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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實證研究顯示 32%散戶投資人參與股東會投票 

股東集體行動問題是公司治理研究的核心前提，股東為企業的最終經濟受益

人，通常被認為不團結、理性地冷漠、無法有效監督企業，故過去研究傾向於集

中於那些受僱為股東最終經濟利益行事之人，即管理層和董事，及近幾十年來已

成為大多數個人主要投資管道的機構投資人。金融文獻中有關散戶股東的研究大

都集中在其買賣決策方面，而對他們的投票決策的研究則很少。 

過去幾十年中，公司治理的重要性不斷提升，使代表投資人監督的機構之角

色更加受關注，但對於散戶股東如何監視其投資公司管理層並與之進行溝通所知

甚少。雖然先前已對機構投資人投票進行廣泛實證分析，但實際上散戶股東如何

投票的問題則尚未解決，主要是缺乏可用的數據。 

近期杜克大學金融系教授 Alon Brav 等人發布研究，首度詳細探討散戶股東

投票行為並進行實證分析。樣本數據為 2015 年至 2017 年間美國散戶股東投票。

美國國內散戶股東平均占流通股數 26％，總股權相當可觀；在最小五分位數公

司中，平均占比 38％，在最大五分位數公司中，平均占比則降至 16％。 

該研究發現散戶股東平均僅 32％持股有進行投票，遠低於整體股東的 80％

參與率。總體而言，一般公司的散戶帳號僅 12％有進行投票，較小的公司散戶

投票參與較高。股東是否進行投票的決定，可預見地受預期成本與利益而異，投

票率隨持股規模、公司資產報酬率低及 ISS 反對提議而增加，但投票率隨地區的

勞動收入增加而降低(作者認為這代表將時間花在投票上的機會成本)。 

在有投票的前提下，該研究發現散戶和機構投資人整體支持管理建議的程度

相近。但相對而言，散戶股東對股東提議的支持度低於全體股東。在這之下有三

個重要差異：1. 相較於大公司，小公司散戶股東對管理層（股東）提議的支持

度較低（較高）。2. 無論公司規模大小，擁有相對較大股權的散戶股東，對於管

理層（股東）提議的支持度較高（較低）。3. 如下文所述，ISS 支持機構管理層

和股東提案的建議，與散戶股東支持的關聯性低於機構投資人。 

散戶股東和機構投資人的投票情形非常不同。散戶股東對管理層建議支持度

與滯後的公司股價表現高度相關，而三大機構投資人的投票與近期股價表現則在

統計上未顯著相關。另一方面，ISS 反對意見關乎於對三大機構投資人的支持度

下滑 35%，但散戶股東的支持度僅下滑 5%。散戶股東未如同機構投資人支持對

環境、社會和治理（ESG）提議，主要因持股較高(也較常參與)的散戶股東傾向

投票反對此類提議，而持股比例較小(投票率也較低)的股東若選擇參與，則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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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ESG 提議。 

該研究顯示散戶股東於監督扮演有益角色，機構投資人可能無法完美複製，

且散戶投資人選擇是否進行投票時，會權衡成本和預期收益。該研究也說明提升

散戶股東投票措施的潛在影響，結論並表示，過去散戶股東普被諷刺為無知冷

漠，實際上這些投資人確實可透過投票過程向公司提供有意義的回饋。 

 

 

(資料來源：Harvard Law School Forum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Retail Shareholder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xy Process Monitoring, 

Engagement, and Voting”， 2019 年 11 月 19 日，  

https://corpgov.law.harvard.edu/2019/11/19/retail-shareholder-participation/ )

https://corpgov.law.harvard.edu/2019/11/19/retail-shareholder-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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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會計監理機關因 Thomas Cook 倒閉而警告查核會計師 

在英國爆發一連串重大公司倒閉事件如 Thomas Cook 和 Carillion 之後，英

國會計監理機關批評查核會計師在查核公司帳務時無法挑戰管理階層。英國財務

匯報局(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簡稱 FRC)表示，某些會計師事務所的查核

工作並未達到高標準，特別是在挑戰管理階層方面。 

FRC 在其審計發展(Developments in Audit)年度報告中發現：審計品質仍未達

到外界期待的必要高標準。他們發現會計師最難徹底挑戰管理階層的領域，包括

長期合約、財務工具的評價，諸如債券與貸款；其他缺失較多為例行審計程序，

特別針對營收的認列，此為公司財務績效的關鍵指標。另外，其也質疑太多查核

會計師未適當辨識高風險領域的內部控制，或當發現有不足時未採取行動。 

該報告顯示： 

 往年慣例會導致遵循同樣審計方法，即便公司經營或交易環境改變需要一個

不同策略。 

 審計團隊太常接受管理階層的說法，而未就其可信度提出質疑，或引用專家

形成他們自身的觀點。 

 審計團隊太常接受不切實際的期限，造成不適當的工作。 

FRC 監督部的執行總監 David Rule 說：「當整個審計市場都面臨改革之際，

我們期望會計師事務所將審計品質列為首要優先事項，…不一致的品質會損害對

專業的信心，繼而導致降低對企業的信任。雖然我們看到許多高品質的審計案

例，但是審查員仍找出太多明顯待改善的審計事項。審查顯示，挑戰管理階層是

會計師事務所特別需要關注的一個領域。FRC 將持續嚴審這些工作，並要求事

務所對其負起責任。」 

FRC 強調，當發現審計品質不佳時，部分查核會計師並沒有為系統性地改

善此問題做出足夠努力。FRC 自身也面對外界強烈批評，並將被一個更有效能

的單位所取代，雖然女王尚未宣布必要的立法程序，FRC 執行長 Stephen Haddrill

在服務 9 年以後離職，繼任者為前稅務海關總署(HMRC)執行長 Sir Jonathan 

Thompson。由 Legal & General 董事長 Sir John Kingman 執行的檢視報告也建議

要發布個別審計品質調查報告，而 FRC 表示經公司和會計師事務所同意後，將

由 2020 至 2021 年間起提出這些報告。 

去年 FRC 所開出的罰金已倍增至 3,200 萬英鎊新高，非金融性處罰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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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範圍也越來越廣，在 2017-18 年間，從 11 件提高到 38 件。FRC 可因不當行為

或違反會計準則起訴查核會計師。 

 

 

(資料來源：The Guardian，“Accountancy watchdog warns auditors in wake of 

Thomas Cook collapse”， 2019 年 11 月 5 日，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9/nov/05/accountancy-auditors-thomas-co

ok-collapse-frc )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9/nov/05/accountancy-auditors-thomas-cook-collapse-frc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9/nov/05/accountancy-auditors-thomas-cook-collapse-f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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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新版盡職治理守則將 ESG 因子與氣候變遷置於有效管理核心 

FRC 近期發布 2020 年英國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UK Stewardship Code 

2020)，ESG 因子已成為投資主流。新版盡職治理守則將取代 2012 年的版本，其

前言部分清楚闡明：「環境(尤其氣候變遷)、社會及治理因子，在投資人評估投

資決策及實施盡職管理時，已然成為實質議題」。 

FRC 將盡職治理定義為負責的資本分配、管理與監督，為客戶與受益人創

造長期價值，引導經濟、環境與社會永續效益。雖然名詞本身已有定義，但在有

效盡職管理的途徑上，新守則並未侷限於單一方法。 

新守則包含適用於資產所有人與資產經理人的 12 項原則、針對服務提供者

的 6 項獨立原則。各原則都受報導期待支持，讓簽署守則者瞭解盡職治理報告內

應包含的資訊，其所此採行之結構不同於英國公司治理守則 (由原則與細則所構

成)。 

新守則如何處理 ESG 因子？ 

原則七要求簽署者要「系統性地整合盡職治理與投資，包括重大的環境、社

會與治理議題，以及氣候變遷，以完成責任。」 

ESG 具體報導期待是什麼？ 

要求簽署者： 

 對於持有前的投資評估、持有到處分期間的監督，應揭露其優先議題，此應

該包括他們認為重要的 ESG 議題。 

 解釋： 

 在不同的基金、資產類別和投資區域，盡職治理和投資的整合有何差異； 

 如何確保：收購包含整合盡職治理與投資的要求，涵蓋重大 ESG 議題；

在委託管理合約的設計和獎酬，包含要求整合盡職治理及投資，且與客

戶和受益人的投資期間一致； 

 使用程序： 

整合盡職治理與投資，納入重大 ESG 議題，以與客戶和受益人投資期

間一致；確保服務提供者已收到清楚、可執行的準則，有助於盡職治理

與投資的整合，包括重大 ESG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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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者在應用守則時，還有應該要考慮什麼？ 

除上述事項，2020 年英國盡職治理守則簽署者還需要考慮下列事宜： 

 英國公司治理守則與其他治理守則的有效應用； 

 董事責任，特別是他們應遵循 2006 年英國公司法第 172 節的事項； 

 資本結構、風險、策略與績效； 

 多元性、薪酬與員工利益； 

 審計品質； 

 環境與社會議題，包括氣候變遷；以及遵循公約與契約。 

新守則何時開始生效？ 

新守則由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若機構欲被列入第一批簽署名單，須在

2021 年 3 月 31 日以前將盡職治理報告提交給 FRC。現行 2012 年盡職治理守則

的簽署者，如果想要繼續列入新守則的簽署名單，則需提交新的盡職治理報告，

內容須符合 FRC 在 2020 年版英國盡職治理守則內所臚列對報導的期待。 

金融行為監理總署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簡稱 FCA)在 2020 年盡職

治理守則實施後，將繼續與 FRC 合作。新守則生效後，FCA 會考慮是否需採取

進一步行動使監理架構可持續支持有效盡職治理。 

對開明股東價值(enlightened shareholder value)有何意義？ 

FRC 所定義的盡職治理和英國 2006 年公司法第 172 節的「開明股東價值」，

兩個概念之間並無正式直接關聯，但相似部分明顯。未來若要重新檢討公司法第

172 節，縱使運用不同的產生方式，似乎顯然會向更強調 ESG 因子和氣候變遷

邁進。 

 

 

 (資料來源：Lexology，“The revised UK Stewardship Code places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factors and climate change at the heart of effective 

stewardship”， 2019 年 11 月 11 日，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4c96ffc5-bbf1-4d8c-b61d-235205ec8

b76 )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4c96ffc5-bbf1-4d8c-b61d-235205ec8b76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4c96ffc5-bbf1-4d8c-b61d-235205ec8b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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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緬甸之公司治理–取鏡自新加坡 

緬甸於 2020 年發布其《公司治理守則》，儘管此舉可能會提高投資者的信心

並吸引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但也意味著當地企業的營運方式將可能有重大改

變。而這是他們有信心的表彰，可憑藉其東盟鄰國新加坡的經驗自信地邁出。 

新加坡於 2001 年引進公司治理準則之概念，於 2003 年起生效，近期於 2018

年進行第三次修改。公司治理代表具備適當人員、流程和架構來經營公司。藉此，

公司才能對各利害關係人盡責，並使公司資訊透明化，俾長期永續經營。公司治

理不僅是規則和流程，而應是企業文化的一部分。新加坡公司在這些方面表現良

好，於《2018 年公司治理觀察報告》中，新加坡透明度在亞太地區排名第三。

在世界銀行《2019 年營商環境報告》中，新加坡在全球 190 個國家中排名第二，

僅次於紐西蘭，該結果說明公司治理的效益。 

而對於緬甸公司而言，他們可從組成多元化之董事會和永續經營報告兩方面

開始著手。家族企業是緬甸經濟的一大部分，儘管許多首次創業者傾向將親戚納

入董事會，但倘使董事會成員更加多樣性，可能會表現得更好。 

多樣性可來自各個層面，例如產業背景、專業知識、年齡和性別。而多元化

的董事會關鍵角色之一，即是將擁有更強大的網絡連結和更佳能力去辨識機會和

管理風險。研究顯示女性獨立董事對公司的財務表現具有積極且直接的影響力。

挪威、西班牙、芬蘭和法國等國家要求女性應擔任上市公司董事會 40％席次。

意大利、比利時和肯亞則要求董事會中 33％應為女性。截至 2019 年 6 月，新加

坡排名前 100 名的上市公司董事會中，女性占比為 15.7％，而新加坡董事會多元

化委員會預期 2030 年此比率將可達到 30％。設立多元化的董事會並善用其專業

知識，實有助於緬甸公司之經營。 

緬甸另一個可發展層面為永續經營報告。根據道瓊永續發展指數，永續發展

是“一種透過接受機會和來自管理經濟、環境和社會發展所帶來的風險，以創造

長期股東價值的業務流程”，這不僅是企業社會責任，也是一種把環境、社會和

治理議題納入公司長期策略發展的商業模式和運作型態。 

採用永續經營理念的業務流程有諸多好處，目前在全世界，客戶和員工皆越

來越注重具有強烈環保意識的企業。公司應該準備好迎合下一代緬甸人對環境越

來越關注的情形，市場先趨者將可獲得超越競爭對手的競爭優勢。儘管緬甸仍然

有相當多的農業和漁業等自然資源，但仍受限於自然環境的影響。對當前流程較

為積極的探討，包括多投資於可增進農業生產率的技術，會優於被動接受洪水和

颶風造成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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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經營報告將有助於企業向公眾和各利害關係人傳達其目標和績效，包括

諸如雇員多樣化和職業安全等社會問題、排放和廢棄物等環境問題、績效和市占

率等經濟問題，以及資料安全和反貪污等治理問題。總括而言，永續經營報告實

為公司不應忽視的議題。 

隨著緬甸越來越重視加強公司治理情形，企業主、律師和會計師都應發揮某

些作用。本文前述已廣泛描述了企業主的角色，針對律師，則可就公司流程提供

建議，並確保新上市公司確實遵守《公司治理守則》，外部稽核須透明且客觀，

而會計師則可協助公司建置其內部控制系統。在無利害衝突情況下，律師和會計

師皆可以董事身份參與公司董事會，他們亦可以透過通訊和研討會來教育客戶。 

隨著緬甸明年將推出《公司治理守則》，將會有一段過渡時期。而有些企業

已經開始著手進行其永續發展，例如，126 家緬甸公司加入聯合國全球契約，此

舉旨在表示公司經營將著重於有利環境及達成社會目標。儘管公司必須付出相當

努力以遵守法規並適應變化，但他們仍期待將可從中獲得效益。 

 

 

（Myanmar Times，“Corporate governance in Myanmar –A reference from 

Singapore”，2019 年 12 月 10 日， 

https://www.mmtimes.com/news/corporate-governance-myanmar-reference-singapore

.html )  

https://www.mmtimes.com/news/corporate-governance-myanmar-reference-singapore.html
https://www.mmtimes.com/news/corporate-governance-myanmar-reference-singapo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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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獨董善用監察權、制止權 可免責 

不少企業透過關係人交易掏空公司，而獨董往往也要負賠償責任。理律法律

事務所律師吳志光指出，根據法院判決，如果獨董未參與決策並提出質疑，還有

行使審計委員會監察權、吹哨者職權等，可免受牽連、不用負賠償責任。 

KPMG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及公司治理專業人員協會 18日舉辦「2019年關

係人及關係人交易研討會」。KPMG指出，透過獨立董事機制，企業可強化風險管

理及內部控制、落實公司治理。 

吳志光認為，從台北地院 2011年、士林地院 2006年判決而言，獨董做為審

計委員會成員，只要立即展開調查，妥善運用監察權、制止權，還有主動向主管

機關舉發等，都屬於免責機制。 

獨立董事受邀參與企業董事會，一旦公司因專業疏失導致股價下滑或惡意倒

閉、下市櫃，都可能面臨法律訴訟及鉅額賠償。依照「證券投資人保護中心」統

計，代位求償案件有 6件包含獨董，已判賠 2.34億元，也因潛在訴訟風險，2014

～2018年約 300位獨董主動辭職。 

金管會副主委張傳章致詞時表示，台灣引進獨立董事制度及審計委員會制度

後，涉及重大資產交易、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等事項，應先經獨立董事組

成之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1/2以上同意後才能提董事會。另外，為協助獨立董事

有效監督公司運作，張傳章指出，去年證券交易法增訂獨立董事執行業務有必要

時，可要求董事會指派人員或自行聘請專家執行業務。 

而上市櫃公司也要揭露獨立董事履行職權情形，包括獨立董事如就董事會決

議事項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並即時對外公告，以利投資人

知悉。 

 

（資料來源：工商時報，「獨董善用監察權、制止權 可免責」，2019 年 11 月 19

日，https://cgc.twse.com.tw/latestNews/promoteNewsArticleCh/3477 ） 

https://cgc.twse.com.tw/latestNews/promoteNewsArticleCh/3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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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拚國際化 204 家上市櫃出英文財報 

金管會主委顧立雄 16 日參加「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年度大會暨亞洲投資人

關係連結論壇」時指出，鑑於資本市場機構法人的投資規模逐年成長，為創造國

際化的投資環境，金管會 2019 年已要求外資持股比率 30％以上，或資本額達 100

億元以上的上市公司公告申報英文版財報、年報及股東會議事手冊。 

另外，2020 年 7 月起也會開始要求實收資本額達 150 億元的上市公司申報

英文版重大訊息，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動資訊揭露的國際化，預計未來在 2024

年將會陸續落實至全數上市公司，以利外國投資人更瞭解公司狀況。 

證期局補充，2019 年已有 204 家上市櫃公司申報英文版財報、年報及股東

會議事手冊，明年 7 月起將有 86 家上市櫃公司申報英文版重大訊息。 

顧立雄表示，金管會過去十餘年來在公司治理方面做了許多努力，除了在

2013 年對外發布為期五年的「強化我國公司治理藍圖」，並於 2018 年發布為期

三年的「新版公司治理藍圖」，其中將「便利股東行使股東權利，督促企業落實

公司治理」列為重要策略目標。 

顧立雄表示，為使投資人更了解被投資公司資訊，自 2018 年起上市公司每

年應辦理法人說明會，全體上市櫃公司股東會須採行電子投票，讓股東更便利行

使股東權利，並督促企業落實公司治理。公司治理評鑑也鼓勵上市櫃公司於其網

站或年報揭露投資人所關注的議題、溝通管道與回應方式，加強企業對投資人權

益的重視。 

顧立雄表示，金管會近年積極推動上市櫃公司落實企業社會責任，鼓勵國內

企業對提升社會價值做出貢獻，同時也希望由投資人扮演積極的角色，以責任投

資的觀點作為制定投資策略的參考。目前證交所及櫃買中心除每年針對全體上市

櫃公司辦理公司治理評鑑外，並挑選評鑑排名前 20％的公司編製組成「公司治

理指數」。 

 

（資料來源：工商時報，「拚國際化 204 家上市櫃出英文財報」，2019 年 12 月

17 日，https://cgc.twse.com.tw/latestNews/promoteNewsArticleCh/3525 ） 

https://cgc.twse.com.tw/latestNews/promoteNewsArticleCh/35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