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93 期 
2019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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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美國機構投資人協會發表對於股份買回之看法 

◎ 英國：主管機關對 KPMG 的 Carillion 審計案進行二度調查 

◎ 英國：更嚴格的資產經理人盡職治理守則草案 

◎ 亞洲：新加坡中央銀行設立諮詢委員會，以強化公司治理 

◎ 臺灣：強化國際接軌，證交所修訂 CSR 報告書作業辦法 

◎ 臺灣：顧立雄：永續金融 打造微笑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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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美國機構投資人協會發表對於股份買回之看法 

參議員 Chuck Schumer 與 Bernie Sanders 2019 年 2 月 3 日於「紐約時報」專

欄中提出重要公共政策問題─譴責企業庫藏股之成長(原文連結)
1。美國機構投資

人協會 (Council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或 CII)認為雖政策制定者需解決薪資

成長、退休保障和可靠的醫療保健等緊迫問題，但不該干涉公司如何分配資本。 

限制公司的資本分配，可能導致管理高層將資金投入在浪費的業務中，這將

不利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立法者應審慎過度干涉公司將過剩資金退回給投資人，

畢竟股東會將資金再投資於他們認為有潛力的公司，此舉有助於為美國經濟提供

動力的公司成長。 

沒有跡象顯示股份回購致使公司減少投資於研究、開發、人力資本或設備。 

據 2018 年 8 月指數公司 MSCI 對股份買回公司的研究：「未發現能令人信服的證

據顯示這些選擇股份買回的公司不繼續投資於自身未來」。事實上，S&P 500 指

數的研發支出占銷售百分比已達 1990 年以來新高，研發支出占 GDP 比例也為美

國政府自 1959 年開始追踪此指標以來新高。 

部分公司買回股份之行為確實不當，不應以買回本身股票求短期推升股價─

尤其若 CEO 薪酬與 EPS 或資本效率的衡量標準(如 ROE 或 ROA)相關，其於股

數減少時將會上升。因此 CII 主張應詳實揭露股份買回之原因，董事會應在委託

聲明中檢視股份買回計畫之審查流程，並以公司長期價值為目標，且管理層應該

揭露股份買回對績效指標之影響，或比對公司在有/無股份買回影響在外流通股

數下之績效表現。 

 

 

(資料來源：CII，“CII Statement on Share Buybacks”， 2019 年 2 月 5 日，  

https://www.cii.org/feb5sharebuybacks ) 

                                                 
1該文中呼籲應立法限制企業股份買回，除非企業照顧員工利益，例如同意最低時薪應

15 美元以上、提供 7 天有薪病假及更多醫療及退休福利等。 

https://www.nytimes.com/2019/02/03/opinion/chuck-schumer-bernie-sanders.html
https://www.cii.org/feb5sharebuybacks


 2 

英國：主管機關對 KPMG 的 Carillion 審計案進行二度調查 

英國財務匯報局(FRC)現在正就KPMG提交之Carillion公司審計文件進行調

查。Carillion 為英國第二大建築公司，一年前因債務重組失敗而倒閉。此次針對

KPMG 的 Carillion 審計案展開第二度調查。英國在多起引人注意的企業倒閉案

後，主管機關加強對主要簽證會計師之審查，最新調查已於去年 11 月展開，今

年 1 月 22 日才對外公開。 

調查涉及 2017 年 Carillion 尚未倒閉時 KPMG 提交給主管機關的數份文件。

FRC 先前決定對 KPMG 所做的 Carillion 2016 年審計結果進行品質檢視。依規定

FRC 一年內要檢視多達 160 家英國上市公司的審計案，以評估簽證會計師的工

作品質。 

KPMG 發言人表示，去年 11 月在提交給 FRC 檢視的文件中，已表示有部分

問題並向主管機關通報。他說：「提供給 FRC 團隊的一小部分文件裡的確發現有

問題。而一發現這些資訊後，我們立即報告 FRC。」KPMG 表示非常重視此問

題，已尋求外部法律顧問來調查審計品質檢視之背景及所牽涉簽證會計師之行

為。 

FRC 最初開始調查的是 Carillion 的會計方法，以及 KPMG 在 2018 年 1 月

時對該公司 2014 至 2017 年財報的審計。FRC 表示預計 Carillion 之調查案會延

續至 2019 年，並表示會特別著重於分析 Carillion 合約的財務表現，以及處理包

含退休金責任、商譽及現金揭露的相關問題。 

Carillion 在數次獲利警訊、減損及損失後，於 2018 年 1 月進入清算訴訟。

這起事件引起外界對英國法定審計品質的擔憂。英國競爭與市場管理局(CMA、

也是另外一個主管機關)在 12 月提案：會計師事務所應將審計與非審計業務分由

不同的營運單位執行，以降低潛在的利益衝突。 

CMA 亦建議較大型的英國公司要由兩家事務所進行查核工作，且其中至少

一家為「非四大」事務所(即 KPMG、PwC、Ernst & Young 及 Deloitte)，蓋現幾

乎所有英國大企業皆由四大事務之一進行審計。 

去年 12 月曾有一份政府對 FRC 工作的檢視報告建議，希望以另外一個獨立

法定主管機關來替代現行的 FRC，將此新機關命名為審計、報告與治理局(Audit, 

Reporting and Governance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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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he Wall Street Journal，“U.K. Regulator Launches Second Investigation 

Into KPMG Over Carillion Audit”， 2019 年 1 月 22 日，

https://www.wsj.com/articles/u-k-regulator-launches-second-investigation-into-kpmg-

over-carillion-audit-11548179417 )

https://www.wsj.com/articles/u-k-regulator-launches-second-investigation-into-kpmg-over-carillion-audit-11548179417
https://www.wsj.com/articles/u-k-regulator-launches-second-investigation-into-kpmg-over-carillion-audit-11548179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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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更嚴格的資產經理人盡職治理守則草案 

英國財務匯報局(FRC) 1 月 30 日提出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的重大修訂

草案(此份守則是以「遵循或解釋」為基礎，要求資產管理公司、代理投票機構、

投資顧問公司以及退休基金受託機構遵循)，要求英國的資產管理公司對於如何

執行永續性投資以利其客戶、社會及環境，應該提出更詳細的內容，推升已面臨

主管機關驅使「物有所值」的資產管理業的壓力。 

該草案鼓勵資產管理公司明確將環境、社會與治理因素納入投資考量，包含

氣候變遷、被投資公司如何對待顧客及供應商，並提出資產管理公司須公布其價

值及文化政策、每年須公告如何達成其目標的相關作為。 

FRC 的公司治理部總監 David Styles 向路透社表示，此次修訂為重大改變，

可能像當初首度發布守則一樣地具突破性，他並表示雖不會強制要求相關機構簽

署，但有志從事長期責任投資的機構均應遵循。 

本修訂草案的公開諮詢期至今年 3 月，並將在 7 月定案公布。機構投資人盡

職治理守則上次修訂為 2012 年，由要求公司董事遵循的公司治理守則分化而

出。FRC 現行將簽署的公司分為「完全遵循」或「部分遵循」兩級，此舉令業

界不悅，部分資產管理公司決定乾脆完全不採行守則。 

但 Styles 表示已簽署遵循的公司，調查結果或將有改變，而隨新守則實施，

FRC 將可獲得大量新資訊，並將確實檢視如何評估、如何發布評估結果。FRC

也規劃將守則適用範圍由投資上市公司延伸至其他資產，如債券、固定收益、公

共建設以及私募基金，以反應投資的多樣本質。 

 

 (資料來源：Reuters，“FTSE companies warned to follow pay guidelines or face 

investor revolts”， 2019 年 1 月 30 日，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britain-investment-regulator/britain-proposes-tougher

-stewardship-code-for-asset-managers-idUSL5N1ZT5HZ )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britain-investment-regulator/britain-proposes-tougher-stewardship-code-for-asset-managers-idUSL5N1ZT5HZ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britain-investment-regulator/britain-proposes-tougher-stewardship-code-for-asset-managers-idUSL5N1ZT5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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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新加坡中央銀行設立諮詢委員會強化公司治理 

新加坡中央銀行成立一諮詢委員會，以協助強化公司治理標準，並增加投資

者對資本市場的信心。該公司治理諮詢委員係由 18 名成員組成，並由電信公司

SingTel 之董事 Bobby Chin 擔任主席。 

據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簡稱 MAS）表示，

該委員會將為「新加坡公司治理生態系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且其將可辨識

該國公司治理品質的「當前和潛在之風險」，並在倡導良好之公司治理實踐方面

發揮「主導作用」。 

新加坡中央銀行於 2 月 12 日之一份對外聲明亦表示：「該委員會將在提升公

司治理標準和實踐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實有助於加強投資人對我國資本市場之信

心，並將維護新加坡作為可信賴之國際金融中心之聲譽」。 

該委員會並無監管暨執法權力，亦不會對進行中之案件和調查提供意見。對

與治理相關之違規行為採取行動之權力，仍係屬 MAS、新加坡交易所以及會計

與企業管理局。 

新加坡一位基金經理表示，該新成立之委員會不太可能對投資界產生太大影

響，他認為新加坡在公司治理方面排名已經相當優秀，並質疑該委員會未來將可

進一步改善程度並不顯著。 

該不願具名之基金經理人向亞洲資產管理公司表示：「這就像從 A +級升級

到 A + +級，而不是從 C 級升級到 B 級。投資界是否會感受到顯著差異？我懷疑

它是否會顯著改變公司經營業務的方式，或者基金經理人的投資方式」。 

該委員會成員包括貝萊德(BlackRock)前亞太區投資管理負責人 Prudence 

Ann Bennett，安本(Aberdeen Standard Investments)亞太區公司治理負責人 David 

Smith，房地產凱德集團(CapitaLand)董事長 Ng Kee Choe，前任新加坡交易所首

席執行官 Hsieh Fu Hua，以及新加坡銀行首席執行官 Bahren Shaari。 

 

 

（Asia Asset Management，“Singapore central bank sets up advisory panel to bolster 

corporate governance”，2019 年 2 月 14 日， 

https://www.asiaasset.com/news/CGACmas_gte_0213.aspx ) 

 

 

https://www.asiaasset.com/news/CGACmas_gte_021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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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強化國際接軌，證交所修訂 CSR 報告書作業辦法 

臺灣證券交易所配合新版公司治理藍圖具體措施，已公告修訂「上市公司編

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提供企業符合實務需求並與國際揭露

趨勢接軌之編製指引，以協助企業重視永續發展及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修訂後作

業辦法自公告日起實施。 

證交所表示，本次修訂重點主要係配合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s，GRI)發布 GRI準則取代永續性報告指南，除依 GRI準

則修訂相關用語，並將食品工業、化學工業及金融業等特定揭露要求內容修改為

對應 GRI準則之重大主題，以協助我國非財務資訊揭露內容與國際接軌。 

此外，鑒於外界持續關注我國就業市場受僱員工之薪資合理性，證交所參採

國際間薪酬申報規定及實務作業之可行性，新增揭露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

薪資平均數及中位數內容，惟中位數資料得於 109年編製 108年報告書時揭露。 

證交所為提升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資訊實用性與即時性，參考亞洲鄰近國

家非財務資訊揭露發展現況，將原作業辦法有關第一次編製或經會計師確信者得

延至 12月 31日申報之條文，調整延後申報期限至 9月 30日，以有效協助利害

關係人即時取得非財務資訊。 

 

（資料來源：「強化國際接軌，證交所修訂 CSR 報告書作業辦法」，2019 年 1 月

4 日，http://cgc.twse.com.tw/pressReleases/promoteNewsArticleCh/2873） 

http://cgc.twse.com.tw/pressReleases/promoteNewsArticleCh/2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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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顧立雄：永續金融 打造微笑曲線 

金管會主委顧立雄表示，永續金融包括了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企業在

推動時需要付出心力，對公司價值影響也不是立竿見影，但若能內化至企業文

化，以公司價值為縱軸、公司治理得分為橫軸，最終將呈現一個微笑曲線。 

經濟日報舉辦金融講座巡迴系列，1 月 4 日於中央大學登場，主題為「永續

金融」，顧立雄以「永續金融─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為題發表演講，並與

證交所副總經理陳麗卿、櫃買中心總經理李愛玲、中央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楊曉

文等人座談。本次講座由經濟日報、中央大學管理學院產學深耕總中心共同主

辦，證交所、櫃買中心協辦。 

顧立雄表示，我國自 1998 年開始推動公司治理，經歷年的宣導與相關法規

建置，已具相當之成效，為進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準，金管會於 2018 年發布新

版公司治理藍圖（2018-2020），透過五大面向落實公司治理之精神，這五大面向

分別為深化公司治理文化與企業責任文化、有效發揮董事職能、促進股東行動主

義、提升資訊揭露品質及強化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 

由於金融業資金主要來自社會大眾，屬高度監理的產業，經營良窳攸關大眾

福祉，其公司治理更顯重要，因此，金管會對於金融業公司治理要求較高，而金

融保險業的公司治理評鑑結果也相對較亮眼，2017 年金融保險業進入前 5%就有

8 家、前 20%更達 24 家。 

在企業社會責任推廣方面，顧立雄表示，金管會推動金融機構授信時，得採

用赤道原則，舉例來說，銀行在辦理專案融資時，可將業者的開發計畫對環境與

社會的影響與風險等納入貸款考量，以促使企業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而銀行業相

關規範也納入赤道原則，經營各項業務應注重社會與環境問題。 

在推動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方面，金融機構資產規模龐大，金管會長期鼓勵

金融業者簽署與遵循「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鼓勵機構投資人運用其專業

與影響力，帶動被投資公司落實公司治理，簽署比率已顯著提高。他表示，未來

也將持續提升金融業出席上市櫃公司股東會比率，以落實股東行動主義。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金融座談巡迴系列 金管會主委強調 推動公司治理與

社會責任 內化至企業文化 顧立雄：永續金融 打造微笑曲線」，2019 年 1 月 4

日，http://cgc.twse.com.tw/latestNews/promoteNewsArticleCh/2897 ） 

 

 

http://cgc.twse.com.tw/latestNews/promoteNewsArticleCh/28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