2013 年是 57%）。 

2.究責性與透明度有進步，在年報裡面有揭露個人宣言的狀

況是：薪酬委員會主席是 93%（2013 年是 70%）、審計委

員會主席是 55%（2013 年是 44%），這是守則有建議的；

提名委員會僅 35%的主席有符合究責性要求。 

3.儘管新的策略報告要求更清楚、理解性更高的資訊，但年

報比起前一年還是成長了 11 頁，平均達 154 頁，比起過

去 4 年成長 20%。 

4.對未來的預期，近半數（43%）有真正的洞見、僅 14％有

達到所有公司法的要求。 

5.僅 25%在董事會評估結果發現上，有提供有幫助的資訊。 

6.當本薪與過去相同時，高階經理人平均拿走的薪酬是超過

本薪越來越多，現在是本薪的 319%（2013 年是 184%）。

多數的確是有與績效相連的薪酬—大部分來自於選擇權。 

 

    2015年1月15日，英國財務匯報局 (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 FRC)出版一份對2014年公司治理發展的報告，檢視英

國公司治理守則與機構投資人管理守則（Stewardship Code）

在過去12個月的影響及落實狀況56。 

 

 關於英國公司治理守則部分，報告的關鍵發現如下所示：  

1.整體遵循率： 

    守則遵循狀況仍然很高，超過90％的FTSE 350公司報告

說，他們遵循大多數的條款。然而，FRC表示，有關那些對偏

                                           
56

 國際公司治理發展簡訊第71期（2015年7月15日出刊），2014年英國公司治理與監

管守則落實情形的FRC報告。資料來源：Shearman & Sterling LLP，Mondaq，“UK：

FRC Report 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UK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Stewardship Codes 

2014”，2015年4月28日，

http://www.mondaq.com/x/392850/Corporate+Governance/FRC+Report+on+Implementati

on+of+the+UK+Corporate+Governance+and+Stewardship+Codes+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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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守則的解釋標準，仍然各異。 

2.接班計畫與任命： 

    應該要著重在強化接班計畫的報告以提出有關董事會執

行與非執行職位長期組成更策略性的議題。 

3.多元性： 

    資料顯示，85％的FTSE 100公司有清楚的多元性政策，

相對地，FTSE 101-201的公司比例才56%。FRC表示，這是要

進一步強化的部分。不過好消息是，FTSE 100公司的女性董

事與女性執行董事，分別從18.9%提升到22.8%，以及6%提升

到8.4%。 

4.董事選舉： 

    有相當數量的公司，在通過董事選舉案時並未提交除董事

候選人姓名以外更詳細的資料。FRC建議，在個別董事如何對

整體董事會效能做出貢獻的解釋上，應該要更清楚揭露才行。 

    關於機構投資人管理守則，報告表示，有指標顯示較大型

的公司與其主要股東之間更廣泛的議和正在發生。然而，在其

他的上市公司，FRC對簽署承諾遵循守則的情形持保留態度，

有些公司視簽署為「方格打勾式」的形式，而非一個「追求良

好品質議和的基礎」。 

 

第三節 小結 

 

英國於 1991 年，由於一系列公司倒閉事件促使英國的財

政報告委員會、倫敦證券交易所等機構合作成立了由 Adrian 

Cadbury 爵士擔任主席的委員會，並於 1992 年 12 月發表「公

司治理的財務方面」報告，即「Cadbury 報告」，同時還提出

「公司董事會最佳實務準則」。其後並陸續發布「Greenbury

報告」、「Hampel 報告」與聯合準則（Combined Code）。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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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份報告為英國公司治理發展上之重要報告。 

 

聯合準則後更名為英國公司治理守則，隨著國際公司治理

發展趨勢變化下，近年英國約每兩年修正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的

內容，期望守則能符合市場與國際發展趨勢。此外，英國政府

亦大幅修訂公司法-「2006 年公司法」，此為英國大規模的改

革，除了簡化部份遵循規範外，亦將董事會職責明確訂於公司

法中，並藉此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導入公司法。另一方面，為

了推動並鼓勵機構投資人積極參與管理公司治理，英國於

2010 年設計出「機構投資人管理守則」，列出七項原則提供機

構投資人參與企業治理的參考。 

 

英國之公司治理架構與美國相當類似，亦屬於採取單軌制

之國家，並於董事會內設置不同之專業委員會。惟其與美國公

司治理架構最大的不同點之一，在於英國積極強調董事長與執

行長應由不同人士擔任，依據 2000 年英國富時 FTSE 100 指

數之公司，其董事長與執行長分由二人擔任之比率高達 90%，

相對於美國之 19%（以美國 S&P 500 公司）高出甚多。對於

國內家族色彩較濃之情況，此點尤其值得我國在推動公司治理

相關制度時之重要參考。 

 

    整體而言，英國透過立法的方式，將董事之義務明確納

入公司法，並於董事義務中導入企業社會責任之內涵，並透

過揭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之情況，促使社會大眾瞭解企業執

行之情形，藉由市場機制推動企業落實社會責任，以達成企

業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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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巴西公司治理發展 
 

第一節  制度規章 

 

一、法制規範 

 

巴西是一個聯邦共和國，巴西法律體系屬大陸法系。巴

西企業之組成依法有許多型態，最為普遍的是有限責

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兩種形式。巴西與公司治理相關之法規

主要包括：公司法(Corporation Act)
57、巴西交易所上市規則、

巴西企業腐敗防治法 (Brazil’s Clean Company Act 2014)、

CVM 公司治理指導原則(CVM Recommendations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2002)、公司治理最佳實踐規範  (Code of Best 

Practic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1999)等。 

 

二、董事會之結構與職能 

     
    巴西是採取單軌制與雙軌制並行之國家，其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之設計，包括股東會、董事會(行政理事會)、審計委員會

及經理層。公司可依營運需求，增設監事會、專門委員會等，

此架構為大多數規模較大，且治理規範較完善的股份有限公司

的治理模式。 

 

    股東會是最高權力機構，董事會為最高決策機構。監事會

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非必設機構，監事會可以是永久機構或

根據股東要求在某一年設立臨時機構。股份有限公司可以設立

行政理事會，並將公司交付行政理事會及董事會管理，或僅僅

是董事會。在行政理事會及董事會並存之公司架構下，其行政

理事會係擔任審議機構之權限，公司決策則由董事會完成。開

放型股份公司必須設立行政理事會，封閉型公司不強制設置。 

                                           
57自 1997 年開始公司法修訂後，開始強化私有化過程;2001 年重新修訂公司法，強化

少數股東權益。 



 56 

 

   巴西公司法規定，行政理事會成員由董事會選舉的董事產

生，並根據公司章程決定該理事會的人數；但其中至少有一人

為董事長。行政理事會成員任期不超過3年，連選可連任。董

事會的成員中可有1/3的行政理事會人員。經理層選任之人

員，需為自然人股東。經理層人員主要是執行和實施公司股東

會和董事會（行政理事會）的決策事項，接受監督檢查。監事

會可以是永久機構或是根據股東要求在某一財務會計年度設

立的臨時機構，由股東大會選舉出3-5人組成監事會。 

 

    巴西要求企業設置獨立於董事會與外部審計機構之外的

審計委員會，人數為3-5人。審計委員會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

其中應有一名持股10%以上的股東代表。代表股東利益是審計

委員會的職責所在，其主要職能是監督管理層工作，維護股東

權益不受侵害。 

 

    近年巴西公司治理的積極改革下，要求企業於董事會結構

設置獨立董事，並鼓勵推動董事長及總經理不為同一人之政

策。巴西公司治理實務開始加強設置董事會相關委員會，並要

求公司準備完整的公司治理相關文件。 
 

    目前巴西亦推動並鼓勵董事會績效評估，少數公司已開始

落實董事會及高階經理人績效評估。 

 

三、維護股東權益 

 

    巴西家族企業佔多數，所有權集中度高，約持有 16.5%的

股份即可控制一個大型公司。目前巴西大多數上市公司 50%

以上的表決權由個人、集團或其他公司擁有。 

 

    巴西公司法規定，巴西股份有限公司可以發行具有投票權

的普通股和不具有投票權的特別股，其中發行特別股的最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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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可以達到 2/3 
58。特別股的分紅至少是普通股的 1.1 倍，特

別股股東可以領取更高比例的分紅，是投資者願意持有特別股

的原因之一。 

巴西公司法規定，如果公司連續 3 年不分紅，特別股股東

可擁有普通股股東的所有權利，直到分紅為止。為了吸引特別

股持有者，有些公司規定的分紅比例更高。除此之外，特別股

股東還擁有退股權，即對那些涉及公司收購兼併和經營業務範

圍的轉換、退市私有化等重大事項持有異議者，特別股股東有

權利將股票以帳面淨值賣给公司，公司也有義務買回。  

依據巴西公司法第 141 條的規定，15%以上普通股股東可

以在股東大會上選任或解任董事會的一名成員。同樣地，上市

公司特別股股東若擁有公司股權的 10%以上，則有權選任或

解任董事會的一名成員。在上述兩種情况下，股東至少需要擁

有公司的 15%或 10%以上的股份，而且在股東大會召開前達

到三個月以上，才能行使上述對公司董事的選任或解任權。此

外，巴西公司法第 141 條亦規定，如果上市公司的普通股股東

或特別股股東持有的比率不能達到能夠選任或解任董事的上

述份額，則這兩種股東可以聯合起來選舉一名董事，但前提是

他們的持股總額至少占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額的 10%

以上。  

2014年 10月巴西證管會(Comissão de Valores Mobiliários, 

簡稱 CVM，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of Brazil)

提出增加每年股東參與股東會的修正草案，簡化股東提案程序

(Shareholder proposal process)和提升巴西市場的公司治理結

構。 

 

                                           
58
 也就是說一個股東只要擁有公司 16.5%的有表決權股份就能夠完全控制公司，而現

實案例是某家族只用不到 10%的股份就控制了一個大型公司，這大大强化了控制股東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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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訊揭露及透明度 

 

    巴西近年公司治理的大幅度的改革政策，亦加強公司資訊

透明度，推動資訊揭露相關項目說明如下: 

1.要求企業加強網站投資者關係專區之資訊: 

2.加強揭露關係人交易資訊，要求企業事前定義相關事項; 

3.加強考量企業風險管理的過程及規範; 

4.規範企業提升薪酬訂定資訊的揭露。 

 

五、利害關係人利益之維護 

 

    為了吸引各國投資者投資，巴西除了積極努力改善企業的

公司治理品質外，並要求企業加強網站資訊，設立投資者關係

專區，提供最即時的企業資訊予投資人參考。 

 

第二節  實務運作情形 

 

一、實務守則與監理制度 

 

    巴西近年積極強化並落實提升企業公司治理，在公司法改

革下，提高全國公司治理水準。證管會於 2002 年發布了 CVM

公司治理指導原則 (CVM Recommendations on Corporate 

Governance，簡稱 CVM Recommendations)，其中規定了一系

列公司治理相關規範59。  

 

    根據巴西公司法的改革精神，CVM 指導原則特別關注沒

有投票權股東(即特別股的股東)的保護議題。CVM 指導原則

規定，所有股東不分持股類別，應有權對公司重大決定進行投

票，例如: (1) 評估新資產是否應核准納入公司的資本中; (2)

                                           
59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of Brazil 

http://www.cvm.gov.br/subportal_ingles/index.html 

http://www.cvm.gov.br/index.html
http://www.cvm.gov.br/subportal_ingles/index.html


 59 

公司目標改變; (3) 強制分紅限制; (4)併購交易; (5) 關係人交

易。     

    此外，聖保羅證券交易所(BM&F Bovespa)
60亦為巴西最具

影響力的公司治理機構之一。為了吸引當地及外國投資人，巴

西積極改善公司治理，聖保羅交易所於 2000 年建立了”新市

場”公司的概念，根據公司治理完善程度將上市公司進行分

類，於原有之主板外，另行創設公司治理板: Novo Mercado

板、第一級別（Level 1）及第二級別（Level 2）等三類。有

關 Novo Mercado 板等之有價證券交易方式，與其他有價證券

類別，並無明顯不同，惟該版的上市公司採用較高標準之法規

遵循強度。亦即，除應適用巴西當地一般證券管理相關法令

外，尚須自願適用並遵循較為嚴苛之公司治理規範，例如趨近

國際標準之資訊揭露與透明度，以及更嚴謹之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等，建立巴西公司追求良好公司治理水準的趨勢。 

 
二、自律組織運作 

 

    巴西公司治理協會 (Brazilia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stitute，IBGC)成立於 1995 年，是巴西第一個專為公司治理

而創立的非營利組織，為巴西主要發展最佳公司治理實務的自

律組織，對於巴西公司治理實踐扮演重要的角色。 

 

    IBGC於1999年頒布了《公司治理最佳實踐規範》(Code of 

Best Practic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又稱為IBGC Code)，至

2010年已發布第四版的內容。第四版的IBGC Code中修改並解

決具體的問題，如保護小股東的方法、增加透明度、擴大參加

股東會投票的範圍61。此外，亦規範”毒藥丸”保護機制條款，

以防止惡意收購。 

                                           
60

http://www.bmfbovespa.com.br/en-us/home.aspx?idioma=en-us 
61

 利用不同工具及方法提升股東參加股東會的管道，例如網路直播 (webcasting)、線

上的廣播 (online broadcasting)、電子投票 (electronic voting)、代理投票(proxy voting)

等等(詳見IBGC Code §1.4.6, §1.4.6.1 and §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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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1 年 國 際 證 券 管 理 機 構 組 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IOSCO) 的會議報告

中62，巴西證管會（CVM）主委暨 IOSCO執行委員會主席-Maria 

Helena Santana 強調巴西公司治理的演變，最重要的推手不是

監管機關，而是自律組織及市場的驅使。 

 

    大部分巴西公司的資本比較集中，主要由家族控制和管

理，IBGC建議設置家族委員會(Consel-hos de Familia)，以確

保家族的利益能獨立於相關管理會議之處單獨討論，且控制家

族的利益不能與公司的利益相衝突。 

 

三、公司治理評鑑 

 

    聖保羅證券交易所依據創設Novo Mercado板等上市公

司，其內涵公司治理要求編制「公司治理指數」(Corporate 

Governance Index)，該指數(BR-ICGX)之市場表現，較諸該交

易所之主板更為優異。 

 

    聖保羅證券交易所鼓勵許多企業由灰色經濟轉型為正式

經濟，鼓勵企業著手改善企業脆弱體質，並且於原有之主板之

外另行創設 Novo Mercado 板；在 Novo Mercado 板掛牌的公

司必須發行唯一投票股（only voting shares），提供 100%跟隨

權63（100 percent tag-along rights）保障小股東的權力，以及維

持至少 25%股票自由流通，此外在 Novo Mercado 板掛牌的公

司適用較高標準之法規遵循強度，亦即，除應適用巴西當地一

般證券管理相關法令外，尚須自願適用並遵循較為嚴苛之公司

治理規範，例如趨近國際標準之資訊揭露與透明度，以及更嚴

謹之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等。 

                                           
62出席「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IOSCO）2011 年新興市場委員會」報告 
63

 跟隨權係指若多數股東出售其股權，則少數股東有權出售其持有公司的少數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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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經營 

 

    聖保羅證券交易所近年非常積極的推動並鼓勵企業 ESG

的揭露，被世界交易所聯盟(WFE)稱讚為「提倡自願揭露 ESG

的優良典範」。聖保羅證券交易所自 2011 年開始規劃，於 2014

年開始，倡導並鼓勵上市企業採用「報告或解釋的方式揭露永

續性或整合性報告」(Report or Explain for Sustainability or 

Integrated Reports)，改革過程與國際趨勢之整合性的財務和非

財務的公司年報資訊一致，強調支持國際整合性報導委員會

（The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簡稱 IIRC）
64。此外，自 2011 年起，聖保羅證券交易所每年出版企業永

續或整合性報告書的建議供企業參考，至 2015 年已發表最新

的成果-「第四年度報告更新」。於 2015 年最新發表的成果統

計顯示，有 71.65% (共 311 家)的上市公司響應了巴西交易所

的此項推動，其中 160 家有出版報告書，151 家解釋了未出版

的原因。報告中亦提到，有 81 家企業亦開始準備用 GRI 的

G4 標準撰寫報告書，有 9 間企業發佈整合性報告65。 

 

     

 

五、研究調查 

 

    由聯合國所發起的責任投資原則 66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是全球最大的永續投資倡議活

動。2010 年三月，PRI 公布這幾個市場的 CSR 揭露調查報告。

報告指出，巴西的表現，是新興市場中最好的。CSR 報告揭

                                           
64

 巴西證券交易所官網

http://www.bmfbovespa.com.br/en-us/News/2014/Report-or-Explain-now-encourages-integ

rated-reporting-among-listed-companies-2014-04-11.aspx?tipoNoticia=1&idioma=en-us 
65

 2015/08/14，各國交易所致力於提升企業組織透明度。                               

  瀏覽網址: http://www.csronereporting.com/topic_1493 
66

 http://www.unpri.org/ 

http://www.csronereporting.com/topic_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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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最完善的公司之前十家中，巴西佔了三家67。 

 
第三節  小結 

 

    總體上講，巴西公司治理狀況較為薄弱，但是在南美國家

中已算是遙遙領先者。以往巴西市場主要以家族式管理的方

式，企業透明度較差，公司治理不被看好。隨著巴西證券交易

所努力提升企業公司治理積極吸收英美的先進治理經驗，鼓勵

企業著手改善脆弱體質，巴西企業公司治理的落實已有明顯的

進步。2000 年，聖保羅證券交易所根據公司治理完善程度將

上市公司進行分類，創建了“新市場”公司的概念，追求良好公

司治理水準已成為巴西企業顯著的發展趨勢，此外，巴西近年

亦致力於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及永續經營的資訊揭露，表現成果

相當優異。 

 

 

 

 

 

 

 

 

 

 

 

 

 

 

 

 

 

 

                                           
67

 2010-07-28 天下雜誌 452 期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48113 

http://www.cw.com.tw/magazine/magazine.action?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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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日本公司治理發展 
 
第一節 制度規章 

 

一、法制規範 

 

日本企業的公司治理，主要是由商法（類似我國公司法）、

商法特例法、民間自律機構的實務守則等所規範。商法提供公

司治理的基本架構，該法為加強公司治理，於 2001/2002 年大

幅翻修。商法特例法主要加強大公司的監督機制，如要求大公

司應設置外部監察人的規定。由於原公司法內容分散，2005

年 6 月 29 日通過商法修正(以下簡稱新公司法) ，並於 2014

年再次修正(詳下述)。 

 

二、董事會之結構與職權 

 

（一）董事會結構 

 

日本於 2002 年修訂商法特例法，引進英美法制於董事
會下設置委員會之制度，轉型成為可選擇單軌制之治理模
式，規定大型公司（資本 5 億日圓以上或資產負債表上負債
總額 200 億日圓以上）得選擇設置專門委員會，而設置委員
會之公司，其董事會下應設置提名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及薪
酬委員會等三個委員會，每個委員會由三位董事以上組成且
其中獨立董事應占多數，此時該公司即不另設監察人68。 

 

就法律上言，公司的董事係由股東會選舉產生，因此就公

司的經營管理，必須依法及依股東會的決議，忠誠地為公司工

作。董事會依法至少三人，且其中至少一人為代表董事。董事

係由股東會所選任，法人不得擔任董事。 

 

                                           
68

 2006 年證券期貨月刊_談證券交易法引進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等制度之緣起及重

點.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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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公司董事多是公司內部中級經理人員升任，這樣的

董事會結構有其優缺點。優點為對公司員工而言，有可能被拔

擢為董事，是對公司產生忠誠與努力工作的重要誘因。其次，

董事會是由對公司十分瞭解公司運作的董事組成，可以選擇最

適當的政策，而使公司得以穩健的成長。但其缺點為從公司內

部的升遷制度會在董事間產生資歷深淺的問題，造就一個階級

制的董事會，可能會影響董事會監督董事運作的功能。為獎勵

長期服務的經理人員，董事的人數有與日俱增的趨勢，上市公

司董事的平均人數往往高達是二十人以上，甚至更多。因為這

麼龐大的董事會，加上其階級制的結構，在大型的日本公司

中，重要的經營管理決策通常是由總經理及少數的資深董事組

成一個委員會決定，而該等決策幾乎自動地會被全體董事所認

可。 

 

為回應大眾改善日本企業內部架構的要求，商法有要求增

加外部獨立董事席次。 

 

1.獨立董事 

 

    2014 年 6 月日本國會通過公司法的修改，要求所有上

市公司必須選任一名獨立董事，東京交易所也修改上市規

則，強烈鼓勵公司聘任獨立董事，對其第一、第二部也要

求任命 2 席以上獨立董事。公司若是無法遵循，就有義務

向東京證交所要揭露其原因，而東京證交所也計畫要揭露

不提供有效解釋的公司名單。 

    日本金融廳與東京證交所自 2015 年 6 月 1 日開始，採

行新的公司治理守則，要求上市公司至少要提名 2 席以上

的獨立董事。如果公司沒有任命獨立董事，需要解釋說明69。 

 

2.委員會的設置 

                                           
69
需要資格充分的外部董事， 2015 年 5 月 14 日，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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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功能性委員會，日本以前只有監察人制度，為了迎合

國際潮流下，自 2003 年 4 月 1 日起得選擇採取單軌董事會制

或雙軌董事會制，但選擇單軌董事會制者，應於董事會設置下

列三個委員會，每個委員會由三位以上董事所組成，且其中獨

立董事應佔多數: 

 提名委員會:決定股東會中有關董事任免的提案 

 審計委員會:稽核公司董事及執行主管的管理 

 薪酬委員會:決定公司董事及執行主管的酬勞 

 

（二）董事會職權 

 

日本董事會的功能主要著重在策略與經營管理決策的制

訂，董事會要制訂重要的經營管理決策，俾供董事依職權行

使，並且監督董事的執行情形。因此，大型日本公司董事會的

角色不僅在監督董事的運作，而且也主導公司的經營管理。 

 

三、維護股東權益 

 

日本的資本市場約 1/10 是持有在其他上市公司手上的，

也就是俗稱的交叉股權，這是日本過去數十年來支撐企業關係

的基礎，也是日本公司股權穩定的來源。然而，在此機制下投

資人無法參與公司決策或績效，因此日本 2015 年推出公司治

理守則，守則內容讓公司更關注其獲利，並且讓投資人可以參

與。 

 

日本的治理守則是依據歐洲原則基礎的模式來推行，讓公

司可以選擇遵循、或在未遵循時提出原因解釋。內容包括任命

2 席獨立董事及調整交叉持股。讓董事會有更多外部人，在公

司追求更高獲利下更有紀律。而降低關係人持股，則是可以讓

資本有更佳運用70。 

                                           
70日本企業及資本市場的轉型是現在進行式_中華公司治理協會，2015 年 6 月 5 日。 

【網址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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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機構投資人有更積極行使其法律權利，以增加股票

獲利的最近趨勢。例如 CalPERS 在日本公司投資超過 40 億日

圓，在 1998 年 3 月就曾提出具體的措施，積極地執行其股東

權，俾以投資者的觀點使得公司治理更有效益。又如壽險公司

及退休基金等機構投資人，也曾以投資者身份就其利益提出主

張。 

 

此外，2014 年日本發佈並透過的日本盡責管理守則

(Japan’s Stewardship Code)讓公司更進一步的努力透過與機構

股東積極的對話以提升公司治理。 

 

四、資訊揭露及透明度 

 

日本上市公司的資訊揭露程度向來較為不足，縱然近年

已有公司治理最佳實務守則的提出，對促進資訊揭露的程度

幫助有限。 

 

有鑑於缺乏足夠透明化的公司，會被信用評等機構降低評

等等級，而導致股價下跌，借款利率的昇高，因此，日本公司

已更重視資訊公開揭露事項。1992年開始，日本東京證券交易

所主辦上市公司表揚制度(上場會社表彰制度)，每年針對在東

證上市的公司，選出資訊揭露最佳的公司加以表揚。 

 

此外，許多公司已致力加強與投資人的關係，其中部分有

外國人大量持股的公司，已在海外辦理投資人會議。 

 

五、利害關係人權益之維護 

 

日本的利害關係人代表為主要銀行及員工，以下茲就其在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5/06/05/business/corporate-business/man-behind-ja

pans-corporate-governance-blueprint-feeling-pleased/#.VXTtl8c63_s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5/06/05/business/corporate-business/man-behind-japans-corporate-governance-blueprint-feeling-pleased/#.VXTtl8c63_s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5/06/05/business/corporate-business/man-behind-japans-corporate-governance-blueprint-feeling-pleased/#.VXTtl8c63_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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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的角色分述如下： 

 

（一）主要銀行 

 

在日本公司就其營運需要外部的資金時，會要求向銀行融

資，銀行身為公司債權人，與公司有相當密切的業務關係，在

許多案例裡，由於交叉持股的結果，主要銀行經常是一個公司

的大股東之一，而且，在多數情況下，主要銀行亦為公司各項

財務服務的主要提供者，除了信用貸款外，也包括債券的付

款、交割作業及承銷與經營管理。銀行有時也提供經營管理資

源，如給予財務及投資的建議，甚至薦送經理人員成為公司董

事或監察人。因此在日本，銀行會詳實地監督公司的運作，提

供外部的控管，當公司發生財務危機時，銀行甚至會介入公司

的經營管理代替併購市場，這種所謂主要銀行的制度是日本公

司治理制度重要特色之一。 

 

銀行作為公司最大的債權人，同時也是大股東，對公司的

財務與經營管理狀況可以定期取得相當多的資訊，而使得銀行

可以對其經營管理有事前 (ex-ante)，事中 (interim) 及事後

(ex-post)三種監督方式： 

 

 事前監督(ex-ante)主要是有關公司的投資決定。主要銀

行可用查核貸款程序來監督，因為重大的投資一定要外

部的融資。 

 事中監督(interim)是有關公司業務執行與計畫實施的績

效。主要銀行有最好的立場可以清楚地監看這些績效，

如監督公司交割帳戶每日現金流向。 

 事後監督(ex-post)是有關評估公司的財務執行績效，以

及當公司經營困難時，斷然地介入經營管理，俾採取必

要而正確措施。 

 

由於擁有公司相當多的資訊，銀行有很好的立場可以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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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是否要拯救或解散，以及如何重整公司。此外，作為一個

重要的債權人及股東，主要銀行不但可以在經營管理上有決定

性的影響，而且可以妥適地調解各股東的主張，有時候則需接

受不成比例的鉅大負擔以拯救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相當仰賴主要銀行監督角色的治理機制是

有所限制的。首先，監督作業不可避免的會有主要銀行的利益

偏見，因為主要銀行是其客戶公司最大的債權人，因此當公司

發生財務困難時，以主要銀行為首的治理機制即可能偏重於保

障貸款債權人的利益，而不是增加股東的獲利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權益之保障。 

 

其次，此一機制有造成銀行及公司缺乏適當風險評估之傾

向。銀行間對貸款額度之競爭，加上法規對收益的保障，會使

銀行因為主要銀行對公司的控管而從中獲利，致未經足夠的風

險評估即增加貸款；其結果，銀行會進一步提供客戶公司更多

的信用，以保障成為一個主要銀行的利益。由前述可知，公司

的槓桿作用愈大，則公司的資金成本變得愈低。銀行間貸款額

度的競爭會使其貸款利率降至很低的水平，而致使公司去投資

低收益的計畫。從股東的觀點來看，缺乏有效的監督，可能會

導致公司的獲利不佳以及較低的股票收益。 

 

最後，主要銀行的監督角色必需獲得實質上的支持，一

方面因為銀行因此一監督角色可獲致可觀的收益，另一方面

也因為銀行有能力執行實質的監督，故當銀行在客戶公司經

營困難時，會產生不成比例的重擔。 

 

（二）員工 

 

日本公司的員工在實際的公司治理運作上扮演一個十分

重要的角色。日本公司的董事經常是由公司的中級管理階層

遴選出來，選舉雖然是由高級管理階層辦理，但應被員工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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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接受。員工也自其觀點監督董事的運作，雖然他們無法律

上的權力可以對不稱職的員工董事使之去職，但他們的看法

會影響董事會其他成員對該董事採取行動。員工在治理制度

內所發揮最明顯的功能是在他們中提出候選人，俾能被遴選

為董事，並監督在職的董事。在此一制度下，管理階層必須

特別留意維護一個與員工合作的關係。 

 

第二節 實務運作情形 

 

一、實務守則與監理制度 

 

（一）公司治理守則 

 

配合政府的成長策略計劃(Japan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evised 2014))，其中公司治理守則是提升經濟成長策略的的

一部份，日本官方開始推動並制定官方公司治理守則，主要依

據國際 OECD 公司治理原則修訂，由負責公司治理守則的專

家委員(共 12 名)自 2014 年 8 月開始討論草案，並由日本金融

廳(Financial Service Agency，FSA)及東京證券交易所(TSE)協

助會議相關事宜。在 2014 年 12 月，日本金融廳(FSA)提出新

的公司治理守則草案供公眾評論。守則已在 2015 年 6 月實施，

主要內容包括股東權利、資本政策、交叉持股、反併購、吹哨

人、揭露、董事會多元性與結構。並考量股東、顧客、員工、

社區(local communities)的需求與展望而兼具企業社會責任的

面向。投資人在日本經常被視為弱勢族群，而日本政府希望，

透過這些倡議可以協助強化日本形象，吸引更多國外投資71。 

 

日本 2015 年第一版公司治理守則實施下，並將同時連帶

修訂 TSE 的上市規範。依據此修正規範，資訊揭露考量獨立

                                           
71
瞭解日本新的公司治理守則，2015 年 4 月 17 日。【網址連結】 

http://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investing/041615/understanding-japans-new-corp
orate-governance-code.asp 

http://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investing/041615/understanding-japans-new-corporate-governance-code.asp
http://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investing/041615/understanding-japans-new-corporate-governance-cod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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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獨立性將修正獨立董事的任命。 

 

該守則主要採用「遵循或解釋方法」(Comply or Explain 

Approach)，若公司有部分守則不遵循的，必須要提出解釋。

該守則目前並不適用於外國企業，上市公司需將解釋的理由寫

在公司治理報告中。上市公司需要在股東會後提供。公司治理

守則主要有 5 個通則性原則: 

 確保股東權益及平等對待股東 

 適當對待利害關係人 

 確保適當的資訊揭露與透明度 

 董事會的責任 

 與股東對話 

 

  （二）「日本盡責管理守則」（Japan’s Stewardship Code） 

 

    日本近年積極建立投資人與公司溝通的機會，於 2014 年

由金融廳(Financial Service Agency，FSA)發佈”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為「日本盡責管理守則」 

(Japan’s Stewardship Code)，該守則不具法律約束力，採取不

遵守就解釋的基礎。其主要對象是針對投資於日本上市公司的

機構投資者(包括投資經理及資產擁有人)，以及機構投資人所

委託的受委託代表顧問。主要希望機構投資人執行他們的管理

責任，例如透過與中、長期成長的公司溝通對話來提升公司的

營運表現。至 2014 年 5 月已有 127 個國內、外機構投資人簽

署，其中最著名的為日本退休金投資基金 (管理規模 US$1.25

兆)。 

 

二、自律組織運作 

 

日本的公司治理準則，民間機構除有提出公司治理守則

外，另有針對加強監察人功能提出規範建議，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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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公司治理論壇--公司治理準則（1998/2001） 

 

1994 年日本公司治理論壇（Corporate Governance Forum 

of Japan）成立，並於 1998 年正式提出對日本企業環境所建議

之公司治理準則（Corporate Governance Principles）。建議中並

要求各證券交易所將這些準則納入上市審查準則中。準則共計

十六項，分為需立即修法及無須修法等二階段達成目標。 

 

上述準則發布後，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在日本引起重視，並

得到更廣泛的認同。加上日本商法的大幅翻新所帶來的發展新

趨勢，以及法人的積極參與公司治理。這些改變促使日本公司

治理論壇有必要進一步更新之前發布的準則，俾利在日本公司

治理領域中提出更前瞻性的觀點。經過二年來的努力，2001

年 10 月修訂後公司治理準則（Revised Corporate Governance 

Principles）正式提出。 

 

修訂後新的公司治理準則分為六章，共計提出十四項守

則，主要內容包括下列各項： 

 

 董事會的使命及角色（董事會之定位、功能及權限、組

成、外部董事及其獨立性、主要董事的角色） 

 董事會下設置之各委員會的使命及角色（委員會的設立

及組成、每個委員會的角色） 

 執行長的主要職責（執行長的角色、執行管理委員會） 

 重視股東的代位訴訟（訴訟委員會） 

 確保經營管理的公平及透明（內部控制、揭露） 

 向股東報告及與投資人溝通（股東會、投資人關係） 

 

（二）監察人協會（1974） 

 

日本為強化監察人之獨立性及增加強監察人職權，於

1974 年大幅修訂商法並制訂商法特例法。為健全並提升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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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制度的發展，日本監察人協會（Japan Corporate Auditors 

Association）於同年正式成立。該協會的任務主要包括下列各

項： 

 提供初次擔任公司監察人必要知識、監察準則及相關資

訊 

 研議對與監察職務相關的議題，並提供準則建議 

 調查日本企業實際公司治理情形 

 對大眾表達協會有關對監察人制度改進的意見及提案 

 出版與監察人相關刊物 

 

1.公司監察人最佳實務--監察人監察基準 

 

該協會於 1975 年制訂「公司監察人最佳實務--監察人監

察基準 （Best Practice of Corporate Auditor- Corporate Auditor 

Standard）」，共計 31 條，涵蓋內容如下： 

 總則：包括目的、監察人基本職務 

 一般基準：包括監察人的心態、對董事提出建議及勸

告、監察人會、常駐監察人的選任 

 實施基準 

 監察的關連：包括與會計監察人的聯繫、會計監察人

的任免、與內部稽核的聯繫、與子公司監察人的聯繫 

 監察的方法：包括監察計畫及業務的分配、出席董事

會及重要會議、財產的調查、關係交易的調查、子公

司的調查、有關對內部控制的意見 

 監察報告：監察報告書的提出、股東會的報告、股東

會的說明義務 

 

2.公司監察人最佳實務--監察人會規則 

 

1993 年該協會為提供監察人會於法令規定外執行業務之

準則，另又頒佈「公司監察人最佳實務--監察人會規則（Best 

Practice of Corporate Auditor—Proposed rules for Board of 



 73 

Corporate Auditor」，該項規則共 18 條，內容涵蓋規則宗旨、

監察人會的設立目的及組成建議、監察人會召集程序、決議方

式、對監察方針的決議、監察報告書、對會計監察人任免的決

議、常駐監察人的選任及酬勞、議事錄。此外，該份規則並於

附則部分詳列全體監察人會的權限（共十七項）及個別監察人

的權責（共六項）。 

 

三、公司治理評鑑 

 

    2014 年 1 月，Japan Exchange Group(由東京證交所經營)，

與 Nikkei Inc.(日本最大財經報)合作，發表日經 400 指數

（JPX-Nikkei Index 400）72，要求成分股需符合特定公司治理

水平。選入指數的公司，除了考量公司的市值以外(這是一般

指數最重要的指標)，也會檢視過去 3 年的平均 ROE、營運收

益、是否具有獨立的外部董事、是否採行 IFRS，以及是否揭

露營收的英文版資訊。它的目標是對投資人提供可達到這些要

求的公司名單，藉以鼓勵尚未達成的公司能改進。 

 

    在日本，不僅許多大型資產公司在日經 400 指數（JPX 

400）發表後，紛紛登上列車，發行與其連結的基金商品，連

政府主導的退休基金(Government Pension Investment Fund 

(GPIF))也都參與了，這個基金所管理的資產達 1.3 兆美元，具

有巨大的市場影響力，他們表示將以 JPX 400，作為要求外包

國內資產經理人的指標之一。 

 

    日經 400 指數發表才 1 年多（2014 年 1 月發表），現已有

顯著成功的跡象了，當時日本公司治理守則尚未實施（2015

年 6 月才實施）。比如，有一些公司買回股票，並且宣佈要提

高股利及配息比率。此外，越來越多公司已經開始將提高 ROE

                                           
72瞭解日本新的公司治理守則，2015 年 4 月 17 日。【網址連結】 

http://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investing/041615/understanding-japans-new-corpora

te-governance-code.asp 

http://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investing/041615/understanding-japans-new-corporate-governance-code.asp
http://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investing/041615/understanding-japans-new-corporate-governance-cod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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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目標，比如 Hitachi (6501) 及 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 

(7011)要提高到 10％以上為目標。 

 

四、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經營  

 

    日本交易所對於永續揭露採行「遵循或解釋」的方法。過

去幾年日本推動許多有關永續性之商業行為，包括 2004 年要

求發佈 Environment Report 以及 2012 年引進 Carbon Tax。日

本政府只專注在環境面但缺乏建立企業社會責任的指引，但目

前仍有許多日本公司有發佈高品質的永續性報告書。 

 

五、研究調查 

 

    日本這幾年其實外部董事人數有增加，相較於 2009 年 46

％的公司至少有 1 席獨立董事，2014 年已經成長到 74％。在

美國，獨立董事占董事會席次的多數已經很普遍，但是在日本

多數公司仍不常見。僅 34％的上市第一部公司有 2 席以上董

事73。 

 

    越來越多公司也要開始提名獨立董事進董事會。由 Nikkei 

Shimbun 在 2014 年 3 月進行的調查74，日本 203 家上市公司

到 2014 年 12 月會計年度結束時，僅 55％已導入一席獨立董

事。但是，另外有 37 家公司預計隔年即 2015 年導入獨立董事，

以使得獨董的設置率將達到 73％。 

 

第三節 小結 

 

                                           
73
需要資格充分的外部董事_中華公司治理協會，2015 年 5 月 14 日。【網址連結】 

http://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5/05/14/editorials/qualified-outside-directors-nee
ded/#.VVVQesc63_s 
74
瞭解日本新的公司治理守則，2015 年 4 月 17 日。【網址連結】 

http://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investing/041615/understanding-japans-new-corpor
ate-governance-code.asp 

http://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5/05/14/editorials/qualified-outside-directors-needed/#.VVVQesc63_s
http://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5/05/14/editorials/qualified-outside-directors-needed/#.VVVQesc63_s
http://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investing/041615/understanding-japans-new-corporate-governance-code.asp
http://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investing/041615/understanding-japans-new-corporate-governance-cod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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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公司機關制度之設計，與我國頗為類似，均係採經營

與監督機關分離之雙軌制設計，且二機關之地位並列。近年因

安倍政府的積極改革下，日本金融廳在 2014 年實施日本盡責

管理守則，東京證交所也在 2015 年 6 月實施公司治理守則，

以創造對股東更平等的環境、強化透明度與揭露、具體規範公

司董事會責任及要求提名獨立董事。日本在很短的時間內，將

公司治理朝向符合國際發展趨勢，顯現出日本政府改革之決

心，其改革之方式可做為我國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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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香港公司治理發展 

 
第一節 制度規章 

 

    現行的香港證券市場主要包括了香港聯合交易所(聯交

所)、香港期貨交易所(簡稱期交所)，而結算公司則有香港中央

結算有限公司(簡稱香港結算公司)、聯交所期權結算所有限公

司(簡稱期權結算公司)及香港期貨交易結算有限公司(簡稱期

貨結算公司)等三家結算，皆歸併在單一之控股公司—香港交

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簡稱香港交易所)之下。而證券市場的主管機關則為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簡稱香港證監會），為香港證券市場的最高監理

機關。 

 

一、法制規範 

 

    香港公司治理法制規範主要結合公司條例、證券及期貨

條例、交易所的上市準則與最佳應用守則（Code of Best 

Practice）」，以及民間機構所發布的如審核委員會有效運作指

引。其他相關的法律尚包括證券條例、保障投資者條例、證

券(內幕交易)條例、證券(揭露權益)條例，以及 2002年 3月通

過的「證券及期貨條例」中對公司治理的相關規範。 

 

    公司條例為企業公司治理架構基礎的主要規範。2006 年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在香港立法會的支持下，全面改寫《公司條

例》，2012 年 7 月 12 日由立法會通過《公司條例草案》，並

於 2014 年 3 月 3 日新《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 622 章）

及 12 條附屬法例生效75。目的是為了加強企業公司治理、確

保法制規範更為妥善、方便企業經營及使公司法例現代化。 

                                           
75本版《公司條例》載有 921 條條文及 11 個附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A1%E7%B6%93%E4%BA%8B%E5%8B%99%E5%8F%8A%E5%BA%AB%E5%8B%99%E5%B1%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7%AB%8B%E6%B3%95%E6%9C%83


 77 

 

    香港交易所透過上市準則對在主版及創業版上市的企業

有加強的規範，特別是有關獨立董事的設置、董事的行為部

分。此外，交易所並透過發布「最佳應用指引（Code of Best 

Practice）」、「上市公司董事證券交易指引（Model Code for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by Directors of Listed Companies）」。因

此，上市準則中有關公司治理的規範，包括下列各點： 

獨立非執行業務董事 

 揭露的要求（包括需申報的交易：上市準則中要求特定交

易應及時揭露、敏感性資訊的揭露；關係交易） 

交易所的最佳應用守則（包括審計委員會） 

 

    民間機構如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布「審核委員會有效運作指

引」、「年報的公司治理資訊揭露（Corporate Governance 

Disclosure in Annual Report）」。 

 

二、董事會之結構與職權 

 

（一）董事會之結構 

 

    香港公司機關之設計係採經營與監督合一之「單軌制」制

度，董事會下設置的審計委員會，與監察人功能類似。董事會

的組成，主要包括董事長、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根據香港新《公司條例》的規定，公開發行公司董事

會的人數最少為 2 名，但沒有最多人數的規定。由執行業務董

事負責公司之經營，非執行業務董事負責業務監督。企業管治

守則建議董事長與執行長應該由不同人擔任。 

 

    企業管治守則 A.4.3 在釐定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時，以

「擔任董事超過 9 年」作為一個考慮界線。若獨立非執行董事

在任已過 9 年，其是否獲續任應以獨立決議案形式由股東審議

通過。隨附該決議案一同發給股東的文件中，應載有董事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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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認為該名人士仍屬獨立人士及應獲重選的原因。 

 

    董事會之成員是於股東大會上經由多數決票選出來的。香

港雖未立法強制上市公司需設置獨立董事，但依香港交易所上

市準則第 3.10 條規定，上市公司至少須有二名以上之獨立非

執行業務董事，並就獨立非執行業務董事之資格條件等，於上

市準則中界定。另創業版上市準則亦有類似規定。此外，最佳

應用指引建議上市公司應設置審計委員會（Audit Committee，

香港譯為審核委員會）。 

 

（二）董事會之職責  

 

董事會理論上具有業務執行之權，但實際上日常業務之執

行乃至一般決策，實由經理部門決定，董事會只保留最後之核

定決策及監督經理部門之功能。 

 

交易所上市準則第三章要求上市公司董事善盡專業、監督

及誠信之責任，其標準包括下列各項要求： 

 誠實信守地為公司全體之利益而盡力； 

 為正當之目的而行動； 

 對公司資產之使用及濫用情形負責； 

 避免實質或潛在之利益及責任衝突； 

 完整確實地揭露其在公司中所擁有之利益； 

 儘可能地發揮個人之知識及經驗於極致，克盡專業、

監督及誠信之責任並堅守崗位。 

 

上市準則已大致規範了董事之職責，同時也賦予了香港交

易所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管轄權，對上市公司董事們

的行為加以監管。 

 

為強化公司治理機制之推行，香港聯交所 1993 年起在上

市審查準則附錄中增訂「最佳應用守則」，這份守則非強制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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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但上市公司應在年報中揭露遵循該份守則之情形。1997

年 5 月香港聯交所增訂守則，建議所有上市公司應設置審計委

員會（Audit Committee，香港法令在中文上稱之審核委員會），

並於 1999 年開始，已要求所有上市公司需於年報中揭露其是

否已設置審計委員會之訊息。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 1997 年 12 月提出「成立審核委員會指

引」，並於 2002 年 2 月另訂「審核委員會有效運作指引」，更

新前項指引，除就審核委員會的有效運作提供指引外，亦涵蓋

審計委員會的架構、責任及向董事會報告等內容。 

 

（三）董事會秘書制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 章的規定，每間在香港註冊

成立的公司不分公司型態至少要有一名董事會秘書。董事會秘

書可以由董事兼任，但如果公司只有一名董事，該名董事不得

兼任董事會秘書76。 

 

    《公司條例》未明文規範董事會秘書的職責範圍。香港交

易所說明77，董事會秘書必須協助董事長推動最高水平的公司

治理，適當地提升董事會及董事會各委員會的有效運作。董事

會秘書的主要職能包括以下事項: 

 

 協助董事長確保董事會內及非執行董事和管理層之間保

持適時和恰當的資訊交流，以使董事能夠履行其職責。 

 確保每位董事都遵守董事會的政策和程序，和所有適用

的規則和規例。 

 確保備存董事會/委員會會議程序、討論和決定的準確記

錄。 

                                           
76

 許杏宜，跟董事平起平坐:「公司秘書」制度之介紹與探討），《會計研究月刊》，第

356 期，2015 年 7 月。(瀏覽網址: http://www.aiaworldwide.com.tw/?p=250) 
77

 香港交易所網頁，https://www.hkex.com.hk/chi/exchange/corpgov/co_sec_c.htm 

http://www.aiaworldwide.com.tw/?p=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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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公司治理事宜向董事給予獨立公正的意見。 

 就監管、公司治理和企業社會責任事宜、新法律，以及

董事職責向董事會提供最新資訊。 

 協助董事的就職和專業發展。 

 經不同渠道促進與股東的溝通，包括股東週年大會、通

函和定期報告。 

 

（四）審計委員會 

 

    企業管治守則 C.3 針對審核委員會的原則提出，根據《上

市規則》成立的審核委員會須具有清晰的職權範圍。C.3.7 說

明審核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亦須包括： 

 

(1) 檢討發行人設定的以下安排：發行人僱員可暗中就財務

匯報、內部監控或其他方面可能發生的不正當行為提出

關注。審核委員會應確保有適當安排，讓發行人對此等

事宜作出公平獨立的調查及採取適當行動。 

(2) 擔任發行人與外聘核數師之間的主要代表，負責監察二

者之間的關係。 

 

三、維護股東權益 

 

    香港聯交所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如果發現關聯交易有損

於公司整體利益，有義務向聯交所報告；獨立董事須於公司年

度報告內審定交易是否符合公司的利益。  

 

    《公司條例》為了提高股東在決策過程中的參與程度，訂

定以下規範: 

 

 公司需訂立一套有關提出和通過書面決議的詳盡規

則。 

 規定公司如及時收到成員就周年成員大會提出與大會

http://wiki.mbalib.com/zh-tw/%E9%A6%99%E6%B8%AF%E8%81%94%E4%BA%A4%E6%89%80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9%B4%E5%BA%A6%E6%8A%A5%E5%91%8A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9%B4%E5%BA%A6%E6%8A%A5%E5%9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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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務，及與決議有關的陳述書，使公司在發出會議

的通知時可同時送交該等陳述書。  

 把成員要求以投票方式表決的規定由佔總表決權的

10%減至 5%。  

 

    《公司條例》針對加強股東的保障部分，說明重點摘要如

下: 

 

 引入更有效的規則來處理董事的利益衝突，包括擴大須

獲股東批准的範圍至涵蓋超過三年的董事聘任合約。  

 規定若公眾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交易須獲股東批准，則

須由無利益關係的股東批准。  

 規定追認董事的行為必須獲無利益關係的股東批准，以

防止有利益衝突的情況及防止有利益關係的大股東可

能濫用權力，追認董事的未准許行為。  

 

    香港證監會(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簡稱 SFC)

於 2015 年 3 月提出《負責任的擁有權原則》(Principles of 

Responsible Ownership)草案，廣邀各界提出建議修正78。該原

則不具約束力及屬自願性質，並在“不遵守就解釋”的基礎上實

施79，內容主要針對投資者應如何履行與其所投資上市公司有

關的擁有權責任提供指引。 

 

有關負責任擁有權的七項原則要求投資者： 

 

 制定並向持有其股份者匯報有關履行擁有權責任的政

策； 

 監察並參與其所投資公司的事務； 

                                           
78

 

http://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EN/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

=15PR19  
79證監會鼓勵投資者“簽署”該等原則，並揭露他們遵守該等原則的情況，或解釋部分或

全部該等原則不適用或無法應用的原因。 

http://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EN/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15PR19
http://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EN/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15PR19
http://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EN/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15PR19
http://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EN/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15PR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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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清晰政策，訂明何時會將其參與活動的程度升級； 

 制定清晰的投票政策； 

 樂意在適當時候與其他投資者集體行動； 

 向持有其股份者匯報其履行擁有權責任的情況； 

 在代客戶作出投資的情況下，制定管理利益衝突的政

策。 

 

四、資訊揭露及透明度 

 

（一）上市準則要求應申報的交易 

 

交易所的上市準則要求公司特定交易事項應及時揭露。公

司重大取得或處分資產如交易價值超過公司資本額一定比例

以上，交易細節應予揭露。上市準則並責成公司告知市場所有

敏感性資訊的義務。倘交易所或證監會獲悉足以影響市場的任

何價格敏感性資訊，交易所得運用其權限暫停該公司股票交易

直到該項資訊向大眾揭露。 

 

（二）關係人交易 

 

上市公司與其關係人（如董事、大股東或其關係企業等）

間的交易應向交易所揭露，同時應取得股東同意。提供交易

所能接受有關交易是否公平及合理的獨立性專家意見。 

 

（三）香港交易所對財務報表之要求  

 

香港之會計標準已為財務報表供股東審閱奠下了合宜的

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香港交易所之上市審查準則對於上

市公司則要求更多的資訊揭露。 

 

（四）《公司條例》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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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條例》規定公眾公司及較大型(即不符合擬備簡明

報告資格的公司)的私人公司及擔保公司須擬備更詳盡的董事

報告，包括具分析性及前瞻性的「業務審視」，但同時容許私

人公司藉特別決議選擇不擬備有關審視。業務審視為股東提供

有用的資料，特別是業務審視須包括對公司有重大影響的環境

事務和僱員事務資料這項規定，與提倡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趨

勢一致。  

 

    同時，擴大董事須揭露與公司訂立重大合約中具相當分量

利害關係的範圍，以涵蓋交易和安排，及將揭露範圍擴大至包

括與公眾公司董事有關連的實體。  

 

五、利害關係人權益之尊重 

 

（一）銀行體系在公司治理中所扮演之角色  

 

    香港的銀行在公司企業中並無法控制絕對的多數股權。依

據銀行法之規定，每家銀行投資上市及未上市公司之持股總

額，不能逾其資本額之 25％，此項法令限制銀行擁有公司企

業的多數股權。 

 

（二）政府  

 

    香港政府 1998 年 8 月透過外匯基金(Exchange Fund)而持

有了恆生指數之標的股票，以利於其在股票及期貨市場之操

作。隨後香港政府單獨成立了一家公司，外匯基金投資有限公

司(Exchange Fund Investment Limited; EFIL)，由獨立之董事會

負責管理所持有之恆生指數標的股票。政府既不希望干預企業

之經營，又須兼顧身為負責任股東該盡之義務，究竟應如何在

權責之取捨間求得一平衡點正是癥結之所在。 

 

（三）退休基金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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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之退休基金較其他機構投資人而言，在公司治理之角

色上是較為被動的。由於香港退休基金的規模都很小，所以對

於上市公司之所有權或公司治理制度不能發揮重大之影響

力，然而，他們仍以身為少數股權之股東身份而行使權利。惟

未來依據即將通過之強制退休基金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MPF)計劃之規定，當強制退休基金之規模在十到十五

年後成長為具絕對優勢之機構投資人後，或許他們能在公司治

理方面擔任舉足輕重的地位。 

 

第二節 實務運作情形 

 

一、實務守則與監理制度 

 

（一）證券及期貨條例之影響 

 

「證券及期貨條例」於 2002 年 3 月通過，新通過的條例

載有若干提高公司治理水準的建議： 

 

 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新通過條例透過改善價格敏感性資料

的揭露程度及及時性，來提高上市公司的透明度。較為重要

的內容包括將大股東的定義由持股 10％降為持股 5％。此

外，將申報揭露的時間由過去的 5 日縮短為 3 個營業日。 

 打擊市場失當行為：香港政府依據新通過的證券及期貨條

例，成立「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處理不同類型的市場失

當行為。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可施加相關民事制裁（包括要

求違約者交回利潤、取消擔任董事資格或上市公司管理工

作、交由專業團體制裁）。此外，提高對失當行為者之刑事

罰罪責。 

 賦予投資人私人訴訟訴因：新通過條例賦予因他人的市場失

當行為，而蒙受金錢損失者，可透過私人訴訟向該人提起民

事賠償。法院於審理有關的訴訟，可採用「市場失當行為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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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的研判結果和裁定，使投資人更容易獲得確立他們的

賠償。 

 增加證監會調查權限：新通過條例賦予證監會向有關上市公

司及其關係企業有密切關係的人士（包括上市公司的銀行、

會計師及與其有業務往來的人士）索取文件及要求解釋的權

力，從而加強證監會就上市公司可能犯有不當行為而展開調

查的權力。 

 豁免上市公司稽核人員舉發的法律責任：新通過條例對上市

公司稽核人員向證監會舉發上市公司管理階層涉嫌從事詐

欺或不當行為，只要該項舉發是真誠地作出，將可豁免民是

法律責任。 

 

（二）香港聯合交易所 

 

    香港聯交所自 2005 年 1 月推出《企業管治守則》及《企

業管治報告》(以下簡稱《守則》)，2010 年 12 月對相關條文

做出重大修訂，2014 年 12 月就檢討《守則》內容，其中針對

有關內部監控與風險管理的條文提出了修訂，希望上市公司將

風險管理納入內部監控系統，主要內容包括風險管理、責任界

定、對外揭露、以及內部審核等方面。此外，《守則》更清晰

的區分董事會、管理層及內部審核功能的角色與職責，並列出

發行人最低限度應揭露的具體內容以提高透明度。經修訂的

《守則》將於 2016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主要修訂內容包括80
: 

 

 將發行人應設有內部審核功能由建議最佳常規(即為自

願性質)提升至守則條文(即「Comply or Explain」-遵循

或解釋); 

 界定董事會及管理層就發行人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

                                           
80

 香港聯交所-關於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中風險管理和內部監控章節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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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角色與職責; 

 釐清董事會有持續責任監察發行人的風險管理及內部

監控系統; 

 將發行人需要考慮及揭露每年檢討其風險管理及內部

監控系統的有效性的要求，由建議最佳常規提升至守則

條文。 

 

二、自律組織運作 

 

（一）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Hong Kong Institute of CPAs）於一九七

三年成立，是香港唯一法定專業會計師註冊組織，專責監管、

培訓及發展香港的會計專業，亦負責在香港監管和推動優良而

有效的會計實務。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 2000 年推出「最佳企業管治資料揭露

大獎」 (Best Corporate Governance Disclosure Awards)，設立

的目的有二：鼓勵及推廣良好的企業管治披露及常規，以及表

揚那些透過其年報得以證明奉行最佳企業管治準則的本地上

市公司及公營／非牟利機構。 

 

香港會計師公會尚透過下列方式推動公司治理 

 

 出版年報的公司治理資訊揭露（Corporate Governance 

Disclosure in Annual Report） 

 出版審核委員會有效運作指引（A Guide for Effective 

Audit Committees） 

 2014 年出版《企業管治資料揭露指引》 

 

（二）香港董事學會（Hong Kong Institute of Directors）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83%E8%A8%88%E5%B8%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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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成立的香港董事學會為香港代表專業董事的首要

組織，其宗旨是鼓勵全體會員齊心推廣優秀公司治理。該學會

除不定期舉辦公司治理相關研討會，每年定期舉辦傑出董事大

獎。 

 

    香港董事學會發布【董事指引】，該指引概述法律，並在

法律尚未涉及的領域，推薦良好的行為守則，提供現任董事或

新上任董事參考，2014 年已更新至第四版81。指引內容包括： 

 

 董事會與公司、股東大會、管理層的關係；董事功能及

如何運作。 

 董事的法律地位、權利和責任、利益衝突和申報；資料

揭露、報告和會計方面的責任等；如何履行責任。 

 董事作為個人：資格；委任、罷免、取消資格；酬金及

補償。 

 

三、公司治理評鑑 

 

    為提昇及鼓勵健全的公司治理揭露實務，加深香港企業對

實踐守則的認知，香港會計師公會自 2000 年起每年主辦「最

佳公司管治資料揭露大獎（ Best Corporate Governance 

Disclosure Awards，BCGD Awards）」。每年大獎籌委會均會因

應監管的轉變及相關管治實務的最新發展，重新檢討評審準

則。2015 年的審視重點為企業內部監控、風險管理以及環境、

社會及管治報告方面的揭露和實務工作。茲概述該獎項 2015

年評審相關要點如下： 

 

 評鑑對象 

   1.上市公司 

   2.公營事業/非營利性機構 

                                           
81

 http://www.hkiod.com/chn/guidelines-for-directo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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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資料期間 

評審參選上市公司於 2014 年 4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財政年度所發佈的最新年報；而公營/非牟利類別則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為準。 

 

 評審程序 

1. 遵循審核：審查重點為對公司條例及交易所上市準則中

強制公司治理揭露要求的遵循度 

2. 品質審查：評估年報中公司治理資訊的表達及揭露之標

準與品質。公司其他相關的公開資訊，在適當情況下亦

會納入考量。 

 

 評審標準 

1. 表達度 

2. 報告即時度 

3. 下列資訊的揭露品質 

- 公司治理聲明 

- 資本結構 

- 董事會結構與功能 

- 管理階層對營運及財務報告的討論及分析 

- 薪酬政策及董事與經理人之報酬政策及細節 

- 提名委員會的工作、政策、提名過程 

- 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 

- 企業社會責任及環境報告 

- 關係人交易及關連性 

- 其他自發性揭露項目（如董事會委員會、內部稽核、

與股東溝 通情形、投資人關係等） 

4.對公司條例及交易所上市準則公司治理揭露要求的遵循

度 

5.其它容易辨認之遵循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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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經營  

 

    香港政府推出的第一份企業社會責任文件，為 2005 年由

消費者委員會所訂定的「良好企業社會責任指引」，內容侷限

在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行為;2006 年公布「良好企業社會責任

指引實施細則」。香港交易所在 2008 年簽署了「香港企業社會

責任約章」、香港環境保護署的「減碳約章」，承諾作為負責任

的企業公民82。 

 

    針對企業出版非財務性的報告書的政策修訂，香港交易

所 (HKEx)發表了檢討《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 

"Consultation Paper on Review of the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Reporting Guide"(簡稱 CP on Review of ESG 

Reporting Guide)，目的在於對《ESG 指引》(ESG Guide)進行

公眾諮詢，並導入「遵循或解釋」的條文83。這項規定目標希

望鼓勵企業出版更多具全面性和揭露 ESG 議題的報告書，滿

足利益關係人對非財務性資料了解的期待。 

 

    新的 ESG 指引將會對現有 ESG 指引內不同的「構面」重

新安排，在「環境」主題內有關排放、資源運用、環境與自然

資源；以及「社會」主題內有關雇用、健康與安全、發展與訓

練、勞動標準、供應鏈管理、產品責任、反貪腐及社區投資。

將提出的「遵循或解釋」，主要會涵蓋各個構面的一般標準揭

露(General Disclosures)，對「環境」構面下的關鍵績效指標採

行「遵循或解釋」。預計將從會計年度 2016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

施新規定，屆時發行公司必須依據新的 ESG 指引，在 2017

年於 ESG 報告中提出必要的資訊84。 

                                           
82
國外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實務案例分析.pdf 

83
 2015-08-14，各國交易所致力於提升企業組織透明度， 

 http://www.csronereporting.com/topic_1493 
84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2015年 7月 24日。 

 http://www.cga.org.tw/f_2_01_news.aspx?news_aid=1544 

http://www.csronereporting.com/topic_1493
http://www.csronereporting.com/topic_1493
http://www.cga.org.tw/f_2_01_news.aspx?news_aid=1544


 90 

 

五、研究調查 

 

    中國上市公司的財報與揭露實務一直落後於全球其他的

市場，甚至發生許多重大治理的疏失，讓人看到中國公司這方

面的嚴重程度。 

 

    對於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公司而言，狀況也沒有比較好。根

據最近的研究，多數中國公司無法達到 2012 年修訂香港公司

治理守則之要求，例如在恆生中國企業指數中公司的遵循狀

況，從 2012 年的 80%降到 2014 年的 58%。而香港的投資銀

行讓不佳公司離開市場上的努力也不夠85。另外根據 2011 年

香港證監會報告，在 100 家公司的公開發行的申請案中，就有

82 件有瑕疵86。 

 

    Grant Thornton Hong Kong Corporate Governance Review 

2014 發表對香港恆生指數公司遵循治理守則的觀察，探討面

向如領導與董事會效能、多元性、究責性與風險管理、資訊科

技與股東關係87。觀察結果顯示如下: 

 

 香港恆生指數(HSCI)公司宣稱完全遵循香港公司治理守

則的比率，從 34%成長到 37%，但是很多公司沒有提供如

何遵循的細節。  

 387 家 HSCI 的公司僅 5 家有揭露他們內控檢視的結果或

發現而已。 

                                           
85中華公司治理協會，2015 年 7 月 24 日。 

http://www.cga.org.tw/f_2_01_news.aspx?news_aid=1544 
86中華公司治理協會，http://www.cga.org.tw/f_2_01_news.aspx?news_aid=1541 

【網址連結】 

http://www.scmp.com/comment/article/1845005/toshiba-scandal-highlights-need-more-vigil

ance-asias-corporate-fraudsters 
87
香港公司治理守則遵循有些許進步，2014 年 12 月 18 日。【網址連結】 

http://www.cfoinnovation.com/story/9227/corporate-governance-code-compliance-hong-
kong-slightly-improves 

http://www.cga.org.tw/f_2_01_news.aspx?news_aid=1544
http://www.cga.org.tw/f_2_01_news.aspx?news_aid=1541
http://www.scmp.com/comment/article/1845005/toshiba-scandal-highlights-need-more-vigilance-asias-corporate-fraudsters
http://www.scmp.com/comment/article/1845005/toshiba-scandal-highlights-need-more-vigilance-asias-corporate-fraudsters
http://www.cfoinnovation.com/story/9227/corporate-governance-code-compliance-hong-kong-slightly-improves
http://www.cfoinnovation.com/story/9227/corporate-governance-code-compliance-hong-kong-slightly-impro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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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則要求公司至少一年要舉辦 4次董事會且多數董事會成

員都要出席，近 8%的公司仍然無法遵循、有 1%的董事會

一年開不到 1 次。 

 守則建議董事長與執行長應該由不同人擔任。去年，有

30%的公司是董事長身兼執行長的。 

 84%的 HSCI 公司有揭露多元性政策。研究顯示，有些公

司是比同業更多元化的，但是半數 HSCI 公司的董事會

（56%），女性比例仍未達 10%。 

 近半數的 HSCI 公司（45％）有在年報中揭露風險管理事

宜。僅 29％有提供如何檢視內控系統有效性的洞見。 

 企業揭露吹哨人計畫，揭露比例從 23%提升到 27%。但僅

12%有在公司網站上揭露吹哨人政策，或者是當報告失效

或不適當時會對利害關係人揭露細節。 

 96%的公司每年至少開 2 次審計委員會，59%的公司一年

會開 3 次以上。 

 15%的公司在主系統、或新系統投資上才有 IT 策略;僅 4%

公司有虛擬安全或資訊安全計畫;8%公司有在年報中提到

虛擬安全或資訊安全。 

 57%的 HSCI 公司有在年報或網站中揭露他們的溝通政

策。此外，幾乎所有公司（96%）有對股東溝通價值。 

 

第三節 小結 

 

香港之公司機關雖屬「單軌制」之設計，公司治理的政策

推動主要採用「遵循或解釋」。香港公司治理政策推動，參考

國際公司治理發展趨勢，如董事長與執行長應該由不同人擔

任、積極推動機構投資人管理、企業社會責任的推動方面等，

都比我國發展還快。香港上市公司家族成員所控制，董事席次

多數由家族成員或大股東擔任之情形，與我國上市公司現存之

情形，極為類似。面對上市公司股權過度集中之狀況，香港當

局認為唯有透過公開及透明化公司資訊，供廣大投資人監督，

始能改善公司管理現存弊端。 



 92 

 

    香港近年特別重視界定董事會及管理層就發行人的風險

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的角色與職責，2014 年開始檢討並修訂

《企業管治守則》內容，希望上市公司將風險管理納入內部監

控系統。此外，亦積極推動機構投資人參與公司治理，於 2015

年提出《負責任的擁有權原則》，加強保護股東權益。 

     

    香港於近年積極投入企業社會責任的推動及相關非財務

性的報告書政策修訂，香港交易所 2015 年 8 月開始檢討《環

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鼓勵企業揭露更完整之非財務性

之 ESG 議題的報告書。 

 

香港政府多項制度之推動，均由香港交易所之執行，未涉

及法律之修訂，此種透過市場自律機制之運作，達成預期之目

標，頗值得我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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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新加坡公司治理發展 
 

第一節  制度規章 

 

一、法制規範 

 

    新加坡與公司治理相關之法規主要包括：公司法

（Companies Act）、證券暨期貨法（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證券業法（Securities Industry Act）、新加坡購併準則

（Singapore Code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新加坡上市規則

（SGX Listing Requirements）以及新加坡公司治理準則

（Singapore Cod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12）等。 

 

二、董事會之結構與職能 

 

    依據新加坡公司治理準則對於董事會之規定，建議董事會

成員中，獨立董事應至少占三分之一，惟當存在以下情況時，

獨立董事應占董事會過半席次: 1.董事長兼任執行長; 2.董事

長與執行長為親戚; 3.董事長屬於管理團隊之中; 4.董事長非

屬獨立董事時。此外，董事會之組成應注意整體所具備之核心

能力，例如包括會計或財務專業能力、業務或管理能力、策略

規劃能力以及產業知識等。該準則亦建議應清楚區分高層管理

者之職權，董事長與執行長（CEO）應由不同人擔任，亦即採

取雙重領導制。 

 

新加坡公司治理準則亦規定公司應設置提名委員會

（Nominating Committee）以推薦適當的董事人選，而提名委

員會須由三位以上董事所組成，且獨立董事應占多數，其任務

包括董事之獨立性、績效評估制度、教育訓練、以及選任制度

等。該準則並未限制董事之人數，但建議董事應付出充分之時

間與注意在公司之相關事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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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係屬於單軌制之國家，因此並無監察人之設置。依

據新加坡公司法規定，每一公司應設置審計委員會，其人數須

至少三人，且獨立董事應占多數。同時，依據新加坡公司治理

委員會所發布之公司治理準則，建議審計委員會中應至少有三

名非執行業務董事，且審計委員會中的多數（包括主席）應為

獨立人士且具相關經驗。 

 

因應公司法規定上市公司應設置審計委員會，新加坡金融

管理局（MAS）、新加坡交易所（SGX）及會計與公司管理局

（Accounting and Corporate Regulatory Authority, ACRA）於

2008 年共同創立了審計諮詢委員會  （Audit Committee 

Guidance Committee, ACGC）負責編製審計委員會之最佳實務

指引（Best Practice Guide on Audit Committee），2008 年 10 月

首次公布「新加坡上市公司審計委員會指南」（Guidebook for 

Audit Committees in Singapore, First Edition），考量相關法規及

準則的修訂，於 2014 年 8 月共同公布第二版之最新版本，以

提供所有上市公司的審計委員會之最佳實務準則88。但考量公

司個別之情況不同，因此交易所並未強制所有上市公司皆應採

行全部之規範，但要求上市公司應在年報中揭露其遵循該指引

之情形。 

 

依據新加坡公司治理準則（Singapore Cod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12），將審計委員會之職權臚列於下： 

 審核並確保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 

 每年審核並提供董事會企業內控之相關報告。 

 審核公司內部審計之執行效率。 

 審核外部審計之範圍、成果及外部審計委員之獨立性。 

 提供董事會關於外部審計委員之選（續）任、薪酬制度

及相關合約之提議。 

                                           
88

 參閱新加坡上市公司審計委員會指南， 

https://www.acra.gov.sg/uploadedFiles/Content/Publications/Guides/Finalinsidetext241008c

as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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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公司治理準則規定公司應設立薪酬委員會

（Remuneration Committee），並透過正式透明的程序制定董事

薪酬制度，而薪酬委員會應由至少三位非執行董事所組成，其

主席與過半數成員應為獨立董事，主要功能是針對董事及高階

管理層的薪酬合約及制度進行審查與建議，必要時亦可在不違

背其獨立性之下，尋求並採納內部或外部之專家意見。 

 

三、維護股東權益 

 

新加坡公司法規範之公司登記，是保護股東權益的主要來

源，大部分之股東權益均已詳載於公司章程內。公司章程之範

本包含於公司法的附表四，適用於尚未訂定本身公司章程之公

司以及公司章程在某些方面未明確記載之公司。根據新加坡公

司法對於股東自身權益受到損害設有損害救濟條款，認定公司

事務處理不當造成其權益受損之公司成員、債據持有者或公司

股東皆可申請法院訴訟以保護其合法權益。如果法院聽取證據

後認為訴請為合法，法院可已對該公司提出適當之命令，包含

責令進行或責令停止某種行為、取消或變更某項交易或決議、

對公司今後的行為予以規範、許可以公司的名義提出民事訴

訟、裁定由其他公司成員、債據(即債券)持有者或公司本身購

買公司的股份或債據、以及解散公司等89。 

 

 此外，新加坡公司治理準則規定，所有公司應公平公正對

待所有股東，並重視股東權益之保護，除了妥善告知股東任何

影響公司價值及股價之訊息外，須確保所有股東於股東會中具

有投票權等，該守則更注重公司與其股東之溝通往來與股東會

之相關規定。 

 

新加坡公司法規定董事會除該法或公司章程規定須由股

                                           
89

 http://www.singaporelaw.sg/sglaw/laws-of-singapore/commercial-law/chapter-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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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可行使公司一切之權利。此外，公司全部

或實質上全部資產之處分須經董事會同意，但由於公司法並未

明確定義「實質上全部」之標準，而係根據資產價值及其占公

司全部資產之比例於個案中決定。下列關係人交易則應經股東

會決議： 

 

1.董事退休或辭職時對董事之給付； 

2.提供或提高董事報酬； 

3.提供預付款給董事以支付其因擔任董事所產生之費用； 

4.提供款項給受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全職聘雇之董事因擔

任董事所產生之費用； 

5.提供員工貸款給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全職聘雇之董事。 

 

而新加坡交易所對關係人交易的規範主要來自上市規

則，其定義為風險實體與利害關係人間之交易。無論某一交易

是否符合交易常規、直接或間接等方式進行，構成關係人交易

之範圍包含提供或接受財務援助；購置、出售或出租資產；提

供或接受；發行或認購證券；發行或認購期貨；設立合營企業

或進行聯合投資90。 

 

四、資訊揭露及透明度 

 

為符合國際潮流並提昇企業之競爭力，新加坡近來積極加

強資訊揭露品質。新加坡於 2001 年 10 月 5 日通過證券暨期貨

法（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新法整合原先與資本市場相

關的法令，包括證券業法、期貨交易法、公司法中有關募資的

規定及交易所相關行政規範。新法除強化資訊揭露的規範外，

並對不符揭露要求的公司，課以民事與刑事責任。 

                                           
90

 

http://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

GUvNTc0NC81NjE2LzAwMTI5OTMucGRm&n=5oiR5ZyL54%2B%2B6KGM5rOV5Yi2

5bCN5pa844CM5oqV6LOH5Lq65L%2Bd6K2344CN5LmL6K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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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掛牌於新加坡交易所之上市公司皆應遵循新加坡公

司治理準則，針對薪酬制度、風險控管、董事之多元性、以及

永續經營等作出適當的揭露，並於年報中揭露與公司治理準則

之差異提出說明。此外，為了有助於上市公司遵循公司治理準

則之揭露標準，新加坡交易所於 2015 年 1 月公布揭露指南

（Disclosure Guide），其內容主要是透過主題式問答型態來引

導上市公司有效揭露公司治理相關資訊，其中包含董事會責

任、董事會組成、董事會績效評估、獨立董事、薪酬制度、風

險控管及內控、與股東之溝通等91。同時，新加坡交易所鼓勵

上市公司直接檢附揭露指南於年報中，以利投資人了解其公司

治理揭露狀況，該揭露指南更廣受新加坡各機構的認同與支

持，例如：證券投資人協會（The Securities Investors Association, 

SIAS）、新加坡董事協會（Th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Directors, 

SID）、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治理、機構和組織中心（The NUS 

Business School’s Centre for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CGIO）、多樣化行動委員會（Diversity Action 

Committee）。 

 

五、利害關係人利益之維護 

 

近年來新加坡愈來愈重視公司治理之重要性，最先於 1999

年 12 月成立公司治理委員會（ Corporate Governance 

Committee），並於 2001 年 3 月 21 日發布公司治理準則（Cod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01），直到 2005 年 7 月修訂了新版

的公司治理準則（Cod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05），並規

定所有掛牌於新加坡交易所之上市公司皆應遵循該公司治理

準則，並於年報中揭露與公司治理準則之差異提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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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nfopub.sgx.com/FileOpen/20140129_Disclosue_Guide_Sample.ashx?App=Announc

ement&FileID=333207 



 98 

此外，根據新加坡交易所於 2009 年修訂上市規則，定義

利害關係人係指發行人之董事、執行長、控制股東等相關人

士，並要求董事會與審計委員會針對適當且有效的企業內控提

出保證。 

 

儘管如此，現有的治理與透明度評鑑（Governance and 

Transparency Index, GTI）針對董事會、薪酬、究責性與審計、

以及透明度和投資人關係等作出評鑑，並未能確實掌握董事會

效能、對公司的參與、發展策略及樹立公司文化。同時，新加

坡交易所也認為，股東並非公司唯一的利害關係人。因此，預

計於 2016 年推出新治理與透明度評鑑（The Singapore 

Governance and Transparency Index, SGTI），內容將不只站在

董事會或股東角度觀察公司影響的程度，更不僅限於遵循法

規，同時也會關注其他利害關係人，包含員工、客戶、供應商、

主管機關、甚至整個社會的看法92。 

 

第二節  實務運作情形 

 

一、實務守則與監理制度 

  

新加坡公司治理委員會於 2001年 3月 21日首度發布一份

報告，並提出公司治理準則。該報告之建議與所提出之公司治

理準則已於 2001 年 4 月被新加坡交易所（Singapore Exchange, 

SCX）以及相關主管機關所採納，自 2003 年 1 月 1 日起，所

有於新加坡交易所上市之公司必須於年報中揭露其公司治理

實務狀況，並對於與公司治理準則之差異提出說明。新加坡公

司治理諮詢會議於2011年將其2005年修訂的公司治理準則版

本送至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經審查後於 2012 年 5 月公布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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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neth Lim, Aug. 19, 2015, The Singapore Business Times, 

http://www.businesstimes.com.sg/stocks/corporate-governance-index-to-cast-wider-net-on-s

takeholder-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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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本 93 （ The Singapore Cod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12），該準則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與新加坡交易所共同管

理，藉此達到上市公司具有有效率的獨立董事會、資訊揭露透

明化、以及維護企業內控等，並公告自 2012 年 11 月起適用，

該準則主要可分為以下四大部分94： 

 

（一）董事會相關事宜（§1-§6）。 

（二）報酬相關事宜（§7-§9）。 

（三）審計委員會之責任與稽核（§10-§13）。 

（四）股東權利與責任（§14-§16）。 

 

新加坡於 1970 年通過「新加坡金融法」（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Act），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於 1971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立，1984 年 9 月起成為新加坡證券市場之

主管機關。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同時為證券業、金融業、保險業、

期貨業之主管機關外，亦扮演著中央銀行之角色，除執行法規

外，並直接介入公司治理，從事法律監督，例如，其保有核准

金融機構董事會中董事的任命權，其對整體金融市場有管理與

監督之功能分為四大部分： 

 

 扮演新加坡中央銀行之角色，故執行貨幣政策、發行貨

幣、監管支付系統，並兼政府的銀行與金融部門。 

 執行整合金融服務監管與維持金融穩定。 

 為新加坡外匯儲備管理機構。 

 發展新加坡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93

 新加坡公司治理準則 2012 年版，2012 年 5 月 2 日，

http://www.mas.gov.sg/~/media/resource/fin_development/corporate_governance/CGCRevi

sedCodeofCorporateGovernance3May2012.pdf 
94新加坡公司治理準則，瀏覽日期:2015 年 9 月 9 日， 

http://www.mas.gov.sg/Regulations-and-Financial-Stability/Regulatory-and-Supervisory-Fra

mework/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Governance-of-Listed-Companies/Code-of-Corp

orate-Governanc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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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公司治理守則」中董事會績效評估相關如下： 

1. 董事會應該對董事會整體及其委員會和個別董事對董事會

有效性的貢獻有一個正式的年度績效評估。 

2. 董事會應該落實提名委員會評估董事會整體和其委員會以

及個別董事的績效之實施程序。董事會應該在年報聲明如

何評估董事會，其委員會及個別董事。如果有外部評估機

構，公司必須在年報揭露該機構是否與公司有關連。這個

實施程序應該在年報揭露。提名委員會應該決定董事會績

效必須如何評估以及建議績效目標標準。這些績效標準允

許和業內同行比較，應該被董事會認可且表示董事會如何

增加長期股東價值。這些績效標準不應該年年改變，如認

為有必要改變任何標準的情況，應由董事會保證並合法化

這個決定。 

3. 個別的評估應該針對董事持續的有效貢獻及扮演好委員會

的角色(包含參加會議董事會及委員會會議的時間以及其

他任何職責)。董事長應該確認董事績效評估結果，與提

名委員會協商，在適當情況下，提出任命新成員為董事或

尋求董事的解職。 

 

新加坡國立大學會計系副教授麥潤田參加中華公司治理

協會在 2013 年高峰會以「董事會效能評估」為題座談會，提

出新加坡對董事會評估方面的相關資訊，新加坡有 97%的公

司有揭露董事會評估，但多數為法遵心態，並非真正想強化

董事會效能。因此，麥潤田建議從以下幾點來進行董事會評

估，達成真正的目的： 

 董事會角色及責任之評估，比如董事會在策略、規劃

與績效監督的參與，對董事會與董事責任之瞭解。 

 董事會結構：董事會獨立性、能力組合與多元性 

 董事會文化：董事會討論的健全性與開放性，以及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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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成員之間、與管理階層間的關係。 

 董事會實務：會議與決策程序；接觸資訊的程度。 

 董事會績效：董事會/公司已經達成適當質化與量化績

效指標的程度。 

 

另外，他也分享新加坡公司執行董事會評估的狀況。現

在新加坡約 5%的公司有用外部顧問協助，且某些公司每 2至

3 年會運用一次外部顧問。但是，多數公司仍使用的是簡易

的問卷，雖然有時會參考訪談。此外，對個別董事評估上，

目前新加坡有 75%公司揭露有進行此評估，而作法通常是自

評及董事互評。在其中，提名委員會是協助董事長的關鍵角

色，而董事長對個別董事討論評估結果，也是很常見的。 

 

二、自律組織運作 

 

因認同公司治理的重要性，新加坡證券交易所在金融局的

協助下，於 1998 年 5 月鼓動成立了新加坡董事協會（Singapore 

Institute of Directors, SID）。該協會受業界領袖及政府代表所組

成的委員會管理，是登記在公司法之下的自律組織。其仿效英

國董事協會的型式，目的在推廣新加坡公司董事職務的行使專

職化，以及鼓勵企業遵循公司治理與道德行為之最高準則。 

 

在業界及學界專家的協助下，該協會依英國及澳洲董事協

會的型式，發展了一項董事認證計畫（ Directorship 

Programme）。新上市公司的董事及希望成為該協會會員者可

參與此計畫，以增進其行使董事職務的技能及知識。新加坡董

事協會的最終目標是要所有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主要市場上市

公司的董事均參與此課程計畫，獲得認證。若在英、美兩國的

類似經驗能通用，則新加坡的董事機構將能提高董事法律及道

德責任、董事會職業行為，以及當公司發生舞弊與其他瀆職事

件，為股東爭取賠償時，執行法律救濟程序之標準化。 



 102 

 

 此外，新加坡商業時報（The Business Times）受到新加坡

交易所的協助下，籌辦了新加坡企業大獎（Singapore Corporate 

Awards），其中包含了最佳年報獎（Best Annual Report 

Award）、最佳董事會獎（Best Managed Board Award）、最佳投

資人關係獎（Best Investor Relations Award）、最佳財務長獎

（Best CFO Award）、以及最佳執行長獎（Best CEO Award）

等五項大獎。其中最佳董事會獎和最佳執行長獎皆為新加坡董

事協會負責協助辦理，最佳董事會獎主要考量其董事會的透明

度、責究性、績效表現、適當程序、以及最佳實務等等，而最

佳執行長獎則衡量執行長是否實現優異的公司治理並領導公

司更上一層樓。 

 

三、公司治理評鑑 

 

治理與透明度評鑑（Governance and Transparency Index, 

GTI）由澳洲會計師公會（CPA Australia）、新加坡國立大學商

學院治理、機構和組織中心（CGIO）與商業時報（The Business 

Times, BT）合作自 2009 年起發表，該評鑑是針對董事會、薪

酬、究責性與審計、以及透明度和投資人關係等。 

 

根據治理、機構和組織中心於 2014 年的報告顯示，新加

坡整體上市公司的平均得分由 2013年的 38分進步至 42.1分。

全體 664 家上市公司，其中 64%改遵循 2012 年的新版公司治

理守則，其進步之幅度更甚於遵循舊版的上市公司，2014 年

的統計報告之概述如下95： 

 

 董事會獨立性：仍有58.4%，計 376家上市公司須於 2017

年前達成過半的獨立董事席次，並由獨立董事出任其董

事長。 

                                           
95

 CGIO, Corporate Governance Highlights 2014, 

http://bschool.nus.edu/Portals/0/images/CGIO/Report/GTI2014-Report-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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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名制度：計有 36%的上市公司揭露其提名程序，而

22.7%有揭露其選任條件。 

 薪酬制度：相較 2013 年的 9.8%，具體揭露執行董事之

薪酬的公司大幅增加至 21.6%；而具體揭露非執行董事

之薪酬的公司，也從前一年的 11.6%上升至 23.8%，惟

具體揭露前五大經理人之薪酬的公司只有 3.1%。 

 究責性與審計：董事會與經理人承擔比以往更重的風險

控管之責任，相較於前一年的 9.9%，2014 年有 45.3%

的執行長或財務長擔保該公司的財務報表，且高達 82%

的董事及審計人員願意針對其內控與風控出具聲明。 

 透明度和投資人關係：24.1%的上市公司採逐案投票取

代過去的舉手表決。 

   

    由東協資本市場論壇（ASEAN Capital Markets Forum）和

亞洲開發銀行所共同倡導的東協企業治理評分表，針對新加

坡、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越南等國家共 529 家公

司，參考 OECD 的公司治理守則，就企業的股東權益（10%）、

股東權益公平性（15%）、利益關係人之角色（10%）、資訊揭

露之透明度（25%）及董事會職責（40%）進行評估，旨在評

估與衡量東協等國上市公司企業治理之水準，以提高東協企業

重視企業管理。此外，再納入第二階段的加分題（28%）與扣

分題（-57%），總計滿分為 128 分。 

 

負責評估新加坡企業表現的新加坡董事學會（SID）和新

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治理、機構和組織中心（Centre for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CGIO）於 2015 年

發布的報告顯示，新加坡在五大構面的表現狀況分別為：企業

的股東權益（6.5/10%）、股東權益公平性（11.9/15%）、利益

關係人之角色（5.1/10%）、資訊揭露之透明度（17.3/25%）及

董事會職責（26.1/40%）。 

 

前 5 名新加坡企業之治理計分均達 75％以上，表現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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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是新加坡電信公司、新加坡交易所、星展集團、SMRT 集

團、新加坡報業控股公司。此外，新加坡的 Securities Investor 

Association（SIA）表示落實指南，將會作為其年度 Singapore 

Corporate Governance Awards 評估的一環96。  

 

四、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經營 

 

    新加坡交易所於 2011 年 7 月首次編製了上市公司永續報

告指南（Guide to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for Listed Companies）

作為所有上市公司建構永續報告書之依據97，2014 年 6 月再度

修訂發布第二版，新加坡交易所認為上市公司編製全面性的報

告，除了應揭露財務面和治理面外，仍須進行評估與揭露環境

及社會相關績效。此外，上市公司欲達成企業長期的成功取決

於如何與社區、環境、以及社會溝通互動，更鼓勵上市公司妥

善經營與其利害關係人之關係。 

 

 儘管交易所持續鼓勵公司自願性揭露永續報告書，但始終

成效不彰，新加坡交易所於 2014 年 10 月宣布將進行業界諮詢

並研議相關準則，未來將強制要求於新加坡交易所掛牌的 800

家公司發布永續報告書，其內容必須揭露對經濟、環境、與社

會的衝擊98，最快於 2017 年正式實施。 

 

 根據 2010年 Singapore Compact針對新加坡上市公司自願

性揭露非財務資料的研究報告顯示，562 家上市公司中，有 79

                                           
96

 Asean Briefing, Feb. 5, 2015, Singapore Exchange Releases Comprehensive Guide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http://www.aseanbriefing.com/news/2015/02/05/singapore-exchange-releases-comprehensiv

e-guide-corporate-governance.html 
97

 SGX website, Jun. 27, 2011, SGX Introduces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 to Support 

Listed Companies, 

http://www.sgx.com/wps/wcm/connect/sgx_en/home/higlights/news_releases/sgx+introduce

s+sustainability+reporting+guide+to+support+listed+companies 
98 櫃檯買賣中心，我國上市櫃公司 CSR 報告書的七大罩門， 

www.tpex.org.tw/web/about/publish/monthly/monthly_dl.php?DOC_ID=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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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14%）編製某個程度的非財務報告書（永續報告書），其

中只有 14 家遵循 GRI 架構。此外，2014 年出版的報告顯示，

編製某個程度的非財務報告書（永續報告書）之公司數成長超

過一倍，計 160 家，而主要來自於貿易、製造及服務等產業，

共 19 家遵循 GRI 架構。 

 

五、研究調查 

 

根據 2013 年的東協公司治理計分卡，相較於其他東協國

家，新加坡進步最多（29%）達 71.68 分，特別在揭露及透明

度構面得分最高，25 分中得 17.4 分，董事會的 40 分中得 26

分。但新加坡的監管環境主要透過三大面向: 政府監管、市場

基礎的揭露及紀律、投資人責任，而投資人責任仍需積極努力

改善。新加坡在「利害關係人」構面上得分僅勝過越南，且在

「股東權利」構面也不甚理想，相較於泰國得分 86.2%，新加

坡僅得 58.3%。僅管在新加坡公司治理守則（2012 年版）提

倡「股東在參與受投資公司的角色」，但實際落實效益有限，

導致新加坡思考是否繼英國、日本、馬來西亞之後，跟進提出

機構投資人守則。 

 

此外，2014 年亞洲公司治理協會的報告顯示，新加坡以

64 分首次落後香港的 65 分，但仍在多方面受到肯定，例如：

60 日內揭露審計年報、強制性季度報表、依法辭退行為不當

董事等。同時，針對不足之處予以加強，包含新加坡公司法修

訂案提出新的多元投票代理來加強公司治理，也表示中介機構

可任命超過 2 個投票代理參加股東會。 

 

第三節  小結 

 

    新加坡起初以英系法律為基礎，歷經 1997 年金融風暴

後，陸續參照國際各國的法規修訂新加坡公司法及公司治理準

則等，採取「遵循或說明」（Comply or Explain），並藉由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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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參與來加強董事會及委員會的獨立性。 

 

根據新加坡證券投資人協會的報告指出，透過強化獨立董

事有助於小股東利益的保護，而 2014年的上市公司中，有 58%

的上市公司有過半數的獨立董事。新加坡交易所於 2014 年 2

月提案強化其上市及實行權力，主要透過設立三個委員會來強

化監理制度：上市顧問委員會（Listings Advisory Committee）、

紀律委員會（Disciplinary Committee）、上訴委員會（Appeals 

Committee）。該法案授予新加坡交易所行政、實行與調查權，

其中包含要求文件或電子紀錄等權力，不僅提升透明性，更增

加獨立性。 

 

此外，考量現行的治理指標與相關限制，證券投資人協會

（SIAS）、新加坡特許秘書行政管理人員學會（SAICSA），以

及治理專家 Mak Yuen Teen 教授合作於 2015 年推出的中小型

上市公司治理評鑑（GEMS），針對於新加坡交易所上市且資

本額低於新加坡幣 5 億元的公司，就所有權、接班風險之穩

定、監理風險及股利政策等作出三年一次的治理評鑑，受評的

公司占交易所高達 82%，特別的是該評鑑不公布個別公司的

得分狀況，但僅公布前 10%，與我國目前公司治理評鑑相類

似。 

 

近年更透過新版公司治理準則以及相關指南，包含各功能

性委員會指南、揭露指南、以及永續報告指南等，協助提升整

體公司治理之成效。同時，為了考量到高達 82%的中小企業

遵循公司治理之成本與成效，編製中小企業會計準則與評鑑指

標作為該國中小企業之遵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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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馬來西亞公司治理概述 
 

第一節  制度規章 

 

一、法制規範 

 

    馬來西亞與公司治理相關之法規主要包括：公司法

（Companies Act 1965）、證券法（Securities Laws）、反貪污局

組織法（MACC Act）、馬來西亞上市規則（Bursa Malaysia 

Listing Requirements）、公司治理指南（Corporate Governance 

Guide, 2
nd

 Edition）、以及馬來西亞公司治理準則（Malaysian 

Cod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00, 2007, 2012）等。 

 

二、董事會之結構與職能 

 

    依據馬來西亞公司治理守則，董事長應領導董事會監督公

司經營，而執行長則負責公司日常經營及管理，故董事長不應

兼任執行長。同時，建議董事會應由非執行董事所組成，且至

少過半為獨立董事，除了每年重新檢視其獨立性外，並規定獨

立董事之任期不得連續或累計超過 9 年為限。 

 

有關設置提名委員會（Nominating Committee），公司治理

守則規定，不僅成員應全數為非執行董事，過半數委員也應為

獨立董事，而主席亦須由資深獨立董事擔任，該委員會的主要

職責為監督與管理董事選任資格、年度董事評估、及教育訓練

等。此外，提名委員會於選任董事時，應考量董事會之多元性，

包括性別、種族、年紀、文化、及專業背景等不同的觀點來強

化傳統又封閉的董事會文化，更須將董事選舉過程揭露於年報

中。 

  

    公司治理守則定義審計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確保財務報

告符合標準，並授予權限檢視外部審計之獨立性與合適性。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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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吉隆坡證券交易所規定公司董事會下應設置審計委員會，

須包含一位具財經專業背景的委員。而審計委員會主要的功能

分為財務報告及風險管理兩大方面，審計委員應就財務面確認

財務報告符合財務報導準則，並評估外部會計師之適任性及獨

立性，而風險管理面應覆核及評估風管與內部控制與之有效

性。 

 

為了加強財務報告的審計品質及可靠性，馬來西亞於 2010

年成立審計監管委員會（Audit Oversight Board），設立目的係

為了提升及發展馬來西亞財務報告的審計品質及可靠性。主要

職責包括99： 

 

1. 執行政策確認審計制度之有效性 

2. 針對註冊會計師的檢查及裁處 

3. 與相關單位合作制定及執行策略以強化財報規範 

4. 督導國內會計師公會建立及採行簽證與道德規範 

5. 與境內監管機構合作 

6. 改善審計服務的品質 

 

    根據馬來西亞公司治理守則，薪酬委員會須由多數為獨立

董事的非執行董事所組成，負責制訂透明化的薪酬制度時，除

了須衡量公司經營策略及長期目標，仍須同時反映出董事會的

職責範疇及專業度。此外，如果公司尚未編制薪酬委員會，須

另制訂薪酬相關規章及程序制度，並揭露於年報中。 

 

馬來西亞公司治理守則建議公司董事會應建立內部稽核

制度與風險管理，並定期檢視其健全性、合理性及有效性，而

內部稽核受到審計委員會之監督，主要職責為定期評估公司在

                                           
99劉瓊遙，2015 年 2 月 6 日，參加馬來西亞「第 15 屆新興市場計畫」報告，

http://www.fsc.gov.tw/uploaddowndoc?file=abroad/201503061100430.doc&filedisplay=%E

9%A6%AC%E4%BE%86%E8%A5%BF%E4%BA%9E%E5%87%BA%E5%9C%8B%E5

%A0%B1%E5%91%8A20141125.doc&flag=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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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風險及控制之有效性。 

 

三、維護股東權益 

 

馬來西亞經歷過亞洲金融危機後，深深體會到公司治理的

重要性，隨即進行修正與強化法律規範之架構。高等財政委員

會於 1999 年發表之報告成了該國公司治理改革的依據，並於

2000 年發布馬來西亞公司治理守則與成立小股東利益監管團

體，雖公司治理守則不具強制性，但建議公司採用電子投票以

促進股東實踐該有的權利。 

 

 馬來西亞為了加強投資者的保護，依據該國資本市場與服

務法，於 2010 年成立證券業爭議解決中心（SIDREC），協助

投資者在免於承擔昂貴的訴訟費用下，得以透過調解與仲裁機

制解決涉及資本市場產品或服務的抱怨、爭議和索賠。 

 

    關係人交易亦須符合馬來西亞公司法之規定，上市公司不

得貸款予公司董事，或對董事之貸款提供保證，並要求若董事

或公司人員有直接或間接為個人或他人利益而使用公司財

產、運用職務所獲悉之資訊或利用公司機會等，應先取得股東

常會之同意。同時，持股 5%以上之股東若無股東會同意，不

得自公司取得或處分股東及非現金資產。此外，根據馬來西亞

交易所的上市規則，發行人對任何超過集團淨有形資產 3%以

上之關係人交易，應立即公告，並於年報揭露相關金額及對象

等，而超過淨有形資產 5%以上之關係人交易，亦須經過股東

會核准100。 

 

四、資訊揭露及透明度 

 

                                           
100

 胡則華，2013 年 8 月 6 日，出席 OECD 亞洲公司治理圓桌論壇報告

http://www.fsc.gov.tw/fckdowndoc?file=/2013%20OECD%E5%85%AC%E5%8F%B8%E6

%B2%BB%E7%90%86%E5%87%BA%E5%9C%8B%E5%A0%B1%E5%91%8A.pdf&fla

g=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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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公司法規定，公司應保存持股 5%以上之股東的

相關資料，包含基本資料、持股數量、股權變動、協議可能付

給該成員之股數、股權利益及其原因等。此外，證券法要求上

市公司應於年報中揭露各層實質受益人之持股股數、比例、可

能利益及前 30 大證券持有人姓名等。 

 

馬來西亞公司治理守則亦規定，公司董事會應建立資訊揭

露相關規範，且必須同時符合馬來西亞交易所的上市規則。守

則更指出董事會應鼓勵公司善用信息技術協助達到即時且準

確的資訊揭露，例如：於公司官網上建置公司治理專區，並揭

露股東權益及年報等資訊。除了公司法與公司治理守則外，馬

來西亞交易所於 2013 年公布馬來西亞企業資訊揭露指南

（Bursa Malaysia Corporate Disclosure Guidelines）。 

 

五、利害關係人利益之維護 

 

 馬來西亞公司治理守則建議公司應於網站建立利害關係

人專區，揭露董事會相關資訊、股東權益及年報。 

 

第二節  實務運作情形 

 

一、實務守則與監理制度 
 

馬來西亞宣布從 2011 年到 2020 年進入強化公司治理 10

年期，包含 2011 年的資本市場主計畫第二版（Capital Market 

Masterplan 2）以及為期 5 年的公司治理藍圖，希望藉此強化

自律及市場規範，並國際化該國的公司治理文化。此外，先於

2000 年發布公司治理守則初版，後於 2007 年修訂第二版，而

2012 年修訂的最新版，主要是依據 2011 年所發布的公司治理

藍圖所編制修訂。 
 

    馬來西亞公司治理藍圖中，亦特別強調董事會秘書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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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透過其獨立性、誠信及專業度協助董事會作出符合

公司治理標準之決策。除了 1965 年公司法所賦予董事會秘書

之權限外，馬來西亞 2012 年的公司治理守則更建議上市公司

須確保董事會能設置符合條件且稱職的董事會秘書。 

  

    馬來西亞證券委員會 (SC)與小股東利益監管團體

(Minority Shareholder Watchdog Group, MSWG)於 2014 年聯合

發表了馬來西亞機構投資人守則(Stewardship Code)，主旨在

加強機構投資人對於監督上市公司企業治理的責任及義務，

由政府領導機構投資人簽署以達到管理政策、監督、與受投

資公司議和及利益衝突揭露之最佳實務，主要的機構投資人

包括 Employees Provident Fund (EPF)、Permodalan Nasional 

Berhad (PNB)、Kumpulan Wang Persaraan (KWAP)、Social 

Security Organisation (SOCSO)、Lembaga Tabung Angkatan 

Tentera (LTAT)、及 Lembaga Tabung Haji (LTH)等。 

 

此外，該守則是由機構投資人自願性參與及遵守，藉此

擔任監督所投資的上市公司之責任，以確保資本市場的穩定

和保障小股東之權益，自 2016 年起，凡是簽署者應於官網、

年報或公開資訊中具體揭露守則施行狀況。機構投資人守則

是由以下 6 項原則所組成101： 

 

 原則 1：機構投資人須揭露對企業的監督和治理政策，以

及對基金投資經理等負責人之選擇標準。 

 原則 2：機構投資人須監督所投資之企業表現及潛在風

險，並出席股東大會及使用投票權。 

 原則 3：機構投資人須適時參與被投資企業之管理及決策。 

                                           
101

 馬來西亞機構投資人守則，閱覽日期: 2015 年 9 月 21 日，

http://www.sc.com.my/wp-content/uploads/eng/html/cg/mcii_14062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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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 4：機構投資人須管理或避免相關的利益衝突，以免

影響投資者的利益。 

 原則 5：機構投資人須納入企業永續經營作為其投資考

量，包括企業的環境、社會及治理指數。 

 原則 6：機構投資人須揭露其投票政策與影響因素 
 

二、自律組織運作 

 

近年，小股東利益監管團體（MSWG）於 1999 年的公司

治理改革報告而成立，除了身為一個獨立的公司治理研究單位

外，亦透過參訪上市公司，並持有公司的一股，參與股東會及

表決等，積極提倡股東行動主義，此外，該團體也加強與投資

人溝通與辦理教育訓練來增加股東的參與度，其主要的職責包

含102： 

1. 成為小股東經驗交流的管道； 

2. 成為馬來西亞公司治理中小股東的智庫與資源中心； 

3. 提供公司治理相關的教育訓練； 

4. 針對公開發行公司不符道德標準之決策，作為行使股東

行動主義的匯集平台； 

5. 確保小股東參與公司決策之法定權益； 

6. 監督公開發行公司是否遵守公司治理相關規定； 

7. 必要時，向主管機關告發，並捍衛小股東之權益。 

 

而非營利組織如馬來西亞內部審計協會（ Institute of 

Internal Auditors Malaysia, IIA Malaysia）亦強調內部審計對於

公司治理、風險控管、以及企業內控之重要性，致力於加強提

升該國內部審計之專業性，包括以下目標103： 

                                           
102

 Minority Shareholder Watchdog Group, Vision, Mission & Objectives, 

http://www.mswg.org.my/page.php?pid=85&menu=sub 
103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l Auditors Malaysia, Vision, Mission & Objectives, 

http://www.iiam.com.m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13&Itemid=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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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倡與宣導內部審計帶給企業之價值與效應； 

2. 提供專業教育訓練及研擬相關準則與認證計畫； 

3. 針對從業人員與利害關係人進行宣導內部審計於公司

治理、企業內控、風險控管之重要性； 

4. 培訓內部審計員遵循最佳實務守則； 

5. 舉辦活動會議以供從業人員進行經驗分享與傳承。 

 

三、公司治理評鑑 

 

    根據 Corporate Governance Watch 2014 （CG Watch）的報

告104，馬來西亞的得分從 2007 年的 49%持續進步提升至

58%，最近兩屆於 2012 年及 2014 年的排名皆為第 4 名，五大

構面的得分分別為公司治理規範與實務（55 分）、實行（47

分）、政治與監管（59 分）、IGAAP（85 分）、及公司治理文

化（43 分），藉由 2011 年的公司治理藍圖可見馬來西亞政府

主導的改革為進步的主要力量，同時也鼓勵所有的市場參與者

都能響應公司治理的推動，其中包含東協第一份針對機構投資

人所發布的馬來 西亞機構投資人守則（Malaysian Code fo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同時，藉由成立審計監管局（Audit 

Oversight Board）來提升財報與審計之準確性及透明度，使得

該國 IGAAP 構面與新加坡並列第一。 

 

    東協公司治理計分卡是由東協資本市場論壇（ACMF）和

亞洲開發銀行合作的公司治理評鑑，參考 OECD 的公司治理

守則，就企業的股東權益（10%）、股東權益公平性（15%）、

利益關係人之角色（10%）、資訊揭露之透明度（25%）及董

事會職責（40%）等，評估與衡量東協六國共 529 家公司的公

司治理狀況，而馬來西亞國內負責評比的機構為馬來西亞小股

東利益監管團體（MSWG）。 

 

                                           
104

 Jamie Allen, CG Watch 2014- Market Rankings, 

http://www.acga-asia.org/public/files/CG_Watch_2014_Key_Charts_Extract.pdf 



 114 

根據 2013-2014 年國家報告及評估（Asean Corporate 

Governance Scorecard Country Report and Assessments 

2013-2014），馬來西亞上市前 100 大公司平均得分，相較於

2012 年的 62.29 分成長了 15.09%至 71.69 分，整體得分僅

次於泰國，但較新加坡佳，其中表現最好的為 104.12 分，

而最差的為 45.86 分，也是唯一一家得分低於 50 分，反觀

得分超過 90 分的公司數也從前一年（2012 年）的 1 家大幅

成長至 11 家，如果只看前 50 大公司，則平均得分為 82.14

分。 

 

針對受評的五大構面，馬來西亞的評鑑結果分別為企業的

股東權益（5.18/10%）、股東權益公平性（12.81/15%）、利益

關係人之角色（5.88/10%）、資訊揭露之透明度（17.23/25%）

及董事會職責（25.19/40%）。此外，五大構面多較前年度進步，

惟股東權益公平性由 13.38 退步至 12.81 分。 

 

四、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經營 

 

為了推動永續議題，但礙於國內針對該議題缺乏自願性揭

露，馬來西亞要求公開發行公司於年報中揭露永續宣言。同

時，為了強化市場的永續揭露，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推出企業

永續指南（Sustainability Guide for Directors），除了強調公司

揭露重大的永續政策、措施或指標等，亦宣導永續經營之理

念、提供企業永續指南、分享成功案例、以及建議董事關注並

監督永續經營。 

 

根據 2013 年的報告指出，馬來西亞前 100 大公司有 22

家表示會單獨出版永續報告書。2014 年 12 月馬來西亞證券交

易所亦推出首個符合全球社會責任標準的指數─富時社會責

任指數（FTSE 4 Good Bursa Malaysia Index），具有透明度管

理和計算準則，藉此支持與提供落實環境管理、氣候變化、反

貪污腐敗、維護人權、勞工權利與供應鏈等議題之企業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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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作為吸引注重 ESG 的投資人參考。 

 

五、研究調查 

 

    馬來西亞交易所分析 300 家上市公司的 2012 年和 2013

年年報中公司治理實務狀況，300 家的樣本約莫占全體公開發

行公司的 32%，並且包含資本額大、中、小型的公司，針對

以下六個原則進行評估（配分狀況）並出版報告，相關重點如

下： 

 

 原則 1：明訂董事會之角色與職責（23.8%） 

（1） 91%的公司具體揭露其董事會秘書之資格條件 

（2） 75%的公司表示其董事受到行為準則之規範 

（3） 41%的公司具體揭露其吹哨者制度（Whistle-blowing 

Policy） 

 原則 2：強化董事組成架構與職責（15.9%） 

（1） 99%的公司表示其提名委員會符合全非執行董事及

過半數獨立董事之規定 

（2） 93%的公司揭露有確實進行董事會績效評估 

 原則 3：強化獨立性（7.9%） 

（1） 87%的公司董事長未兼任其執行長 

（2） 78%的公司確實每年評估獨立董事之獨立性 

（3） 55%的公司表示其獨立董事任期超過 9 年 

 原則 4：董事承諾與教育訓練（7.9%） 

（1）99%的公司遵守上市規則中公司董事不得兼任超過

五個董事職。 

（2）95%的公司董事會充分了解教育訓練之必要性，但

其中僅 12%設有教育訓練之管道。 

 原則 5：財務報告的忠實呈現（29.8%） 

（1） 100%的公司審計委員會由至少三位非執行董事且

多數為獨立董事。 

（2） 63%的公司有揭露外部審計相關規定，且僅 57%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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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其評估外部審計之合適性及獨立性的過程與方

法。 

 原則 6：風險控管（14.6%） 

（1）95%的公司表示定期評估其風險管理及內控制度之

績效及合適性。 

 

    根據該報告顯示，全體 300 家上市公司於六項原則之平均

得分依序為 61 分、73 分、73 分、71 分、58 分、及 59 分，整

體總平均為 63.7 分，其中約有 67%的公得分超過 60 分，如果

就單一上市公司得分表現來看，得分最高的為 89.4 分，最低

得分則為 43 分。 

 

第三節  小結 

  

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馬來西亞於 2000 年初次發布公司

治理守則，並於 2007 年公布修訂後的第二版，不僅強化董事

會的責任與角色，更針對審計委員會及內控制度進行相關規

範，定義公司治理為：「指引和公司管理其業務的過程與結構，

使在實現長期股東價值下強化企業發展與公司究責性，同時也

可以顧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 

 

馬來西亞自 2011年起進入 10年期強化公司治理之生態系

統，其中包含證管會於 2011 年所實施的資本市場主計畫第二

版（Capital Market Masterplan 2），例如：風險控管、加強金

融商品規範、擴大調解程序的問責範圍、加強公司治理等內

容。同年，公布為期 5 年的公司治理藍圖，希望藉此強化自律

及市場規範，並國際化該國的公司治理文化，而藍圖分為股東

權益（Shareholder Rights）、機構投資人之角色（Rol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董事會於公司治理之角色（Board’s Role 

in Governance ）、資訊揭露與透明度（ Disclosure and 

Transparency）、看守者與影響者之角色（Role of Gatekeepers 

and Influencers）、公私部門的執法（ Public and P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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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orcement）等六個章節。 

 

馬來西亞於 2012 年修訂最新版的公司治理守則，主要是

依據 2011 年所發布的公司治理藍圖所修訂，除了強化董事會

組成結構、專業性、獨立性及績效外，亦鼓勵公司採行超越既

有法規最低要求以上之標準105，該守則分為八大原則供企業參

考： 

 

 原則 1：明訂董事會之角色與職責 

 原則 2：強化董事組成架構與職責 

 原則 3：強化獨立性 

 原則 4：董事承諾與教育訓練 

 原則 5：財務報告的忠實呈現 

 原則 6：風險控管 

 原則 7：確認即時性及高品質資訊揭露 

 原則 8：強化公司與股東之間的溝通 

 

馬來西亞從編製公司治理藍圖、公布公司治理守則 2012

年版、公布企業揭露指南、修訂交易所上市規則或成立審計監

管局與成立小股東利益監管團體等，皆可看出馬來西亞政府扮

演著該國公司治理進步的最大功臣之一；此外，東協第一份針

對機構投資人所發布的馬來西亞機構投資人守則（Malaysian 

Code fo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更提昇公司治理之層級，藉由

更多利害關係人的參與監督能為該國的公司治理把關。 

 

                                           
105

 參閱馬來西亞公司治理守則（2012 年版） 

http://www.mia.org.my/new/downloads/circularsandresources/circulars/2012/21/MCCG_20

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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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各國比較與分析 
 

玆就各國公司治理主要面向及推動措施等相關規定，比較

分析如下： 

表 9-1：各國公司治理架構差異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美國、英國、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單軌制）：                

 
 

巴西（單軌制及雙軌制並行）: 

  
 

日本（二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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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架構大致可分為不設置監察人的單軌董事會制，與

同時設置董事會與監察人的雙軌董事會制，多數英美法制的國

家採用單軌制，如美國、英國、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雙

軌董事會制的國家，如日本，在面對國際趨勢，近年來逐漸修

改公司法規定，使企業在有充分的監督機制下（如設置審計委

員會），可不設監察人。巴西則是單軌制及雙軌制並行，公司

除了設置具獨立性的審計委員會外，亦可評估是否額外增設監

事會。 

 

與上市企業之公司治理直接相關的法規，主要包括公司

法、證券交易法、上市審查準則、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以及制

訂新法規等，各國針對強化公司治理，除修訂不合時宜的法

規，並制訂新法。 
 

表 9-2：公司治理法制規範架構 

項目/國家 管理架構 主要法規 

美國 單軌董事會制 

 1933 年證券法 

 1934 年證券交易法 

 1940 年投資公司法 

 1995 年私募證券訴訟改

革法 

 2002 年投資人保護法 

 2002 年公司責任法 

 2002 年投資人、股東與員工

保護法 

 2002 年股東與員工權利復

興法 

 2002 年會計師責任法 

 2002 年沙賓法 

 2010 年金融改革法 

英國 單軌董事會制 

 1995 年退休金法 

 1996年職業退休計畫（投

資）法 

 2000 年金融服務暨市場

法倫敦證券交易所之上

市準則 

 2004 年退休金法 

 2005 年職業退休計畫法 

 2006 年公司法 

 

巴西 
單軌制及雙軌董事會制

並行 

 公司法 

 2014 巴西企業腐敗防治法 

 2002 CVM 公司治理指導原則 

 1999 公司治理最佳實踐規範  

日本 

二選一： 

1.單軌董事會制（＋三個

委員會） 

2.雙軌董事會制 

ps.監察會與董事會為平

 商法 

 商法特例法 

 2001/2002/2005/2014 商法大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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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機關 

香港 單軌董事會制 
 公司條例 

 交易所上市準則 

 最佳實務作法 

 證券及期貨條例 

新加坡 單軌董事會制 

 公司法 

 證券業法 

 新加坡購併準則 

 新加坡上市規則 

 證券暨期貨法 

馬來西亞 單軌董事會制 

 公司法 

 證券法 

 反貪污局組織法 

 馬來西亞上市規則 

 公司治理指南(2nd Edition） 

 馬來西亞公司治理準則 

臺灣 

目前仍處於單軌/雙軌董

事會並行制，未來將統一

走向單軌制 

 公司法 

 證券交易法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各國基於保護股東及公司對待股東的基本原則，多數係採

一股一表決權。以本次研究內容分析，目前僅有美國還存在有

所謂的雙表決權股、無表決權股。此外，為強化對股東權的保

護，各國也開始納入各項保護股東權益的新措施，特別是運用

新科技提高對股東的資訊揭露及股東權的行使。 

 

表 9-3：股權結構及權益保護比較表 

國家 股權結構 投票權 保護措施 

美國 

家族大股東

經理人主導

機構投資人主

導 

一股一權 

或 

一股多權 

設置投資人求償基金，以保障投

資人求償權益 

英國 

金融機構（尤

其是退休基金

與人壽保險公

司）擁有絕大

多數之股權 

一股一權 

1.董事會對股東的說明責任 

2.機構投資人參與公司治理 

3.與股東間溝通 

巴西 家族 
一股一權、 

無表決權股 

公司法修正保護特別股股東 

日本 
交叉持股 

/安定股東 
一股一權 

1.減輕代位訴訟費用負擔 

2.機構法人積極執行股東權 

香港 
家族 /單一股

權 
一股一權 

1.股東重大交易核可權 

2.關係人交易的專家意見 

3.收購自律規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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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東投票權的規範 

新加坡 
股權集中 一股一權 制訂相關併購規範，保護小股東

權益 

馬來西亞 股權集中 一股一權 成立小股東利益監管團體 

臺灣 股權集中 

一股一權 1.積極推動公司治理評鑑 

2.強化股東電子投票 

3.設有投資人保護中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各國公司治理最佳實務準則或有民間自律機構所提出，或

有官方提出的公司治理守則。目前國際間類似的準則規範的內

容，主要依循 OECD 公司治理準則中所揭示的股東的權益、

股東的公平待遇、公司利益關係人的角色、資訊的公開與透明

化及董事會的責任等為範圍，參酌各國的國情而提出的建議，

茲彙整該七個國家公司治理守則相關內容如下： 

 

表 9-4：公司治理最佳實務準則跨國比較 

項目/國家 美國 英國 巴西 日本 香港 新加坡 馬來西亞 臺灣 

守則制定單位 
民間 民間 民間/官

方 

民間 官方 民間制訂 

官方採納 

官方 官方 

制定單位名稱 

NACD 

ALI 
BRT 

CalPERS 

TIAA-CREF 

Cadbury 

Hampel 

CVM 

IBGC 

JCGF-CG 

Principles 
JCAA-best 

practice 

香港交易

所--最佳

應用守則 

新加坡公

司治理委

員會--公司

治理準則 

SC 

MSWG 
公司治理中

心、證交所、

櫃買中心、 

董事會規模 
5-15（CII） 未包括 未包括 要求規模

要小但無

上限建議 

未規範 未包括 未包括 3 人以上席次 

獨立董事比例 

（含外部監察

人） 

2/3～1/2 1/3  1/2 至少 2 名 

1/3（研議

中） 

1/3  至少 2 名，不

少於 1/5 

 

獨立性定義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兼任其他家公

司董事上限 

外部董事：2

家 

未包括 未包括 未包括 未包括 未包括 未包括 獨立董事

兼任上限

為 3 家 ;可兼

任海外子公

司獨董。 

董事會設置委

員會 

審計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審計委員

會 

提名委員

會 

薪酬委員

會 

審計委員

會 

 

審計委員

會 

提名委員

會 

薪酬委員

會 

審計委員

會 

審計委員

會 

提名委員

會 

薪酬委員

會 

審計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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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組成 

全部為外部

董事 

全部為外

部董事 

全部為外

部董事 

3 名以上

（至少 1名

獨立董事） 

2 名以上 3 名以上

（至少 1/2

獨立董事） 

半數以上 審計委員會

組成至少 3名

以上獨立董

事 

董事長與執行

長是否兼任 

未包括 建議不兼

任 

建議不兼

任 

建議不兼

任 

未包括 建議不兼

任 

未包括 建議不兼任 

董事會的評估 有 有 有 未包括 未包括 有 未包括 有 

公司治理揭露

說明 

有 有 有 未包括 有 有 有 有 

資料來源：劉紹樑，從莊子到安隆: A+公司治理、本研究整理 

 

各國對公司採行「公司治理實務準則」的規範，多數採行

「遵循或解釋原則（Comply or Explain rule）」的補充規定，亦

即要求上市公司揭露是否制訂，遵循情形及與準則間差距的原

因。此項機制的精神，主要係考量各公司有其本身的情形，準

則並無法一體適用，因此，由公司自行揭露其執行情形，並對

未能遵循部分加以說明。惟正因各公司落實公司治理的執行情

形，係藉由公司自行在年報揭露及股東會說明，故對公司自行

揭露的質與量，需有適當的監督機制加以評估，目前美國已出

現多個發展公司治理評鑑的機構，其他國家的公司治理評鑑機

制也持續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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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5：各國公司治理評鑑專業評鑑機構發展比較 

 

國家 發展機構 主要評鑑範圍 

美國 

1.S＆P-GAMMA 

2.KLD-GRId 

3.ISS-QuickScore 3.0 

1.GAMMA:公司所有權人的影響力、股東權利、

財務及非財務資訊之透明度、審計與風險控

管、董事會評估 

2.GRId (公司治理風險指標):董事、薪酬、股東權

利、審計。 

3.QuickScore 3.0 (公司治理評分系統):董事、薪  

  酬、股東權利、審計等面向。 

英國 
英國董事協會(IOD)與 Cass商

學院及 Z/Yen 顧問公司合作 

董事會行為指標:主要檢視企業內部對公司自治

規範的內容 

巴西 無 無 

日本 
NLI 及早稻田大學共同研究

-CGR 

1.直接因素：董事會組成、監督及管理功能分開、   

           誘因設計 

2.間接因素：股東組成、資本結構、員工特質 

香港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BCGD 

Awards 

 

最佳公司管治資料揭露大獎(BCGD Awards): 

1.表達度 

2.報告即時度 

3.下列資訊的揭露品質 

-公司治理聲明 

-資本結構 

-董事會結構與功能 

-管理階層對營運及財務報告的討論及分析 

-薪酬政策及董事與經理人之報酬政策及細節 

-提名委員會的工作、政策、提名過程 

-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 

-企業社會責任及環境報告 

-關係人交易及關連性 

-其他自發性揭露項目（如董事會委員會、內部 

稽核、與股東溝 通情形、投資人關係等） 

4.對公司條例及交易所上市準則公司治理揭露要

求的遵循度 

5.其它容易辨認之遵循資訊 

新加坡 

由澳洲會計師公會、新加坡

國立大學商學院治理、機構

和組織中心與商業時報合作

-GTI 

GTI (治理與透明度評鑑): 針對董事會、薪酬、究

責性與審計、以及透明度和投資人關係等面向。 

馬來西

亞 

由東協資本市場論壇

（ACMF）和亞洲開發銀行合

作-東協公司治理計分卡 

受評的五大構面:企業的股東權益、股東權益公平 

性、利益關係人之角色、資訊揭露之透明度及董 

事會職責。 

臺灣 1.公司治理中心-公司治理評 1.公司治理評鑑主要針對五大面向: 維護股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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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系統;  

2.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公司治

理制度評量 

益、平等對待股東、強化董事會結構與運作、

提升資訊透明度、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等。 

2.公司治理制度評量: 針對股東權益的維護、股

東平等對待、利害關係人權益之尊重與企業社

會責任、透明度與揭露、董事會的職責、企業

治理文化。 

 

    各國積極提升企業社會責任及永續經營，鼓勵企業編製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美國則要求企業於 2016 年全面採用 GRI

第四版揭露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之情形。此外，各國亦將企業社

會責任的議題結合之投資的標的選擇，發展出許多企業社會責

任/企業永續相關議題之投資指數，顯見各國對此議題之重視。 

 

表 9-6：各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及相關投資指數比較 

 

國家 報告書編製 指數發展 

美國 2016 年全面採用 GRI 第四版 
多美林社會指數 400 

美國道瓊永續性指數 

英國 
立法揭露企業社會責任資訊 -

「經營與財務評估」 
富時社會責任指數 

巴西 
規範企業永續報告書的發行為

上市的條件 
「公司治理指數」(BR-ICGX) 

日本 「遵循或解釋」 日經 400指數（JPX-Nikkei Index 400） 

香港 「遵循或解釋」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Index 

新加坡 

鼓勵揭露 

預計2017年強制要求於新加坡

交易所掛牌的 800 家公司發布

永續報告書 

- 

馬來西亞 鼓勵編製階段 - 

臺灣 部份產業採強制編製 

臺灣就業 99 指數 

臺灣企業經營 101 指數 

臺灣高薪100指數 

臺灣公司治理 100 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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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參考各國公司治理發展，以下可以歸納幾項國際間公司治

理之共同趨勢： 

 

(一) 董事會秘書制度的設置 

(二) 各國針對其本土所存在之個別環境與文化，持續修正

公司治理準則（Corporate governance code）或最佳實

務準則（Code of best practice）。 

(三) 建議機構投資人積極參與公司監督，提升公司治理的

品質。 

(四) 各國提倡設置提名委員會，委員會成員的設置採全面

為獨立董事或半數以上為獨立董事的方式。 

(五) 董事會中設置審計委員會（Audit committee），對公司

監察機制應有外部獨立人士參與，已形成共識。 

(六) 提出具體的步驟與評估標準，建議董事會進行自我評

估。 

(七) 積極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及相關資訊揭露。 

 

第二節 建議 

 

一、設計適合我國的董事會秘書制度 

 

    國際上董事會秘書是一個獨立於董事會的角色，設置目的

為著重在良好公司治理原則之建立，除了協助董事會運作相關

事項、落實董事會績效評估外，亦協助企業處理法律溝通等事

務。現實公司的實務及公司實際運作狀況其實會有些落差，加

上我國企業及社會各界對董事會秘書一職所知有限，台灣若要

追隨國際潮流，應有分階段的做法。短、中、長期規劃建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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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短期:可先賦予獨董更多公司治理的職能。 

 

(2)中期:以台灣現有的狀況，上市櫃公司都有法務部門的設

置，未來若需規範公司設置董事會秘書，建議可將法

務單位作為隸屬制度的改編，如隸屬於董事會或不要

讓它變成公司的下層部門，業務的部分則包括董事會

業務及法令遵循的功能，如此將可減緩市場的反彈。 

 

(3)長期:可規劃建立完善的董事會秘書制度，增修相關法令，

加強宣導並協助企業瞭解董事會秘書在企業中所扮

演之角色及重要性，並規劃專業培訓課程，孕育更多

專業人才。 

 

各國董事會秘書制設置之情形參見表 10-1。 

 

表 10-1：各國董事會秘書制設置情形 

 

項目/國家 美國 英國 香港 新加坡 馬來西 亞 

法令要求

設置董事

會秘書 

          

董事會秘

書設置內

容 

訴訟頻

繁，因此多

由法務部

門或律師

出任董事

會秘書一

職。 

1948 年之

公司法
(Companie

s Act 1948)

規範每間

公司必須

設置一名

董事會秘

書 

於公司法

中規範董

事會秘書

之設置 

於公司法

中規範董

事會秘書

之設置 

公司必須

委任至少

一名董事

會秘書 

資料來源: 整理自陳春山、楊沛枬，2010 年，「建制我國董事會秘書制度之研究」，

證券暨期貨月刊 第二十八卷 第五期。 

 

二、董監事課程增進財務與法律專業人士交流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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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未來證交所相關進修機構開設董監事訓練課程時，能

多增加法律專業課程，以增進財務專業與法律專業之對話與交

流，亦有助董監事理解其法律責任。 

 

三、加強股東行動主義 

 

    鼓勵強化機構投資人在公司治理所扮演的角色。目前各國

已開始訂定機構投資人管理守則，期望透過機構投資人的簽署

及參與企業治理，提升整體公司治理品質。建議我國加強推動

機構投資人投入參與企業治理，制度的訂定宜周延，以有效推

動。各國落實盡責管理方式之情形參見表 10-2。 

 

表 10-2：各國落實盡責管理方式概覽表 

 
項

目

/

國

家 

美國 英國 日本 香港 馬來西亞 

是

否

落

實 

          

制

訂

機

構 

美國證

券交易

委員會

(SEC)  

 

勞動部 財務報告理

事會(FRC) 
金 融 廳

(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 

香港證券及

期貨事務監

察委員會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SFC；證監

會) 

馬來西亞證

券委員會

(Securities 

Commission 

Malaysia 

(SC)及少數

股東守門人

團體

(Minority 

Shareholder 

Watchdo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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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

國

家 

美國 英國 日本 香港 馬來西亞 

守

則

名

稱 

《華爾

街金融

改革及

消費者

保護法

案》 

(Dodd-

Frank 

Act) 

《受僱

人退休

收入安

全法》

(Employ

ee 

Retirem

ent 

Income 

Security 

Act；

ERISA)
106

 

《英國盡責

管理守則》 

(UK 

Stewardship 

Code） 

「盡責機構

法人原則《日

本盡責管理

守 則 》」

(Principle for 

Responsibl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負責任的

擁有權原則》

(Principles of 

Responsible 

ownership；

該等原則） 

 

《馬來西亞

盡責管理守

則》 

 

適

用

範

圍 

  機構法人（資

產所有人、資

產管理人及

服務提供人） 

機構法人（資

產所有人、資

產 

管理人） 

 

機構法人（資

產所有人、資

產 

管理人） 

 

機構法人（資

產所有人、資

產 

管理人） 

 

法

律

地

位 

必須適

用，但

針對微

型公司

有延後

適用的

規範，

投票採

取「建

議性投

票」 

必 須 適

用 
自願簽署模

式，並採取

「遵守或解

釋」原則 

採取「遵守或

解釋」原則 
自願簽署模

式，並採取

「遵守或解

釋」原則 

採取「遵守或

解釋」原則 

 

 

 

 

                                           
106

 其適用對象較為限縮，僅限於勞動基金。 

資料來源: 整理自馮震宇、陳昭妤、柯至恩、吳承芳，2015，「盡責管理守則（Stewardship Code） 

          之研究」，集保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委託研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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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計適當的提名委員會成員組成 

 

    美國是可充分落實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的國家，因此功能

性委員會的落實最為完整。但亞洲市場因大股東、家族股東比

較不願意把經營權和所有權做到分離的情況，因此落實的可能

性較低。美國紐約證交所上市公司的提名委員會、審計委員

會，必須全由獨立董事組成。目前台灣正在漸進鼓勵的提名委

員會等措施的推動上，將會遇到一些阻力，必須要慎重評估如

何設計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思考相關議題，如:是否提名委員

會成員要全部由獨立董事擔任?各國提名委員會設置之比較參

見表 10-3。 

 

表 10-3：各國提名委員會設置之情形 

 
項目 /

國家 
美國 英國 日本 香港 新加坡 

馬來 

西亞 

是 否

設置 
v v v v v v 

內容 

NYSE 上市

審查準則

§303A.04 規

定，上市公司

必須設置提

名委員會，其

全部成員必

須為獨立董

事。 

全由獨

立董事

組成 

每個委

員會由

三位董

事以上

組成且

其中獨

立董事

應占多

數 

提名委

員會須

以獨立

非執行

董事佔

大多數。 

每個委員

會由三位

董事以上

組成且其

中獨立董

事應占多

數 

公司治

理守則

規定，不

僅成員

應全數

為非執

行董

事，過半

數委員

也應為

獨立董

事，而主

席亦須

由資深

獨立董

事擔任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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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強我國獨立董事的獨立性 

     

    近年我國亦積極推動獨立董事設置，加上規範審計委員會

之成員應全部由獨立董事組成，顯見我國對獨立董事的重視程

度已漸朝向國際公司治理趨勢。然而，獨立董事是否具備實質

上的獨立性，還是僅僅是名義上的獨立性?獨立董事同時具備

名義上及實質上的獨立性才能站在超然獨立的角色，有效達到

監督企業決策之成效。因此，建議主管機關未來能多宣導獨立

董事的重要性及企業獨立董事的挑選。 

 

六、加強推動董事會績效評估，建立完整的外部評估機制 

 

    我國金管會自 2014 年底公布「董事會自我評鑑或同儕評

鑑參考範例」供上市櫃參考。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中提及至少

每年執行一次內部董事會績效評估，以及至少每三年委由外部

專家執行董事會績效評估。 

 

    國外董事協會及董事教育訓練之相關機構或管理顧問公

司(如大型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管理顧問服務)，皆具備一定之規

模並能提供完整的董事會績效評估服務。 

 

    目前我國無適合或相關已具備主管機關認可之執行機

構，若以現行提供董事會教育訓練及促進我國提升董事會效能

之機構來看，證券市場發展基金會及中華公司治理協會皆具備

評鑑或評量之經驗，因此建議未來該機構可規劃提供企業此項

服務。我國董事學會仍處於初步發展階段，尚未具足夠之規模

及評鑑經驗，但未來仍可列為企業外部機構選擇之一。 

 

    由於我國能提供董事會績效評估服務的機構尚未成熟，加

上公司初步由外部機構執行董事會績效評估，可能會造成公司

很大的成本壓力，因此建議主管機關短期在推動公司執行董事

會外部績效評估，亦可納入外部專家學者團隊為執行單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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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規劃應針對相關專家/專業性機構進行執行績效評估之認

證，提供公司以具規模、高專業品質及商譽之外部機構執行為

佳。 

 

    現階段我國處於初步推動企業落實董事會績效評估之階

段，為因應長期之成效，除了宣導企業瞭解董事會績效評估的

目的及重要性外，外部專家績效評估執行機制應具體規劃。各

國董事會績效評估實務運作情形之比較參見表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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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4：各國董事會績效評估實務運作情形比較 

 

 
資料來源:胡星陽、吳崇權、葉淑玲、李怡樺、游慧雯，2014，「提升臺灣公司治理-落

實董事會績效評估及董事成員多元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及臺灣證券交易

所共同委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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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動國際整合性報告書編製 

 

2013 年 12 月，國際整合報告委員會（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 IIRC）正式公布整合性報告架

構，提供企業整合各項財務及非財務資訊報導之原則性規範。

根據 IIRC 近期發布的資料顯示，各國多數透過交易所的要

求，或投資人團體的呼籲進行推動整合性報告書。各國推動情

形如下： 

1.紐西蘭：屬於 New Zealand Governance Forum 的投資人，針

對企業董事會提出建議，要求應出版整合性報告書，以利了

解公司的策略目標、達成該目標的進度，以及整體性的績效。 

2.瑞士：Center for Corporate Reporting 與 IIRC 積極合作，於

瑞士內推動整合性報告書。 

3.歐盟：2014 年推動企業發布非財務性報告，並同時提倡實施

IIRC 提供的架構。 

4.南非：2010 年開始，於約翰尼斯堡交易所上市之公司，必須

承諾實施整合性報告書，且需出具第三方認證，而 IIRC 提

供的架構成為最佳實務。 

5.馬來西亞：要求在馬來西亞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必須於 2016

年前試作整合性報告書107。 

6.巴西: 聖保羅證券交易所於 2014 年開始，倡導並鼓勵上市

企業揭露永續性或整合性報告。 

 

 

以目前國際趨勢來看，企業資訊揭露的演進，由財務報告

走向永續報告或 CSR 報告書，未來將走入｢整合性報告」的時

代，其中包括的非財務資訊其品質將越來越受到與財務資訊同

等的重視。因此建議積極推動並宣導企業編製國際整合性報告

書。 

                                           
107

 參閱「2015 企業社會責任年鑑」，經濟日報編印，2015 年 11 月出版，

http://www.slideshare.net/edn0420/2015-56196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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