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盡職治理資訊揭露較佳名單評比標準修正對照表 

 

 

      評分參考態樣   

  序號 評比標準 評比 A   得分 3 評比 B   得分 2 評比 C   得分 1 修正原因 

109

年 
3 

投資流程是否融入 ESG

評估，以及採用 ESG相

關指標的程度。 

完整說明 ESG融入投資

決策流程，以及舉例說

明採用 ESG指標的程度 

說明 ESG融入投資決策

流程 
無相關說明 為鼓勵機構投資人具體說明永續投

資的目標、評估被投資公司之 ESG

表現、評估 ESG因子對投資部位之

影響等，及具體說明採用之 ESG指

標內容與標準，爰修正態樣 A之文

字說明。 

110

年 
3 

投資流程是否融入 ESG

評估，以及採用 ESG相

關指標的程度。 

完整說明 ESG融入投資

決策流程，以及採用 ESG

指標的程度，例如說明

使用之資料庫及 ESG指

標之內容與標準 

說明 ESG融入投資決策

流程 
無相關說明 

 

 

 



2 

 

 

      評分參考態樣   

  序號 評比標準 評比 A   得分 3 評比 B   得分 2 評比 C   得分 1 修正原因 

109

年 
7 

說明利益衝突態樣，包

含機構投資人 1.為其私

利，而為對客戶或受益

人不利之決策與行動或 

2. 為特定客戶或受益人

之利益，而為對其他客

戶、受益人或利害關係

人不利之決策與行動。 

包含 2種以上態樣解釋 無說明態樣內容 無相關說明 
目前機構投資人之利益衝突態樣揭

主要說明公司與員工之間可能發生

之利益衝突內容，為鼓勵機構投資

人更完整說明，包含機構投資人與

被投資公司、關係企業等公司層級

間之利益衝突態樣，爰修正評比標

準 7。 
110

年 
7 

完整說明利益衝突態

樣，包含但不限於公司

與客戶間、公司與員工

間、員工與客戶間、公

司與其他被投資公司

間、公司與關係企業間

等利益衝突態樣內容。 

完整說明利益衝突態

樣，包含但不限於公司

與客戶間、公司與員工

間、員工與客戶間、公

司與其他被投資公司

間、公司與關係企業間

等利益衝突態樣內容 

僅敘述利益衝突之對

象，無說明態樣內容 
無相關說明 

 



3 

 

 

      評分參考態樣   

  序號 評比標準 評比 A   得分 3 評比 B   得分 2 評比 C   得分 1 修正原因 

109

年 
8 

說明利益衝突管理方

式，包含落實教育宣

導、資訊控管、防火牆

設計、權責分工、偵測

監督控管機制、合理的

薪酬制度及彌補措施

等。 

完整說明指引中提到的

管理方式 

僅說明指引中提到的管

理方式其中 1~2項 
無相關說明 

納入原評比標準 15之精神，機構

投資人應就可能產生或發生之利益

衝突事件，舉例說明，並說明評比

標準中所有之管理方式，如何有效

避免或發生利益衝突態樣。若機構

投資人發生重大利益衝突事件，亦

應彙總說明事件原委及處理方式。 

 110

年 
8 

說明利益衝突管理方

式，包含落實教育宣

導、資訊控管、防火牆

設計、權責分工、偵測

監督控管機制、合理的

薪酬制度及彌補措施

等。若機構投資人發生

重大利益衝突事件，亦

應彙總說明事件原委及

處理方式。 

完整說明指引中提到的

管理方式，機構投資人

並應就可能產生或發生

之利益衝突事件，舉例

說明，相關管理方式如

何有效避免或發生利益

衝突。若機構投資人發

生重大利益衝突事件，

亦應彙總說明事件原委

及處理方式 

僅說明指引中提到的管

理方式其中 1~2項，並

缺乏舉例說明。若機構

投資人發生重大利益衝

突事件，亦應彙總說明

事件原委及處理方式 

無相關說明 

 



4 

 

 

      評分參考態樣   

  序號 評比標準 評比 A   得分 3 評比 B   得分 2 評比 C   得分 1 修正原因 

109

年 
11 

投票政策定義機構投資

人原則上支持、反對或

僅能表達棄權之議案類

型。 

投票政策定義原則上支

持、反對或僅能表達棄

權之議案類型 

僅說明僅能表達棄權之

議案類型 
無相關說明 

為引導機構投資人訂定有意義之投

票政策，鼓勵其於投票政策列舉原

則上支持、反對或棄權之相關議

案，並修正態樣 A、B之文字說

明。 
110

年 
11 

投票政策定義機構投資

人原則上支持、反對或

僅能表達棄權之議案類

型，並列舉相關議案與

說明理由。 

投票政策具體定義原則

上支持、反對或僅能表

達棄權之議案類型，並

列舉相關議案與說明理

由 

投票政策僅原則上支

持、反對或僅能表達棄

權之議案類型 

無相關說明 

 

 

 

 

 



5 

 

 

      評分參考態樣   

  序號 評比標準 評比 A   得分 3 評比 B   得分 2 評比 C   得分 1 修正原因 

109

年 
15 

說明報告期間是否發生

重大利益衝突事件，並

彙總說明事件原委及處

理方式。 

完整說明報告期間之紀

錄，彙總說明事件原委

及處理方式。或說明無

發生，防範利益衝突具

有效性 

僅事件紀錄，無說明原

因及處理方式 
無相關說明 

因本評比標準為說明發生重大利益

衝突事件的處理，實際評發生相關

事件的機構投資人極少，且需發生

過重大利益衝突事件才得以揭露詳

細資訊，爰刪除本項標準。利益衝

突防範方式、機構投資人若發生利

益衝突事件原委說明及處理之相關

內容，併入評比標準 8。 

110

年 
15 本項併入評比標準 8       

 

 

 

 

 



6 

 

 

 

 

 

      評分參考態樣   

  序號 評比標準 評比 A   得分 3 評比 B   得分 2 評比 C   得分 1 修正原因 

109

年 
15 本項新增    

機構投資人應具體說明所設定永續

投資目標，並採用適當方法及衡量

指標評估被投資公司永續表現，例

如採用量化指標識別，說明投資組

合中被投資公司之永續評等狀況，

如說明透過機構投資人內部評估方

法，或採用外部評等機構結果，並

揭露投資組合評等狀況，例如揭露

有一定比率的被投資公司有獲得評

等。 

 

110

年 
15 

以適當方式或衡量指標

評估投資組合中被投資

公司之永續表現，並揭

露投資組合評等狀況。 

盡職治理報告中說明投

資組合中被投資公司之

永續表現評估方式，如

說明透過機構投資人內

部評估方法，或採用外

部評等機構結果，並揭

露投資組合評等狀況 

盡職治理報告中說明投

資組合中被投資公司之

永續表現評估方式，如

說明透過機構投資人內

部評估方法，或採用外

部評等機構結果 

無相關說明 



7 

 

 

 

 

 

      評分參考態樣   

  序號 評比標準 評比 A   得分 3 評比 B   得分 2 評比 C   得分 1 修正原因 

109

年 
16 

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

及無法遵循部分原則之

解釋，並評估盡職治理

活動的有效性。 

含遵循聲明及無法遵循

部分原則之解釋，並包

括對盡職治理活動有效

性之評估 

含遵循聲明及無法遵循

部分原則之解釋 
僅遵循聲明 

鼓勵機構投資人揭露盡職治理報告

之核准層級，說明其盡職治理報告

於公司內部之重視程度。盡職治理

活動有效性的評估方式，建議可由

盡職治理是否有專責人員負責、目

標達成是否具考核機制、內部或外

部驗證、經理人薪酬是否與 ESG績

效連結等面向評估及說明。 

 

110

年 
16 

盡職治理報告提供盡職

治理守則遵循聲明及無

法遵循部分原則之解

釋，並評估盡職治理活

動的有效性，以及揭露

盡職治理報告之核准層

級。 

含遵循聲明及無法遵循

部分原則之解釋，並包

括對盡職治理活動有效

性之評估，以及揭露盡

職治理報告之核准層

級，並經內部稽核或法

律遵循相關部門核閱 

含遵循聲明及無法遵循

部分原則之解釋，並包

括對盡職治理活動有效

性之評估 

僅遵循聲明 



8 

 

 

 

 

 

      評分參考態樣   

  序號 評比標準 評比 A   得分 3 評比 B   得分 2 評比 C   得分 1 修正原因 

109

年 
28 

逐公司、逐案揭露投票情

形，並說明反對議案之理

由。 

逐公司逐案揭露投票紀

錄並說明反對票原因 

逐公司逐案揭露投票紀

錄 
僅彙整揭露投票情形 

修正文字說明，更明確鼓勵機構投

資人逐案說明反對票原因。 
110

年 
28 

逐公司、逐案揭露投票情

形，並說明反對議案之理

由。 

逐公司逐案揭露投票紀

錄並逐案說明反對票原

因 

逐公司逐案揭露投票紀

錄 
僅彙整揭露投票情形 

 

 

 



9 

 

 

      評分參考態樣   

  序號 評比標準 評比 A   得分 3 評比 B   得分 2 評比 C   得分 1 修正原因 

109

年 
29 

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

盡職治理報告、各年度股

東會投票紀錄在同一網

頁看到。 

擁有專門盡職治理網

頁，且相關內容都在同

一頁 

相關內容都在同一頁，

但非盡職治理專門頁面 

資料在不同網頁並難以

找到 考量盡職治理資訊逐年增加，修正

文字說明，更明確說明盡職資訊於

機構投資人網站之揭露方式可行

性。 110

年 
29 

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

盡職治理報告、各年度股

東會投票紀錄可在同一

網頁看到。 

擁有專門盡職治理網

頁，且相關內容彙整於

同一網頁或於同一網頁

提供相關連結。 

相關內容都在同一頁，

但非盡職治理專門頁面 

資料在不同網頁並難以

找到 

 

 

  序號 評比標準   修正原因 

109

年 
  本項新增   

新增評比標準。若機構投資人涉及

違反盡職治理原則或經主管機關裁

罰等重大情事，則經諮詢委員會討

論後，決定額外減分幅度。 

110

年 
  額外減分項目 

若機構投資人涉及違反盡職治理原則或經主管機關處分等重大情事，經諮詢

委員會討論後得予以額外減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