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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機構投資人委員會修訂其高管薪酬政策 

機構投資人委員會(Council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簡稱 CII) 9 月 17 日全面

修改其高管薪酬政策，敦促上市公司降低高管薪酬計畫的複雜度，並將衡量激勵

薪酬績效期間拉長。 

新政策雖理解董事會需要針對公司具體情況調整其薪酬方案，但同時也建議

公司思考如何對於薪酬計畫(包括薪資和五年以上的限制股票)更加簡化，並建議

公司考慮禁止 CEO 和 CFO 於離職前出售給予他們的股票獎勵，以確保管理層優

先考慮公司的長期發展。 

CII 執行董事 Ken Bertsch 表示：「該政策的修訂，反映對美國高管薪酬計畫

過於複雜的憂慮，以及對某些績效薪酬方法有效性之質疑，即使在市場表現平庸

的情況下，平均薪酬仍在穩步上升，顯示按績效給予薪酬可能只是幻覺。」 

該政策並建議董事會和投資人加強審查績效配予股票(performance-vesting  

shares，這些股票根據公司績效里程碑的實現而授予)，雖然績效配股對某些公司

效果可能很好，但近期的研究已使人們懷疑其是否廣泛地與公司長期績效有足夠

強力聯繫。這類制度所設定的目標和指標可能數量眾多、範圍廣泛、可被調整且

難以理解。 

因應員工和高管薪酬差距不斷擴大， CII 的新版政策也將一般員工薪級表在

適當程度下列為設定高管薪酬的有效參考依據，並擴大董事會應有權追索高管薪

酬的情況，不僅涵蓋財報重編，也納入造成公司與股東重大名譽損害的個人不當

行為和道德缺失。 

 

 

(資料來源：CII，“Leading Investor Group Urges Companies to Commit to Long-Term 

Executive Compensation”， 2019 年 9 月 18 日，  

https://www.cii.org/updated_comp_policies_2019 )

https://www.cii.org/updated_comp_policies_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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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會計師事務所面對法令遵循要求增加 

過去幾年，企業界在法令遵循、透明度與良好公司治理上，更高水準要求明

顯增加。白領犯罪與洗錢，讓各國政府建立新的全球性法律與規範，以預防與減

少這類的事件。歐盟第四版反洗錢(Anti-Money Laundering，簡稱 AML)命令已於

2015 年 6 月 25 日頒布，並於 2017 年 6 月 26 日全面實施。 

第四版命令針對正確辨識及紀錄當下最終所有人訂出新規範，意味公司與其

他法律主體(legal entities)必須提供資訊給政府，並由各成員國置於中央登記處備

供取閱。新資訊要求內容包括全名、出生日期、國籍、居住國及交易時受益所有

人的利益。 

2018 年 6 月歐盟已發布第五版 AML 命令，旨在為歐盟成員國製定指南，要

求成員國在 2019 年底前落實。第五版 AML 命令提出之最主要原則，目標為透

過公共中央登記處，強化在歐盟內營運法律主體的最終受益人 (Ultimate 

Beneficial Owners，簡稱 UBOs)透明度。依據歐盟所提的條款，外界可取得每個

法律主體最終受益人之登記資料。 

根據歐盟執委會 2018 年 4 月 19 日之聲明，歐盟各成員國都應提供信託規劃

的最終受益人資訊給法律主體和個人(在滿足歐盟各成員國國內法律架構所定義

之「合法利益」門檻下)。關於洗錢/資恐的法律、規範及政策，都在持續增加與

修訂，同時主管機關對所有專業服務提供者的監督也越來越嚴格。 

作為專業服務提供者的會計師事務所，為確保其服務及事務所客戶的品質，

需要遵循並因應前述所有要求。要完全遵循並不簡單，所有會計師事務所應該意

識到這件事的重要性與意義，並且「投資」所需的時間與資源。 

為遵循新規範，訓練現在與未來的客戶是會計師事務所面臨的首要挑戰。會

計師事務所應該與其（現有與未來的）客戶溝通遵循所有法規的重要性，需要「訓

練」及「說服」客戶，分享個人與機密資訊只會強化其所提供的服務，也應列舉

出為客戶及其公司所帶來的效益。一個結構良好及有盡職調查紀錄的組織是更值

得信任的，而且可以達到長期的永續性。法令遵循與企業發展未必一直能並行不

悖。有些客戶或計畫在費用、曝險與經驗方面可能與法令遵循要求牴觸，事務所

只好拒絕該計畫或客戶。 

資訊科技的基礎設施也是事務所面對的另外一個挑戰。對會計師事務所而

言，依據相關 AML 法律與政策，為所有客戶維護適當的 AML/KYC(瞭解你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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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紀錄，須要建立軟體。更明確而言，事務所被鼓勵要投資風險評估軟體方案，

以協助其評估其客戶風險並遵循 AML 法規。 

遵循成本與日俱增，讓會計師事務所擔憂，也成為挑戰。2016 年 69％的組

織向路透社(Thomson Reuters)表示預期未來 12 個月總遵循預算增加。當遵循部

門在全球擴張，並承擔更多的職權、人員與責任時，他們在組織內，也成為更令

人注目的成本中心。因此，遵循計畫不僅被要求對淨利衝擊要最小化，對於如何

產生正面影響亦有壓力。 

持續發展與員工訓練也為一項挑戰。會計師事務所應發展自身反洗錢手冊，

列出遵循歐盟最新法律、規範與指示的事務所政策與規範。員工應該定期(至少

一年一次)就這些政策及其更新接受訓練。有良好訓練與教育的員工，就能有更

佳的遵循結果。 

綜合考量上述因子，結論：面對遵循要求日益增加，挑戰不少也不輕鬆。但

既然遵循為必要事項，會計師事務所別無選擇，只能調整、因應這些要求，並克

服與面對。 

 

 

(資料來源：CyprusMail，“Audit firms face increased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2019 年 9 月 22 日，

https://cyprus-mail.com/2019/09/22/audit-firms-face-increased-compliance-requireme

nts/ )

https://cyprus-mail.com/2019/09/22/audit-firms-face-increased-compliance-requirements/
https://cyprus-mail.com/2019/09/22/audit-firms-face-increased-compliance-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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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股東施壓抑制執行長超額退休金 

繼投資協會(Investment Association，簡稱 IA)表示將對給現任董事退休金提

撥超過其薪資 25％的公司給予「紅色」警示(red top，即最高等級的警告)後，上

市公司面臨讓高階經理人退休金提撥與一般員工一致化的壓力。 

IA(代表英國超過 250 家投資管理公司)新版綱領依循英國公司治理守則修

訂，並依去年 IA 所提出之薪酬原則，要把高階經理人退休金提撥調整為與一般

員工一致。IA 表示將注意公司是否擬定可信的計畫，讓 2022 年底前所有執行董

事退休金提撥與公司大多數員工一樣，不然公司將會面對股東反對的風險。 

高階經理人的退休金在 2019 年股東會季節受到更多審查，且在股東施壓

下，FTSE 100 超過 1/3 公司(33 家)對執行董事退休金提撥做出顯著改變，包括

1/4 公司(25 家)承諾，支付給所有新任董事的退休金，會與公司大多數員工一致。 

對會計年度結束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及以後的公司來說，IA 的退休金警告

將從 2020 年股東季開始。針對現任董事退休金提撥超過其薪資的 25％的公司，

只要其已提出將在 2022 年以前降至與大多數員工一致水準的可信計畫，那麼 IA

則會給予「黃色」警示(amber top)。 

現任董事退休金提撥超過其薪資 25％，且未提出 2022 年底前調整成與大多

數員工一致水準的可信計畫的公司，都會被冠上「紅色」警告。此外，任命新任

執行董事，或某位董事變更角色成為執行董事，但其退休金提撥仍與大多數員工

脫勾的公司，或雖尋求通過新薪酬政策，但該政策並未敘明所有新任董事退休金

提撥將與大多數員工一致的公司，也都會被冠上「紅色」警告。 

IA 盡職治理與公司治理部總監 Andrew Ninian 表示：「給予董事與公司其餘

員工一樣的退休金提撥，基本上是公平性的問題，我們樂見許多公司已朝向讓高

階經理人退休金提撥與一般員工一致的明顯進步。股東會想要看到此一進展，目

標為 2022 年底前讓高階經理人退休金支付能與大多數員工一致。我們新綱領要

求公司認真看待，並擬定可信計畫來達成。若公司有高額的高階經理人退休金支

付，卻未提供相關計畫，即在 2020 年股東季風險面臨股東進一步反彈。」 

公司現在也將被要求公布他們支付大多數員工的退休金提撥，並且檢視這些

給予所有員工的提撥部分，以確保能為所有人提供適當的退休金準備。IA 表示，

高階經理人退休金提撥，僅為股東考量廣泛薪酬包裹的一部分，將在 10 月公布

更新版薪酬原則，包括 IA 成員對薪酬結構其他方面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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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Accountancy Daily，“Shareholder pressure to curb excessive pensions 

for top bosses”， 2019 年 9 月 27 日，

https://www.accountancydaily.co/shareholder-pressure-curb-excessive-pensions-top-b

osses ) 

https://www.accountancydaily.co/shareholder-pressure-curb-excessive-pensions-top-bosses
https://www.accountancydaily.co/shareholder-pressure-curb-excessive-pensions-top-bo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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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投資大眾於動盪時期將特別關注公司治理情形 

一項近期針對 255 名精明投資者(Astute Investors)調查顯示，為因應可能出

現的衰退情形，降低風險將成為亞洲固定收益投資者的主要議題。根據資產基準

研究公司（Asset Benchmark Research）之調查結果，60％的受訪者表示隨著信用

選擇逐漸成為首要考量，公司治理項目將變得越來越重要。  

First State Investments(總部位於香港) Jin Hur 表示：「對亞洲發行者而言，治

理項目一直是重要的評級因子和 ESG 風險因子，而它似乎變得越來越重要。我

們已目睹一些涉及公司治理問題的特殊信貸事件，現在越來越多投資人於信用選

擇之評估過程中會衡量與治理相關之風險。」此外，該項研究中有 2/3 精明投資

者表示已將 ESG 數據納入基本信用分析考量，反映業界普遍認為 ESG（尤其是

公司治理）會對信譽產生重大影響。 

Alliance Bernstein 的 Diwakar Vijayvergia 表示：「投資者對 ESG 因子越來越

有興趣，因為良好的 ESG 分析可能使人們能夠辨識出威脅信用品質和信貸利差

的新出現風險。如近期印尼紡織公司 Duniatex(9 月份未支付其債券利息)案例所

示，良好的 ESG 分析結果可使信貸投資者避免那些不利之處。」  

儘管 ESG 原則已被業界廣泛接受，但仍有些不足之處。僅 35％的精明投資

者於建構其投資組合時已將 ESG 因子納入考量，顯示在考量公司 ESG 表現後，

調整其證券投資比重的投資者僅為少數。另只有 26％投資者於考量 ESG 後定期

調整其估價模型，而其中尚有 28％的投資者較少或甚至從未調整。 

一位經常進行投資組合調整以反映 ESG 評估的首席投資長警告：「亞洲地區

充斥著公司治理災難。往往公司具有償還能力，但沒有意願。公司接班計畫和透

明度不佳使情況更不明朗。」 

缺乏透明度亦阻礙將 ESG 因子納入信用風險分析考量。超過半數（58％）

精明投資者認為，於整合 ESG 因子時面臨的兩個首要難題，為 ESG 風險的能見

度限制，以及可比較數據之可及性。 

Hong Kong Asset Management 投資組合經理 Abhishek Rawat 認為，亞洲信貸

投資領域的頻繁爆發主係因發行者的公司治理較為薄弱所致。如果基金經理人可

透過謹慎的信用評估選擇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將績效領先。反之，倘若監管架

構可以實施更完善之治理，將可能降低平均信用利差和波動性，而整個債券市場

也將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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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 Union Investment 首席投資長 Pheona Tsang 指出：「由於某些危險信號

並未能反映在已發布之財務報表或比率中，投資者必須在財務分析外，找出可能

違約標的。」 

 

（the Asset 財資，“Investors focusing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especially during 

volatility”，2019 年 10 月 11 日， 

https://esg.theasset.com/ESG/38926/investors-focusing-on-corporate-governance-esp

ecially-during-volatility- )  

https://esg.theasset.com/ESG/38926/investors-focusing-on-corporate-governance-especially-during-volatility-
https://esg.theasset.com/ESG/38926/investors-focusing-on-corporate-governance-especially-during-vola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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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日韓交易所舉行 ESG 工作坊，共創合作發展新方向 

臺灣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證交所」），於今(2019)年 9月 27日赴日本東

京參加 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工作坊。此工作坊由日

本交易所舉辦，臺日韓三家交易所各自分享推展 ESG之成果及心得，分別就「臺

灣證券交易所如何在資本市場提倡永續發展」、「日本交易所永續委員會的背景及

活動」及「ESG在韓國-從綠色債券到 ETF」等議題，發表簡報及交流，席間討論

熱烈，透過不同市場間經驗分享，與會者皆受益良多。 

臺灣、日本及韓國交易所向來維持緊密友好的合作關係，繼臺日韓交易所於

2018年 3月 15日簽署三方合作備忘錄後，證交所率先於 2019年 3月邀請日韓

交易所首長來臺展開互訪行程。此次 ESG工作坊即依據該次三方首長會晤之決

議，由日本交易所輪先舉辦，證交所於會中分享在臺灣資本市場推動永續發展之

經驗及成果，包含提倡 ESG資訊揭露、辦理公司治理評鑑、編製企業社會責任(CSR)

相關指數等，期藉由相互學習，共同提升臺日韓三家交易所之 ESG品質，為市場

創造更高的價值。 

2015年及 2016年起證交所積極展開臺日合作，2016年台灣引進追蹤日本代

表性指數之 ETF，另自 2015年起連續四年以交易所身分參加日本交易所每年舉

行的投資人博覽會 IR Festa，以及每年定期與日本機構投資人會談，在日本市

場著有績效，日本占整體外資比重從 2013年底的 1.36%增加至 2019年 8月底的

3.17%，成長幅度高達 133%。 

臺韓合作進展亦迅速且深入，繼 2015年 12月簽署第二號合作備忘錄後，2016

年完成商品互掛，緊接著 2017年共同編製臺韓資訊科技指數（IT Premier 

Index，ITP），該指數 ETF並於 2018年 6月同時於兩市場掛牌。此外，雙方市場

亦辦理共同行銷，2018年於臺北舉行「韓國資本市場投資說明會」，證交所每年

亦派員赴首爾參加 Global ETP Conference，行銷臺灣資本市場。 

證交所長期致力於與各國交易所建立良好的互動，尤其與同屬東亞地區的日

韓交易所，早已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從年初的三方首長互訪，到本次積極參與

ESG工作坊，在在顯示證交所上下同心，積極實踐國際連結的決心。緊接著 10

月將赴新加坡參加世界交易所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WFE)年

會，希望在交易所國際會議的平台上，尋求更多合作機會。臺灣證券交易所未來

將持續鞏固並拓展國際連結，積極行銷臺灣資本市場的優勢，並加強與各國交易

所的關係，以提升臺灣的國際能見度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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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證交所新聞稿，「臺日韓交易所舉行 ESG 工作坊，共創合作發展新

方向」，2019 年 9 月 27 日，

https://cgc.twse.com.tw/pressReleases/promoteNewsArticleCh/3360 ） 

https://cgc.twse.com.tw/pressReleases/promoteNewsArticleCh/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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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灣永續指數成分股 穩健 

臺灣指數公司於 2017 年 12 月 18 日發布與 FTSE Russell 合編之臺灣永續指

數，以 FTSE4Good 新興市場指數成分股中臺灣上市公司股票為合格股票，再經

財務指標篩選決定成分股。這是台灣第一個與全面性評估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

三個面向的指數，也是第一個引入國際標準的永續投資相關指數。 

FTSE Russell 的 ESG 評鑑為一完整結構性的計量評鑑模型，分成環境、社

會、公司治理三大支柱，14 個主題（五個類型的環境主題、五個類型的社會主

題以及四個類型的公司治理主題）300 多個題項，各主題由數量不同題項組成，

先做題項評分，再彙整為該主題的分數。同支柱內各主題分數與其曝險係數乘積

之合計為支柱分數，支柱分數再與其曝險係數乘積加總得到 ESG 總評分。對於

通過 FTSE Russell 永續評鑑的新興市場臺灣上市公司會再進行財務指標篩選，刪

除股東權益報酬率為負的股票。 

近年，從政府、企業到社會各界對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的重視度

逐步攀升，也使台灣 ESG 評鑑分數有顯著的增長，台灣從 2015 至 2019 年 ESG

評鑑分數成長 1.2 分，為亞太主要國家中成長最為快速的國家，而其它亞太國家

像是馬來西亞和泰國也有 1.17 分和 1.14 分的成長幅度。2019 年整體亞太國家企

業 ESG 評鑑平均分數為 2.61 分，台灣企業 ESG 分數為 2.93 分，在 ESG 評鑑分

數具優異的表現。 

根據台灣指數公司的研究，將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進行分群，分為台灣

永續指數成分股、有出版 CSR 報告書但非台灣永續成分股之公司和未出版 CSR

報告書之公司，發現台灣永續指數成分股在公司營運、現金股利和報酬率皆較為

穩定。 

研究結果顯示，台灣永續指數成分中的成分股間股東權益報酬率和每股盈餘

的差異性較低且獲利穩定，且不僅在公司營運績效上具穩定的表現，台灣永續指

數成分的公司更願意將公司的營運獲利與所有的利害關係人共享，平均每一年度

配發較多的現金股利。另外，台灣永續指數成分股的累積報酬較為穩定，受到離

群值影響的程度較低，對保守穩健追求永續投資的投資人而言，台灣永續指數成

分股的公司更能獲得長期穩定報酬率。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台灣永續指數成分股 穩健」，2019 年 10 月 3 日，

https://cgc.twse.com.tw/latestNews/promoteNewsArticleCh/3378 ） 

https://cgc.twse.com.tw/latestNews/promoteNewsArticleCh/33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