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們永遠只能考慮相當有限的事項來做為決策的參考， 

而不可能全盤規劃。」~赫博賽門 

 

第七章  公司治理與內部監控制度 

 

  公司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是近來發展之主流，

我國傳統上以家族企業為主，缺乏公司治理，使取得資金

不利、無法吸引優秀人才和投資機構加入經營陣容，公司

價值不易浮現。金控公司雖有心朝向國際邁進，不過其中

有些金控公司背後仍有濃厚的家族背景色彩，卻是不可否

認的事實，因此引進公司治理將是金控公司成功經營的關

鍵之一。  

 

表一: 上市公司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比例統計樣本分配表 

1985/04 1999/08 董事及監察人 

持股比例(%) 家數 佔全體比例 家數 佔全體比例 

0~9.9 3 2.68﹪ 83 18.28﹪ 

10~19.99 32 28.57﹪ 160 35.24﹪ 

20~24.99 21 18.75﹪ 42 9.25﹪ 

25~29.99 18 16.07﹪ 44 9.69﹪ 

30~39.99 9 8.04﹪ 68 14.98﹪ 

40~49.99 10 8.93﹪ 31 6.83﹪ 

50~59.99 12 10.71﹪ 14 3.08﹪ 

60~69.99 4 3.57﹪ 7 1.54﹪ 

70~79.99 1 0.89﹪ 4 0.88﹪ 

80~89.99 0 0 1 0.22﹪ 

90~100 2 1.79﹪ 0 0 

total 112 100.00﹪ 454 100.00﹪ 

資料來源：證期會 Nov./2003 

 

第一節  OECD 關於企業內控之原則 

 

第一項  我國公司治理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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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資深專家薩夫 (Robert Zaff)認

為，亞洲國家強化公司治理品質必須從六大方向著手 120：  

一、提高危機意識和加強訓練與教育。  

二、落實法令的執行。  

三、強化董事會職權的表現。  

四、採用國際標準的會計和審計準則。  

五、加強保護小股東權益。  

六、改善銀行公司治理。  

 

  澳洲證券投資委員會調查部門主管伍德 (Peter Wood)就

實際管理經驗後認為，基本有效的公司治理原則須要求企

業和董事做到：  

一、釐清董事會及經理階層責任範圍。  

二、建構增進企業價值的董事會。  

三、提升董事會決策道德性及責任性。  

二、  維護企業財務報告正確性。  

三、  推動企業重大資訊即時揭露。  

四、  尊重股東權利。  

五、  鼓勵董事會及經理階層發揮其執掌功能。  

六、  維持合理公正報酬及承認股東合法利益。  

 

麥肯錫顧問公司大中華區執行董事歐高敦 (Gordon Orr)

認為，台灣推動公司治理要面臨的挑戰包括：  

一、機構投資人比重偏低。  

二、家族企業盛行。  

三、對少數股東權利保障不足。  

四、加強上市（櫃）企業對中國大陸投資資訊揭露。  

                                                 
120 2003 年 11 月 20 日於日本東京舉行「亞洲公司治理圓桌會議」發表「亞洲公司治理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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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叉持股造成的股權結構性問題。  

 

  坦伯頓資產管理公司執行董事莫比爾斯 (Mark Mobius)認

為，亞洲企業常見的利益輸送、挪用資產、稀釋少數股東

股權、漠視股東權益、掏空公司、資訊透明度不足等違反

公司治理的行為，將阻礙企業吸引外資長期投資的意願 121。 

 

第二項  董事會之要求  

 

  除了一般所熟知的董事義務之外，應經由私人機構、組

織、協會對董事進行持續性再教育，以加強其對董事必須

善盡忠實義務有所認知及執行。根據 2003 年 OECD 亞太企

業公司治理白皮書顯示，亞太國家中僅有馬來西亞、菲律

賓、新加坡對董事的教育程度和訓練有所要求，其餘國家

則付之闕如，明確以法律規定對董事之持續性在職訓練

者，更僅有馬來西亞；還有對董事之專業資格部分，僅有

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巴基斯坦有所規定，顯示亞

太國家在董事的專業要求上並不謹慎，此項缺失極可能影

響董事會整體決策品質。  

 

  我國只在獨立董事和獨立監察人方面有積極資格的要

求，依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

則補充規定第 17 條和財團法人中國民國證券櫃台買賣中心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 10 條第 1 項各款

不宜上櫃規定之具體認定標準第 12 項，獨立董監應由具有

五年以上商務、法律、財務或公司業務所需的工作經驗的

自然人擔任之，且每年應就法律、財務或會計專業知識進

                                                 
121 證期會「台北公司治理論壇」，2003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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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三小時以上並取具證明。這樣的要求形式意義大於實質

意義，且目前沒有法律強制力，不過對從來不要求董事會、

監察人之專業素養的我國來說，算是向國際看齊的第一步。 

 

第三項  資訊揭露之要求 (Disclosure and Transparency) 

 

  1997 年的亞太金融風暴是亞太國家重視公司資訊揭露的

分水嶺，這次危機讓亞太國家明白資訊揭露與透明化的重

要性。香港和新加坡因為早已建構系統化的資訊揭露系統

和銀行監管體制，因此在這次風暴中較其他國家的損失

小。資訊揭露與透明化可以使董事會理性地分配公司資源

做策略性運用，也可協助投資人決策時，不因經理人或內

部人作假而錯誤評估公司真正內在價值 122。  

 

  亞太國家的會計、審計和非財務性資訊揭露規格應與國

際會計準則接軌，這牽涉到行之多年的財務會計習慣，必

須從會計準則規格、人員的重新訓練著手，就現況言，這

不太可能達到。在此之前，至少要求企業揭露資訊時依照

標準，並提供相關參考資料，讓資訊揭露是真的有效率的。 

 

  就監理角度出發，亞太國家的主管機關應建立高標準的

財務揭露規範，並且由有能力、有職權、正直誠實的執法

單位公平地落實這些規範 123。  

 

第二節  美國公司治理之省思 

 

公司治理在美國實行已三十多年，但由於安隆事件

                                                 
122 See white paper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Asia ,p36 
123 同註 122,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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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ron），使美國也開始反省這套制度的缺失，並透過企

業改革法 (The Sarbanes-Oxley Act)補正之。以下重心將

放在獨立董事和獨立監察人及審計委員會。  

 

  美國企業改革法為避免安隆事件重演，針對舊有監控型

董事會 (Monitoring Board)之監控制度作了相當修正，加

入了更多的限制和管控措施，包括強化管理階層之職責、

提升企業內部稽核之獨立性、加強資訊揭露義務等。  

 

第一項  強化管理階層之職責  

 

一、執行長及財務長之切結義務  

  由於在安隆事件調查過程中，其董監主張「經營判斷法

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s)來卸責，企業改革法第 302

條規定，要求 SEC應於該法制訂後 30 日內訂定規則，責令

發行公司之執行長及財務長除於上開年報及季報簽名外，

尚應另行出具一書面聲明，保證公司揭露之財報內容及其

他內部資訊確係真實；發行公司縱於國外重設公司，或以

交易使公司住所由美國國內移往國外，上開有關書面切結

之法定義務在解釋上及適用上均不受影響 124。  

 

  執行長或財務長所為上開保證如有不實情事，可科 100

萬美元以下之罰金，或處或併處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意

違犯者，則可科 500 萬美元以下之罰金，或處或併處 20 年

以下有期徒刑 125。如果執行長或財務長故意就公司財務報告

為不實保證，致投資人誤信其為真實而買賣該公司股票

時，甚至可能該當同法第 807 條之加重其刑之構成要件。  

                                                 
124 The Sarbanes-Oxley Act §302(a)(b)(2002) 
125 The Sarbanes-Oxley Act §906(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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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長及財務長之報酬返還義務  

 

為確保財務報表之真確性，企業改革法第 304 條規定，

若發行公司未遵守證券交易法及其相關子法規定而情節重

大者，致該公司被 SEC要求重新製作財務報表時，不論執行

長或財務長有無故意過失，亦不論公司因財報修正所致之

實際損害為何，該公司之執行長及財務長均應將下列款項

還予該公司，作為處罰 126：  

（一）於該報告首次公開發布或提交給 SEC 時起 12 個月

內，自該公司所受領之任何紅利或其他基於獎勵或權益之

一切報酬。  

（二）於上開期間內因出售該公司之股票所獲得之利益。 

 

三、退休金計畫閉鎖期間有關內部人交易 (Insider Trades 

during Pension Fund Blackout Periods)之禁止  

 

美國企業對董事之主要報酬之一為股票選擇權，但是公

司若因故發生財務危機時，董事仍能在交易市場拋售其股

票或股票選擇權，對公司員工和債權人顯然不公。因此企

業改革法第 306 條規定，發行公司之任何董事或高階經理

人均不得在退休基金閉鎖期間，就其因擔任公司董事或高

階經理人所取得之公司股票（不包括豁免證券），為直接或

間接之購入、出售、取得或移轉。違法者，不論其從事股

票交易之主觀意圖為何，公司均得依法向具有法定管轄權

支任何法院提起訴訟，請求該董事或高階經理人返還因購

入、出售、取得或移轉公司股票所獲得之利益作為賠償；

                                                 
126 The Sarbanes-Oxley Act §30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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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司未於股東請求後 60 日內提起上開訴訟或拒絕起

訴，或於起訴後怠於行使權利時，股東得代位公司起訴請

求之，但自該利益發生後逾兩年仍未起訴者，則不論公司

或股東均不得為之 127。  

 

第二項  提升內部控制工作之獨立性  

 

一、  董事獨立性之要求  

 

 獨立董事之獨立性涉及其是否能客觀監督公司之實效，

NYSE上市審查準則 303.01(B)(3)規定 128，公司之現任員

工、曾任職該公司或關係企業而離職未滿三年者、與該公

司具有特定商業關係之人、該公司現任或離職未滿三年之

經理人具有一定親屬關係者，不得擔任該公司之獨立董

事。而企業改革法第 301 條又規定，有收受發行公司顧問

費、諮詢費或其他報酬、為發行公司或子公司之關係人

者，亦不得擔任。  

 

二、  強制設置審計委員會  

 

 企業改革法第 301 條將 NYSE 之上市審查準則明文化，SEC

應訂定規則，命令 NYSE 和 NASD 對於不符下列規定之發行

公司禁止其股票上市，但禁止前應給予補正機會：  

（一）發行公司應於董事會下設審計委員會，負責會

計師之委聘、報酬、及其查核工作之監督；建

                                                 
127 陳德純，企業改革法制建構之比較法探討─以美國企業改革法為中心，2003 年 1 月，第 59

頁。 
128 所有在NYSE掛牌交易之發行公司應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公司或管理階層無重大關係之三名以

上獨立董事組成，每一成員應具備閱讀財務報表之能力，至少有一名成員具備會計或財務相關

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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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計、內控、之處理機制及檢舉員工之保密；

審計委員得於必要時聘僱獨立之諮詢顧問。  

（二）審計委員會之委員均為董事會成員且均為獨立

董事。  

（三）發行公司應提供適當財源供審計委員會支付聘

僱會計師或諮詢顧問之費用。  

 

三、  會計師從事非審計業務之許可  

 

  長久以來，論者以為會計師同時提供同一家公司，審計

業務和諮詢業務會造成嚴重的利益衝突，應該禁止，但是

對會計師的生態衝擊太大，因此多所爭議，然企業改革法

第 201 條規定，禁止會計師為同一客戶同時提供審計服務

和非審計服務，並且縱然非禁止之列之非審計業務，必須

經過審計委員會之同意，公司始得委任為其查核業務的會

計師，非審計業務未達會計年度自該公司獲得費用之百分

之五者不在此限。  

 

四、  吹哨者保護條款 (Protection for Whistleblowers) 

 

  2001 年夏天，雪倫華金斯，安隆公司副總裁提出一份

備忘錄─警告公司最高層，不當的會計作業將使安隆「爆

發一波會計醜聞」─變成了聞名世界的「吹哨子的人」

（ whistle-blower）。安隆事件，成為美國一連串企業醜

聞的開端。她也被《時代雜誌》選為 2002 年的年度風雲

人物 129。  

                                                 
129 吳怡靜，企業倫理成為核心能力，天下雜誌 287 期。「企業倫理教育，商學院全都不及格！」

一九八○年代末期（當今許多企業領導人都還在校園攻讀MBA）曾在哈佛商學院客座教授企業

倫理的學者艾奇歐尼，去年在《華盛頓郵報》為文痛陳，「安隆案之後，商學院不得不面對事

實：他們並沒有孕育出誠實的商人。」其實，安隆案反映出的不只是商學院的學生欠缺倫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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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內部稽核員工往往能掌握企業發生危機前後之關

鍵證據，但是員工卻礙於生計或害怕報復而不敢揭露，因

此企業改革法第 806 條規定，禁止發行公司或其經理人、

員工、承攬人、次承攬人、代理人，對於提供公司內部資

料、出席作證或以其他方式協助調查企業詐欺案件之員

工，不得給予解雇、降級、停職等處份，或有威脅、恐嚇、

攻擊或歧視，如員工因此受到上述待遇時，得在 90 天內

向勞工部提出申訴；如勞工部無正當理由未受理，受訴法

院應受理，不受民事案件金額之限制。  

 

  同時第 1107 條規定，禁止對檢舉人 130從事報復行為，

違反者得科以罰金或併處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項  資訊揭露義務  

 

  安隆案是利用大量的資產負債表外交易 (Off 

Balance-Sheet Transaction)遮掩鉅額負債，顯露資訊揭

露義務有更進一步規範之必要，企業改革法第 401(a)規

定，SEC 應要求發行公司提交給 SEC 年報、季報中揭露所有

重要的資產負債表外的交易、安排、契約（包括附條件契

約），以及發行公司與非合併的個體或個人間的其他關係，

足以導致公司現在或未來財務狀況者。  

 

  資訊不對稱造成投資機會之不公平，有關公司重大事項

未能即時向市場揭露，將導致投資人因此判斷錯誤，因此，

                                                                                                                                            
育，法學院的學生在接受縝密的邏輯訓練、堅實的法庭攻防術之後，或許是能言善辯的律師、

檢察官，但對於明瞭法律的真諦，能基於誠實和良心勇於指陳企業客戶的缺失和弊病者能有多

少？ 
130 檢舉人，從寬解釋，凡提供真實資料給有關當局者均在保護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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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 向來追求資訊揭露之公平性。企業改革法第 409 條，SEC

基於保護投資人和公共利益之必要性，應以簡明易懂之文

字即時揭露公司財務或營運之重大改變。  

 

第四項  小結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美國一直引以自豪的企業

監控機制在 Enron 中踢到了大石頭，栽了個大跟斗，但並

不表示該制度便喪失了值得我們學習參考的價值。企業改

革法做出的眾多修正，例如「吹哨者保護條款」，在我國法

中便尚未引進，金控公司何其複雜，金融監理機關缺乏足

夠的人員編制已是事實，如果能設計一套機制讓金控內部

員工負責內稽內核的人員，在內部作業中發現金控違法或

非常規交易時，能安然無虞的主動揭發，這樣可補足監理

機關人手不足的窘境，也能讓金控的違法事情曝光率更高。 

 

第三節  我國公司法有關監察人制度之修正 

 

第一項  新法之修正  

  為了改善舊有公司法對於監察人設計之不足，新修正公

司法有所補強，包括：  

 

一、  強化監察人之獨立性  

  新法第 216 條第 1 項，監察人不必具有股東身份，避免

具股東身份之監察人未能發揮獨立客觀公正之監督功能。

第 199 條第 2 項，解任監察人由普通多數決提升為輕度特

別決議。第 217 條第 2 項，監察人如任期屆滿未改選，影

響監控機能，主管機關得限期命改選。第 227 條準用第 208

之 1 條，監察人不能或不為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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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時，法院得因聲請選任臨時監察人代行職權。  

 

二、  加強監察人之職權、取得監察資訊之便利  

  參照日本商法第 260 條之 3 監察人得列席董事會陳述意

見，又同法第 274 條第 2 項監察人得要求經理人及職員提

出業務、財務報告，該兩條立法精神均為加強監察人實質

上的權限，因此我國新公司法第 218 條之 2 第 1 項便參酌

日本商法，監察人可列席董事會，隨時提出疑問，聽取、

蒐集公司各種業務執行之資訊，不用經過董事會即可要求

經理人提出報告。  

 

三、增進監控效率  

  舊法對監察人人數未規定，因此只有一位監察人亦合

法，但是一位監察人想要監控全部的公司，事實上無期待

可能性，因此，第 216 條第 2 項明訂公開發行公司之監察

人人數應有二人以上。  

 

第二項  新法之缺失  

 

  儘管此次公司法監察人制度有大幅進步，使監察人之監

控功能不再如往昔只是中看不中用，然而學者對於其中制

度的陳窠未能一併去除抱有遺憾，簡述如下 131：  

 

一、公開發行公司其董事之配偶、直系血親或與董事具

有同一生計關係之人，應明文不得充任監察人。因

為我國公司實務上，先生任董事、妻子為監察人的

情況相當普遍，有違監察人的監督意旨。  

                                                 
131 劉連煜，公司法理論與判決研究（二），2000 年 9 月，第 277-2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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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之法人股東，關於其代表人，應明文禁止不得

同時當選為董事和監察人。係指公司法第 27 條第 2

項有違法人單一性原則，同屬一法律人格者，卻可

同時分派數人從事監督和被監督的職務，不當性顯

而易見。  

 

三、監察人得於股東會上對監察人之選任或解任，陳述

意見。  

四、競業容許之同意權或代表權應交由監察人行使。  

五、利用關係企業進行利益輸送、粉飾財務報表者，屢見

不鮮，因此監察職務若欲竟其功，不僅有必要將監察

人兼任之禁止擴及於關係企業之董事、經理人和其他

職員，亦應令其監察對象及於從屬公司之業務、財務

狀況之調查或查核。此次修法未觸及此問題，在關係

企業或企業集團已蔚為現今公司組織體制之主流

時，公司法此一疏漏或將導致監察人制度功敗垂成 132。 

 

第四節  獨立董事、獨立監察人制度 

 

第一項  背景說明  

 

  我國公司法對公司內控機制之法律設計為股東會、董事

會、監察人三足鼎立，在現行公司法體制下，公司業務之

執行，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

由董事會決議行之。（參照公司法第 202 條）此乃藉由縮小

股東會權限，加強董事會之職權，以貫徹「企業所有與企

                                                 
132 賴源河等人著，同註 102，第 290-2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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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營分離」原則。實務上，企業的董事、監察人多半由

家族或親信擔任，因此對於董事和監察人的獨立性一直受

到質疑，事實上，一連串的掏空公司資產案件，董事和監

察人未能及時掌握公司資產流向，甚至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讓大股東為所欲為，也反應現行制度未能使二者的角色發

揮應有的功能。  

 

金控公司將會使這個問題更加嚴重，由前所述，金控法

本身對金控公司的管控多有缺失，金控公司藉由旗下的子

公司進行資產交互移轉可能性大增，如果董事和監察人不

能適時扮演監督的角色，屆時將會使全台灣的人民均籠罩

在暴風圈之下。因此，學者建議引進獨立董事和獨立監察

人制度。  

 

  依 2001 年修正之公司法第 192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董事

會，設置董事不得少於三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

選任之。」此乃重大變革，有行為能力之自然人即使不具

有股東身份亦可被選為獨立董事，係考量舊法下董事必須

持有公司一定比例的股票，並不能與「企業所有與企業經

營分離」之世界潮流相契合，且公司之獲利率與公司董事

由股東選無特殊關聯，故董事不以具有股東身份為要 133。  

 

  監察人部分，隨同董事修正，公司法第 216 條第 1 項「公

司監察人，由股東會選任之。」按舊法規定監察人須由「股

東」中選任，致使企業所有與企業分離原則無法遂行，為

發揮監察人監督之功能，加強監察人之專業性及獨立性，

監察人不以具有股東身份為必要 134。如果從董事和監察人間

                                                 
133 柯芳枝，公司法論（下），三民，2003 年 1 月，第 287 頁。 
134 公司法 2001 年 11 月 12 日修正理由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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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相互制衡的功能設計觀之，若董事會得選任監察人，則

猶如行政院選任監察委員，監督功能完全喪失，然而公司

法第 128 條之 1 第 1 項後段與第 216 條產生衝突，學者以

為此乃立法漏洞應明文規定一人公司下之監察人產生方式

135。  

  

第二項  是否引進獨立董事、獨立監察人之爭議   

 

  所謂獨立董事和獨立監察人，係指公司必須聘請一定比

例的專家學者、公正人士且和企業無任何密切關係之人，

擔任董事或監察人，寄望獨立董事和獨立監察人站在客觀

公正立場，監督公司經營。  

 

  也有相當人士對此制度抱持懷疑的看法，其主要見解認

為，所謂獨立董事和獨立監察人的「獨立性」難以界定，

雖然不具有家族或親信關係，但被聘任的董事或監察人，

往往和企業有良好關係，甚至是檯面下的關係，這些並不

容易在書面審查中被發掘，更有甚者，雖然受聘之人與企

業原無特別關係，然因顧及薪酬或預期利益而保持緘默者

亦非不可能， Enron雖有獨立董事，但其「獨立性」卻在案

件爆發後，經過進一步分析，這些「獨立董事」具有利害

關係者不在少數 136。  

 

  有論者以為獨立董事乃英美產物，不宜與監察人並存，

若選擇獨立董事，則在公司法中不應要求中小企業採監察

人制，否則未來轉型時徒增困擾。若不採獨立董事，則在

                                                 
135 王文宇，同註 99，第 68 頁。 
136 See Marrianne M. Jennings, A Primer on Enron: Lessons From A Perfect Storm of 

Financial Report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thical Culture Failures,39 Cal.W. 

Rev.163, pp.198-199(spring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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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交法中加強監察人功能，使其有兵有將，要有相當美國

獨立董事之職權，引進不同委員會之功能賦予監察人，不

需再區分獨立監察人與監察人 137。  

 

  亦有論者認為，就實證研究顯示，獨立董事和提昇公司

業績沒有直接相關，有時甚至會為公司帶來負面評價，故

從提昇公司營運績效來看，並不適合以法令強行規定設置

獨立董事。該論者並以為董事會為業務執行機關，賦予監

督業務執行之任務，不啻將監督與被監督主體一體化，難

免球員兼裁判之譏，縱然引進獨立董事，肯認董事會的內

部監察權，但是也不足以因應瞬息萬變的經營環境，藉此

否定董事會或獨立董事作為監控機關之適格性。而應強化

公司法中監察人的功能，成立監察人會，賦予其獨立性和

實質的監督權能 138。  

 

  縱然關於獨立董事、獨立監察人之存設與否目前在學界

中仍多方討論未有定論，不過就各家的出發點來說卻是一

致的─怎樣的法制設計才能最適切的發揮企業內部監控的

功能，讓公司治理的精神真正落實。  

 

  關於設置獨立董事和獨立監察人之優點分析如下 139：  

優點：  

1.提升董事會運作效能：  

設立獨立董事，得以提供董事會專業與客觀之意見，

協助董事會之決策制訂。  

                                                 
137 關於此見解詳文請參照曾宛如，我國有關公司治理之省思─以獨立董監事法制之改革為例，

月旦法學雜誌，2003 年 12 月，第 61 到 77 頁。 
138 關於該見解詳文請參照黃銘傑，公開發行公司法制與公司監控─法律與經濟之交錯，元照，

2001 年，第 3到 65 頁。 
139
 節錄自 2003 年 6 月 6日財政部「配合公司治理研修證券交易法」座談會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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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兼顧股東等之共同利益：  

獨立董事、獨立監察人之設置，有助於股東、經營管

理者、董事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共同利益之均衡及協調。 

3.落實治理機制：  

鑒於我國目前公司法第 27 條法人股東得同時指派代

表人擔任董事、監察人，缺乏有效制衡機制，獨立董監

之設置，得以有效落實公司治理及董事利益迴避原則。 

4.與國際接軌，利於企業海外籌資：  

在資本市場全球化之趨勢下，推動獨立董事、監察人

制度，有利於與世界各國制度接軌，並利於企業赴海外

籌資。  

5.提昇公司治理國際水準，吸引國際投資人來台投資：  

目前世界知名評鑑機構均對公司治理制度或落實程

度進行評比，如能落實獨立董事、監察人制度，將有助

於提昇我國資本市場之公司治理之國際水準，並吸引國

際投資人資金來台投資。  

 

外界質疑：  

1.獨立董事非屬直接執行業務董事，對公司日常營運事務

無法近距離接觸，決策時易被誤導或缺乏足夠之訊息協

助其做判斷：  

■證期會見解─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26 條，上市上櫃公司應明訂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及賦予

行使職權之有關人力物力，使獨立董事能充分瞭解公

司，裨益其決策品質。此外同守則第 33 條和第 35 條，

獨立董事應與其他董事享有同等知情權，如有董事二人

以上認為公司提供之董事會議題資料不足，並經獨立董

事一名以上同意時，得請公司延期審議該議案，且董事

會進行中，相關部門經理人員應列席報告，並協助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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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瞭解公司現況，做出適當決策。  

   

2.獨立董事如賦予過大權利，易造成集權現象，使公司決

策與營運無法發揮應有的彈性和效率：  

■證期會見解─依證交法修正草案，僅針對有重大影

響公司之事項（如對關係人之重大資產交易、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等），應提董事會決議並經全體獨立董事過

半數之同意，尚不致影響公司決策和運作之彈性。如果

設有審計委員會（詳見後文）者，應經審計委員會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提董事會決議之，審計委員會定位為董

事會下之幕僚單位。  

3.獨立董事如未能堅守誠信義務，而使公司營運機密外

洩，將造成公司業務損失：  

    ■證期會見解─選任獨立董事時，應就其專業能力、

獨立性和人格特質等綜合考量，而且無論一般董事或

獨立董事洩漏業務上機密，均應依法辦理，並無差異。 

4.公司法以賦予監察人單獨執行職務的權利，再設置獨立

監察人恐有疊床架屋之虞：  

    ■證期會見解─依我國企業特性，公司董事和監察人

為關係人且為同依法人指派者，比率偏高，致監察人

缺乏獨立性，而未能發揮監督效果，獨立監察人有助

於強化監督效果，以保障股東權益。監察人係單獨行

使職權，另以設立審計委員會且合於規定者，得不設

監察人，功能並無重疊。  

5.獨立董事和監察人之薪酬給予方式和金額未有定論，如

權責不符，易使專業人士裹足不前，排斥擔任獨立董事

和監察人，致公司無法覓得所需人才：  

    ■證期會見解─依證交法草案，關於內控制度、關係

人交易、背書保證及資金貸與事項，須經全體獨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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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過半數同意，惟相關程序仍須經董事會通過，並未

課與獨立董事較高之責任。另關於薪酬部分，依上市

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公司應於章程或股東會決議

明訂董事之薪資報酬，對於獨立董事和監察人得酌定

與一般董事、監察人不同的合理薪酬。  

 

第三項  外國立法例  

 

  美國的獨立董事制度在各國法制和實務運作中發展最成

熟， 1930 年代經歷經濟大恐慌而提出董事會制度改造論

後，美國證管會即建議將該制度適用於公開發行公司。1977

年，紐約證交所正式在上市條件中規定上市公司應設立審

計委員會，獨立於經理部門以外；在該規則施行前，已有

90％的大公司自願設立審計委員會， 1991 年美國證券交易

所正式規定，上市公司至少應有兩名獨立董事，並須成立

審計委員會，半數以上之成員應由獨立董事擔任 140。而美國

企業改革法（ The Sarbanes-Oxley Act）規定，所有的新

上市公司應設置審計委員會，而且必須全數由獨立董事組

成。  

 

日本商法也修訂，資本 5 億日圓以上的大公司應至少有

一名獨立（外部）董事；韓國證券交易法在 2000 年修訂規

定，上市公司必須設立獨立董事；新加坡公司法第 201 條

之 2 則規定，上市公司應設置審計委員會，由董事三人以

上組成，其主席和成員必須過半數為獨立董事（係指不兼

任公司職務或關係企業董事，非此等董事之配偶、父母、

兄弟姊妹或子女，亦無與該等公司或關係人有影響其獨立

                                                 
140 王志誠，美國公司經營機關之改造與啟發─兼論我國引進外部董事制度之基本課題，證券暨

期貨管理，第 16 卷第 11 期，1998 年 11 月，第 12 頁。 

 123



判斷之關係）。  

 

我國實務運作方面，由於國際組織和世界各國均重視公

司治理（企業治理），獨立董事和獨立監察人也蔚為風潮，

一般相信這是目前可採行的公司內控監督機制。我國在

2002 年 2 月 8 日，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和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已修正上市上櫃審查準則

141，其中關於董事和監察人無法獨立執行其職務之認定標

準，明確規定董事、監察人之獨立性條件，並以初次申請

上市上櫃公司為獨立董事和獨立監察人制度之實施對象。

亦即企業申請上市上櫃時，是否依規定聘任獨立董事和獨

立監察人是必要的審查標準。公司董監應由股東會選任，

在申請過程中，未召開股東會，為節省成本，公司得於上

市（櫃）後一定期間內出具承諾，以股東常會或臨時會補

選獨立董監事，若未限期辦理則處以十萬元違約金甚至就

其上市（櫃）有價證券改列變更交易方法之有價證券，逾

三個月未補正者，處以停止買賣 142，藉此箝制手段以落實該

項制度。  

 

第四項  我國法制化之問題  

 

  然以契約關係處理只能解決強制上市上櫃公司設置獨立

董監之問題，對已上市已上櫃之公司，並無法源依據可強

行要求，造成管理上的大漏洞，目前採宣導方式促已上市

已上櫃公司推動該制度。但該制度與企業主利益實則相

違，可想而知，宣導效果可能淪於紙上談兵。因此主管機

                                                 
141 參見「上市審查準則」、「上市審查準則補充規定」、「櫃台買賣審查準則」、「櫃台買賣審查準

則第十條第一項各款不宜上櫃規定之具體認定標準」、「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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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財政部證期會著手法制化工作。公司法是普通法，適用

所有類型的公司，考量該制度的實施對象和目的，屬於特

別法的證券交易法更適合加入獨立董事和獨立監察人的立

法規範，因此證期會研擬修正證交法。  

 

  修正重點如下：  

一、適用對象：  

公開發行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外，應設置獨立董

事及獨立監察人，而適用對象將依經濟情勢及公司治

理推展情形，採循序漸進方式推動。（增訂第 14 條之

2 第 1 項）  

二、消極資格及補選程序：  

明定獨立董事、獨立監察人之消極資格條件及補選

程序。（增訂第 14 條之 2 第 2 項、第 4 項）  

 

三、排除公司法規定：  

對於獨立董事與獨立監察人部分，排除公司法有關

持股轉讓超過二分之一應解任規定之適用，以符合其

獨立性和專業性。（增訂第 14 條之 2 第 3 項）  

四、審計委員會之設置：  

公司得自願設置審計委員會等功能性專門委員會，

但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命令設置，為必要設置之條

件，亦將考量經濟情勢與合宜時機。審計委員會之定

位原則上屬董事會之幕僚單位，但公司不設監察人

時，其行使監察人職權部分，無須經董事會同意。（增

訂第 14 條之 4）  

 

五、監察人之存廢：  

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且符合主管機關規定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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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設置監察人，採取自願彈性方式。（增訂第 14 條之

4 第 3 項）  

 

六、職權及其行使方式（增訂第 14 條之 3、第 14 條之 5）：  

（一）獨立董事主要職權為公司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

相關制度時審視其允當性、審核公司重大關係

人資產、資金貸與、背書保證交易，行使職權

仍應提董事會決議並有全體獨立董事過半數同

意。  

（二）獨立監察人主要職權為公司之董事為自己或他

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之公

司代表，及公司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

告依證交法第 36 條應提監察人承認事項，且其

行使職權方式依公司法規定得單獨為之。  

（三）審計委員會之職權除獨立董事之職權外，並增

加內部控制制度之考核、簽證會計師之聘任、

解任及報酬等職權，行使職權方式則為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提董事

會決議。另公司若設置審計委員會而不設監察

人，則審計委員會之職權再增加對年度與半年

度財務報告之承認，及證交法、公司法與其他

法律賦予監察人之職權等項，而行使該職權方

式原則上係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過半數同意行

之而免再提董事會決議，惟對年度及半年度財

務報告之承認則須經審計委員會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行之。  

（四）責任保險：公司得為獨立董事和獨立監察人，

就其執行業務範圍內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與

保險業訂立責任保險契約。（增訂第 14 條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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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項）  

（五）授權規則之訂定：獨立董事、獨立監察人及審

計委員會之實施規則，包括獨立董事和獨立監

察人之人數或比例、應具備之專業知識、獨立

公正之認定條件、審計委員會之組成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授權主管機關另定之。（增訂第 14

條之 2 第 1 項、增訂第 14 條之 4 第 2 項）  

（六）罰則：配合增訂第 14 條之 2 及第 14 條之 4 規

定，對於公司未依規定設置獨立董事、獨立監

察人、審計委員會或獨立董事、獨立監察人之

人數、資格不符規定者，明訂其罰則。（修正第

178 條）  

（七）日出條款：明訂日出條款，由行政院視經濟情

勢及公司治理制度之推動情形，另訂實施日

期。（修正第 183 條）  

 

第五項  審計委員會（ Audit Committee）之設立  

  

我國公司法採董事會和監察人雙軌制，未設置功能性委

員會，反觀國外之公司治理制度，在董事會下設立各種功

能性委員會，如審計委員會、報酬委員會 (compensation 

committee)、提名委員會 (nominating committee)等，希

望藉由專業分工和超然立場協助董事會擬定決策，因此此

次證交法修正便引入審計委員會。  

 

  一、審計委員會之功能突破：  

依證交法草案設計，審計委員會除了享有獨立董事職

權、考核內部控制制度外，還有一項重大突破便是對公司

之簽證會計師之聘任、解任及報酬之決定權。有鑑於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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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之簽證會計師均由董事長提名，因此簽證會計師多與

董事長維持良好關係，財務報表簽證之客觀性大受質疑，

如果草案通過，則會計師之聘任、解任和酬勞均由審計委

員會行使，將使公司操控簽證會計師之可能性大大降低。  

 

  二、審計委員會與監察人之關係：  

由於審計委員會之功能與監察人重疊，因此對審計委

員會與監察人是否必須同時設立有所討論。自外國立法例

觀之，日本 2002 年 5 月通過之商法修正案規定若公司之董

事會設置由獨立董事組成之審計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和薪

酬委員會，可不設置監事會；同樣地，韓國 1999 年修正商

法，以設置由三分之二以上符合條件（獨立性條件）之董

事組成之審計委員會者，公司不應同時存在監察人。因此

我國證交法草案也規定，只要公司設立審計委員會且符合

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者，得不選任監察人。二者選其一的

制度優點是避免功能重疊，節省企業人事成本，也不因事

權分散造成監督虛名化。  

 

第六項  小結  

 

縱然論者對獨立董事和獨立監察人有所質疑，管見以

為，監控與被監控者間本是循環的辯證關係，法律的目的

在制訂盡可能的完美規範，然完美規範並不存在。獨立董

事和獨立監察人制度在學理上可彌補公司法相關制度之缺

漏，實無疑問。至於反對人士提出的質疑，又是另一層次

的問題，涉及用人的層面，尚可藉制度的設計來避免該種

情形發生，不應一開始即否認獨立董事和獨立監察人制度

存在的價值及立法者之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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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亞太國家應對獨立董事之「獨立性」再次的定義

和不斷地修正，以確定獨立董事真的是「獨立於公司其他

董事之外的」143。儘管多數亞太國家都陸續採用獨立董事制

度，但是獨立董事之聘用仍由控制性大股東決定，使其獨

立性無法發揮。要改善這個問題，除了對「獨立性」有精

確的界定外，公開獨立董事候選人與管理階層和股東間關

係也是必要的。在實務上，至少要做到該候選人在擔任獨

立董事期間與該企業保持獨立的關係，要達到這個目的，

要擴大獨立董事候選人的遴選領域，而不是從企業既有的

人脈中尋覓 144（如在證期會的網站上便列出獨立董事的名

單，供公司選擇）。  

 

此外，有關於引進公司治理之適用範圍爭議，行政院認

為有必要加強金融控股公司之公司治理規範，亦即暫不論

公開發行公司部分，金融控股公司因涉及整體金融環境，

需要特別加強要求其提升公司治理水準，管見認為，「公司

治理」顧名思義，只要是公司就應該包括在其中，如今已

考量非公開發行公司納入公司治理時，勢必增加營運成

本，而將範圍限縮在公開發行公司，已經是立法上讓步，

金控公司均為公開發行公司，適用公司治理無庸置疑，進

                                                 
143 Asian countries should continue to refine the norms and practices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Many Asian corporate-governance frameworks already provide for the appointment 
directors. However, becaus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often choose the entire board, the real 
objectivity and independence, and therefore the real value, of nominally independent directors 
can be undermined. See White paper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Asia (2003). 
144 Improvements will not only include more precise definitions of independence, but better 
disclosure of relationships that candidates have with management and shareholders. In this 
respect, the obligation to disclose relationships, and the attendant liability for false or 
misleading dislosure,should be imposed on both the company and the directior.On a practical 
level, companies can appoint persons who are so wholly unrelated to management and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as to be clearly independent. at least at the time of their appointment. 
Such persons should also, of course, bring considerable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applicable 
pool of directors, both throug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s well as by looking beyond traditional 
geographic and demographic categories. See White paper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Asia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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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對金控公司有加強規範和課與較重的法律責任，在目

前金控法不全的情況下，應值得肯定。  

第五節 金控公司之內部控制和內部稽核制度之建立 

 

第一項  背景說明  

 

提起 1995 年 2 月，具有二百三十二年歷史之英國霸菱銀

行倒閉事件，及同年 8 月的「國票風暴」，相信大家記憶猶

新，前者發生地在台灣，後者遠在萬里外的英倫，兩者相

同點都是被年輕的小職員利用公司內部管理漏洞，挪移資

金從事股票和衍生性金融商品操作，霸菱銀行因發現太晚

鉅額損失無法彌補，未能全身而退，最後由荷蘭國際銀行

（ ING）以象徵性的一英鎊收購。國票被盜領的 100 億元，

由於財政部操作央行釋出 714 億元，且本身的資產扣除虧

損還有 40 億元的淨值，因而免於關門大吉。兩個事件潛伏

期間都超過一年以上甚至兩年多，但是卻從未被發覺，明

顯暴露兩家老字號金融機構之內部控管制度有極嚴重的瑕

疵，這並不是特例，實則為冰山一角。  

 

第二項  內部控制和內部稽核制度之意義  

 

  所謂內部控制制度係指企業內組織之控制，不僅為防止

經營舞弊之措施，亦為達成營運之效率性、財務報導之可

靠性及相關法律遵循等合理目標之手段。其偏於內部流程

之監督，要求效率及競爭力，並須對一般大眾公開揭露資

訊，以保護投資人利益 145。  

                                                 
145 我國「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要點」要求上市與上櫃公司應每年自行評估，並

聲明書刊登年報或公開說明書。參照 1992 年發起組織委員會(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 COSO)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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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內部稽核制度係指「組織內部一種獨立之功能、檢查

及評估組織之活動，並對組織提供活動。」為評估上述內

部控制制度之是否有效運作，有賴客觀之專業人員加以檢

查與評估，此乃內部稽核所因應而生。傳統上，內部稽核

偏重財務活動正確性與忠實性之檢查，包括舞弊及不法行

為之舉發。然隨時代演變，內部稽核制度亦從消極防弊演

變為積極興利。其範圍亦由狹義之財務活動之稽核擴大為

各項營運活動之稽核 146。  

 

  財政部為建立內部控制制度，陸續頒訂「金融機構建立

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要點」、「信託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

施辦法」、「證券商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要點」和「保險

業建立內部控制與外部稽核制度實施要點」等，銀行法增

訂第 45 條之 1 第 1 項：「銀行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同條第 2 項：「銀行對資產品

質之評估、損失準備之提列、逾期放款催收之清理及呆帳

之轉銷，應建立內部處理制度及程序；其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至於金控法第 51 條亦明訂：「金融控股公司應

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財政部並據此授權頒訂「金融控股公司內部控制及稽核制

度實施辦法」以健全公司經營，並保障投資、維護金融安

定。  

 

第三項  內部控制和內部稽核之實施問題  

 

  金融監理涉及層面相當廣泛，在有限的金檢人員下，金

                                                 
146 林柄滄，內部稽核與經營管理，華信金融季刊，第 1期，1998 年 3 月，第 127-1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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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機構若能徹底執行內部控制和內部稽核，則對於金融問

題之預防將有莫大助益。然從歷年來的基層金融機構擠兌

風暴層出不窮足證，儘管主管機關頒佈相當多的內稽內控

辦法原則，但是在金融機構間的執行則幾乎形同虛設。  

 

  執行時遭遇的問題有 147：  

一、派系和政治力量介入金融機構：  

部分基層金融機構（如漁會、農會）缺乏良好的內

控制度，而地方派系介入使授信品質低落，債權無法

確保，放款成為呆帳時有所聞，即使是規模大的銀行，

也可能發生經營權與所有權無法分開，派系傾軋，造

成銀行經營不穩，存款人信心喪失的局面。  

 

二、執行成本的考量：  

金融機構為了達到內控、內稽的標準，勢必延聘人

員，必須付出人力成本，為了落實內稽內控所付出的時

間和資金成本，使得主管機關所頒行的各項準則未被確

實遵守而引發弊端。  

 

三、欠缺內稽內控之安全與健全標準：  

前文已提及美國監理機關對於金融機構是否符合安

全與健全 (safe and sound)有一套完整的標準。而我國

金融監理單位過去處於事權分散狀態，並沒有建立明確

可行的衡量指標，自然內稽內控縱有其名，卻無其實。 

 

四、法規命令散亂：  

目前我國金融主管機關針對銀行保險證券期貨等不

                                                 
147 樓偉亮等五人著，金融機構安全與健全經營標準之研究（上），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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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務，分別訂有內控內稽的準則或實施辦法，使得執

行時有適用上的不便之處。  

 

第四項  小結  

 

  目前我國關於企業內稽內控的規範雖然有形式上的存

在，但是實質上的存在則令人質疑。內稽內核之落實的兩

大關鍵在於，金控公司是否有投入人力、財力和資源的決

心，由於內稽內核之專業性，金控公司必須聘請財務、法

律等專業人員，對金控公司而言是一筆成本。另外，內稽

內核人員如何在雇傭關係和工作目的間取得平衡點，也是

相當弔詭的。  

 

前已多次提及金融監理單靠主管機關有限的人力是不足

的，如果能落實金控各子公司內部稽核的制度，則對企業

除弊興利大有助益，再配合「吹哨者保護條款」能夠讓金

融監理的大傘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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