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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傳統治理架構傷害日本企業，高層退而不休任顧問阻礙治理 

約四年前發布的日本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盡職守則，宣示日本重塑資本市場

的重大改革。監管機關及日本證交所雖已要求全面重組公司治理架構及董事會，

並對基金經理人訂定新揭露規範及職責，然金融廳、經濟產業省及外國投資人對

日本企業改革緩慢進展多有不滿，對外部人而言，似乎難以理解有何差別。但從

日本企業近期醜聞，如日產汽車、三菱綜合材料和神戶鋼鐵等，可驗證上述質疑。 

問題並不在監管機構，或日本新法規的接受程度(其實頗高)。89%掛牌公司

已遵循至少 90%公司治理守則規範要求，且金融廳及經濟產業省已建立一套大幅

改善的財務資本及揭露的監控機制。其中，日本政府退休投資基金近期改革，成

為強化市場紀律力量，監督環境、社會及管理等方面。然而，卻沒有團體或組織

將人力資本列為監督重點。更明確而言，傳統日本企業一如往昔仍過度仰賴組織

忠誠度。 

勞工轉職率低 

雖然 2014年政府調查報告顯示，35歲以下勞工有半數未再受雇於第一任雇

主，大型企業的中高層級經理人中，轉職率仍微乎其微，40至 45歲男性勞工僅

6%曾經轉職，多數大型公司的執行董事(executive directors)則不曾轉職。這種現

象也成為限制日本企業創造力與彈性的兩大障礙。 

首先，職缺招募將無法找到最合適人選，因為候選人侷限於幾年前公司招募

的大學新鮮人，而若外界科技變化越快速，此問題將會越嚴重。其次，員工的工

作保障與職涯發展，將取決於對直屬主管的絕對忠誠。提升勞工轉職能力及減少

對主管忠誠度的期待，將大幅促進監管機構改革。近期的企業詐欺事件，顯示當

員工為保障本身工作權益、不敢對掌權者說出事實帶來的後果。 

町田勝彥擔任夏普董事長兼執行長時，積極擴展液晶顯示器業務，且 2012

年退休後仍繼續擔任資深顧問，其擔任顧問三年內，繼任者高橋興三不顧液晶顯

示器產業削價競爭，仍拒絕減緩在液晶顯示器產業的擴張。最終被富士康集團的

鴻海精密工業收購，方免於破產。 

近期企業醜聞如東芝(Toshiba)、東麗(Toray)及大林組(Obayashi)，皆為員工

匿名檢舉而曝光，這些員工並未將問題陳報主管，或陳報但被忽視。要遏止來自

主管威脅，最有效方法為廢止行之有年的顧問制。這些顧問職專為退休高層主管

所設，除給付薪水外亦提供配車、獨立辦公室並配置秘書，其存在無法定責任，

卻使繼任者無法自由決策，例如改變政策或投資決策等。顧問職的影響力，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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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是日本企業處分非核心事業時決策緩慢的原因。 

設置顧問職的原因，有一說為提供高層主管退休收入、補償在任時相對其他

國際企業較低之薪資，然此說法在近期提供股票選擇權為高管薪酬的趨勢下，已

越顯牽強。許多公司已宣布取消顧問職，東京證交所亦於去年夏天修訂公司治理

報告準則，要求掛牌公司揭露退休總裁或執行長擔任顧問及其職責與任期。這些

措施可能會讓更多投資人對顧問職的存在產生疑問，尤其對日本職場文化不熟悉

的外國投資人。 

外部人流動 

若目標為提高工作機動性及勞動流動性，由高層人員著手應較有效率。假使

退休執行長不再擔任顧問，可擔任其他公司外部董事的人才庫將增加。若董事會

外來者越多，內部經理人就越能接受並歡迎外部人的存在，而組織忠誠度的重要

性就會低於專業優勢。 

此外，83%日本掛牌公司缺乏正式委員會來審查高階管理職候選人資格，故

應強制設立提名委員會，並由獨立董事組成，且委員在審查管理職候選人時，需

證明已將外部人員納入考量。 

一些具前瞻性的公司，已經開始招募外國大學畢業生並接納較晚加入公司的

新員工。一些政府部門及近期民營化的公司(如日本郵局)，也開始引進彈性工作

契約，使其於固定期間內可招募具特定專長之外部人，並可提供績效良好者豐厚

獎金，此案例也值得其他民營單位效法。然而關鍵仍需由高層的獎勵措施做起，

目前忠誠與和諧常被過度獎賞，凌駕專業及創新能力之上。 

 

 

（資料來源：Nikkei Asian Review， “Alicia Ogawa: Inbred management structures 

are hurting corporate Japan”，2018年 2月 8 日， 

https://asia.nikkei.com/magazine/20180208/Viewpoints/Alicia-Ogawa-Inbred-manage

ment-structures-are-hurting-corporate-Japan?page=2 ） 

 

 

https://asia.nikkei.com/magazine/20180208/Viewpoints/Alicia-Ogawa-Inbred-management-structures-are-hurting-corporate-Japan?page=2
https://asia.nikkei.com/magazine/20180208/Viewpoints/Alicia-Ogawa-Inbred-management-structures-are-hurting-corporate-Japan?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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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將推動股權代理機構改革 

2017 年 12月 20 日眾議院投票通過「公司治理改革及透明化法案」，此案已

移交參議院銀行、住房和城市事務委員會進行辯論，若通過將由參議院全體表

決。該法案將要求股權代理機構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註冊，在提供投資人報告

前需先經發行人審查，並指派專人(ombudsman)受理報告不實申訴。 

全國投資人關係研究機構（NIRI）、公司治理學會、納斯達克及紐約證券交

易所等，均表示支持該項立法。兩大股權代理機構 ISS 與 Glass Lewis(共掌握美

國 97％股權代理)、機構投資人委員會(CII)及聯合國支持的責任投資原則(PRI)，

則反對該法案。 

贊成方之意見 

投資人委託股權代理機構審查公司委託資料，並據投資人的投票指導方針，

評估及建議是否應投票贊成/反對股東會提案。由於代理旺季時，投資人的投資

組合中公司太多，除非特別詳讀代理機構對公司所出具之意見報告，代理機構得

依投資人的投票指導方針運用自動系統投票。 

贊成改革人士認為，該行業缺乏透明度，使報告易不準確，並可能導致利益

衝突。NIRI 2016 年調查發現，87％美國投資人關係從業人員認為，代理機構應

向發行人出具報告，以檢查不準確之處，這也是此次法案所要求的。NIRI 特別

鼓勵法案納入一項強制檢視草案的規定，使公司可於投票前評估代理機構報告的

準確性。 

該法案也將要求代理研究機構向證券交易委員會註冊，使其須更新投票指導

方針的委託書與建議，並於年度報告說明股東提案的審查與建議。納斯達克及紐

約證券交易所發言人均表示，該立法將使公開市場更吸引公司上市。 

反對方之意見 

ISS 與 Glass Lewis 則認為引入發行人審查流程，將會降低代理研究機構的

公正性。Glass Lewis 執行長表示，該法案不當干擾機構投資人投票程序，損害

其對獨立、未過濾產品的合約權利。 

ISS 總裁兼執行長表示，發行人的審查期限，將使投資人無暇評估委託資料，

鑑於公司發布委託資料至股東會期間很短，此審查權利草案，實務上受限於時

間，將嚴重限制機構客戶獲取所需資訊以執行代理投票決定的能力，這些要求也

將增加成本，最終由客戶及資產所有者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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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投資原則(PRI)表示因擔憂法遵成本與客觀性，反對該法案。機構投資

人委員會亦致信反對，認為該立法基於多項錯誤前提，包括代理研究機構主宰投

票結果的錯誤結論，此信由 45 個投資人與投資團體連署，包括加州公務人員退

休基金、加州教師退休基金及紐約市審計員。 

 

（資料來源：IR Magazine，“Congress steps toward proxy firm reforms”，2017

年 1月 10日，

https://www.irmagazine.com/articles/regulation/29319/congress-steps-toward-proxy-f

irm-reforms ） 

  

 

https://www.irmagazine.com/articles/regulation/29319/congress-steps-toward-proxy-firm-reforms
https://www.irmagazine.com/articles/regulation/29319/congress-steps-toward-proxy-firm-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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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FTSE 350公司面對股東行動主義年 

FTSE 350 之上市公司預計 2018年將面對股東巨大震撼，特別來自於退休基

金。據退休金與終身儲蓄協會（Pensions and Lifetime Savings Association;PLSA）

的股東異議程度研究發現，雖股東會遭明顯(超過 20%)反對的決議數，已經自

2012年危機高峰大幅下降，但 2017年又升高(2012年 193件、2016 年 86件、2017

年 117 件)，受影響公司總數也同時增加(從 2016 年 64家增至 2017年 73家)。該

研究表示，主管薪酬獎勵仍為 FTSE 350 中最受爭議之公司治理問題。以 2017

年為例，117件遭明顯反對的議案中，49件(42％)係針對薪酬案提出。 

PLSA 亦表示 FTSE 100 公司之股東，正加強對董事會掌握以參與「有問題

的主管薪酬」。2016 年，股東對薪酬政策異議的比例，為對薪酬委員會主委擔任

董事的改選案異議比例的四倍。去年，這個差距已顯著地縮小至不到兩倍，推測

此代表多數投票反對薪酬政策的股東，也會透過投票反對薪酬委員會召集人來表

達不滿。 

去年，PLSA 建議其會員（代表英國 2000 萬存戶投資 2.2 兆英鎊），若投票

反對公司薪酬政策，也應投票反對薪酬委員會主委之續任。負責退休金管理及公

司治理政策主管 Luke Hildyard 表示，上述建議產生的正面效果令人鼓舞，尤其

去年主管薪酬水準下降。不過，股東審查薪酬政策仍有許多改善空間。例如，許

多公司並未將其聘僱員工模式連結至企業經營的策略與目的。然而，此對退休基

金為重要訊息，彰顯被投資企業的成功與否。 

 

 

(資料來源：Economia，“FTSE 350 faces year of shareholder activism”， 2018年 1

月 29日， 

https://economia.icaew.com/en/news/january-2018/ftse-350-faces-year-of-shareholder

-activism ) 

 

https://economia.icaew.com/en/news/january-2018/ftse-350-faces-year-of-shareholder-activism
https://economia.icaew.com/en/news/january-2018/ftse-350-faces-year-of-shareholder-a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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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退休金投資人考慮到企業文化與高階經理人薪酬的關聯 

退休金與終身儲蓄協會(Pensions and Lifetime Savings Association, PLSA)警

告，退休基金希望其所投資公司解釋企業文化與高階經理人薪酬的關聯。據高薪

中心(High Pay Centre)及英國特許人事發展協會(CIPD)估算，FTSE 100 公司執行

長相對全職員工之薪酬比率為 120:1，2018年截至 1月 4日執行長所得已相等或

超過員工當年平均年收入。PLSA表示，這顯示太多公司並不重視員工價值。 

他說，退休金投資人會使用其所投資公司的就業模型及職場實務相關資訊，

包括執行長及其他員工間薪酬差距，作為判斷企業文化之指標。身為長期投資

人，退休基金認為董事會應對高階經理人鉅額酬金提出更多質疑，並且聚焦於如

何協助企業創新、提高生產力，並發展組織整體正向職場文化。 

據 PLSA資料，目前退休基金投入市場金額高達 2.2兆英鎊，占比超過所有

英國機構投資人投資額 60％。公司治理專家 Tom Garbett 認為，PLSA 之評論與

近期監理機關倡議一致。 

投資協會(Investment Association)近期呼籲公司揭露執行長薪酬及員工薪資

中位數（或平均數）比例，此原則領先於政府要求強制公布薪酬比率。PLSA進

一步將職場文化和高階經理人薪酬明確連結，並且強調退休金投資人將期待公司

對相關性做解釋。為響應監理機關之努力方向，財務匯報局最近發佈修訂英國公

司治理守則草案中，要求高級上市(premium-listed)公司對董事會如何樹立適當組

織文化及提升公司價值提出報告，且是否與員工有約定，以解釋高階經理人薪酬

如結到更廣泛的企業政策。 

股權規劃與激勵專家 Suzannah Crookes 表示，已經有公司開始考慮並落實特

殊獎酬機制，藉此激勵職場的良好行為，並支持員工之間發展正面文化。隨著公

司治理守則修訂，以及來自 PLSA的評論，預期這種機制將更加常見，公司需要

尋求能強化組織文化的正面工具，而不僅懲罰不當行為。 

英國政府去年八月宣布，上市公司須公布並解釋執行長薪酬與平均員工薪資

之比率，以作為英國公司治理改革一環。此項要求將以子法並透過公司治理守則

修訂進一步落實，預期將於 2019 年以「遵循或解釋」方式適用於多數高級上市

公司。財務匯報局去年 12月發佈英國公司治理守則修訂草案，諮詢期限至 2018

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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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ut-law.com，“Pension scheme investors 'considering link' between 

corporate culture and executive pay”， 2018年 1月 8日， 

https://www.out-law.com/en/articles/2018/january/pension-scheme-investors-consider

ing-link-between-corporate-culture-and-executive-pay/ ) 

 

https://www.out-law.com/en/articles/2018/january/pension-scheme-investors-considering-link-between-corporate-culture-and-executive-pay/
https://www.out-law.com/en/articles/2018/january/pension-scheme-investors-considering-link-between-corporate-culture-and-executive-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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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版公司治理藍圖擬縮短為 3年 

爭取外資認同，金管會主委顧立雄下令要更「積極」！據了解，證期局原訂

近期要公布的 2018 年到 2022年最新版公司治理藍圖，在向顧立雄報告後，被要

求加速落實，5 年計畫擬縮短為 3 年（即 2018 到 2020 年），近期將重新徵詢意

見，規劃 3月底前公布。 

證期局局長王詠心表示，顧立雄非常重視公司治理的品質，因此要求新版公

司治理藍圖要「更有企圖心」，縮短落實的時間，過去公司治理評鑑有些太形式

化的指標，如有設獨董就給分，未來要增加質化指標，將「誠信」的精神納入，

王詠心表示，將會調整藍圖內容，儘速對外公布。 

新版公司治理藍圖除要強化公司治理評鑑的質化指標，對於各公司董事會及

獨董功能進行更深度的評分外；將要求所有公開發行公司必須設立審計委員會；

分階段推動上市櫃公司設置公司治理人員、及董監選舉採提名制；增加上市櫃公

司英文財報、股東會議案及重要訊息以英文揭露的比率；推廣公司治理指數及永

續指數，並要編列上櫃永續指數。 

由於亞洲公司治理協會（ACGA）預計在今年第 3季公布最新亞洲公司治理

報告，2016 年台灣拿到亞洲第 4名，分數 60 分，僅次於新加坡、香港及日本，

由於各國公司治理藍圖明確度及執法積極度，都會影響評分，因此金管會若公告

更積極的公司治理藍圖，將有助台灣的評分及名次，而外資也會參考此報告，進

行相關投資。 

從去年 12 月開始，外資因為美國升息、年假因素及新台幣匯率，呈現進進

出出，動向不一致的情況，據金管會統計，在去年 12月外資淨匯出 11.2 億美元

後，元月又呈現外資回頭的趨勢，到 18 日為止，元月外資已淨匯入 21.79 億美

元（約合新台幣 641 億元），已遠超過去年 12 月淨匯出金額，累計外資淨匯入金

額重新站回 2,100億美元大關，達 2,102.34億美元，是去年 7月之後的新高水位。 

證期局表示，外資投資亞洲等國家，會在意資訊透明度、公司治理及企業誠

信，因此如亞洲公司治理報告的排名，都有一定程度會影響外資的投資決策，若

今年初公布的新版公司治理藍圖更積極、更明確，應對下半年要出爐的排名會有

一定幫助。 

 

 

（資料來源：「新版公司治理藍圖擬縮短為 3 年」，2018年 1月 22日，

http://cgc.twse.com.tw/latestNews/promoteNewsArticleCh/2187 ） 

http://cgc.twse.com.tw/latestNews/promoteNewsArticleCh/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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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交所強化盡職治理守則，促擴大機構法人簽署監督持股企業

公司治理 

上市櫃公司 106 年度股東常會將陸續召開，證交所副總兼發言人簡立忠表

示，證交所今年已緊鑼密鼓安排行程，強化與 39 家簽署「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

守則」的單位交流，並擴大簽署人範圍，促法人能監督持股企業的公司治理表現。 

證交所自 2016 年 6月 30日發布「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至今，加計今

年金雞年封關（2月 12 日）最新加入簽署行列的德銀遠東投信，共有 39家簽署，

由於簽署守則是自願性質，證交所為力拚擴大簽署人範圍，今年希望與保險局、

壽產險單位能有更多互動，搭配壽險資金入股訴求，讓資金管理部門買股有依據

也更安心。 

簡立忠表示，簽署守則只是第一步，為了讓機構法人更明白自身對「盡職治

理」的承諾，其實可以用積極行動表達，不只是被動反應，這在國際市場的投資

機構都行之有年，但台灣的機構法人與市場文化相對還不熟悉，將藉由實際案

例、法人現身說法，明白可以讓其持股發揮「監督公司治理」的影響力。 

不過為了風險分散考量，持股有限，機構法人也未必都是前十大股東，但可

以讓法人機構明白的是，彼此可以互相集結，以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因為唯有透

過公司經營者自律、市場機制監督，才能讓非財務資訊更透明，企業從社會大眾

籌資，也應用之於社會，拉長時間來看，更能提高長期的投資效益。 

資深專家指出，股東表達想法，在年度股東常會是一個重要場合，台灣近年

也出現不少經典案例，除了職業小股東，法人代表也曾因發言詢問關於勞工保護

議題，惹惱企業董座，可以預見，隨市場日趨成熟，持股人與經營者必然要有更

多互動。 

專家表示，機構法人投入資金部位龐大，且配置時間並非一天兩天，搭配整

體績效考量，以及風險偏好等，因此審慎評估內容中，一家公司在環境、社會、

治理（ESG）的作法與程度，舉凡勞工環境保護、薪資酬勞、盈餘再投入社會，

都是法人選股的標準作業程序（SOP）。 

證交所指出，亞洲公司治理協會今年將進行 2年一度的各市場評鑑，上一次

台灣提升至第 4名，這對台股提升在外資法人眼中的投資能見度很有幫助，希望

這樣的觀念也能落實在國內壽險、投信的操作邏輯，促進台股上市公司自主提升

公司治理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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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證交所強化盡職治理守則」，2018年 2月 23日

http://cgc.twse.com.tw/latestNews/promoteNewsArticleCh/2237 ） 

 

 

http://cgc.twse.com.tw/latestNews/promoteNewsArticleCh/22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