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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CII 向 SEC 提出清楚揭露 CEO 薪酬之請願 

當股東在股東會旺季對管理高層薪酬進行投票，他們會查看公司股東委託書

聲明以評估 CEO 是否達到董事會所設定獎勵薪酬之績效目標。但若股東委託書

聲明中的績效指標具誤導性或不完整該怎麼辦？許多公司正遭遇這種問題。不少

公司採用較美國會計準則(GAAP)高估的「調整盈餘」來連結管理高層薪酬，且

未明確定義與解釋其採用的衡量方式。 

機構投資者認為，現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應該對於上市公司使用

非標準指標連結 CEO 薪酬有所規範，機構投資者委員會（CII）向 SEC 提交請

願書，希望 SEC 要求公司在股東委託書聲明的薪酬討論與分析部分，解釋為何

採用非 GAAP 指標設定管理高層薪酬，並提供此類指標與 GAAP 財務報告的調

節說明。 

麻省理工學院(MIT)管理學院的資深講師 Robert Pozen(同時為布魯金斯學會

的高級研究員、富達投資前總裁、MFS 投資管理前執行主席)已撰寫許多有關薪

酬採用非 GAAP 績效指標的揭露問題，包括近期與 SEC 官員 Robert Jackson Jr.

合著的《華爾街日報》專欄、2017 年與 MIT 管理學院 SP Kothari 教授合著的《哈

佛商業評論》專文。 

CII 常務董事 Ken Bertsch 表示：「調整後盈餘和其他調整措施，不應被用在

設計過高薪酬。基於管理高層薪酬方案的複雜，以及對薪酬與績效間連結性的混

淆，公司需要提供更透明的董事會決定薪酬獎勵措施。」 

正如 Pozen 與 Jackson 最近在《華爾街日報》專欄中所言：「SEC 揭露規則

尚未跟上薪酬實務變化，因此投資人無法輕易分辨基於良好績效的高額薪酬，或

以會計合理化的過高薪酬。」 

SEC 目前要求公司使用任何調整後財務指標，須與 GAAP 的盈餘數據及與

向監管機構提交的多數報告進行調和，但未要求須揭露於股東委託書聲明中的管

理高層薪酬目標。釐清薪酬支付的財務標準對於股東委託書聲明非常重要，因為

這正是多數公司每年對管理高層的薪酬進行諮詢投票時，股東做決定前須審查的

內容。 

明確而言，CII 並未要求 SEC 禁止公司採用非 GAAP 財務衡量來決定薪酬，

採用調整盈餘或其他方式來評估績效，也可能有合理的原因，但如請願書所述：

「以 GAAP 作為標準，偏離的情況須釐清並納入。」 

https://www.wsj.com/articles/executive-pay-needs-a-transparent-scorecard-11554936540?mod=searchresults&page=1&pos=1
https://hbr.org/2017/07/decoding-ceo-pay
https://hbr.org/2017/07/decoding-ceo-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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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Pozen 在《會計觀察》的研究，2016 年 S&P500 指數中有 386 家公司採用

調整盈餘，較 2009 年的 264 家上升，而在以上兩年度中，調整盈餘之平均皆較

採用 GAAP 高出 1/3。公司將各種費用自盈餘中排除，諸如股權獎勵方案之成本、

資產減損、無形資產攤銷以及重組等。其中 2016 年有 28 家公司之調整盈餘顯示

為高額獲利，但若採用 GAAP 的盈餘卻呈現損失；另有 37 家的調整盈餘數字較

採 GAAP 的盈餘高出至少 100%；上述 65 家公司中，有 62 家在其股東委託書聲

明中採用調整盈餘作為其薪酬標準。 

 

 

(資料來源：CII，“Leading Investor Group Petitions SEC to Require Clear Disclosure 

on CEO Pay Targets”， 2019 年 4 月 29 日，  

https://www.cii.org/files/about_us/press_releases/2019/04_29_19_cii_presser_nongaa

p_petition.pdf  ) 

https://www.cii.org/files/about_us/press_releases/2019/04_29_19_cii_presser_nongaap_petition.pdf
https://www.cii.org/files/about_us/press_releases/2019/04_29_19_cii_presser_nongaap_peti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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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議員警告應限制執行長薪酬，否則資本主義恐有信任崩潰之虞 

英國議員表示大公司應將其獲利與員工分享，並讓員工能表達對執行長薪酬

如何支付的看法，否則資本主義制度恐有完全崩潰風險。一份由商務特別委員會

(the Business Select Committee)提出的報告表示，一連串「可恥」決策(包括建築

公司 Persimmon 支付執行長 7500 萬英鎊紅利)顯示，薪酬機制有必要對高階經理

人的貪婪加以限制。該報告提出的建議包括： 

1. 讓員工進入公司的薪酬委員會； 

2. 設計嘉惠員工的分紅機制； 

3. 降低「變動支付」紅利； 

4. 對執行長薪酬設絕對上限； 

5. 設置監督薪酬機制的新金融主管機關。 

擔任該委員會主席的工黨議員 Rachel Reeves 表示，極高且不合理的 CEO 薪

酬組合會侵蝕對企業的信任，並威脅現行經濟運作模式的社會支持基礎。當公司

經營良好，員工(而不僅只有執行長)也該分享獲利。 

該委員會警告，對英國經濟體系的信任，可能因處理高薪問題失利而受損。

若不進行重大改革，就會讓人感覺體制性不公，要是不處理不公平體制，就很容

易挑起對立、破壞社會和諧，並損及現行經濟模式的運作。 

該報告發現，高階經理人所享有的薪酬組合，仍經常「明顯不合理」，儘管

梅伊首相已經承諾要處理公司超額薪酬問題。過去 10 年間，FTSE 100 公司的執

行長薪酬平均達 400 萬英鎊，成長速度幾為員工薪資(平均 2.96 萬英鎊)的 4 倍。 

英國研究高階經理人薪酬智庫—高薪中心 (High Pay Centre)總監 Luke 

Hildyard 表示，高階經理人的超額薪酬，為英國社會存在令人不快的經濟階級的

關鍵原因。當典型的 FTSE 100 公司執行長可在 3 天內賺取英國勞工平均年薪時，

顯示太多企業領導人已喪失公平性或比例原則。 

為處理不公平的問題，建議公司負責制訂薪酬政策的薪酬委員會，應該至少

包含 1 位代表員工利益的員工；公司也應擴大使用分紅機制，確保員工能因公司

績效優異受惠；高階經理人的股票分紅機制（被稱為長期激勵計畫或 LTIPs），

也應調整以確保獎酬為長期分階段支付，同時應該減少薪酬的變動元素，以預防

「過度」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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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報告指出皇家郵政(Royal Mail)、聯合利華(Unilever)及 Persimmon 等幾起

爭議性薪酬合約[註：住宅開發商 Persimmon 還是因為受納稅人資助的購房援助

計畫(help-to-buy scheme)助長其獲利導致 CEO 高額薪酬]，在外界嚴厲批評下，

Persimmon 承認給予前執行長 Jeff Fairburn(已被免職) 7,500 萬英鎊紅利。 

Fairburn 的獎酬被認為是「許多丟臉決定中最糟糕的」，而某些案例的支付

金額之高，甚至可以拿來挹注投資或與上千名員工分享。議員表示為防止再次發

生高達數百萬英鎊社會大眾「無法理解的」合約，公司的薪酬委員會應對執行長

支付額度設定絕對上限。 

代表公司老闆們的董事協會(IoD)則表示，他們支持對那些會產生「易變動

且無法預期給付」的薪酬政策進行改革，但不支持讓員工代表進入薪酬委員會。

IoD 的公司治理部主管 Roger Barker 表示：「他們(員工)可以分擔其他董事的受託

義務嗎？他們會站在將薪酬納入公司整體策略的立場上嗎？雖然這項提案乍看

之下具吸引力，我們懷疑此措施能推動英國公司治理正向發展。」 

其他建議包括要求員工 250 人以上公司，均須發布員工收入/老闆薪酬之比

率，以及預防公司藉由增加(對一般員工不適用的)退休金來隱匿薪酬提升。該報

告也響應外界呼籲，要求更換目前飽受批評的會計主管機關—財務匯報局

(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並表示接手的機關應該有更多的權力，以阻止過度

豐厚的薪酬機制。 

企業遊說團體英國工業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CBI)發言人

表示，CBI 一向明白只有傑出的績效才是高額薪酬的正當理由，最成功的公司們

向顧客、員工、供應商與社區聆聽並學習。大型上市公司要向股東負責，並確保

獎酬制度合宜。 

 

 

(資料來源：The Guardian，“Curb bosses’ pay or risk breakdown of trust in capitalism, 

MPs warn”， 2019 年 3 月 28 日，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9/mar/26/curb-bosses-pay-or-risk-breakdo

wn-of-trust-in-capitalism-mps-warn )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9/mar/26/curb-bosses-pay-or-risk-breakdown-of-trust-in-capitalism-mps-warn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9/mar/26/curb-bosses-pay-or-risk-breakdown-of-trust-in-capitalism-mps-w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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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FTSE 350 風險投資人擔憂多元性問題 

數十個 FTSE 350 公司，包括家喻戶曉的達美樂披薩、JD Sports 及 Greene 

King，已被催促提高女性董事比例，因為有 1/5 公司在性別多元性上表現不佳。

FTSE 350 中仍有 66 家公司僅 1 席女董事，還有 3 家連 1 席女董事都沒有。投資

人協會(IA)與 Hampton-Alexander 回顧報告之主持人 Philip Hampton，共同寫信給

69 家公司，要求他們在 2020 年前將女性董事比例提高到 33％。 

IA 表示無法接受某些英國最大的組織在性別多元性上依然落後。執行長

Chris Cummings 說：「公司應該不只是任命 1 位女性董事來妝點門面，然後以為

這樣做完了。有證據顯示，性別較平衡的董事會，績效比那些多元性較低的同儕

公司更好。」 

這封信告訴公司，投資人應視性別多元為確保被投資公司獲得長期成功的關

鍵議題。IA 的會員正仔細審視公司達到 Hampton-Alexander 回顧報告及英國公司

治理守則新條款所設定目標的進展。他們正增加運用參與及投票工具來鼓勵公司

達成目標，甚至許多投資人因為公司缺乏進展，要求提名委員會負起責任。 

Hampton-Alexander 回顧報告為 FTSE 的上市公司設定在明年底以前，所有

董事會的女性比例達 1/3 以上的目標。回顧報告發布 2 年後，去年 11 月所提出

的進度報告宣稱 FTSE 350 已有超過 100 家達成或超越此項目標。 

去年，英國法通投資管理公司(Legal & General Investment Management，為

股票市場最大投資機構之一)表示，若 FTSE 350 中的公司未讓女性董事比例達

25％，將投票反對其董事長續任案。 

國會商務、能源與產業策略委員會的主席 Rachel Reeves 說：「顯然英國某些

大公司董事會，對女性在職場的角色仍抱持過時態度。在此，投資人的角色也很

重要，他們需要明確表態，以確保多元性能具體反應在董事會層級。」 

超過 330 家金融服務公司—包括駿懋(Lloyds)銀行集團、匯豐銀行與法通—

均簽署自願規章，承諾改善金融業女性董事比例。簽署英國財政部金融業女性規

章(Women in Finance Charter)的業者，86％已增加或維持女性領導層的比例。 

財政部的經濟秘書 John Glen 表示，只有所有組織一齊行動，才能達到持續

性的改變。他說：「性別平等不僅是一個道德標準，也有利於員工與企業，這是

為何金融業正在進行性別多元的對話。」 

 



 6 

 (資料來源：Personnel Today，“By FTSE 350 firms risk investor disquiet over 

diversity”， 2019 年 3 月 15 日，

https://www.personneltoday.com/hr/ftse-350-firms-board-diversity-or-risk-investor-di

squiet/ ) 

https://www.personneltoday.com/hr/ftse-350-firms-board-diversity-or-risk-investor-disquiet/
https://www.personneltoday.com/hr/ftse-350-firms-board-diversity-or-risk-investor-disqu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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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BDO 銀行管理高層被認可為公司治理之領導者 

亞洲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 Asia)第 14 次授予菲律賓最大銀行 BDO 

Unibank Inc.為亞洲公司治理榜樣(Asia’s Icon)，該獎項旨在表彰亞洲公司治理水

準中最優秀的公司，以作為公司治理之標竿。而 BDO 銀行主席 Teresita Sy-Coson

以及總裁兼首席執行長 Nestor Tan 則因其卓越之領導才能共同獲得亞洲公司董

事表彰獎。  

亞洲公司治理創始人兼出版者 Aldrin Monsod 表示「公司治理現已深度植根

於亞洲地區，從而吸引投資人將資金留在亞洲。該地區的公司已採用最佳之國際

慣例並持續調整，使亞洲地區成為全球基金經理人關注之重要投資地區。」而對

首席執行長 Tan 而言，公司治理對於維持一個健康、財務健全且管理良好的銀行

很有價值，他表示：「這是我們實現持續成長及創造長期價值之關鍵。」。 

BDO 銀行公司治理之落實被公認為菲律賓表現最佳者之一，有東南亞國家

協會(簡稱東協)公司治理記分卡的高得分紀錄，並名列亞洲上市公司治理前 50

名。 公司治理之實踐獲獎受外國投資人青睞，BDO 銀行在資本市場的發行產品

已獲得超額認購，顯示被投資人視為具良好信用風險之發行機構。Tan 表示：「我

們一直關注客戶，為了提供最佳服務，不斷發展並落實公司治理，以因應業務環

境不斷變化之訴求，遵守新規並持續與國際最佳實務接軌。」 

亞洲公司治理發布諸多有關公司治理議題、董事會運作實務和股東行動主義

之新聞和分析，現已邁入第 14 個年，其最佳亞洲獎旨在表彰遵守最高公司治理

標準之公司。獲獎者將有效之環境、社會和治理之落實整合於其業務中，也因其

管理品質、業務模式、成長前景、財務績效和產業相對地位而獲獎。 

Sy-Coson 表示：「獲得認可代表本公司有責任持續維持表現，甚或超越現有

表現。本公司歡迎與我們『We Find Ways』服務理念一致的挑戰，我們瞭解客戶

將可從我們的改進中獲益。」 

 

 

（Manila Standard，“BDO executives recognized as corporate governance leaders” 

，2019 年 4 月 6 日， 

http://manilastandard.net/business/biz-plus/291950/bdo-executives-recognized-as-cor

porate-governance-leaders.html  )  

http://manilastandard.net/business/biz-plus/291950/bdo-executives-recognized-as-corporate-governance-leaders.html
http://manilastandard.net/business/biz-plus/291950/bdo-executives-recognized-as-corporate-governance-lead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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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集保推出 投資人關係整合平台 

集保結算所為配合金管會「新版公司治理藍圖」（2018～2020）指示建置公

司投資人關係整合平台，於 15日舉辦「投資人關係整合平台啟動儀式暨 ESG論

壇」，會中多場演講座談，就股東會趨勢、ESG（環境、社會和治理）及投資人關

係實務等多項議題進行探討。近 200位上市櫃公司代表及國內四大基金、保險公

司、國內外投信主要機構投資人與會，獲得熱烈迴響，將有助於我國資本市場的

發展與提升。 

金管會主委顧立雄指出，良好的投資人關係，有助企業瞭解投資人的需求、

提供更多資訊給投資人，並開啟雙方對話機制，來獲得投資人對公司經營的長期

支持，是推動公司治理重要的一環；集保建置「投資人關係整合平台」，提供投

資人與發行公司溝通的管道，有助於促進雙方充分且及時溝通，落實公司治理理

念。 

集保結算所董事長林修銘指出，集保自 98年推出電子投票平台，即不斷推

陳出新，擘劃「電子投票生態系」，第一步是國際化，集保自 2014年起與全球最

大電子投票平台 BROADRIDGE合作，提供跨國投票直通處理（STP）服務，方便外

資股東投票，目前正進行與全球另一主要投票顧問機構暨投票平台洽談，爭取擴

大股東會跨境投票服務範圍。第二步是多元化，自 2017年起於電子投票平台中

開發投票統計功能，讓機構投資人方便下載，有助於增加機構投資人簽署意願，

提升台灣公司治理。 

林修銘表示，集保結合發行公司、投資人等市場期望下，與國際公司治理諮

詢機構 ISSCORPORATE SOLUTIONS、國際 ESG研究機構 SUSTAINALYTICS等專業研

究機構合作，今年推出中英文版「公司投資人關係整合平台」創新服務，未來將

以「溝通」、「ESG」及「國際合作」做為平台發展主軸，配合公司治理藍圖規畫，

平台將提供投資人接觸超過 1,700家台灣公司的必要資訊，及滿足與發行公司間

互動需求，共同推動公司治理。 

 

（資料來源：工商時報，「保推出 投資人關係整合平台 配合新版公司治理藍圖，

創新採用中英文版，以溝通、ESG 及國際合作為發展主軸」」，2019 年 3 月 16 日，

http://cgc.twse.com.tw/latestNews/promoteNewsArticleCh/3005 ） 

http://cgc.twse.com.tw/latestNews/promoteNewsArticleCh/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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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證交所、子公司台灣指數公司與富時羅素、元大投信共同舉辦「永續發展

趨勢，再造新收益」研討會 16 日登場。指數公司表示，近年隨著全球永續投資

快速成長，ESG 投資策略也漸獲得國內投資人的關注，特別是 2017 年 12 月編

製發布台灣永續指數，對推動國內責任投資風氣，具關鍵性的意義。 

台灣永續指數以 FTSE RUSSELL 的 ESG 評鑑系統評量上市公司在 ESG 的

投入與績效，再透過財務指標篩選成分股，組合落實企業永續責任、營運績效合

宜的上市公司編製指數，一方面提供國內退休基金與投資人更多參與永續責任投

資的選項，另一方面也希望引導企業積極落實 ESG 各面向的推展工作，藉此正

向循環協助推動台灣邁向永續投資新紀元。 

此次活動邀請入選成分股企業參與，並特別安排台灣永續指數成分股專屬標

章發表儀式，以突顯入選成分股企業實踐 ESG 永續發展工作的績效表現。 

台灣永續指數成分股專屬標章，是每年 6 月及 12 月當期通過篩選標準之入

選成分股企業，可專屬使用的識別標章，供入選成分股企業使用於年報、企業網

站、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或投資人關係報告等文件，以鼓勵企業推動永續發展並

提升台灣永續指數之代表性；出席成分股企業也將獲贈入選成分股證書。 

此次研討會安排由 DAVID HARRIS 以「永續責任投資的全球熱潮」進行專

題演講；第一場座談會安排企業永續發展協會副祕書長莫冬立主持，邀請台達電

副總裁蔡榮騰及中華電信公共事務處企業社會責任資深經理林維娟，分享企業推

動永續發展工作之現況與挑戰。 

第二場座談會則由元大投信總經理黃昭棠主持，邀請台灣董事學會蔡鴻青發

起人、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曾于哲、指數公司研發部資深總監陳文練，

共同探討永續發展於資產管理產業之應用與機會。 

 

 

（資料來源：工商時報，「金 ESG 投資策略 獲市場關注 特別是台灣永續指數，

對推動國內責任投資風氣，具關鍵性意義」，2019 年 4 月 16 日，

http://cgc.twse.com.tw/latestNews/promoteNewsArticleCh/3079 ） 

 

 

http://cgc.twse.com.tw/latestNews/promoteNewsArticleCh/30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