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88 期 
2018 年 5 月 15 日 

 

 

國際公司治理發展簡訊 
 

指導單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編輯單位：臺灣證券交易所（TWSE）、證券櫃檯買賣中心（TPEx）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SFI）、中華公司治理協會（TCGA） 

創刊日期：2003 年 11 月 15 日 

發刊日期：雙月刊（單月 15 日出版） 

 

TWSE 網址：www.twse.com.tw TPEx 網址：www.tpex.org.tw 

SFI 網址：www.sfi.org.tw TCGA 網址：www.cga.org.tw 

公司治理中心網址：http://cgc.twse.com.tw/pressReleases/promoteNewsCh 
 

 

本期重點 

◎ 亞洲：日本公司治理改革 

◎ 美國：環境與社會的股東提案數超越公司治理 

◎ 歐洲：歐盟執委會將在推動綠色與永續投資扮演更積極監理角色 

◎ 歐洲：英國政府對破產與公司治理議題進行諮詢 

◎ 臺灣：董總回任顧問 薪酬應揭露 

◎ 臺灣：新版公司治理藍圖啟動 173 企業明年須設公司治理人員 

 

 

 

 

 

 

 

 

http://www.twse.com.tw/
http://www.tpex.org.tw/
http://www.sfi.org.tw/
http://www.cga.org.tw/
http://cgc.twse.com.tw/pressReleases/promoteNewsCh


 1 

亞洲：日本公司治理改革 

日本將於近期修訂 2015 年發布之公司治理守則，改革將著重於減少交叉持

股、增加設置薪酬與提名委員會，及提升董事會成員之多元化，均為使日本走向

國際公司治理實務之重要措施。 

日本在發生一系列眾所周知的大型公司管理問題後，對公司治理實務之關注

上升。修正草案由日本金融廳（FSA）提出，公開徵求意見至 4 月 29 日；之後

東京證交所計畫於 6 月發布公司治理守則修訂案，並於年底前實施，但部分團體

的改革可能最早於今年 6 月的股東常會見到。 

修正草案要求公司揭露降低策略性持股之計畫，並引進新補充指引，以避免

公司遭受其他公司利用出售交叉持股以斷絕企業關係之脅迫，且要求所有交易在

公平交易之原則下進行，監管聚焦於挑戰既有利益及促進資金效率。 

高盛（Goldman Sachs）之研究發現，特定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因子

的改善，可同時降低風險並增加股東報酬，例如消除交叉持股可提升資本報酬率

與投資人參與。雖經歷 20 年進展，相較美國策略性投資人股東占全體股東比率

約 5%，日本則維持在近 30%的高水平，這會透過無效率的資本分配，降低公司

股東權益報酬率，並使管理階層忽視股東的利益及參與。 

許多日本公司往往宣稱交叉持股可協助維護與客戶、與同業或與其他公司之

關係，並以此正當化交叉持股。但新準則草案表明商業關係不再是策略性持股之

合理原因。雖然部分公司可能對其交叉持股背後之原因改變說法，但該修正案仍

可能有助於公司降低交叉持股，並協助投資人要求公司降低交叉持股。 

修正草案另一重點為明確化董事會責任，此次修訂強調董事會職責的重要性

不僅是任命執行長，也應在不適任時對其解任。草案要求董事會在執行長計畫連

任中扮演積極角色，且獨立、外部董事未占董事會多數席次之公司，應設置獨立

諮詢委員會，包含提名及薪酬委員會。 

該修正草案可能增加設置諮詢委員會，目前日本東證股價指數（TOPIX）之

上市公司中，95%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占董事會席次低於半數，且僅三分之一公司

設有提名及(或)薪酬委員會。設置諮詢委員會，可透過獨立監督管理階層之任命

及薪酬，以確保董事會代表股東之最佳利益。 

然而，許多日本公司未能完整揭露諮詢委員會之成員及任期，且管理階層常

為本身提名及薪酬委員會之委員，此情況嚴重違反國際準則。國際準則包含委員

會僅由獨立委員組成、透明且基於長期績效的薪酬主要績效指標（KPI）、由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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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投票決定高階主管之薪酬（say-on-pay），其目的係為消除利害衝突，並避免由

管理階層決定自身之薪酬。如投資資本回報率等，經常為強化股東報酬及股價績

效的最有效主要績效指標。 

為使諮詢委員會具獨立性，日本公司董事會首先需提升整體董事獨立性。

2015 年發布之公司治理守則要求公司至少設置兩席獨立董事，2018 修正草案中

建議獨立董事占董事會達三分之一。修正草案並說明董事會成員須具備多元化

（包含性別及國籍），以確保營運效率，此係日本首次於公司治理守則中提及董

事成員性別之多元化，以協助日本邁向國際趨勢，同時亦可幫助公司發展更多元

的勞動力(研究顯示與較高的股東報酬相關)。 

日本董事會成員之性別多元性仍落後於其他國家，56%之日本公司董事會無

女性董事，相較於美國及歐洲之董事會，其女性董事占董事會成員之中位數分別

為 20%及 27%。部分歐洲國家藉法規要求達到此水準，部分國家則透過非硬性

規範，如公司治理守則及倡議團體(如英國的 30% Club)。鑑於日本女性董事占董

事會成員席次低於 5%，日本目前正聚焦於引導改變。對此未來公司治理守則或

需進一步修正，而於董事會獨立性及薪酬透明度方面，須推動日本公司治理標準

以進一步接近國際實務。 

 

 

（Nikkei Asian Review，“Investors stand to gain from Japan's corporate governance 

reforms”，2018 年 4 月 13 日， 

https://asia.nikkei.com/Opinion/Investors-stand-to-gain-from-Japan-s-corporate-gover

nance-reforms2 ） 

 

 

https://asia.nikkei.com/Opinion/Investors-stand-to-gain-from-Japan-s-corporate-governance-reforms2
https://asia.nikkei.com/Opinion/Investors-stand-to-gain-from-Japan-s-corporate-governance-refor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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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環境與社會的股東提案數超越公司治理 

根據公司治理顧問公司 ISS Corporate Solutions 指出，使 ESG 與高管薪酬更

緊密連結的股東提案正在增加。在美國 2017 年環境與社會(E&S)相關股東提案

(涵蓋如氣候變遷與政治遊說支出等議題)已首度超越治理相關提案。2017 年 E&S

提案量占整體 ESG 54%，相較 2012 年僅 39%，5 年內 E&S 提案量成長 41%，相

對的治理提案則呈現下滑。 

ISS Corporate Solutions 的 ESG 首席顧問 Leah Rozin 表示，治理的相關決議

減少，可能反應諸如代理服務的可及性、董事會解密與廢除毒藥丸(即透過發行

新股、稀釋股票價值來對抗敵意收購)等改革已於眾多美國公司實施，因此較少

公司成為改革治理的目標。相較之下，環境和社會提案數持續攀升，預計此趨勢

將延續至 2018 年。為符合機構投資人需求，2018 年 2 月 ISS 的股權代理事業宣

布將環境與社會責任評分(E&S QualityScore)，由公司治理的評分(governance 

QualityScore)中獨立。 

 

2012~2017環境(E)、社會(S)、治理(G)提案 

年度 
環境與社會(E&S)提

案數 

治理(G) 

提案數 

E&S占整體

ESG比重 

2012 319 489 39.5% 

2013 375 541 40.9% 

2014 433 474 47.7% 

2015 450 538 45.5% 

2016 432 516 45.6% 

2017 452 382 54.2% 

資料來源：ISS Corporate Solutions 

Rozin 並表示，氣候變遷主導以環境相關的股東提案，政治遊說支出及性別

薪酬比率則是社會相關提案的兩大項。ISS 預計揭露氣候變遷的要求，將是本次

股東會旺季重要議題。目前已有 18 個股東提案要求對攝氏上升 2 度做情境分析

報告，去年同類提案有 3 家公司成功通過，包括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賓州

電力(PPL)公司和西方石油(Occidental)。而政治遊說支出的關注度通常在非選舉

年下滑，但相關提案量卻自 2016 年選舉以來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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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高管薪酬 

投資人逐漸尋求連結高管薪酬與非財務指標，2018 至今已有 14 個試圖將

ESG 與高管薪酬連結的提案納入表決、2 案被撤回、2 案未納入，提案超過以往。

過去以 2016 年提案最多，9 案納入表決、4 案撤回、1 案未納入。 

連結高管薪酬與 ESG 的支持者認為，有效管理可持續發展之議題，將為公

司帶來發展機會，而將可持續性指標與高管薪酬連結，可降低永續性表現不佳的

相關風險、激勵員工達成可持續發展目標，並獲得最終收益、加強責任追究。

Rozin 指出連結高管薪酬與 ESG 指標的公司，在 E＆S 評分的平均表現較佳。 

 

股東參與度 

ISS 提供的數據顯示，股東參與度可能下滑，去年股東撤回提案比例降至 18

％，為 10 年來首度降至 20％以下。Rozin 表示：「提案撤回通常為公司和股東提

倡者間有效參與的副產品，故此數字可能暗示提倡者的立場轉硬，或減少參與。

另外，個別投資人提倡者，如今年提案量最高的 John Chevedden 先生，一般不

易撤回提案，因此 2018 年撤回率可能降至去年水平。根據 IR 雜誌 2017 報告，

美國上市公司 94％辦理巡迴說明會，每年平均參加 7.3 次、花費 14.5 天。」 

 

2008~2018美國公司股東提案撤回率 

年度 撤回率 年度 撤回率 年度 撤回率 

2008 26% 2012 23% 2016 22% 

2009 24% 2013 26% 2017 18% 

2010 21% 2014 24% 2018 

至今 
11% 

2011 26% 2015 24% 

資料來源：ISS Corporate Solutions 

 

 

(資料來源：IR Magazine，“E&S overtake governance among US shareholder 

proposals”， 2018 年 3 月 8 日， 

https://www.irmagazine.com/esg/es-overtake-governance-among-us-shareholder-prop

osals) 

https://www.irmagazine.com/esg/es-overtake-governance-among-us-shareholder-proposals
https://www.irmagazine.com/esg/es-overtake-governance-among-us-shareholder-propos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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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歐盟執委會將在推動綠色與永續投資扮演更積極監理角色 

歐盟執委會 3 月 8 日公布一份鼓勵金融體系發展「綠色與乾淨經濟」的行動

計畫，其目標為結合巴黎協議與歐盟永續發展議題促成以下事項：(1)增進金融

體系對永續和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尋求社會和經濟協調發展)的貢獻；

(2)藉由將環境、社會與治理(ESG)因子納入投資決策以強化金融穩定。顯示歐盟

執委會透過立法及非立法改革，在永續投資市場中扮演更積極的監理角色。 

此為一重大轉變，蓋過去十年，雖永續投資商品快速成長、綠色債券廣泛且

長期受到投資人歡迎，然規範則觸及不深，投資人已要求債券與其他投資商品要

具備永續性的證明，而債券發行者也作出回應。尤其債券發行者強調對永續性的

承諾，讓偏好永續性的投資人易於投資，債券是否符合綠色債券的資格，已成為

市場接受度與公眾評論的問題，但至今綠色債券發行者尚不需評估與歐洲各國或

歐盟規範的一致性。 

而更為積極的監理角色，或可提供永續投資市場長期效益。例如，藉由提供

發行者和投資人更具體無法律風險的標準者可稱為綠色債券，以促進綠色債券市

場的一致性與可信度。另外，積極的監理者亦應集中市場資源，並提高市場參與

者的認知和能力。 

然而，短期來看，建議市場參與者注意歐盟可能的干預措施。匯集各種對於

可持續性議題的不同意見而形成法令，這可能是折衝妥協的結果，未必能讓所有

人滿意，而明文規範亦有未盡之處，市場參與者需要注意遵循。 

 

該計畫內容： 

1. 對永續活動建立歐盟的分類系統：協助確保各成員國有共通語言，並且能以

法律用語定義永續發展的內容。 

2. 訂定綠色金融商品的標準與標示：確保投資人有可信賴的綠色標示可參考。 

3. 推動永續計畫的投資：歐盟執委會計畫提供更多技術面協助，並且以補助、

歐洲策略投資基金(European Funds for Strategic Investment)，和歐洲投資顧問

中心(European Investment Advisory Hub)等形式，提供更多顧問諮詢。 

4. 要求財務建議納入永續性：歐盟執委會宣布未來潛在監理變化，可能將要求

特定金融機構依投資人永續性偏好，評估投資商品適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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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發展永續性的標準：協助投資人衡量其投資績效，並且如何配置其資產。 

6. 更完善結合永續性評等與市場研究：歐盟執委將鼓勵信評機構充分整合永續

性與長期風險。 

7. 闡明機構投資人與資產管理公司責任：雖然歐盟法律賦予機構投資人與資產

管理機構受託義務，但對永續性如何應用並不明確，產業間對永續性的應用

也不夠清楚或一致。歐盟執委會將針對機構投資人與資產管理公司所負職責

進一步的提案，以確保其於投資決策程序中能適當考量 ESG 議題，並且對其

客戶更為透明。 

8. 於審慎性要求(prudential requirements)中納入永續性：歐盟執委會指出，可能

對金融機構資產的永續性，增加一項有利因子。 

9. 強化永續性揭露與訂定會計規範：歐盟執委會宣布進行檢視會計標準，避免

直接或間接阻礙永續與長期性的投資。 

10. 增進永續的公司治理，並降低資本市場的短期主義：歐盟執委會將會向攸關

利害關係人諮詢，評估是否應要求公司董事會發展並揭露永續性策略，以及

董事是否須說明為了公司長期利益所行使的職責。 

 

 

(資料來源：Lexology，“The European Commission Signals a More Active Regulatory 

Role to Drive Green and Sustainable Investment”， 2018 年 3 月 14 日，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951f851a-d62d-4dbe-81bd-076c6b3b

b324 )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951f851a-d62d-4dbe-81bd-076c6b3bb324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951f851a-d62d-4dbe-81bd-076c6b3bb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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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英國政府對破產與公司治理議題進行諮詢 

發生多起公司治理失敗事件之後，英國政府發布一份諮詢文件，內容是要制

裁不負責任的董事及員工。Greg Clark 說：「這次的改革給予監理機關更大的權

力，嚴懲濫用職權以及不負責任的董事」。本諮詢將至 2018 年 6 月 11 日截止。 

 

出售營運困難公司 

雖然擔任破產公司的董事，必須以公司債權人的最佳利益優先考量，但是從

集團整體脈絡來看，上述董事並無需承擔更多的責任。為鼓勵董事在出售集團內

破產子公司時能考量到利害關係人的利益，英國政府提議，一旦控股公司出售子

公司時，損及其員工與債權人、而且此傷害在出售當時是可以預見的，控股公司

董事就應該為此負責。 

英國董事目前僅在例外狀況下受到處罰(如取消資格與個人法律責任)；如當

集團子公司財務困難，董事無法被合理相信出售子公司乃基於債權人利益，集團

子公司隨後被接管或清算，事先已可預期對債權人造成損失等；相關法律責任，

自公司出售當日起 2 年可追究。 

 

價值榨取計畫(Value extraction schemes) 

英國政府目前正就以下新制尋求外界意見：擴大破產管理人 (insolvency 

office-holders) 重整職權，允許他們向法院聲請推翻不當剝奪處境困難公司殘餘

價值的關係人交易，但僅適用以下公司：(1)已獲得投資；(2)為投資人利益而設

計的交易(如收取超額的利息或管理費)有搾取價值，但並未增加公司價值；(3)

公司隨後被清算或接管。 

 

調查解散公司董事之行為 

英國政府提出草案擴大對現行董事行為的調查權，以便涵蓋董事藉由讓公司

解散而非進入正式破產程序，進而使其免責的情況。草案規劃將現行的調查權及

執行規範，延伸到包括公司解散前董事，此舉可避免調查前須先回復公司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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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公司破產前的公司治理 

英國政府考慮以下公司治理領域的相關法規： 

1. 集團結構：複雜集團結構之監控，是否須要求提升公司治理與透明度的措施？ 

2. 股東責任：借鏡最近幾起公司倒閉事件，大型機構投資人是否應該更積極地

涉入長期公司策略？ 

3. 股利支付：「可分配利潤」(distributable profits)的定義，是否足堪避免公司在

破產前，仍支付大額股利？ 

4. 董事責任：董事受託提供專業建議之前，是否完全了解身為董事的責任？ 

5. 保護供應鏈中的公司：在客戶破產事件中，是否對供應鏈裡的中小企業款項

支付須有更多保障? 

 

 

(資料來源：Lexology，“Government consultation on insolvency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2018 年 3 月 21 日，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873e271c-c654-4729-a48e-4943625

0e868 )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873e271c-c654-4729-a48e-49436250e868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873e271c-c654-4729-a48e-49436250e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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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董總回任顧問 薪酬應揭露 

金管會 3 月 27 日表示將修改相關規定，要求金控、銀行須揭露金融業勞檢

結果，以及董事長、總經理退休回任顧問後，有關酬金、權責劃分等資訊。至於

其他上市櫃公司，證期局主秘簡宏明表示，有關董、總回任顧問，上市櫃公司採

自願性揭露，強制揭露先以金融業推動，上市櫃公司會進一步研議。 

目前董、總回任顧問的銀行有八家、金控兩家。金管會銀行局主祕陳妍沂表

示，參考東京證交所最新推動公司治理準則，強化公司治理，金管會將預告修正

金控、銀行及票券公司的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等規定，主要有兩大修正重點。 

第一，為強化公司或其關係企業退休董事長、總經理回任顧問後，聘任標準

及職責等資訊透明程度，增訂應揭露相關聘用資訊，包括姓名、性別、國籍、職

稱、退休前任職機構及職稱、退休日期、擔任顧問日期、聘用目的、權責劃分、

酬金等。 

這主要是考量董事長、總經理為金融機構最高階層決策人員，在退休後回任

顧問，對公司仍具一定影響力。為使公司聘用上開人員回任顧問資訊公開透明，

並使投資人知悉該等人員參與經營程度、酬金支領情形與公司營運績效是否合理

連結的資訊，將要求揭露。 

第二，要求揭露對勞動檢查結果違反勞動基準法事項，達到優化公司治理目

標，及維護金融從業人員勞動權益。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董總回任顧問 薪酬應揭露」，2018 年 3 月 28 日，

http://cgc.twse.com.tw/latestNews/promoteNewsArticleCh/2312 ） 

http://cgc.twse.com.tw/latestNews/promoteNewsArticleCh/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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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版公司治理藍圖啟動 173 企業明年須設公司治理人員 

「新版公司治理藍圖」3 年計畫啟動。金管會證期局副局長張振山指出，新

版藍圖將要求金融業（16 家金控與 37 家國銀）及上市櫃公司（117 家上市公司

與 3 家上櫃公司）共 173 家公司明年起須設置公司治理人員，並逐步推動公司設

置審計委員會及獨立董事等四大措施。 

張振山指出，為利外界瞭解新版公司治理藍圖（2018～2020 年）推動方向，

及凝聚各界共識，金管會於日前召開新版藍圖規劃說明會議。與會人員提出 5

大意見，包括公司治理人員之資格條件及職權事項、獨立董事之資格條件限制、

英文資訊揭露門檻之認定、揭露非擔任主管之員工福利費用平均數與中位數資訊

以及部分公司治理評鑑指標過於形式化等，都納入參考。 

張振山表示，新版藍圖今年度推動的重點措施包括研議公司治理評鑑質化事

項、要求金融業及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 100 億元的上市櫃公司自明年設置公司治

理人員、要求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於 2020～2022 年完成設置審計委員會及獨

立董事、推動外資持股比率達 30％或實收資本額達 100 億元的上市櫃公司明年

起出具英文財報。 

張振山指出，目前共有 1,562 家上市櫃公司，其中有 173 家公司明年起都要

設置公司治理人員；另外，已有 707 家上市櫃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至於興櫃公

司，目前雖未強制設置獨立董事，但大多數興櫃公司都已有獨立董事。 

張振山表示，新版藍圖期望透過深化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任文化、有效發

揮董事職能、促進股東行動主義、提升資訊揭露品質，以及強化相關法令規章遵

循。 

 

 

（資料來源：工商時報，「新版公司治理藍圖啟動 173 企業 明年須設公司治理

人員」，2018 年 4 月 25 日，

http://cgc.twse.com.tw/latestNews/promoteNewsArticleCh/2354） 

 

 

http://cgc.twse.com.tw/latestNews/promoteNewsArticleCh/23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