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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2011年發生食品安全問題，又稱
為塑化劑事件，起因為市面上部
分食品遭檢出含有塑化劑成份，
進而被發現部分上游原料供應商
在常見的合法食品添加物「起雲
劑」中，使用廉價的工業用塑化
劑以撙節成本。

 部分原料的產品被查出主要是流
向統一企業。

機構投資人Engagement

 2011年案件爆發後HERMES積極與
公司對話並進行實際訪廠，統一
因此建立了一個新的部門以整合
相關永續發展之資訊，並依照
HERMES之建議揭露相關整合資訊。

 不幸的是，2014年11月統一發生
涉及公司供應鏈中使用污染食用
油的另一起食安案件。

 儘管對此感到失望，但HERMES支
持管理階層希望全面改革公司文
化努力，並建議公司更詳細地報
告其食品安全管理，包括使用圖
表以更有效地展示食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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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es建議統一企業參考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來
確認企業對永續議題的重
要性排序。

統一於2017年成立CSR工
作小組，負責整合集團內
各事業單位的永續議題，
並直接向董事會報告。

Hermes在未來也會與統一
企業持續進行互動，包括
向統一CSR工作小組了解
其發展永續議題的時程及
重要性排序。

Hermes揭露其與企業互
動的起始、過程、結果，
並撰寫成個案供利害關
係人了解互動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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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名稱 2003「強化公司治
理政策綱領暨行動
方案」

2013「強化我國公
司治理藍圖
(2013~2017)」

2018「新版公司治理
藍圖(2018~2020)」

計畫項目 一.健全內部控制
制度

二.建立獨立董監
事制度

三.強化資訊公開
制度

四.落實企業治理
機制

五.推動特定組織
之治理

加強公司治理之
配套措施：保障
投資人權益

一.形塑公司治理
文化

二.促進股東行動
主義

三.提升董事會職
能

四.揭露重要公司
治理資訊

五.強化法制作業

一.深化公司治理及
企業社會責任

二.有效發揮董事職
能

三.促進股東行動主
義

四.提升資訊揭露品
質

五.強化相關法令規
章之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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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股東行動主義的目標:
便利股東參與或監督公司重大決策，並確保公司公平對待所
有股東。

股東在投資公司時，會選擇以公司治理較佳的企業做為投資
標的，避免投資公司治理不好的公司；除此之外，股東亦可
藉於股東會中提案、溝通等方式，以市場監督之力量，促使
公司改變現況，並改善公司治理。

股東行動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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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措施 推動重點

一、 研議
提升機構投
資人盡職治
理守則之簽
屬家數及其
盡職治理資
訊揭露品質

1.提高金管會監管金融機構簽署機構投資人盡
職治理守則比率：投信公司-70％以上，保險
公司、證券商、銀行業者-50％以上。

2.蒐集研析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簽署人所
揭露之內容，提出分析及改善建議。

3.持續追蹤國外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報告之優
秀範例，並適時於公司治理中心網站或櫃買
中心網站分享。

二、提升銀
行、保險業
等出席股東
會比率

金管會要求銀行、保險業出席所投資上市櫃公
司股東會比率達一定比率：2018分別為30及40
％，2019-50％，20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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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外法人成交值近四成

• 外資持有上市公司市值比率近四成

• 機構投資人對市場穩定與發展之影響重大

本國法人, 

13%

外國法人, 

25%
本國自然人, 

62%

本國法人 外國法人 本國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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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持有市值比率

38.4%

…

交易金額比重

更新至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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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s

機構投資
人積極主
義興起

1990’s

美國機構投
資人取代散
戶，成為資
本市場主流

2006

聯合國推動
責任投資原
則 (UNPRI)

2010

英國發布
Stewardship 

Code *

2014

日本、馬來西
亞陸續發布
Stewardship 

code

2015

G20/OECD 

六大公司治理原
則，將機構投資
人納入

2016

證交所發布“機
構投資人盡職
治理守則"

*以2002年英國ISC發布之機構法人及其代理人責任基本
原則聲明為基礎，發展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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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制訂機構 守則名稱 適用範圍 法律效力

英國
(2010)

財務報告理事
會（FRC）

The UK 
Stewardship Code

資產所有人、
資產管理人及
服務提供人

遵循或解釋

日本
(2014)

金融廳（FSA）
責任ある機関投資

家の諸原則
資產所有人、
資產管理人

遵循或解釋

馬來
西亞
(2014)

證券委員會
(SC)及少數股
東守門人團體

(MSWG)

Malaysian Code 
fo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資產所有人、
資產管理人

遵循或解釋

香港
(2016)

香港證券及期
貨事務監察委
員會（SFC）

負責任的

擁有權原則
投資者 遵循或解釋

台灣
(2016)

臺灣證券交易
所公司治理中
心等四單位

機構投資人

盡職治理守則

資產所有人、
資產管理人

遵循或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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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許多機構投資人持股數顯著的增加，對公司治理改革影響
日增，許多國家開始給予機構法人不同形式的要求或倡議：
– 鼓勵盡責行使投票權、針對特定議題或特定對象之限制投票
– 將近一半的國家要求或鼓勵機構法人公開其投票政策，三分之一

的國家則要求或鼓勵揭露實際的投票紀錄
– 多數的國家提供機構法人針對利益衝突之管理架構

• 聯合國通過的『責任投資原則』於前言中就明確的指出，身為
機構法人，有責任追求信託人最大的長期利益。作為受託者之
角色，我們深信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 (ESG)問題會影響投資
組合績效表現。原則強調責任投資之目的在符合信託責任。

• 有越來越多的機構法人主動發佈該機構的責任投資與盡責管理
報告書

• 提升機構法人作為股東的盡責管理義務，已成為各國近年推動
重點，且大多採行較具彈性的規範(Code)，而非法規(Law)。

• 與社會責任連結之指數、商品、投資比重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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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個機構投資人簽署，管理資產超
過81.7兆美金

約83家金融機構簽署，分別來自36個
國家

約83家保險業者簽署，管理資產超過
14兆美金

約827個機構投資人簽署，管理資產
超過100兆美金

機構投資人對於SRI的重視

約92家金融機構簽署，分別來自37個
國家

更新至201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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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arge majority of 

studies report a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ESG and 

CFP, and the relation 

appears stable over 

time.

 Emerging markets 

had the highest 

number of positive 

relations. 



14

* EY, Is your nonfinancial performance revealing the true value of your business to investors, 2017.

* MSCI, FOUNDATIONS OF ESG INVESTING, NOV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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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協同臺灣集中保管結算
所、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及台
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於2016年6月發佈我國「機構
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

 採原則基礎與「遵循或解釋」的監理方式，以求保留
彈性。

 目前共有61家簽署人(其中證券商有7家)

簽署人分類 家數
政府四大基金 4
保險業 12
投信 26
證券商 7
銀行 5
其他(外國投資機構等) 7

Total 61

簽署人分類

截至201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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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投資人所運籌之資金對市場及被投資公司影響重大，其投
資或履行受託人責任時，應基於資金提供者（可能包含客戶、
受益人或機構投資人本身之股東）長期利益，關注被投資公司
營運狀況，並透過出席股東會、行使投票權、適當與被投資公
司之董事或經理人等經營階層對話與互動等方式參與公司治理。

盡職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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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投資人應適當履行受託人義務，包括基於資金提供
者之利益，對投資標的經營之關注與互動。

• 所有投資我國公司有價證券(包含但不限於上市、上櫃、
興櫃或公開發行公司)之資產擁有人或管理人，不以本國
或國外、政府或私人機構為限。

（1）機構
投資人與其
責任

• 提供原則性架構與指引，鼓勵機構投資人善盡責任：

• 增進本身與資金提供者之長期價值

• 促進公司改善公司治理品質

（2）守則
目的

• 自願性質，簽署人公開發表「遵循聲明」，並通知公司
治理中心 (書面或電子方式均可)

• 配合原則基礎架構，採「遵循或解釋 (comply or explain)」
之模式，避免過度形式化的遵循

• 針對部分原則無法遵循者，需於其遵循聲明內，或併於
其網站或營業報告書、年報等報告內提供合理解釋

（3）守則
之簽署與
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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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管理政策

 制定並揭露盡職治理政策
 制定並揭露利益衝突管理

政策 建立行動方案

 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
 適當與被投資公司對話

及互動

揭露溝通內容

 建立明確投票政策與揭
露投票情形

 定期向客戶或受益人揭
露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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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一 制定並揭露盡職治理政策

–指引1-1：訂定盡職治理政策時，宜考量其位於
投資鏈之角色、業務性質及如何保障客戶與受
益人之權益。

–指引1-2：盡職治理政策之揭露宜至少包含業務
內容、盡職治理行動、委外辦理情形暨履行盡
職治理情形之揭露之方式與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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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二 制定並揭露利益衝突管理政策

– 指引2-1：制訂目的在於確保機構投資人基於客戶
或受益人之利益執行其業務。

– 指引2-2：利益衝突管理政策之揭露宜至少包含衝
突態樣、管理各式衝突態樣之方法。

– 指引2-3：利益衝突之態樣可能包含為自身、或特
定他人之利益對客戶或受益人不利之決策與行動。

– 指引2-4：利益衝突之管理方式，可包含落實教育
宣導、權責分工以及各項控管與制度設計之措施。

– 指引2-5：宜定期或不定期向客戶或受益人彙總說
明發生利益衝突事件原委及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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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三 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
–指引3-1：關注被投資公司之目的，在於評估相
關資訊對被投資公司、客戶或受益人長期價值
之影響，及決定機構投資人進一步與被投資公
司對話、互動之方式與時間，作為未來投資決
策之參考。

–指引3-2：機構投資人宜考量投資之目的、成本
與效益，決定所關注資訊之類型、程度與頻率
；資訊之類型例如產業概況、機會與風險、股
東結構、經營策略、營運概況、財務狀況、財
務績效、現金流量、股價、環境影響、社會議
題及公司治理情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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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四 適當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
– 指引4-1：機構投資人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之
目的，在於針對所關注之重大議題向被投資公司經
營階層取得更深入之瞭解及表達意見，以強化公司
治理。

– 指引4-2：機構投資人宜考量投資之目的、成本與
效益及所關注特定議題之重大性，決定與被投資公
司對話及互動之方式與時間。其方式得包括與經營
階層書面或口頭溝通、對特定議題發表意見、參與
股東會投票、發表意見或提出議案等。

– 指引4-3：機構投資人判斷必要時，得與其他機構
投資人共同行動，以維護客戶或受益人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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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五 建立明確投票政策與揭露投票情形
– 指引5-1：機構投資人宜妥善行使其持有或受託管
理股票之投票權。

– 指引5-2：行使投票權應基於對被投資公司所取得
之資訊，並考量議案對客戶、受益人及被投資公司
共同長期利益之影響，避免機械式贊成、反對議案
或棄權。

– 指引5-3：投票政策得包含考量成本效益後設定之
投票權行使門檻、行使投票權前之評估、溝通與瞭
解、定義投票意向之原則、取得投票建議之情形。

– 指引5-4：宜妥善記錄與分析其依循相關政策履行
投票權之情形，以利揭露投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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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六 定期向客戶或受益人揭露履行盡職治
理之情形
– 指引6-1：妥善記錄其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作為
評估並改進其盡職治理政策、行動與揭露之依據。

– 指引6-2：相關內容得採書面、電子或其他容易取
得與閱讀之方式提供。

– 指引6-3：未能單獨提供履行治理資訊者，宜每年
於機構投資人之網站或併於營業報告書、年報等報
告內揭露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內容宜包含盡職治
理守則遵循聲明及無法遵循部分原則之解釋、出席
或委託出席股東會暨投票情形。

– 指引6-4：如投資或盡職治理活動非由簽署人直接
進行，宜說明其為確保受託人遵循盡職治理政策所
採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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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則之法律效力？
– 本守則非屬強制法規，由公司治理中心等非官方機構
發布，屬原則性倡議，不涉及罰則，鼓勵機構投資人
自願簽署

• 採用「遵循或解釋」模式之目的與效力為何？
– 目的在使本守則保有彈性與靈活度，同時避免形式化
的遵循，簽署人可檢視機構考量成本效益，決定遵循
程度規模、產業特性與投資策略等，未能遵循者則提
出解釋。

• 簽署後是否有相關監理措施？
– 公司治理中心鼓勵簽署人定期詳實揭露履行守則情形
，短期內亦會提供較佳揭露的參考範例，未來也將全
面檢視揭露品質，加以輔導或督促改善。



26

• 背景說明:某上市公司因未依法令期限公告申報106年度第
一季財務報告，其上市有價證券自106年5月18日起停止買
賣，部分銀行及證券公司將認列相當損失。

• 財報無法如期公告申報前之相關重大訊息:
• 105/09/23-財會主管辭職
• 105/12/14-副總經理辭職
• 106/02/17-其子公司撤回股票上市申請(105/11/11申請股票上市)
• 106/03/27-審計委員會未通過購回子公司股權;1董事於召開臨時董事會前

辭任;子公司2獨立董事辭任及1法人董事轉讓對子公司股份超過選任時持股
1/2致當然解任以及財會主管辭職

• 106/03/28-子公司最後1席獨立董事辭任
• 106/03/30-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皆大幅調降105年10月至106年2月自結營收

（相較於更正前105年10至12月減少58%；106年1至2月減少23%）
• 106/04/18 -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皆變更會計師事務所(安侯變更為大師)
• 106/04/25-1獨立董事辭任
• 106/04/27-1獨立董事辭任…

• WHAT SHOULD 機構投資人 D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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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價值

盡職
治理

公司
治理

http://blogcash.skilltorich.com/2460/advance-landing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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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中心網址： http://cgc.tws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