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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授予經營者「權益報酬」（equity-based compensation）被認為是

調和代理問題、連結報酬與績效的良方，其構想是在經營者報酬組合

中納入權益作為誘因機制，使經營者和股東的利益趨向一致。然而，

代理問題在不同企業股權結構下呈現的風貌不同，以家族企業而言，

其授予經營者權益報酬的必要性、合理性應受更嚴格的檢視；又即便

以股權分散的美國企業而言，權益報酬的盛行是否意謂經營者的報酬

更與績效連結或更有效率？抑或僅反映經營者在長期牛市以及不同

租稅政策、會計準則下的尋租行為？至今仍具有高度爭議性。因此，

我國雖師法美國引進限制性股票作為新型態的獎酬工具，實踐上能否

發揮預想功能，仍有待觀察。 

  依據本文初步調查，我國企業多以「吸引及留任人才」及「提升

員工向心力」作為授予限制性股票之理由，惟實務上已出現授予對象

為大股東或其家族成員的現象，若干案例亦發生甫授予限制性股票，

公司旋與其他公司整併的情形；此外，限制性股票在架構上不若股票

選擇權一般具有「執行價」的設定及「泡水」的風險，實務上又多為

無償授予，股價漲跌只剩下決定報酬金額大小的機能，故既得條件之

設計與能否「連結經營績效」至為攸關，惟我國企業僅有少數公司將

會計或財務等指標納為既得條件。本文建議，限制性股票之授予對象

可考慮比照「員工分紅配股」放寬至從屬公司員工，並且可透過強化

事前資訊揭露以減少可能的弊端。 

 

關鍵詞：代理成本、利益收斂假說、職位鞏固假說、最適契約假說、

經營者權力假說、控制權型態、家族企業、權益報酬、限制性股票、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股票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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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權益報酬的理論與實務初探 

─以限制性股票為重心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 1985 年聯華電子首開先河以來，員工分紅入股曾是廣受我國

高科技企業青睞的獎酬工具，在股市一度上萬點的年代造就了所謂的

「科技新貴」。然而，這項獎酬工具誘人之處卻建立在會計與租稅的

雙重特殊待遇上：企業授予員工的股票紅利當作盈餘分配，只在資產

負債表列為股東權益減項，未於損益表列為費用，美化了營業淨利1；

獲得股票的員工只按面額課徵個人綜所稅2，嗣後再轉售股票也只須

負擔手續費與證交稅，相較於領取現金紅利而言大大降低個人稅負。

換言之，這看似企業與員工雙贏的遊戲，卻是以股權稀釋和稅基流失

作為交換，由股東和國庫默默買單。姑不論這項獎酬工具是否有助於

提升經營效能，其使財富集中的效果倒是無庸置疑。 

  時至今日，隨著員工分紅費用化與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落日，員工

分紅入股的租稅及會計上優勢已經不再，企業（和其經營者）卻不曾

停止其尋求更具「吸引力」獎酬工具的腳步。繼 2000、2001 年證券

交易法、公司法相繼修正引進員工認股權之後，立法院在「激勵員工

績效達成」3的倡議下，終於在 2011 年增訂公司法第 267 條第 8 項，

                                                      
1
 有關當時的會計處理方式，詳參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78）年基秘字第 127 號《員工

紅利及董監事酬勞之會計處理》。另參照 95 年修正前之商業會計法第 64 條：「商業盈餘之分配，

如股息、紅利等不得作為費用或損失。」。 
2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已廢止）第 19 條之 1：「為鼓勵員工參與公司經營，並分享營運成果，公

司員工以其紅利轉作服務產業之增資者，其因而取得之新發行記名股票，採面額課徵所得稅。」。 
3
 公司法第 267 條第 8 項立法理由：「…參酌國際趨勢，明定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發行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者，應經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又鑒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所發行限制員工權利票，係

為激勵員工績效達成之特殊性，爰明定排除第一項至第六項所定員工承購權相關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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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國外已行之有年的限制性股票引進國內，以期「讓企業獎酬員工的

工具與國際接軌，便利企業吸引優秀人才，提升企業競爭力…」4。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於 2012 年 2 月 20 日

亦公告《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下稱「募發準則」）

修正條文，訂定相關細部規範。 

  依公司法和募發準則的規定，限制性股票（按：法條用語為限制

員工權利新股）是指企業基於激勵員工目的，對員工無償或折價發行

新股，該等股份附有既得條件，於條件達成前其股份權利受有限制；

員工未達成條件時，發行人得依發行辦法收回或收買股份。簡言之，

限制性股票的特色是：一、對員工（特定身分之人）發行新股，排除

原股東優先認購權；二、得折價或無償發行；三、附有條件，在條件

達成前股份權利受到限制（例如禁止處分）；四、若員工未達成條件，

發行人得收回或收買股份，乃禁止股份回籠原則之例外。 

  惟前述「激勵員工績效達成」、「便利企業吸引優秀人才」等立法

理由，是否即足以充分說明引進限制性股票之必要性？似非無疑問。

蓋撇除榮譽、頭銜、成就感等涉及精神層次、無法以金錢量化的獎酬

以外，所有物質上、經濟上的獎酬似無不能以現金取代者。只要相關

評量績效標準設計得宜、金額相對具有競爭力，以現金作為獎酬工具

似乎也能達到激勵員工、吸引人才的效果；至於就提供長期性的誘因

（留才）而言，現行法制下員工認股權憑證、員工庫藏股亦具有類似

功能。則相較於現金及其它既有的獎酬工具而言，限制性股票的利基

何在？遂引起筆者研究的興趣。 

  截至 2012 年 12 月為止，已經有 43 家上市櫃公司擬發行限制性

股票5，然而相關法學論著不多，此項新獎酬工具在稅務上的處理也
                                                      
4
 詳參立法院公報，第 100 卷，第 46 期，頁 292－293。 

5
 上市公司共 29 家，分別為鴻海、順德、佳能、瑞昱、凌陽科技、浩鑫、晶電、京元電、晶豪

科技、聯陽、揚智、晶技、建碁、建漢科技、緯創、新世紀、群創光電、奇美電子、昇陽科、新

日光、奕力、旺能、達能、國光生技、新唐科技、和碩、華冠通訊、凌巨、廣鎵；上櫃公司共

14 家，分別為捷邦、原相、光環、宜特科技、陽程科技、擎泰科技、中天生技、亞泰、鈺創科

技、應華精密、茂達電子、頎邦科技、驊訊、茂迪）。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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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不明確之處6。撇除若干技術問題尚待釐清外，引人注意的是，

業界和金管會一度就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人數存有歧見：依原先公告

（2012 年 2 月 20 日）的募發準則規定，企業授予單一員工的限制性

股票數量不得超過申報發行總數百分之十，即企業每次申報發行皆須

湊滿十名以上員工。金管會所抱持的理由是「避免獎酬集中於少數經

營階層」7，但這和業界期盼相左，故新法公告不到半年金管會旋又

修法刪除該限制，改為就單一員工累計被授予數量進行總量管制8。

這段插曲突顯了限制性股票在主管機關眼中「未蒙其利，先見其弊」

的尷尬處境，同時也透露出主管機關對於企業自我監控經營者報酬的

疑慮，這在甫推動上市櫃公司設置薪酬委員會之際，不免有些諷刺，

也讓限制性股票的引進更加耐人尋味。 

  蓋經營者報酬是否與經營績效（尤其是長期績效）相連結是公司

治理良莠的重要指標，而權益報酬（equity-based compensation）相較

於現金獎酬而言，一般認為是與經營績效連結程度較高的獎酬工具，

其構想是在經營者報酬組合中納入權益，藉此使經營者和股東的利益

趨向一致：倘績效良好，則股東和經營者同蒙其利；若績效不佳，則

經營者和股東一起遭受財務上的損失。透過此種利害調和機制，權益

報酬被期待用來賦予經營者為企業創造長期價值的誘因，避免經營者

過度專注於追求短線績效。 

  然而，考量我國企業股權結構特性，經營者高度持股本非罕見，

權益報酬是否適於所有企業，似已值得推究。況且，任何獎酬工具從

選用、設計到績效的評量及監督，各環節皆與最終能否帶來正面效益

攸關。權益報酬要發揮將經營者和股東「綁在一起」的效果，除應具

                                                                                                                                                        
http://mops.twse.com.tw。 
6
 有關限制性股票的課稅疑義，參閱蔡佳妤，限制型股票怎麼稅 企業頭大，經濟日報，2012

年 4 月 20 日。 
7
 金管會新聞稿，有關外界針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給單一員工數量限制之回應，2012 年 3 月

27 日。有關業界對於限制性股票之獎酬對象及人數的看法，另可參考彭禎玲，金控留才 限制

型股票不管用，工商時報，2012 年 3 月 4 日；劉紹樑，限制「限制型股票」就限制了競爭力，

台灣銀行家雜誌，2012 年 4 月。 
8
 金管會 101 年 8 月 13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10036952 號函。 

http://mops.tw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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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配套措施，令經營者無法輕易脫離、規避該機制外，尚須注意報酬

與績效（會計盈餘／股價）的高度連結亦可能增強經營者財報窗飾、

投機舞弊的負面誘因。如何在增強經營者報酬與績效連結程度的同時

又能降低不好的副作用，考驗著企業治理當局的智慧。至於法律在此

應扮演何種角色？是該側重「防弊」角度佈下層層限制？抑或該儘量

保留足夠自由度，讓經營者報酬議題回歸企業自治？誠值對此項議題

有興趣的讀者們一同深思。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經營者報酬議題在各種企業組織中皆可能存在，惟本文以「權益

報酬」作為研究主題，並以公開發行公司始有適用之「限制性股票」

為研究重心，故本文之研究範圍將限縮在公開發行股份有限公司，且

將以上市櫃公司為限，合先敘明。 

  其次，本文擬以「經營者」作為探討對象，至於非屬經營階層的

一般員工則不在本文研究範疇內。又，本文所稱經營者原則上採廣義

概念，舉凡參與公司決策、經營或監督之人，包含經理人、執行長、

財務長等皆屬之。惟應注意者，目前我國法制下的各種權益報酬工具

其適用對象皆以員工為限，依現行經濟部解釋，所謂「員工」不包含

董事、監察人9。然而，實務上董事兼任經理人以員工身分獲得權益

報酬的情形頗為常見，經濟部解釋事實上只是將肩負監督職能的獨立

董事、監察人排除（獨立董事、監察人依法不得兼任公司其他職務），

其妥適與否非無推究之餘地。對此，本文將留待正文部分再一併加以

探討，謹於此先行說明。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預計採用文獻探討法、比較分析法、實務

分析法等共計三種方法，茲就各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9
 經濟部 93 年 11 月 8 日經商字第 09302194190 號函：「按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五條、第二百六十

七條所稱『員工』，除董事、監察人非屬員工外，其餘人員是否屬員工，允屬公司內部自治事項，

由公司自行認定；如有爭議，屬司法機關認事用法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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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獻探討法 

本文擬蒐集、整理與分析與本文研究主題相關之文獻資料，

包含立法背景、解釋函令、司法判決、學者評論與實證研究

等。文獻之整理、分析將有助於歸納、演繹我國法制之演進

歷程、規範內涵與重要爭議問題。文獻之具體蒐集方向包含

學術教科書、學術論文、研究計畫、學位論文、政府出版品、

研討會記錄與期刊文章等。 

二、 比較分析法 

本文擬參考援用國外學者相關著作，尤其以美國作為對照，

同時結合該國學說及實務運作情況，綜合比較其異同。本文

亦將探究該等制度的發展背景，與我國國情、民情相比較，

以供我國相關法規範建構、發展上之參考。 

三、 實務分析法 

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為止，共計有 43 家上市櫃公司公告擬

發行限制性股票，且其中已經有部分公司取得金管會核准，

並實際發行限制性股票，相關發行辦法、公開說明書等資料

也逐漸出爐。雖然目前樣本數仍然相當有限，但觀察各公司

發行限制性股票的決策流程、發行方式、授予對象以及既得

條件設計等事項，仍可一窺新制度引進後的初步推行狀況，

並從中探討可能的問題。為此，本文亦將以公開資料為素材，

就限制性股票實務運作情形進行分析，使理論與實務能相互

結合、印證。 

第三節 研究架構 

  在研究架構方面，本文擬分為緒論、基本理論與文獻回顧、權益

報酬的理想與現實－美國的經驗、我國法制檢討與實務分析、結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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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等共計五大章節，茲就各章節內容概要分述如下： 

一、 緒論 

本章將就本文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研究方法、

研究架構以及預期貢獻等節依序進行說明，主要係就本文的

基本理念、整體架構為簡明扼要之敘述，期使讀者迅速瞭解

本文研究題目之焦點所在。 

二、 基本理論與文獻回顧 

本章將就本文研究題目所涉及的相關理論與重要文獻進行

整理、回顧。蓋自 1930 年代 Berle 與 Means 提出所有權與

經營權分離的觀點後，代理問題、經營者持股和企業績效的

關聯性便一直是國外學者的研究焦點，也是權益報酬的立論

基礎，經過數十年演進，大致發展出「利益收斂假說」以及

「職位鞏固假說」兩種看法。前者認為增加經營者持股將使

經營者與股東的利益趨於一致，有助於增加公司價值；後者

則認為經營者持股愈多，其地位愈鞏固，從而也將愈不害怕

被解任、驅逐，對公司價值有負面影響。惟亦有研究指出，

經營者持股水準在某臨界點以下與公司價值為正相關，超過

該臨界點則為負相關。對於經營者持股的不同觀點，有助於

吾人瞭解權益報酬之原理、功能以及限制，輔以國內財會、

企管學界就我國資本市場所為之相關實證研究，可協助吾人

思索繼受外國法制時可能發生的問題與因應之道。 

三、 權益報酬的理想與現實─美國的經驗 

本章將介紹經營者權益報酬在美國的發展背景、現況與相關

問題。蓋自立法脈絡觀之，本次新增訂的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係承襲美國的限制性股票（restricted stock awards, RSAs），

作為法制繼受國，美國經營者權益報酬的發展經驗，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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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異，應有值得吾人借鏡之處。

此外，本章也將就 2008 年金融海嘯以後美國《Dodd-Frank

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當中有關經營者報酬的

改革措施進行介紹。 

四、 我國法制概觀與實務分析 

本章首先將就我國限制性股票制度進行整理分析，檢視相關

規範之合理性。本章亦將研究限制性股票的實務發行情況，

透過蒐集、整理公開資料，將擬發行限制性股票企業的股權

結構、董事兼任經理人情況、發行的方式、獎酬對象、權利

受限制情形、既得條件的設計、決策流程揭露的資訊等事項，

以有系統的方式呈現並加以分析。 

五、 結論與建議 

本章將對本文研究結果作成結論，並說明研究之限制，同時

也將提出未來修法的可能方案及後續研究之建議。 

第四節 預期貢獻 

  國內財會、企管學界探討權益報酬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在員工

分紅入股、經營者持股、企業股權結構、高階經理人報酬與企業經營

績效等方面均有豐富的實證資料。惟就限制性股票而言，容或因制度

推行不久，相關文獻明顯較少，且著重於新制的介紹、各種權益報酬

工具的比較以及會計、稅務處理的技術性探討，在理論面、實證面則

較少著墨。其次，國內法學界探討權益報酬相關議題之文獻雖亦不在

少數，然而針對限制性股票的專論則相當有限，且多係於我國限制性

股票制度正式引進前所完成，內容較偏重於美國證券法、稅法等法規

制度的介紹，以及美國企業股權獎酬案例的探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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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既有文獻，本文擬以限制性股票的正式引進作為契機，除

將以「報酬與績效連結」為核心理念審視相關規範或限制的必要性與

合理性外，並將針對我國企業發行限制性股票的實務案例進行分析，

期藉由理論和實務的比較、印證，探討制度上的缺憾與可能的弊病，

讓關心此議題的讀者能明瞭爭議所在，同時亦提供有志於此的研究者

不同的視角，俾後續研究有更豐富、更多元想法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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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理論與文獻回顧 

第一節 概說 

  現代企業普遍存在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所導致的代理問題，為了

抑制代理成本，在經營者報酬組合中納入誘因機制被認為是有效方式

之一，其中權益報酬尤其被認為有調和經營者與股東之間利益分歧，

驅使經營者居於股東立場擬定決策，並進而以最大化股東利益為決策

目標的功能10。然而，肇因於企業股權結構（控制權型態）的差異，

代理問題呈現的風貌未必相同，誘因機制也絕非萬靈丹，權益報酬要

發揮功能，須先瞭解企業存在何種代理問題，方能對症下藥。 

  本章將透過回顧重要文獻來介紹現代企業代理問題的前因後果，

並以國外學者的實證研究說來明經營者持股與公司價值之間的關聯，

為權益報酬如何抑制代理成本提供立論根據和實證支持。其次，本章

將介紹我國財會、企管學界針對國內企業進行的實證研究，藉此瞭解

我國企業股權結構的特色所在，進而探討權益報酬在不同控制權型態

的企業中可能帶來的利弊得失。 

第二節 股權分散、代理問題與經營者持股 

第一項 美國早期實證：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 

  傳統小型企業組織裡，企業主通常身兼「所有者」與「經營者」

雙重角色，其出資構成企業營運所需的資本，其經營良莠則影響企業

的盈虧─即企業主本身的盈虧。作為理性的經濟人，企業主具有充份

誘因善加經營企業，其餘受雇人（employee）則是提供勞力賺取報酬

之人，原則上不享有經營果實，亦不承擔盈虧風險。隨著資本市場的

發展以及企業組織的演進，股份有限公司勃興成為現代企業的主流，

                                                      
10

 徐彩芳，從代理理論談經營者報酬之監控，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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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方面使得企業更容易籌措資金、擴充規模，另一方面也導致企業

的所有權與控制權逐漸走向分離。 

  在 1930 年代，美國法學教授 Berle 和經濟學家 Means 兩位學者

在《現代公司與私有財產》一書中曾對股份有限公司（corporations）

作過如下描述：「事實上，股份有限公司既是保有財產的方法，也是

使經濟生活組織化的手段。其巨大的進展，可謂已使股份制度─猶如

曾存在的封建制度一般─演化為諸特質和權力的結合體，而有資格被

以一種主要的社會制度來看待。」11，八十餘年後回顧，兩位學者的

高瞻遠矚仍令人折服。試想：現代社會中個人生活所需的商品與服務

有多少是由以股份有限公司為組織型態的企業生產、提供？甚至個人

任職的單位、往來金融機構、投資標的等，可能都是股份有限公司。

若謂這些「股份有限公司們」宰制著絕大多數人的經濟生活，那麼，

又是誰主宰著這些廣納游資、聚積鉅富的「經濟帝國」呢？ 

  傳統上，股東被視為公司的所有者（owner），但 Berle 和 Means

認為，股份有限公司藉由股份制度的精巧設計，當所有者將其控制、

支配的財產出資予公司時，便喪失對財產的控制權，而淪為資本利息

收受者（recipient of wages of capital）12。隨著股東人數增加與經濟力

的集中，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益趨巨大，最後實際控制、支配此等

龐大財產集合體的權力，則掌握在少數經營者的手中。由於公司方針

係由董事會所決定，凡個人或集團只要能控制董事會多數席次，其便

握有控制支配公司的權力。有鑑於此，Berle 和 Means 即以公司股權

結構為判斷標準，將控制權區分為五種型態13： 

                                                      
11

 Adolf A. Berle, Jr. & Gardiner C. Means (1932),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at. 1. 

原文為：「The corporation has, in fact, become both a method of property tenure a means of organizing 

economic life. Grown to the tremendous proportions, there may be said to have evolved a “corporate 

system＂－as there once a feudal system－which has attracted itself a combination of attributes and 

powers, and has attained a degree of prominence entitling it to be dealt with as major social 

institution.」。本書在國內有中譯本，參閱陸年青、許冀湯合譯，現代股份公司與私有財產，台灣

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81 年 8 月。本文引註皆為原著頁碼。 
12

 Id., at 3.  
13

 Id., at 6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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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完整所有權控制 

此為最初始的控制權型態，或可稱為「私人公司」（private 

corporation）。此時公司股份全部或絕大多數皆由個人或集團

持有，所有權與控制權並未分離。 

二、 多數控制 

此為所有權與控制權開始分離的第一步。公司過半數股份由

個人或集團持有，由於表決權多數決的制度設計，該個人或

集團實質上擁有全部的控制支配權。 

三、 經由法律手段控制 

指個人或集團持有公司股份雖未過半數，但藉由金字塔型的

控股結構、無表決權特別股、表決權信託等法律機制，仍能

以少額的投資維持完整的控制支配權。 

四、 少數控制 

指個人或集團持有足夠的公司股份，而能藉由徵求委託書來

維持其控制支配地位，同時亦無其他夠份量、足以發揮核心

作用的股東存在。當公司規模愈大、股權愈分散時，愈可能

出現此種「事實上控制」（working control）型態。 

五、 經營者控制 

指股權極度分散，並無任何單一股東持有逾 1%的公司股份。

股東因為個人力量微不足道，無法左右大局，在選舉董事時

往往會放棄投票或將委託書交出。相對地，經營者因為握有

任命代理委員會（proxy committee）的權力，而代理委員會

又將投票選出新任董事，因此經營者事實上可以決定自己的

繼任者，此種權力結構猶如天主教會的教皇選出樞機主教，

樞機主教又選出繼任教皇一般。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以限制性股票為重心 

12 
 

  基於前述分類，Berle 和 Means 考察了 1930 年代美國的前兩百大

企業，發現其中「經營者控制」佔 44%，而「少數控制」佔 23%，

至於「經由法律手段控制」則佔 21%
14，換句話說，將近九成的企業

並不存在持股過半數的個人或集團。三十多年以後， Larner 延續了

Berle 和 Means 的研究，其針對 1960 年代美國的前兩百大非金融企業

進行考察，結果發現「經營者控制」佔比已高達 84.5%
15。 

  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持續加劇，使經濟學上的假設─個人倘能

自由利用其財產並保有所生之成果，則追求私利的慾望將成為驅使其

有效率地利用其財產的誘因─漸漸失其附麗，因為所有者（股東）的

地位已遭弱化，失去控制支配財產的權力，而真正掌握權力的經營者

卻僅持有極少數的股份。作為觀察此種現象的先驅，Berle 和 Means

的解讀是：「經濟力脫離所有權而集中，事實上已創造了經濟帝國

（economic empires），並將帝國統治權交由新型態的專制主義掌握，

至於『所有者』則淪為財產提供者，俾讓新興貴族們行使權力。」16，

這項說法乍聞雖然有些聳動，卻也直指問題核心：蓋權力使人腐敗，

自古皆然。任何人一旦掌握了支配鉅富的權力，倘無法自律，又缺乏

監督制衡，終將如同專制制度下的獨裁者般走向腐敗之途。 

第二項 代理理論的提出 

第一款 基本主張 

  延續著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的觀點，Jensen 和 Meckling 兩人在

《企業理論：經營者行為、代理成本和所有權結構》一文則透過代理

                                                      
14

 Id., at 94. 
15

 Robert J. Larner (1966),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the 200 Largest Nonfinancial Corporations, 1929 

and 1963,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6, No. 4, Part 1, at 777-787. 
16

 Adolf A. Berle, Jr. & Gardiner C. Means, supra note 11, at 124. 原文為：「The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power separate from ownership has, in fact, created economic empires, and has delivered 

these empires into the hands of a new form of absolutism, relegating “owners” to the position of those 

who supply the means whereby the new princes may exercise their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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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來說明經營者與股東的關係17。Jensen 和 Meckling 將代理定義為

一種契約，透過此種契約，主理人（principle，即股東）委託代理人

（agent，即經營者）為其提供服務，並將若干決策權授予代理人。

倘若代理人和主理人皆為追求自身效用極大化的理性經濟人，則吾人

即有理由相信代理人不會總是採取最有利於主理人的行動18。 

  舉例來說，若公司係由經營者獨資成立，作為理性經濟人，其將

採取可極大化自身效用（utility）的經營決策，所謂「效用」除指自

金錢收入獲得的「金錢效用」外，亦包含透過企業活動所產生的各種

「非金錢效用」，例如辦公室的陳設、秘書職員的魅力、員工的紀律

水準、慈善捐獻的種類與金額、與員工的人際關係、配備超出需求的

電腦、向朋友採購生產投入品等。Jensen 和 Meckling 認為，不考量

稅的情況下，當為各項「非金錢效用」所支出的每一塊錢邊際效用皆

相等，且等於每一塊錢稅後購買力（即財富）的邊際效用時，將達成

兩種效用的最適組合19。然而，若經營者釋出部分持股，其所享有的

任何「非金錢效用」部分成本也將轉嫁由外部股東負擔。 

  隨著經營者的持股水位下降，其對公司經營成果所享有的權益亦

因而減少，這將可能進一步鼓勵經營者藉由這類產生「非金錢效用」

的特權消費（perquisites consumption）來挪用公司資源、圖利自己。

除此之外，經營者與外部股東之間的利益分歧還可能會以影響更深遠

                                                      
17

 Michael C. Jensen & Willian H. Meckling (1976),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ume 3, No. 4, at 308-310. 
18

 具體來說，導致經營者並非總是以股東最佳利益來行動的原因有二：首先，經營者和股東的

目標不一致（goal incongruence），即兩者的利害並不相同。因此，經營者付出的努力可能會不如

預期（即偷懶），或雖然很努力但方向卻偏離股東的期待。舉例而言，經營者和股東的風險偏好

（risk preference）可能不同，蓋經營者不若股東可透過投資其他公司來分散風險，故經營者可能

較偏向風險趨避（risk averse），而使公司因此錯失獲利良機。其次，經營者和股東間存在資訊的

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股東對於經營者的特性（characteristic）、決策與所採取的行動

皆處於資訊劣勢。由於目標不一致和資訊不對稱，便可能發生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與道德

危機（moral hazard）等投機活動。Barry Gerhart & Sara L. Rynes (2003), Compensation: Theory, 

Evidence,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at 139.  
19

 Michael C. Jensen & Willian H. Meckling, supra note 17, at 312. 原文為：「The optimum mix (in 

the absence of taxes) of the various pecuniary and non-pecuniary benefits is achieved when the 

marginal utility derived from an additional dollar of expenditure (measured net of any productive 

effects) is equal for each non-pecuniary item and equal to the marginal utility derived from an 

additional dollar of after-tax purchasing power (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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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呈現─經營者投注心力於創造性活動的誘因將隨著持股下降

而減少，其可能會較不願意冒險尋找新的投資機會，因為這可能需要

經營者付出更多努力去經營管理，或必須去學習瞭解新的科技，從而

增加了經營者個人的成本─其結果將導致公司價值因此可能遠低於

原本應有的價值。 

  當股權極度分散時，經營者享受特權消費卻幾乎不承擔成本，且

缺乏積極經營的誘因，這便是傳統代理問題的核心所在。為保障股東

權益，即有必要採取若干措施來約束經營者的特權消費行為，並確保

經營者總是以股東的最佳利益行動，代理成本（agency costs）遂因此

產生，而如何抑制代理成本也成為學者們的探討焦點20。 

第二款 代理成本的抑制 

  Fama 和 Jensen 在《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一文就各種組織下

代理成本的控管機制進行了探討，其指出「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

更精確地說應該是剩餘風險承擔（residual risk bearing）與決策管理

（decision management，指決策的擬定與執行）的分離，除公開發行

的股份有限公司外，此種分離現象亦普遍存於專業合夥、共同基金、

非營利機構等組織型態當中。由於這類組織較為複雜，組織運作所需

各種專業知識多由分散的代理人持有，且知識傳遞成本高，故相較於

由剩餘風險承擔者（residual claimants）集中掌握所有的決策權力，

賦予專業的代理人部分決策功能將更有效率21。雖然這難免產生代理

問題，但對於企業而言，要享受現代公司組織型態的優點，例如籌集

資金、分散風險、規模經濟以及經營者的專業化等，承受伴隨而生的

                                                      
20

 代理成本係由以下三者組成：一、主理人之監督成本（monitoring cost）：係指主理人為了避免

代理人之偏差行為，因而監督並控制代理人之決策所產生的各項成本。二、代理人之同心成本

（bonding cost）：係指代理人為了讓主理人相信其會作出最佳決策，自願限制某些行為或者採取

某些行動所產生的各項成本。三、剩餘價值損失（residual loss of firm value）：係指儘管有主理人

之監督與代理人的自我約束行為，代理人之決策仍有可能偏離最適決策而造成主理人之利益損失。

Michael C. Jensen & Willian H. Meckling, supra note 17, at 308. 
21

 Eugene F. Fama & Michael C. Jensen (1983),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26, No. 2, at 30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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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成本遂成為一種必要之惡。Fama 和 Jensen 認為，藉由決策管理

與決策控制（decision control，指決策的批准與監督）的分離，輔以

設置適當的誘因機制，應可有效抑制代理成本22。 

  第一目 監控機制 

  對於公開發行的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學者們認為下列機制皆具有

監控經營者、抑制代理成本的功能： 

一、 內部機制：專家董事會 

公開發行的股份有限公司除重大事項（例如併購）的決定權

仍由剩餘風險承擔者（即股東）所保有外，其餘管理控制權

均委交董事會，再由董事會將大部分的決策管理權委交其他

內部代理人，惟董事會仍保有對這些代理人的「最終控制」

（ultimate control），例如對重大決策的批准與監督（即決策

控制），或是有關高階經理人的聘用、解僱以及報酬決定等。

又董事會通常係由若干內部成員（即兼任經理人的董事）與

外部成員（即並非經理人的董事）共同組成，其中內部成員

往往最具影響力，蓋其握有公司活動的寶貴資訊。外部成員

多半是由內部成員提名，蓋內部成員可運用其對公司的瞭解

來提名具有互補專長的外部成員，例如嫻熟資本市場、專精

公司法令或具備其他專業的外部成員。董事會外部成員除了

在經理人彼此意見衝突時擔任仲裁者（arbiters）的角色外，

同時肩負處理經理人和股東之間代理問題的任務，例如前述

決定經理人的報酬、尋找替代人選等。 

要有效地分離「決策管理」與「決策控制」，董事會外部成員

必須有誘因去忠實執行任務，而非與內部成員、經理人沆瀣

一氣，共謀侵佔股東權益。由於董事會外部成員大多是其他

                                                      
22

 Id., at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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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重要組織的經營者、管理者，其人力資本的價值高低

主要取決於在組織內部擔任決策管理者的績效表現，故這些

外部成員有誘因去建立其身為決策控制專家的聲譽。亦即，

外部成員係以董事職位作為信號來向市場昭告：他們是決策

專家、他們瞭解決策控制的重要性、他們可以和這樣的決策

控制系統共事23。 

二、 外部機制：股票市場 

相較於其他組織，公開發行的股份有限公司具有一項獨特的

外部監控機制─股票市場。股票市場提供價格決定的服務與

低廉的交易成本，而「股價」事實上就是一個明顯的訊號，

傳達企業決策對於現在和未來淨現金流量的影響。此項外部

監控機制可驅使經營者的決策向剩餘風險承擔者（即股東）

的利益靠攏24。 

三、 外部機制：控制權市場 

公開發行的股份有限公司所特有的另一項外部監控機制便是

控制權市場，透過公開收購（tender offer）或委託書爭奪戰

（proxy fight），攻擊方的經營團隊（attacking managers）將

可繞過現任經營者而直接取得公司的控制權。一旦公司經營

效率低落或績效不佳時，現任經營者即面臨被接管（takeover）

的壓力，此種壓力將迫使現任經營者謀求改善25。 

第二目 誘因機制 

  代理人的監控必須仰賴對其行為的監視（observing）與評估

（evaluating），現代企業由於規模不斷擴大、多角化與全球化等因素

                                                      
23

 Id., at 313-315. 
24

 Id., at 313. 
25

 Id., at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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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導致監視代理人（經營者）行為的成本可能過於高昂，監督者

（董事會）囿於資訊的不對稱和自身專業知識、能力的限制，亦導致

衡量經營者行為是否最有利於股東的困難度大增26。在現實世界裡，

董事會無法掌握所有資訊，且往往得仰賴擁有優勢資訊、專門知識的

經營者作出專業判斷，為促使經營者作出符合股東最佳利益的決策，

經濟學家遂提倡在經營者報酬當中納入誘因機制（例如權益報酬），

以此調和經營者與股東之間的目標衝突和利益分歧27。 

  美國學者在 1950 年代開始以經營者報酬的績效敏感度（即報酬

的誘因效果）為研究對象，早期文獻著重探討企業規模或績效（例如

銷售額、利潤或市值）的衡量方式，以解釋不同企業之間經營者報酬

水準的差異；晚近文獻則以經營者報酬水準隨公司股價漲跌所生增減

變動來量化誘因的大小，蓋美國企業習以權益報酬（例如股份與股票

選擇權）為誘因機制，藉此將經營者個人財富與公司股價直接連結，

導致經營者個人財富往往隨著公司股價變動而大幅增減。然而，提供

經營者誘因機制雖然被認為是抑制代理成本的良方，但多少誘因才算

足夠？該以何種標準衡量？學者之間莫衷一是。 

  一般認為，要量化經營者報酬的誘因效果，必須將報酬和績效間

所有連結因素納入考量，例如：績效對現在及未來現金報酬的影響、

對經營者所持股份和股票選擇權價值的影響、對經營者非企業財富

（non-firm wealth，指非投資於任職企業的財富）的影響、經營者被

炒魷魚的可能性等。在一項針對 1974－1986 年間美國大型公開公司

執行長的研究中，Jensen 和 Murphy 整合各因素提出一套計量方式，

其以「權益持份比率」（fractional equity ownership）與美金 1,000 元

的乘積為指標來衡量執行長的誘因大小，發現公司價值每增加美金

1,000 元，執行長的財富平均只增加了美金 3.25 元。兩位學者遂認為

執行長的敘薪與公務員（bureaucrat）無異，顯示誘因過小、報酬與

                                                      
26

 Barry Gerhart & Sara L. Rynes, supra note 18, at 140-142. 
27

 John E. Core, Wayne R. Guay & David F. Larcker (2003), Executive Equity Compensation and 

Incentives: A Survey, Economic Policy Review, Vol. 9, No. 1, at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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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的連結程度不足28。Jensen 和 Murphy 的解讀立即引起爭議，蓋

兩位學者的研究樣本乃當時美國排名前 430 大的企業，以 GE 為例，

GE 市值在 1998 年約為美金 2,960 億元，若 GE 市值增加 10%（當年

算是和緩的幅度），在所謂「只有美金 3.25 元」的效果下，其執行長

傑克‧威爾許（Jack Welch）將獲得美金 9,620 萬元的報酬，這難道

不算是足夠的誘因29？Hall 和 Liebman 兩位學者認為，從 1980 年代

開始，股票選擇權的風行已顯著強化執行長報酬與績效的連結程度，

即使執行長的權益持份比率並不高，其個人財富隨著公司價值變動而

發生的增減事實上卻相當可觀。有鑑於此，Hall 和 Liebman 遂倡議以

公司市值每增加 1%時執行長個人財富的增減變動金額─亦即所謂的

「風險性權益」（equity-at-stake）金額的多寡來衡量誘因大小30。 

  有學者認為，前述兩種衡量誘因的觀點各有所長，而哪一種衡量

方式較為適切，不妨可從所涉及的企業活動如何影響公司價值來切入

觀察。析言之，企業活動對公司造成的貨幣金額衝擊（dollar impact）

若為固定，即其影響不因企業規模而異（例如購買不必要的噴射客機

或高價收購資產），則 Jensen 和 Murphy 的衡量方法不失為是適切的

方式；反之，若企業活動所帶來的影響將隨企業規模變動（例如企業

組織重組），則 Hall 和 Liebman 的衡量方法也許更能夠適切反映誘因

大小。由於經營者實際經營管理公司時不外乎涉及這兩類企業活動，

故不同的衡量方式各有擅場，並無優劣之分31。 

                                                      
28

 Carola Frydman & Dirk Jenter (2010), CEO Compens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6585, at 10. Available at: http://www.nber.org/papers/w16585.  
29

 Barry Gerhart & Sara L. Rynes, supra note 18, at 143. 9. 
30

 Brian J. Hall & Jeffrey B. Liebman (1998), Are CEOs Really Paid Like Bureaucrat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3, Issue 3, at 653-691. 這兩種不同的衡量角度突顯企業規模的影響。

有學者就美國企業執行長報酬（包含薪資、紅利與各種長、短期誘因計畫）的決定因素進行後設

分析（Meta-analysis），發現企業規模因素佔執行長報酬水準變化量的 40%，而會計績效卻只佔

不到 5%，前者的影響近乎是後者的九倍。Henry L. Tosi, Steve Werner, Jeffrey P. Katz & Luis R. 

Gomez-Mejia (2000), How Much Does Performance Matter? A Meta-Analysis of CEO Pay Stud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26, No. 2, at 301-33 
31

 Carola Frydman & Dirk Jenter, supra note 28, at 12-13. 值得一提的是，依據美國學者調查，由於

企業規模不斷成長，在美國經營者傾向擁有較低的權益持分比率，然而風險性權益的金額卻節節

攀升。蓋美國 S&P 500 企業的執行長在 1992 年一般可因公司價值增加美金 1,000 元而獲得美金

3.7 元，到了 2005 年則成長至美金 6.4 元，增幅未及一倍；相對地，在 1992 年公司價值若增加

http://www.nber.org/papers/w16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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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亦有學者認為不管以何種方式衡量誘因大小，以平均

水準來觀察經營者報酬的績效敏感度事實上並無太大意義。蓋經營者

報酬金額的高低事涉企業風險及誘因的取捨、權衡（trade-off），由於

不同企業之間風險差異甚巨，自難逕自比較。Aggarwal 和 Samwick

兩位學者即指出，在經營者的報酬當中納入權益報酬作為誘因機制，

意謂經營者的報酬金額水準將受到公司投資報酬率變異數（主要源自

股價的波動）影響，該變異數愈大，經營者所承擔的風險愈高，導致

其要求更高的風險溢酬（risk premium）作為補償，而使得企業提供

誘因機制的成本也更為高昂。兩位學者以 1993－1996 年間 1,500 家

美國公開公司為樣本進行研究，發現投資報酬率變異數最高（即股價

波動性最大）的公司，經營者（執行長和報酬前四高的高階經理人）

報酬績效敏感度最低；反之，變異數最低的公司則有最高的報酬績效

敏感度，以執行長而言其差距竟高達十九倍之譜32。 

  總結來說，以代理理論為基礎，提供誘因機制被認為是抑制代理

成本的重要方式，其中權益報酬尤其廣受採用，儼然成為經營者報酬

結構中的重要元素。然而如何衡量誘因大小、多少誘因才算足夠並無

公式可套，也讓冠上誘因機制為名的權益報酬總是蒙著神祕面紗。 

第三項 傳統代理問題下經營者持股與公司價值的關聯 

第一款 兩種對立的假說 

  在股權分散的前提下，以 Jenson 和 Meckling 所建構的代理問題

模型作為基礎，學說上對於經營者持股和公司價值之關聯發展出兩種

相互對立的假說，茲將其主張概要分述如后： 

一、 利益收斂假說（the convergence of interest hypothesis） 

                                                                                                                                                        
1%，執行長個人財富一般可因此增加美金 14.4 萬元，該金額在 2005 年更成長為美金 68.3 萬元，

增幅超過四倍。學者認為，此種落差顯示美國企業的執行長雖有充分誘因去進行企業組織重組，

但仍很有可能浪費公司資源去購買昂貴的噴射客機。 
32

 Barry Gerhart & Sara L. Rynes, supra note 18, at 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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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說認為代理成本將隨著經營者持股增加而減少，故經營者

持股與公司價值之間具正向關聯。蓋經營者持股比率較高時，

其分享公司經營成果的程度將提高，從事特權消費造成公司

價值的損失亦將大部份由其個人承擔。此外，經營者與股東

之間的利益愈趨於一致，亦將產生努力經營公司的誘因，使

經營者以提高股東財富為目標3334。 

二、 職位鞏固假說（the entrenchment hypothesis）35
 

此說自控制權市場的角度切入，認為控制權接管（takeover）

作為監控經營者的外部機制，可替目標公司和併購公司雙方

股東帶來利得。由於現任經營者在控制權接管後將可能遭到

解任、驅逐而喪失其職位，故現任經營者將有誘因採取防禦

行動來阻礙併購發生，一旦現任經營者有能力排除實際上或

潛在的併購者時，將有害於股東權益3637。 

第二款 Morck 等學者的研究發現 

  為了驗證前述兩種假說，Morck 等學者以 Tobin’s Q Ratio
38作為

                                                      
33

 陳瑞斌、許崇源、翁慈青，公司治理架構與財務報告透明度之關聯性研究，中華管理評論國

際學報，2007 年 2 月，第 10 卷第 1 期，Available at: 

http://cmr.ba.ouhk.edu.hk/cmr/webjournal/v10n1/CMR082C05.pdf. 
34

 另外，Leland 和 Pyle 則從資訊傳遞角度觀察經營者持股與公司價值之關聯，認為經營者握有

攸關公司價值的內部資訊，雖然金融市場存在資訊不對稱，道德危機又將妨礙資訊的直接傳遞，

但透過觀察經營者的行為仍可獲取與公司價值攸關的資訊，其持股多寡便是重要觀察指標之一。

簡言之，經營者投資自身公司意願的高低可被視為評估公司價值的信號，當經營者增加持股時，

公司價值亦隨之上升。Hayne E. Leland & David H. Pyle (1977), Informational Asymmetries,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 32, No. 2, at. 371-387. 
35

 國內文獻亦有將「the entrenchment hypothesis」譯為利益侵佔假說或財富侵佔假說，本文統一

譯為職位鞏固假說。 
36

 Michael C. Jensen & Richard S. Ruback (1983),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11, at 5-50. 
37

 學者 Stulz 則以經營者握有的表決權 α 為探討對象，認為 α 對於公司價值有曖昧（ambiguous）

的影響，當 α 很小時，其與公司價值為正相關；當 α 很大時，則為負相關。當 α 大於某臨界值

且經營者總是反對敵意併購時，由於控制權接管將不可能發生，導致外部股份價值將嚴重貶低。

除直接買賣股份外，經營者也可透過其他成本較低的方式來增減 α 值，例如修改公司章程為超級

多數決、徵求委託書、表決權信託、員工持股計畫（ESOPs）、與潛在併購者簽訂維持現狀協議

（standstill agreement）等。Rene M. Stulz (1988), Managerial control of voting rights, financing 

policies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20, at 25-54.。 
38

 Tobin’s Q Ratio 是由諾貝爾獎得主 James Tobin 所提出的一項比率，計算方式是以公司的市值

http://cmr.ba.ouhk.edu.hk/cmr/webjournal/v10n1/CMR082C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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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公司價值的指標，針對 1980 年代 Fortune 500 企業其中的 371 家

公司進行實證分析，發現董事會整體持股比率與 Tobin’s Q Ratio 之間

呈現非線性（non-monotonic）關聯：持股比率在 0%－5%區間內，

Tobin’s Q Ratio 呈現上升；隨著持股比率繼續上升至 25%，Tobin’s Q 

Ratio 則呈現下降；當持股比率超過 25%以後，Tobin’s Q Ratio 又呈現

緩慢上升39（參見圖一）。Morck 等學者認為該現象可能的解讀是：

Tobin’s Q Ratio 的升、降分別反映了利益收斂和鞏固效果。持股比率

在 5%－25%區間內 Tobin’s Q Ratio 呈現的下降趨勢，顯示鞏固效果

的必要條件（有足夠表決權掌控董事會）40。 

  由於內部董事（即兼任經理人的董事）與外部董事屬性的差異，

持有公司股份造成的效果可能有所不同，Morck 等學者遂認為有必要

進一步予以細分。蓋董事會成員雖然皆負有「受託人義務」（fiduciary 

duty），應代表全體股東利益，但外部董事尤其必須肩負監督經理人

績效表現的任務。然而，此任務除耗時費力外，當董事會是由具專門

知識、掌握相當表決權的經理人主導時，外部董事若與之對抗還必須

甘冒失去職位的風險。外部董事若對公司的營運良莠欠缺財務性利害

關係（financial interest），或手中並未握有足夠的表決權作為後援，

其將可能會不願意事後評斷（second-guess）看起來很糟糕的決策。

據此，作為規戒（disciplining）高階經理人的主要角色，外部董事的

表現應與其持股呈現正相關41，相對地，身兼經理人的內部董事往往 

                                                                                                                                                        
除以公司資產的重置成本。來源：Investopedia，網址： 

http://www.investopedia.com/terms/q/qratio.asp#axzz2IRH00sCo。 
39

 Randall Morck, Andrei Shleifer & Robert W. Vishny (1988), Management Ownership and Market 

Valu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20, at 293-315. 
40

 Id., at 312. 值得一提的是，Morck 等學者也承認如此解讀無法令人全然滿意，以持股比率 0%

－5%區間內Tobin’s Q Ratio的上升來說，是持股比率上升引發利益收斂效果導致公司價值上升，

或公司價值上升造成經營者持股比率上升（例如經營者執行股票選擇權）？孰因孰果難以分辨。

再者，深具企業家能力或腦袋裝滿賺錢好主意的經營者常會被授予較多的股權獎酬，擁有這類無

形資產的公司往往也有較高的 Tobin’s Q Ratio（市值高、有形資產較少），這些因素也可能造成

經營者持股比率和 Tobin’s Q Ratio 之間呈現正相關，未必能歸因於利益收斂效果。  
41

 Id., at 307. 

http://www.investopedia.com/terms/q/qratio.asp#axzz2IRH00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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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司領取高額薪資、紅利和誘因計畫（incentive plan），其個人持股

多寡充其量不過是反映內部董事對於公司營運良莠所享有整體利益

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加上經理人受制於勞動市場規戒，在相同持股

水準之下，身兼經理人的內部董事應該會比外部董事更固著於職位，

而有更顯著的鞏固效果42。 

  基於以上推論，Morck 等學者自樣本公司董事會成員中挑選兩位

資深高階經理人（通常是主席和總裁），將其合計持股比率作為變因

OFFCIER，其餘董事合計持股比率作為變因 OUTBOARD，再分別就

兩項變因與 Tobin’s Q Ratio 之間的關聯性進行分析，結果與以董事會

整體持股比率作為變因的分析結論高度相似，皆呈現非線性關聯43。

Morck 等學者認為此項發現可能具有兩項意涵：其一，外部董事對於

財務性誘因（financial incentives）有正面反應，隨著持股比率上升，

                                                      
42

 Id., at 307-308. 
43

 亦即在持股比率 0%－5%區間內，Tobin’s Q Ratio 呈現上升；隨著持股比率繼續上升至 25%，

Tobin’s Q Ratio 則呈現下降；當持股比率逾 25%以後，Tobin’s Q Ratio 又呈現緩慢上升。 

來源：Morck et al. 

圖一：美國企業經營者持股比率與 ToBin’s Q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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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貢獻心力愈多，公司價值愈高；其二，當持股比率達到一定水準，

外部董事亦發生鞏固現象，由於外部董事通常不若經理人般享有五花

八門的公司津貼（corporate perks），導致公司價值降低的原因，或許

是其可能支持一些自己滿意卻不為市場所認同的投資案44。 

第四項 本節小結 

  以 Berle 和 Means 觀察到的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現象為基礎， 

Jensen 和 Meckling 透過代理理論來說明現代企業面臨的問題。此種

「經營者」與「股東」對立的傳統代理問題觀點主導了學界的思潮，

也催生了許多探討代理成本的文獻和實證研究。前述 Morck 等學者

針對美國企業的研究即顯示，在股權分散的前提下，當經營者的持股

水準很低時，增加其持股確實可能發生利益收斂效果，而為權益報酬

作為調和利益分歧的誘因機制提供了實證上的支持。然而，企業股權

分散對於資本市場相對成熟的美國而言或許是常態，但在其他國家、

地區則未必如此，當企業的控制權型態與 Berle 和 Means 所觀察到的

「經營者控制」有根本上的差異時，權益報酬是否仍為抑制代理成本

的一帖良藥，即有待進一步研求。 

第三節 不同於美國的股權結構／控制權型態 

第一項 控制股東與家族企業 

  傳統觀點係在股權分散的前提下探討代理問題，但晚近許多文獻

卻指出在許多國家企業的股權結構與Berle和Means觀察的美國企業

不同，反而出現股權集中在大股東或是特定家族手中的現象。在這些

股權集中的國家裡，企業的控制權型態係以「少數控制」以及「經由

法律手段控制」為主，代理問題也以另一種風貌呈現。 

                                                      
44

 Randall Morck, Andrei Shleifer & Robert W. Vishny, supra note 39, at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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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leifer 和 Vishny 在《公司治理調查報告》中指出，美國企業裡

大股東相對罕見，但即便如此，美國企業的股權結構亦非完全分散。

事實上，股權集中於家族或少數投資人手中的情況比想像中更普遍，

也有數百家公開公司存在持股逾半數的大股東。另一個股權相對分散

的國家則是英國。在德國，大型商業銀行通常以委託書掌握主要企業

超過四分之一的表決權，且研究發現約八成的德國大型企業存在持股

逾 25%的非銀行大股東，而較小型的企業則是由家族以過半數股權或

金字塔型的控股結構掌控。日本企業股權集中的程度雖然不若德國，

但也存在大量交叉持股和由主要銀行持股的情形。就法國而言，企業

交叉持股和所謂「核心投資人」（core investors）的存在亦相當普遍。

總括來說，包含歐洲、拉丁美洲、東亞與非洲在內，各國企業典型上

皆存在「控制股東」（controlling owners），且往往是企業的創辦人或

其後裔，股權集中與控制股東的存在似乎已是普世現象45。 

  以東亞企業為例，依據 Claessens 等學者針對香港、印尼、日本、

南韓、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台灣、泰國等九個國家共計 2,980

家企業進行調查的結果，有逾三分之二的企業存在控制股東。此外，

藉由交叉持股與金字塔型的控股結構，這些控制股東所掌握的表決權

往往超過其對於公司現金流量所享有的權益（現金流量權，亦有稱作

盈餘分配權）。在這些股權較集中的企業裡，經理人更多半都是控制

股東的家族成員46。 

第二項 股權集中的利與弊 

  Shleifer 和 Vishny 認為股權集中雖然帶來無法分散風險的成本，

但觀察許多公司皆存在股權集中現象，可知對於大股東而言，相較於

將控制地位拱手讓出，風險集中帶來的成本並非想像中高昂。然而，

                                                      
45

 Andrei Shleifer & Robert W. Vishny (1997), 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 52, No. 2, at 737-783. 
46

 Stijn Claessens, Simeon Djankov, Joseph P. H. Fan & Larry H. P. Lang (2000), The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East Asian Corporatio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58, at 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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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自公司治理的角度切入觀察，大股東的存在有利有弊：利是大股東

相較於散戶而言有較充足夠誘因去監督經營者，可緩和傳統代理問題
47；弊是大股東的利益未必和其他股東一致，其追求自身利益極大化

的過程中將可能侵佔其它小股東的權益，這在大股東所掌握的控制權

超過現金流量權時特別容易發生，蓋此時大股東有更強的偏好與力量

左右公司現金流的分配48。學者們指出，股權向控制股東集中理論上

將可能帶來兩種效果49： 

一、 正面的誘因效果（the positive incentive effect） 

當股權愈向控制股東集中時，其握有的現金流量權也愈高，

善加經營公司的誘因也將愈強，因為這有助於增加其財富。

在此同時，控制股東自公司榨取私人利益而減損公司價值的

誘因也將愈弱，因為這將造成其個人財富的減損。換言之，

公司價值與控制股東所享有的現金流量權益（即持股水準）

之間具有正向關係。 

二、 負面的鞏固效果（the negative entrenchment effect）50
 

當股權愈向控制股東集中時，其控制地位亦將愈根深蒂固，

也將愈有力量榨取個人私利，傷害公司價值和小股東權益。

此類型的代理問題在控制權（即表決權）和現金流量權兩者

高度乖離時尤其嚴重，因為控制股東可享有的盈餘分派利益

愈少，其榨取個人私利所須負擔的成本也愈低。 

                                                      
47

 持股比率較高的大股東較有誘因去蒐集資訊和監控公司經營者，而可避免股權分散所導致的

搭便車（free rider）問題。此外，大股東亦有足夠的表決權去對現任經營者施壓，或透過委託書

戰爭、控制權的接管（takeover）來驅逐現任經營者。某些極端的案例中，大股東甚至完全掌控

公司的控制權。因此，大股東的存在本身即緩和了傳統的代理問題。Andrei Shleifer & Robert W. 

Vishny, supra note 45, at 754. 
48

 例如大股東所持有的股份具有較多的（superior）表決權，或是透過金字塔型的控股結構掌控

公司時，其握有的控制權便超過現金流量權。Id., at 758-759. 
49

 Stijn Claessens, Simeon Djankov, Joseph P. H. Fan & Larry H. P. Lang (2002), Disentangling the 

incentive and entrenchment effects of large shareholdings, Journal of Finance, Vol. 57, No. 6, at 

2741-2771. 
50

 參註 35，國內文獻亦有譯為侵佔效果，本文統一譯為鞏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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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Claessens 等學者的研究發現 

  控制股東的「誘因效果」與「鞏固效果」可說是從不同角度切入

觀察經營者持股與公司價值的關聯（以股權集中為前提，且特別著眼

在控制權／現金流量權的乖離），而與利益收斂假說、職位鞏固假說

異曲同工。Claessens 等學者為了探討東亞企業相對集中的股權結構

（控制權型態）對於公司價值造成何種影響，自香港、印尼、南韓、

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台灣、泰國等八個東亞國家挑選了 1,301

家上市櫃公司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大多數企業皆存在「最終所有者」

（ultimate owners），鏈結最終所有者與企業的媒介，則是其他公司、

財團法人基金會或金融機構。經過層層抽絲剝繭分析，並將家族成員

歸戶後，在以掌控 10%表決權作為實際控制（effective control）門檻

下，家族企業佔比為 68%。若將實際控制門檻提高至 20%，則家族

企業佔比為 60%（參見表一）51。 

  鑑於資產重置成本的數據取得不易，且各國的固定資產折舊會計

處理原則未必相同，故 Claessens 等學者捨棄了 Tobin’s Q Ratio 改以

市價淨值比率（Market-to-book ratio）為衡量公司價值的指標。研究

發現，當控制股東的「控制權／現金流量權偏離差」超過 11%－15%

之級距以後，將與樣本公司的市價淨值比率呈現顯著的負向關聯，即

公司價值將隨著「控制權／現金流量權偏離差」的增加而下降，此項

結果與鞏固效果的假設相符（參見圖二）52。 

  Claessens 等學者的研究結果證實了控制股東所握有的控制權與

現金流量權兩者之乖離將升高代理成本的假設，其認為東亞企業股權

結構（控制權型態）與鞏固效果之間的關聯程度，可能和較為特殊的 

                                                      
51

 Stijn Claessens, Simeon Djankov, Joseph P. H. Fan & Larry H. P. Lang (2002),supra note 49, at 

2750.  
52

 Id., at 2755-2756. Claessens 等學者在計算控制權時，是以控制股東對樣本公司的「直接持股比

率」加計「各控制鏈最小間接持股比率」來計算；而在計算現金流量權時，則是以控制股東對樣

本公司的「直接持股比率」加計「各控制鍊間接持股比率的乘積」來計算。舉例而言，若某家族

直接持有 A 公司 11%股份，而 A 公司又持有 B 公司 21%股份，則在「某家族─A 公司─B 公司」

的控制鏈當中，控制權的比率為 11%，現金流量權的比率為 2.31%（11%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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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東亞企業的控制權型態 

經濟環境有關，包含金融體系的品質、法律對於小股東的保護程度、

財務揭露的透明度等。申言之，相較於 Morck 等學者針對美國企業

所為的研究結果─經營者持股逾 5%公司價值即開始顯著下降，東亞

企業則是在控制股東的「控制權現金流量權偏離差」達 15%（即控制

股東至少得掌握 15%表決權）後才有明顯的鞏固效果。造成此差異的

可能原因是：在美國鞏固效果主要源自經營者對控制權接管的阻礙，

而美國企業股權相對分散，經營者以較低持股便可能成功阻止控制權

接管、發生鞏固效果；相對來說，東亞企業甚少發生控制權的接管， 

來源：Claessens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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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東亞企業市價淨值比率與控制權／現金流量權偏離差 

來源：Claessens et al. 

鞏固效果可能源自其他原因，例如控制股東透過關係人交易進行利益

輸送等，而必須有較高的控制權。就東亞企業而言，要防止控制股東

從事這類行為，必須仰賴小股東的強力積極行動，而這對於公司治理

普遍貧弱、執法不彰的東亞地區來說，較為困難53。 

第四項 我國的實證 

第一款 家族企業普遍 

  我國企業由於集團企業交叉持股、金字塔型的控股結構以及人頭

文化盛行，在股權結構、控制權型態方面均與美國企業有相當差異。

前文中 Claessens 等學者針對東亞企業（包含台灣）所為的實證研究

即顯示，若以掌控 10%表決權作為實際控制門檻，在共計 129 家台灣

樣本公司當中，家族企業佔比高達 59%；若將實際控制門檻提高一倍

（掌控 20%表決權），家族企業佔比仍然高達 47%。再者，依據學者

葉銀華、李存修以及 Tracie Woidtke 等人單獨就台灣資本市場所為的

實證研究，其發現若以掌控 10%表決權作為實際控制門檻，在 1994

                                                      
53

 Id., at 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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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共計 208 家樣本公司當中，家族企業佔比高達 81.4%；若將

實際控制門檻提高一倍，家族企業佔比仍然高達 51.4%。又鑑於固定

表決權門檻並未將各別公司股權結構的差異納入考量，較容易失真，

因此該研究又另以「臨界控制」（critical control）的浮動門檻對樣本

公司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家族企業佔比更高達 75.96%
54。 

  另依據學者林寶人以 2001－2007 年台灣上市櫃公司作為樣本的

實證研究，其以家族成員最終持股比例總和超過 10%並且掌握過半數

董事席次作為門檻，發現在 870 家樣本公司當中，共有 468 家為家族

企業，佔比高達 53.79%；若以產業別來區分，則除了資訊電子業、

生技醫療業外，其他產業家族企業佔比均在五成以上（參見表三）55，

顯示我國企業股權集中的情形相當普遍。該研究以 EBITDA、EBIT
56

衡量會計績效，以 Tobin’s Q Ratio 衡量市場績效，結果發現家族企業

表現顯著不如非家族企業，且家族控制股東持股比率愈高，公司績效

與價值愈差，此顯示國內家族企業較傾向符合據守假說（entrenchment 

hypothesis，即職位鞏固假說）的論點57。 

  學者廖秀梅、李建然、吳祥華以 2001－2002 年所有上市公司為

對象進行實證研究，其將董事會成員分為獨立董事、外部非獨立董事

和內部董事三個群組分析，發現在 725 家有效樣本當中，內部董監事

平均持股比率為 20.78%，並有高達 31%的樣本公司董事長和總經理

是由同一人擔任，顯示股權相當集中在控制股東手中，且決策管理與

決策控制兩者並未真正分離。此外，該研究以家族成員佔董事會席次

是否過半為門檻，將樣本區分為家族／非家族企業，再以 ROE
58作為

會計績效衡量指標，發現家族企業由於控制股東已實際掌握控制權， 

                                                      
54

 Yin-hua Yeh, Tsun-siou Lee & Tracie Woidtke (2001), Family Contro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Evidence from Taiwa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e, Vol. 2, Issue 1-2, at 21–48. 
55

 林寶人，台灣上市櫃家族企業與公司績效，會計學報，2010 年 11 月，第 3 卷第 1 期，頁 62。 
56

 EBIT 全稱為 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and Tax，即息稅前利潤；EBITDA 全稱為 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Tax,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即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 
57

 林寶人，註 55 文，頁 70。  
58

 ROE 全稱為 Return On Equity，即股東權益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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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台灣企業不同產業的控制權型態 

來源：林寶人 

使得股權機制及外部（獨立）董監事對公司績效能發揮的功能受限，

當董事長兼任總經理時，同時扮演決策執行者及決策監督者的角色，

較易喪失客觀性及監督力量，對公司績效產生負面影響59。 

  學者林穎芬、劉維琪認為，在台灣家族企業的特質下，代理理論

的假設例如自利、目標衝突、資訊不對稱等，可能無法真切描述家族

企業的運作情形。蓋家族企業人治色彩濃厚，領導風格偏向家長式、

威權式領導，能獲得董事會任命的總經理往往是受董事們高度信任的

                                                      
59

 廖秀梅、李建然、吳祥華，董事會結構特性與公司績效關係之研究－兼論台灣家族企業因素

的影響，東吳經濟商學學報，2006 年 9 月，頁 11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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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成員，而董事會成員對於產業的瞭解往往也不亞於高階經理人，

家族股東與高階經理人之間未必存在目標衝突或資訊不對稱。因此，

以代理理論為基礎的推論，例如薪酬與績效連結、董事會和大股東的

監控與薪酬的替代性等，未必適用於家族企業。亦即，代理理論無法

概化至全部的台灣上市櫃公司60。 

第二款 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高度乖離 

  依據學者林宛瑩、許崇源針對國內力霸、和信、富邦、新光、遠

東、霖園、大同、台塑、太電、東元、開發、台積電、宏碁、聯電等

共計 14 家集團企業、合計 63 家上市櫃公司所進行的實證研究，集團

企業的「最終控制者」對旗下公司實施控制力的主要途徑包含：（1）

最終控制者直接持股；（2）透過未上市櫃法人（含非營利組織）持有

集團內上市櫃公司；（3）透過集團內上市櫃公司之間相互持股；（4）

透過集團內上市櫃公司轉投資未上市櫃公司，再由未上市櫃公司持股

其他上市櫃公司；（5）透過集團內上市櫃公司轉投資未上市櫃公司，

未上市櫃公司再回頭持有其上市櫃母公司（參見圖三）61。 

  承上，該研究併發現整體樣本公司股份控制權平均為 23.45%，

盈餘分配權（現金流量權）平均為 10.77%，兩者偏離差則為 12.68%。

若進一步將樣本公司分為單一家族控股、多家族控股以及專業經理人

控股三種型態，則屬於單一家族控股型態的集團企業（力霸、和信、

富邦、新光、遠東、霖園、大同、台塑）股份控制權平均為 34.09%、

盈餘分配權平均為 16.07%，偏離差平均為 18.02%，位居三者之冠；

至於屬於專業經理人控股型態的集團企業（台積電、宏碁、聯電）則

無明顯的個人大股東，股權較為分散62。此外，該研究以 ROA
63作為 

                                                      
60

 林穎芬、劉維琪，從高階主管薪酬的研究探討代理理論在台灣的適用程度，管理學報，2003

年 4 月，第 20 卷第 2 期，頁 365－395。 
61

 林宛瑩、許崇源，台灣集團企業之控股型態及公司治理衡量指標之研究與建議，交大管理學

報，2008 年 6 月，第 28 卷第 1 期，頁 269－312。 
62

 台積電集團平均股份控制權為 0.73%，平均盈餘分配權為 0.38%；宏碁集團平均股份控制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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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經營績效的指標，發現屬於家族控股型態的公司及控制權與盈餘

分配權偏離程度較高的公司，經營績效顯著較差。 

第四節 本章小結 

  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衍生的代理問題，向來是學界研究之重點，

同時也是公司治理相關法制設計的立論基礎。然而，肇因於各國企業

股權結構、控制權型態的差異，代理問題呈現的風貌相當複雜多樣，

早期學者們在有限的模型裡推導出的假說往往不能完全解釋實務上

的許多現象。 

  傳統代理問題的觀點認為隨著經營者持股部位增加，其個人財富

與公司價值的連結性愈高，經營者與股東之間利益分歧的程度愈低，

從而理論上的代理成本也愈少。此觀點為經營者權益報酬提供了立論

依據，蓋權益報酬在適當設計的前提下，理論上應可增加經營者個人

                                                                                                                                                        
5.27%，平均盈餘分配權為 2.23%；聯電集團平均股份控制權為 5.57%，平均盈餘分配權為 1.17%。

林宛瑩、許崇源，註 61 文，頁 294－295。 
63

 ROA 全稱為 Return On Assets，即總資產報酬率。 

圖三：台灣集團企業控股途徑釋例 

來源：林宛瑩、許崇源 

2005 年公司法第 179 條修正後，被持有

過半數股份／出資額之從屬公司所持有

控制公司之股份無表決權，故途徑（5）

以虛線表示。 

最終控制者 

未上市櫃／非營利組織 

 

未上市櫃 非營利組織 

上市櫃 A 上市櫃 B 

途徑（1） 

途徑（3） 

途徑（4） 途徑（5） 

途徑（2a） 途徑（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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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與公司價值的連結程度，使經營者與股東的目標趨向一致，發揮

利益收斂或誘因效果。就實證面而言，Morck 等學者針對美國企業的

研究亦顯示，當經營者初始持股水準甚低時，增加其持股在一定限度

之內確實可能為公司價值帶來正面效益。另一方面，雖然經營者持股

比率在超過某臨界值（例如 Morck 等學者所發現的 5%）以後將可能

削弱控制權市場的外部規戒力量，而助長負面的鞏固效果，惟單純以

權益報酬的角度來看，實務上似難想像有企業會授予經營者大量權益

報酬以致於經營者因此成為大股東，故負面的鞏固效果在一般情況下

應不致成為否定權益報酬的理由。 

  然而，上開討論皆是奠基在企業股權分散、所有權與控制權高度

分離的基礎上，我國上市櫃公司因普遍存在股權集中於控制股東家族

手中的現象，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程度與美國企業無法相提並論，

則權益報酬作為調和傳統代理問題下經營者與股東之間利益分歧的

誘因機制，其在我國的運用機會在先天上來說應相對侷限。析言之，

在我國特殊的家族企業背景下，經營者本身可能就是控制股東的家族

成員，傳統代理問題觀點下的利益分歧、目標衝突等情況未必存在於

家族企業經營者與大股東之間，誘因機制的立論前提恐根本不成立；

又縱使家族企業聘任外部專業經理人擔任經營者，控制股東和由家族

主導的董事會通常亦有強烈的誘因和不遜於外部專業經理人的專業

知識、資訊去監控外部專業經理人，考量代理成本控管機制彼此之間

的互補性，當監控機制已經能發揮相當效用時，再額外提供誘因機制

的必要性似乎不高，也可能不合乎成本效益。 

  況且，對於大股東同時身兼經營者的家族企業而言，控制股東和

外部股東之間的代理問題似更值得關注。因此當具有控制股東背景的

經營者以調和「未必存在的利益分歧」、提供「本已頗充分的誘因」

甚至是「吸引或留任人才」等理由授予自己權益報酬時，很難不令人

聯想到「自肥」這個字眼。當然，任何形式的報酬工具一旦遭到濫用

都不免淪為自肥手段，但濫用權益報酬的負面影響卻可能更為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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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權益報酬將可增加控制股東所掌握的表決權，使其地位更加鞏固，

進一步惡化控制股東與外部股東之間的代理問題。國內、外不乏實證

研究顯示，家族企業控制股東持股愈多、控制權／現金流量權偏離差

愈高時，經營績效愈差。 

  另一方面，對於股權分散的企業而言，授予經營者權益報酬是否

就是連結經營績效、調和利益分歧、增進股東價值的保證？若從實證

經驗上來看，恐怕也未必如此。本文以下章節將借美國的經驗來探討

權益報酬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發生落差的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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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權益報酬的理想與現實─美國的經驗 

第一節 概說 

  本文前一章節藉由代理問題的觀點說明了權益報酬的基本原理

與相關的實證研究，同時也探討了權益報酬在不同企業股權結構下將

可能完全失去其作為誘因機制的初衷，此應有助於吾人瞭解這類報酬

工具先天的限制所在。惟即便是在一般認為股權極度分散、所有權與

控制權高度分離的美國，權益報酬在實踐上是否發揮了預想的效益，

抑或只是讓美國的企業經營者平白不勞而獲，亦極富爭議。 

  蓋過去三十年來美國企業經營者的報酬水準呈現爆炸性的成長，

主要驅動因素無非是以提供誘因、連結績效為名而被大量使用的權益

報酬，其中又以股票選擇權為甚。然而，在美麗說詞背後，權益報酬

的盛行卻可能和長期牛市、經營者尋租、租稅政策和會計準則的變更

等因素更加攸關。甚且，近年股票選擇權和限制性股票兩者此消彼長

的發展趨勢，也未必即代表後者較前者更佳、更與績效連結，而可能

只是反映出會計準則的變遷罷了。 

  美國企業的經營者報酬是否因權益報酬的盛行而變得更有效率、

更與績效連結？透過觀察經營者報酬的決定、設計等實務運作情形，

吾人應可看出一些端倪。為此，本章將先介紹經營者報酬決定過程的

不同觀點，其次將回顧權益報酬在美國的演進歷程，探討租稅以及會

計的影響，並以股票選擇權為例說明權益報酬在「理想」與「現實」

之間的落差。另本章亦將介紹 2008 年金融海嘯以後美國針對經營者

報酬的重要改革措施，以資借鏡。 

第二節 經營者報酬決定過程的不同觀點 

第一項 問題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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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 Berle 和 Means 指出企業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的趨勢以來，

一般認為股權的分散將導致小股東欠缺監督經營者決策的誘因，從而

經營者也更有可能以各種手法將公司資產五鬼搬運到自己名下，絲毫

不畏懼會被小股東逮個正著。舉例來說，經營者可能會聘任自身親戚

擔任公司的法律顧問並支付灌水的顧問費，也可能會操弄損益數字、

虛增盈餘，藉此領取更多的績效紅利，甚至可能會透過各種交易約定

將損失表外化，以達到窗飾報表的目的。為了建立投資人信心，公司

治理相關法制設計必須讓經營者難以舞弊，或是一旦舞弊將極容易被

查獲並嚴懲。在此背景下，經營者報酬遂經常成為學術研究的焦點，

蓋其既是促使經營者以股東最佳利益行動的重要誘因機制，同時也是

公司治理品質的測量器─薪酬過高往往是內控貧弱、無效率的指標64。

然而，除了少數極端案例以外，要斷言經營者是否「領得太多」往往

並非易事。 

  以有上個世紀最偉大企業家稱號的傑克‧威爾許（Jack Welch）

為例，其在 GE 任職的二十年間，公司盈餘自 1980 年的美金 15 億元

逐年攀升至 2000 年的美金 127 億元，營收也成長五倍而來到美金

1,299 億元，股價更成長了 5,096%，是同期美國 S&P 500 指數成長率

的 3.5 倍。作為其表現的代價，單是傑克‧威爾許在 GE 擔任執行長

的最後一年便自公司領走了美金 1 億 2,000 萬元65！若問 GE 這筆錢

付得值不值得？即使評論對象是優秀如傑克‧威爾許的企業家，這個

問題恐怕也很難有答案，因為這取決於違反事實的假設：若 GE 少了

傑克‧威爾許掌舵，是否還能是今天的 GE？ 

  實則，若細想造就一家成功企業所必備的種種條件，包括人員的

素質、發明家靈感、利率、消費者信心指數以及其他無數因子，不難

理解要衡量「個體」對於整體大局造成的影響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64

 Michael B. Dorff (2005), Does One Hand Wash the Other? Testing the Managerial Power and 

Optimal Contracting Theories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Vol. 30, No. 2, 

at 257. 
65

 Id., at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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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經濟學似乎提供了簡單（或許太過簡單）的答案：看不見

的手─市場─自會作出最有效率的配置。很遺憾地，對於現實世界中

的「經營者報酬決定過程」能否產生一份具有效率、可提供適當誘因

的報酬方案（compensation packages），在美國學說上卻有著極端分歧

的看法，這種分歧甚至將根本動搖經營者報酬在代理問題之中的定位

─從代理問題的解決機制，豬羊變色成為代理成本的製造機器。本文

以下即分別介紹這兩種迥異的觀點。 

第二項 傳統觀點：最適締約假說 

第一款 基本主張 

  美國文獻在探討經營者報酬議題時基本上抱持兩種迥異的觀點，

其中一種較普遍的觀點便是「最適締約假說」（the optimal contracting 

hypothesis），亦有稱為「對等協商假說」（the arm’s-length contracting 

hypothesis）。顧名思義，此說自法律經濟學的角度著眼，認為董事們

作為股東全體的忠實代理人，將與執行長、高階經理人等經營團隊的

成員（合稱經營者）對等協商（bargain at arm’s-length），並代表全體

股東與之締結最有效率的報酬契約，從而產生可提供適足誘因、調和

經營者與股東之間利益分歧、最小化代理成本的報酬方案66。 

  須先釐清者為，只要代理關係存在，主理人與代理人之間的利益

分歧便永遠不可能達到完美的調和，因此最適締約假說所追求者並非

消滅代理成本，而是代理成本最小化，亦即將締約成本、監督成本等

相關成本總額控制在最低程度。要達成上開目標，理想中的報酬方案

（compensation arrangements）除必須能夠吸引與留任優秀人才外，

也必須提供其誘因，使其善加經營並作出符合股東利益的決策，同時

還必須考量成本效益。茲分述如后： 

                                                      
66

 Id., at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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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吸引與留任優秀人才 

作為成功的上市、櫃公司經營者，必須具備管理眾多員工、

擬定經營策略、決定是否與其他企業整併的經營能力，擁有

此等特質的優秀人才往往是各家企業競相網羅的對象。雖然

報酬並非吸引與留任這類頂尖人才的唯一因素，但不可諱言

卻是極其重要一項因素。為此，企業所提供的整體報酬水準

必須大於或等於經營者的機會成本，方能夠發揮吸引與留任

優秀經營者的效果。前述機會成本姑且稱為經營者的「保留

價值」（reservation value），其反映了企業所想要吸引與留任

的經營者可接受之最低報酬水準。 

承前述，經營者的「保留價值」某程度上與風險胃納（appetite 

for risk）相關，若企業要求一名具有風險趨避傾向的經營者

接受風險性報酬，往往必須拉高整體報酬水準以補償經營者

因此承受的風險67。最適締約假說認為，吸引與留任經營者

只不過是決定其報酬的底限（lower bound）而已，企業提供

的報酬水準不能低於經營者的「保留價值」，否則將無法發揮

吸引與留任的效果。事實上，為了提供適足誘因，企業往往

願意付出更多的報酬68。 

二、 提供善加經營的誘因 

關於經營者的誘因問題可分為兩個面向，其一是提供經營者

盡心盡力的誘因，其二是提供經營者作出增加股東利益決策

的誘因。就前者而言，在所有的代理關係之下，由於主理人

與代理人之間無可避免的利益分歧，代理人很可能會偷懶、

付出較少努力，經營者自不例外。就後者而言，大多數企業

                                                      
67

 舉例來說，設有某家公司的執行長年薪為美金 50 萬元，且均以現金支付，若有其他公司打算

挖角該執行長，且其提供的報酬方案是由部分現金、部分股票選擇權組成，該報酬方案之總價值

往往必須超過年薪美金 50 萬元才可能挖角成功。 
68

 Lucian Arye Bebchuk, Jesse M. Fried & David I. Walker (2002), Managerial Power and Rent 

Extraction in the Design of Executiv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 69, at 76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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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的狀況是經營者作成的決策只專注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卻罔顧股東利益。這類決策可能包括：建造奢華浪費的辦公

大樓、過度特權消費、採取偏向風險趨避的經營策略、阻礙

增加公司價值的控制權接管、拒絕精簡組織的要求以及進用

不適任的親友擔任部屬等。 

作為經營者，尤其是像執行長這類的高階經理人，其面臨的

重要決策相當多樣，在某個場合裡能夠適當調和利益分歧的

誘因機制，在另一個場合裡可能便不是那麼地適當。再加上

企業在未來的年度裡可能面臨何種關鍵決策往往難以預料，

因而導致最適報酬方案（optimal compensation plan）的設計

也變得更為複雜69。 

三、 成本效益的考量 

經營者的「保留價值」界定了其報酬水準的底限，也代表著

企業必須付出的最低成本。惟如前述，企業為了提供經營者

善加經營的誘因，往往願意付出更多。最適締約假說認為，

股東們應該持續增加經營者的報酬水準，直到所付出的邊際

成本大於提供經營者誘因機制所帶來的邊際效益為止。因此，

報酬方案的設計者要達成極大化股東價值的目標，即必須以

成本效益的觀點考量各種替代報酬結構70。 

第二款 對最適締約假說的質疑 

  長久以來，最適締約假說一直是美國學界的主流見解，同時也是

相關法規與公共政策的實踐基礎，更經常被用來向股東、政策制定者

和法院正當化董事會所為的報酬決策。然而，有關經營者報酬的學術

研究大部分是由財務經濟學者所主持，而最適締約假說則被用來建立

                                                      
69

 Id.. at 763. 
70

 Id.. at 76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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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模型，據以解釋美國企業常見的報酬方案和各家公司實務運作的

差異。每當發現實務運作似乎偏離了提供經營者誘因所應遵循的成本

效益指導原則時，學者們便努力提出各種巧妙的解釋，說明這類實務

運作終究會與最適締約假說相符。至於那些尚未找到合理解釋的實務

運作情況，則被冠以「不規則」（anomalies）或是「謎團」（puzzles）

之名，最終消失不見71。 

  美國法學教授 Bebchuk 等學者認為：「最適締約假說這一套故事

明快、易懂且令人安心，但與現實脫節。」72，不失為傳神的註解。

質言之，最適締約假說最大的破綻所在便是過於理想化董事的角色。

蓋本說認為代理問題將使得經營者不會自動採取能最大化股東利益

的行動，故提供適足誘因來調和其與股東之間的利益分歧至為重要，

而此項任務將由董事們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達成。然而，既然代理

關係的存在令吾人無法期待代理人自動善盡職守，則董事們同樣作為

股東之代理人，又有何理由對其投以高度期待？ 

  批評最適締約假說的學者們指出，在現實世界中，各種經濟誘因

使得董事們長久以來總是支持或同意有利於經營者的報酬方案，其他

社交、心理因素例如同僚情誼（collegiality）、團隊精神、董事會內部

對於和諧的企求、友誼、忠誠與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等，

則進一步加深這種傾向。再者，美國企業的董事會成員雖然不乏持有

公司股份者，但是持股部位往往太小，以致於無法產生足夠的財務性

誘因來促使董事們嚴格把關。除此之外，時間以及資源的有限性也讓

想把事情做好的董事們難以如願以償完成適當的報酬設計。重重限制

之下，董事們的實際作為遠遠偏離最適締約假說立論的「對等協商」

理想狀態，而最後的得利者總是經營者一方。以下謹就學者們提出的

各種因素歸納整理如后： 

                                                      
71

 Lucian Arye Bebchuk & Jesse M. Fried (2005), Pay Without Performance: Overview of the Issues, 

Harvard Law School John M. Olin Center for Law, Economics and Busines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528, at 6-7. 
72

 Id., at 8. 原文為：「The official arm’s-length story is neat, tractable, and reassuring. But it fails to 

account for the realities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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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經濟因素 

  除了誘人的薪酬以外，單單「董事」這個頭銜本身，也可能帶來

名望、商業關係以及社交關係，這些種種的好處自然會令董事們想要

長保其職位。當然，董事畢竟是由股東會投票選出，故董事們也可能

會有誘因去建立「為股東喉舌」的好名聲。然而，能夠被繼續提名為

下屆董事的候選人是先決條件，也是最為重要的考量。在過去，美國

企業的執行長對於董事的提名過程具有高度影響力，觸怒執行長對於

任何一名即將尋求連任的董事而言顯然不太聰明。因此，在報酬方案

不算太過離譜的情況下，董事們將有誘因藉由贊同執行長的報酬方案

來與之「搏感情」。除此之外，董事若強力把關而招致「擋人財路」

的罵名，還可能減少被邀請加入其他董事會的機會73。 

  另一方面，美國企業的執行長也可透過許多管道向董事們施惠，

其中一項便是運用執行長對於董事薪酬的影響力。蓋執行長身為企業

的領袖，且通常也是董事會的成員之一，甚至同時擔任董事會的主席

（即董事長），執行長若表態贊成或反對董事們加薪，將有左右大局

的影響力。因此，在決定執行長的報酬時，那些向執行長展現慷慨的

獨立董事們可合理期待對方會投桃報李，運用其權位（bully pulpit）

來支持董事們加薪。事實上，有研究即指出當執行長的報酬偏高時，

董事的薪酬也會偏高，然而這不過是反映了內部人的「協力合作」，

而非有何過人的經營績效74。 

第二目 社交與心理因素 

                                                      
73

 Id., at 9.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 NYSE 與 NASDAQ 的上市規則使得獨立董事在董事提名過程中

擔任更重要的角色，相當程度削弱了（但並非根絕）執行長的權力。但即便如此，可預期執行長

在提名過程中仍將發揮其影響力，畢竟其與董事會成員必須密切合作。換言之，實務上董事若與

執行長對抗，仍要冒著可能無法連任的風險。此外，縱使執行長對於董事提名過程毫無影響力，

在執行長報酬議題上採取強硬立場的董事，往往也不太可能獲得提名委員會成員的青睞。 
74

 Id., at 10. Bebchuk 等學者亦指出，執行長也經常運用配置公司資源的權力來「打賞」樂意合作

的董事，而交易所上市規則對此雖設有若干限制，然而執行長仍保有相當大的權力。舉例來說，

相關規則允許企業給予一名獨立董事美金 10 萬元的附加報酬（additional compensation），然而卻

並未限制企業支付給獨立董事家人的金額─只要其係屬「非經理人」的一般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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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企業的獨立董事與執行長或其他高階經理人往往素有私交，

即便從前互不相識，在就任董事後基於對執行長的責任與忠誠，通常

也會展開彼此之間的社交關係。由於執行長對於董事人選的招募涉入

甚深，故董事們往往懷抱著對執行長的善意前來就任，而導致董事們

在有關執行長報酬方案的議題上較可能發生偏袒。許多社交和職業的

脈絡裡皆可觀察到這類「互惠關係」（reciprocity）。不意外地，已有

研究發現美國企業的薪酬委員會（其成員是由執行長任命）往往傾向

給予執行長偏高的報酬75。 

  除了友誼和忠誠的考量以外，其他的社交、心裡因素也導致董事

很難不去偏袒執行長的報酬方案。蓋執行長既是董事們的同僚，同時

也是企業的領袖，其決策與遠見對於企業未來經營方針有莫大影響，

因此在大多數的情況下，董事們對執行長畢恭畢敬，要他們換個腦袋

開始與自己的同僚、領袖展開「對等協商」先天上有其困難76。再者，

許多薪酬委員會的成員是由其他公司前任或現任的高階經理人擔任，

由於個人觀點的養成往往受到自身利益影響，這些前任或現任的高階

經理人們心中對於那些曾讓他們自身受惠的報酬方案形式可能早有

定見。舉例而言，對於曾受惠於傳統股票選擇權計畫的高階經理人們

來說，要說服其等贊同此種報酬工具可能導致經營者不勞而獲，顯然

更為困難。此外，曾任其他公司執行長的董事也很可能會對於執行長

乙職感到較多的認同（solidarity）與共鳴（sympathy），從而更加深

心理上認知失調的程度77。 

  或有認為：董事會也有可能自外部進用新的執行長，且相較於與

現任執行長談判而言，董事會應該較能與新的執行長人選就報酬方案

進行對等協商。然而，當董事們在心中預期新的執行長人選「將會」

對董事候選人的提名、薪酬以及各種福利津貼有顯著的影響力時，其

自然而然會想與未來的領袖、同僚維繫良好關係。況且，相較於報酬

                                                      
75

 Id., at 11. 
76

 Id., at 11-12. 
77

 Id., at 1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經營者權益報酬的理論與實務初探 

43 
 

談判破裂、重新啟動徵才程序可能帶來的難堪與勞費，贊同偏袒未來

執行長的報酬方案對於董事個人而言要負擔的成本顯然小得多。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董事們的時間、精力有限，在與新的執行長人選

就報酬方案進行協商時，必須仰賴企業人力資源部門與外部薪酬顧問

（compensation consultants）所呈現的資訊，這些人員往往也都具有

「討好」未來執行長的經濟誘因78。 

第三目 市場與其他因素 

  最適締約假說的倡議者認為，即使美國企業的執行長對於董事們

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但是市場力量終究會促使其等達成理想而有效率

的報酬方案。然而，包括資本市場、控制權市場和高階經理人的勞動

市場在內，這些市場力量對於經營者的報酬雖有某程度的約束作用，

但效果往往相當有限。 

  以控制權市場為例，美國有許多企業備有敵意併購的防衛措施，

例如交錯任期董事會（staggered board），這使得併購者必須經過兩次

董事選舉才能取得控制權，增加了併購的困難度，而讓現任的經營者

更可能得以阻擋有利於股東的控制權接管。此外，黃金降落傘（golden 

parachute）和併購者為了順利完成併購、請現任經營者走路而支付的

離職金，也進一步削弱了控制權市場的規制力量79。 

  亦有認為：近十年來美國企業的董事們勇於解雇執行長的趨勢，

足以佐證「對等協商」確實存在。然而，執行長只有在極端不尋常的

情形下才可能被解雇，例如涉嫌觸犯法律、嚴重違反倫理道德、或是

被群情激憤的股東們認為績效表現太差等80。若欠缺外部壓力，一般

                                                      
78

 Id., at 14. 
79

 Id., at 13. 
80

 例如美國抵押保險公司 Fannie Mae 的前執行長法蘭克林•雷恩斯（Franklin Raines）因為涉嫌

財報不實而遭到美國證管會調查才被解雇。賴美，美第一大房貸公司爆出假帳醜聞，商業週刊，

第 881 期，2004 年 10 月 11 日。又例如筆電大廠 HP 的前執行長卡莉．菲奧莉納（Carly Fiorina）

則是因為表現太差勁而遭到解雇。賀桂芬、楊少強，惠普菲奧莉納下台，商業週刊，第 900 期，

2005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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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要開除執行長仍非易事。更何況，縱使在極少數董事會勇於將

執行長炒魷魚的案例當中，離職在即的執行長往往還自董事會的手中

爭取到為數可觀的離職金等利益，這些案例恐怕不足以佐證董事們與

執行長之間存在「對等協商」。 

  事實上，已有研究指出美國企業支付執行長的報酬經常高於產業

平均水準，因為絕大多數美國大型企業的薪酬委員會皆採用同業間

（peer groups）的比較來決定經營者的報酬，例如將報酬水準設定在

同業間的第 50 個百分位數（percentile）或更高。這種實務運作慣行

導致經營者報酬水準發生「棘輪效應」（ratcheting），而驅使美國整體

經營者報酬水準節節攀升，並顯示董事們並未盡力尋求、協商最佳的

報酬方案，相反地，只要經營者的報酬方案能夠以「符合實務潮流」、

「合乎同業水準」來正當化，董事們往往樂意支持81。 

  最後，由於美國企業的董事們往往僅持有少數的公司股份，即便

董事們支持偏袒高階經理人的報酬方案，其個人因此所須負擔的成本

（即股份價值的減損）也很小，而不太可能足以與前文所提及的各種

經濟誘因和社交、心理因素相互抗衡。 

第三項 另一種觀點：經營者權力假說 

第一款 基本主張 

  基於前開因素，在現實世界裡的「經營者報酬決定過程」往往與

最適締約假說所立論的「對等協商」理想狀態有相當的差距，學者們

遂提出了另一種觀點，亦即「經營者權力假說」（the managerial power 

hypothesis）。本說主要是從行為法律經濟學的角度著眼，認為經濟和

文化因素使得美國企業的董事們與高階經理人之間往往存在共同的

利害關係，這種共同的利害關係導致「經營者報酬決定過程」從相互

                                                      
81

 Lucian Arye Bebchuk & Jesse M. Fried, supra note 71, at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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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等協商淪為兩者合作自公司「尋租」（extract economic rents），因此

現實世界裡的經營者報酬水準非但高於理想中的報酬水準，往往也與

經營者的績效表現不甚相關82。 

第二款 經營者權力的證據 

  經營者權力假說的倡議者強調，實務上美國企業的執行長等高階

經理人豐厚的報酬水準本身並不能夠導出其報酬方案的決定過程即

當然偏離了「對等協商」的理想狀態，經營者權力假說的立論基礎是

高階經理人在報酬決定過程中的影響力，和該過程所產生之無效率、

扭曲、不透明的報酬結構。學者們藉由觀察實務上經營者權力與報酬

之間的關聯、不透明的報酬金額水準、報酬與績效之間的低敏感度、

經營者離職時獲得的鉅額利益等現象，為經營者權力假說提供了有力

的佐證，茲分述如后83。 

第一目 權力與報酬的關聯 

  如前文所述，執行長等高階經理人對於董事會往往具有一定程度

的影響力，至於影響力的具體大小則取決於公司治理的結構與屬性。

經營者權力假說認為，當經營者的權力愈大時，其報酬愈高，報酬與

績效之間的關聯性也愈低。許多證據顯示實務上確實存在此種現象，

茲分述如后：  

一、 董事會約束力的強弱 

研究顯示，若董事會處於相對弱勢或無法實際約束執行長，

則執行長的報酬水準將較高。具體來說，當董事會席次較多、

外部董事是由執行長任命、外部董事兼任其他公司董事情況

較為嚴重時，由於人多口雜組織較不易、外部董事受制於對

                                                      
82

 Michael B. Dorff, supra note 64, at 258-259. 
83

 Lucian Arye Bebchuk & Jesse M. Fried, supra note 71, 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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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的感念、心力較無法集中等原因，將使得董事會較為

弱勢，而執行長的報酬水準也將較高。此外，當執行長兼任

董事會主席時，報酬也將高出 20%－40%。值得注意者為，

亦有研究顯示執行長的報酬水準與薪酬委員會成員持有公司

股份的多寡之間呈現負相關84。 

二、 外部大股東的存否 

研究顯示，外部大股東的存在與否和經營者的報酬水準兩者

之間呈現負相關，這或許是因為外部大股東較可能嚴格監督

經營者，從而減少了經營者對自身報酬的影響力。亦有研究

指出，最大股東的持股與執行長的報酬水準之間呈現負相關，

且當外部大股東的持股增加一倍時，執行長的非薪資性報酬

（non-salary compensation）將減少 12%－14%。另一項研究

則指出，公司若缺乏持股 5%以上的外部股東，執行長將更有

可能獲得「僥倖報酬」（luck-based pay），亦即其報酬雖隨著

公司獲利上升而增加，然而公司獲利上升卻是外部因素所致

（例如油價和匯率的變化等），與執行長個人表現全然無關。

此外，該研究亦發現公司若缺乏外部大股東，則董事會增加

執行長的權益報酬（例如股票選擇權）時，現金報酬的縮減

幅度將較小85。 

三、 機構投資人的持股多寡 

一般認為，機構投資人往往較有誘因與力量去監督執行長與

董事會。有研究指出，機構投資人持股愈集中，經營者報酬

水準愈低，且報酬與績效之間的敏感度愈高。惟應注意者，

亦有研究指出機構投資人持股多寡對於執行長報酬的影響乃

取決於該機構投資人與公司之關係：若該機構投資人與公司

                                                      
84

 Id., at 16. 
85

 Id., 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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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業務往來，則其持股多寡與執行長的報酬水準之間呈現

負相關，蓋其較可能抵抗來自執行長的壓力，只關注股份的

價值；反之，若該機構投資人與公司有業務往來（例如管理

公司退休基金），則其持股多寡與執行長的報酬水準之間呈現

正相關，蓋其可能較難以抵抗來自執行長的壓力86。 

四、 控制權接管（即敵意併購）防禦條款的保護 

研究顯示，對於公司設有敵意併購防禦條款的執行長而言，

在公司採用這類條款之前，其便已享受高於市場水準的報酬，

在採用這類條款後，其報酬水準更進而大大增加。此種現象

在最適締約假說的觀點下顯然無法解釋，蓋一名風險趨避的

經營者其職位若獲得更高的保障，則股東們應該付給他更少

的報酬。另一項研究指出，美國某些州在 1984－1991 年之間

立法通過敵意併購防禦條款後，受到這類條款保護的公司，

其執行長的持股部位平均減少了 15%。依照最適締約假說的

觀點，這些公司的董事會應該要求執行長會增加持股部位，

以回復其為股東創造價值的誘因，但事實顯非如此87。 

第二目 經營者權力的界限：憤慨成本 

  承前述，美國企業經營者的報酬方案固然受到其權力高度干預，

惟經營者的影響力亦非毫無界限，學者們認為，有限的市場力量雖然

並不足以完全阻止「經營者報酬決定過程」嚴重偏離對等協商的理想

狀態，但仍可發揮某程度的制約效果。舉例來說，董事會若通過一項

非常離譜的報酬方案，當公司面臨敵意併購或是委託書的徵奪戰時，

股東們可能會較不願意支持現任經營者，從而增加了其等失去職位的

風險。此外，董事和高階經理人也可能因此負擔某些社會成本。 

                                                      
86

 Id., at 17. 
87

 Id., at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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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析言之，董事們若通過一項明顯灌水、扭曲的經營者報酬方案，

將使得其等在媒體上或是在社交圈、商業圈中招來嘲弄、奚落，即使

這未必將危及其職位，絕大多數的董事們依然不希望遭受如此對待。

這些潛在的社會成本，或多或少強化了市場力量的制約效果，雖然並

無法完全杜絕經營者的報酬方案自股東的最大利益偏離，但至少能有

嚇阻效果，使董事會不至於明目張膽地通過太離譜的報酬方案。 

  學者們認為，上開現象說明了所謂「憤慨成本」（outrage costs）

的存在，這也是經營者權力假說的重要主張之一：若董事會通過一項

偏袒經營者的報酬方案，董事們與經營者將因此承擔經濟成本（例如

敵意併購風險增加）以及社會成本（例如被媒體嘲弄），這些成本的

總和便是「憤慨成本」，其具體大小取決於外部股東、媒體、評論家

等外部人（outsiders）如何看待該名經營者的報酬方案。當報酬方案

的內容愈是「令人憤慨」，則潛在的經濟、社會成本也就愈為高昂，

促使董事們愈不情願去贊同令人憤慨的報酬方案，經營者一開始提出

這類報酬方案時也將更為猶豫88。 

第三目 偽裝的報酬 

  在經營者權力假說的觀點下，憤慨成本的存在也許是經營者報酬

決定過程中唯一有效的制約機制。研究指出，股東藉由「建議性投票」

（advisory vote）所展現的「憤慨」對於隨後的經營者報酬方案確實

具有某種制約效果89。然而，此項機制要有效運作，必須仰賴經營者

報酬資訊的透明度，使外部人能瞭解、意識到報酬的不合理性，從而

發出不平之鳴。相對地，經營者報酬的設計者為了極小化憤慨成本，

將有強大的誘因去嘗試合法化（legitimize）、正當化（justify）、隱匿

（obscure）或是更概括地說─偽裝（camouflage）經營者報酬的金額

                                                      
88

 Id., at 18.  
89

 Kym Sheehan (2007), Is the outrage constraint an effective constraint on executive remuneration? 

Evidence from the UK and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Australia, The Executive Remuneration Reporter, 

working papers series.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974965. 

http://ssrn.com/abstract=974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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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以及其與經營績效之間的低敏感度。此等「偽裝的報酬」也是

經營者權力假說的另一項重要主張90。 

  前述「偽裝的報酬」對於美國企業經營者的報酬結構產生了重大

影響，當報酬的設計者企圖隱匿經營者報酬的金額水準以及其與績效

之間的低敏感度時，亦侵蝕、扭曲了經營者的誘因，而弱化了公司的

績效表現。這類「偽裝的報酬」包含退休年金計畫（pension plans）、

遞延性報酬（deferred compensation arrangements）和退休後福利津貼

（post-retirement perks）等。大部分的經營者退休年金計畫與遞延性

報酬並未如同一般員工法定退休計畫般享有政府租稅補貼，其僅是將

經營者的租稅負擔轉嫁予公司而已91。至於以實物形式提供的退休後

福利津貼（例如座車以及醫療保險等）究竟有何效率基礎可言，更是

完全不明。然而，這類「偽裝的報酬」確實能讓投資人、主管機關和

一般大眾更難以盡窺經營者報酬的完整面貌。 

  以退休年金計畫為例，美國學者Bebchuk和 Jackson的研究發現：

美國 S&P 500 企業有 68%設有執行長退休年金計畫，平均年金金額

為每年美金 110 萬元，平均年金總值則為美金 1,510 萬元，是執行長

任期內基本薪資總額的三倍，且佔執行長任期內整體報酬總額（包含

現金報酬與權益報酬）平均高達 44%。該研究亦指出，若將退休年金

計畫價值計入，則美國企業執行長的報酬與經營績效之間的關聯性將

顯著降低，且薪資性報酬（salary-like payments）比例將自 16%增加

為 39%，權益報酬比例將自 57%減少至 42%。兩位學者特別指出，

相關文獻和媒體在觀察、研究執行長報酬時，往往遺漏退休年金計畫

的價值，導致嚴重低估報酬的金額水準，相當程度扭曲了執行長報酬

方案之間的可比較性，也高估了報酬與績效的連結程度92。 

                                                      
90

 Lucian Arye Bebchuk & Jesse M. Fried, supra note 71, at 19. 
91

 關於「法定退休計畫」與「非法定退休計畫」的租稅差異，參閱徐彩芳，註 10 文，頁 35－36。

本文限於篇幅，爰不予贅述。 
92

 Lucian Arye Bebchuk & Robert J. Jackson (2005), Putting Executive Pensions on the Radar Screen, 

Harvard Law School John M. Olin Center for Law, Economics and Busines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507. Availabl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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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 慷慨的離職給付 

  許多美國企業的董事會在執行長離職時會給予其一筆為數可觀

的離職給付（Goodbye Payments）或其他利益，即便該執行長是因為

績效太差而使董事會不得不請他走路時，亦復如此。舉例來說，美國

玩具大廠 Mattel 的前任執行長吉兒‧巴拉德（Jill Barad）在被該公司

炒魷魚時，董事會除豁免巴拉德所積欠該公司金額高達美金 720 萬元

的債務外，還另外再給予其美金 331 萬元的現金來支應相關稅費93，

且巴拉德手上所有尚未既得（vest）的股票選擇權也全部立刻既得。

應特別指出者為，以上這些慷慨的給付皆是「額外」多出來的，依照

巴拉德與 Mattel 之間的聘僱契約，巴拉德離職後本已可獲得美金

2,640 萬元的離職金以及每年約美金 70 萬元的年金94。 

  Mattel 董事會給予巴拉德如此慷慨的離職給付，顯然已無法透過

最適締約假說的觀點來解釋，蓋董事會本即握有開除執行長的權力，

而公司也只負有按照與執行長之間聘任契約支付資遣費的義務，為何

開除一名不適任的執行長卻必須以近乎「賄絡」的方式進行？更遑論

這類慷慨的離職給付看在下一任執行長的眼裡，恐怕只會更加弱化其

追求績效表現的誘因。然而，若從經營者權力假說的觀點來看，此種

現象正適足以證明經營者對於董事會成員具有影響力：董事們因顧慮

其與執行長之間的「關係」（例如同僚情誼、友誼或忠誠等），倘若

未能「善待」這些即將離去的執行長，某些董事可能會較不願意投下

炒執行長魷魚的贊成票，至於其他立場較中立的董事，或為減少心中

                                                                                                                                                        
http://www.law.harvard.edu/programs/olin_center/papers/pdf/Bebchuk_et%20al_507.pdf. 

值得注意的是，Bebchuk 等學者認為相關規定雖然並未直接要求公司揭露經營者退休年金計畫的

價值，但由於公司必須揭露有關的資訊，因此使得勤奮的研究者仍有可能透過公開資訊來估算、

衡量這些退休年金計畫的價值為何。相較之下，遞延性報酬揭露的資訊則更有限，導致外界無法

精確估算經營者經由這類報酬方案究竟獲得多少利益，因此，對於企圖偽裝大量非績效性報酬的

報酬方案設計者來說，這類報酬方案往往也特別好用。Lucian Arye Bebchuk & Jesse M. Fried, supra 

note 71, at 20. 
93

 Mattel's Ex-Chief Gets a Big Severance Package, The New York Times, Business Day, May 1,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00/05/01/business/mattel-s-ex-chief-gets-a-big-severance-package.html?ref

=jillebarad. 
94

 Lucian Arye Bebchuk & Jesse M. Fried, supra note 71, at 20. 

http://www.law.harvard.edu/programs/olin_center/papers/pdf/Bebchuk_et%20al_507.pdf
http://www.nytimes.com/2000/05/01/business/mattel-s-ex-chief-gets-a-big-severance-package.html?ref=jillebarad
http://www.nytimes.com/2000/05/01/business/mattel-s-ex-chief-gets-a-big-severance-package.html?ref=jilleba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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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適感，或為降低整個開除過程令人感到不悅的程度，往往也傾向

同意這類慷慨的離職給付95。 

第四項 本節小結 

  透過適當的設計、安排，理論上經營者報酬將可提供誘因機制、

連結績效從而抑制代理成本，惟這必須仰賴另一批代理人─即董事們

善盡職責來與經營者進行對等協商，方有可能達成。對此，最適締約

假說的倡議者認為，市場力量自然會促使董事們把事情做好；經營者

權力假說的倡議者則認為，由於現實世界當中各種經濟、社交與心理

因素影響，難以期待董事們能對等地與經營者就報酬方案進行協商，

而「憤慨成本」的存在或許是制約經營者報酬的唯一有效方式。上開

兩種迥異的觀點雖是基於對美國企業的觀察得出，然而在太平洋彼岸

的我國，經營者權力假說的「證據」似乎也正在發生。 

  回顧幾則舊聞：2012 年 6 月，隨著股東會旺季來臨，各家公司

2011 年的年報也相繼出爐，外界得以一窺宏碁前任執行長蔣凡可‧

蘭奇（Gianfranco Lanci）究竟自老東家領走多少離職金。答案揭曉，

彷彿呼應著宏碁的企業口號─不斷創新─宏碁付給蘭奇的分手費也

當真創下了新高紀錄：新台幣 12.84 億元，遠遠超過卡莉．菲奧莉納

（Carly Fiorina）及馬克‧賀德（Mark Hurd）兩人在 2005、2010 年

先後離開 HP 時所締造的新台幣 6.7 億、9.66 億元紀錄96。對照宏碁

自 2011 年第一季以來慘澹的業績、被踢爆的零庫存神話（據聞是靠

蘭奇塞貨給歐洲通路商做出來的）以及腰斬的股價，宏碁這筆錢似乎

付得冤枉97。宏碁事後的反應也頗令外界霧裡看花：一方面宣稱該筆

離職金符合「國際慣例」，另一方面卻又趕緊亡羊補牢，制定被外界

                                                      
95

 Id., at 21. 此外，Bebchuk 等學者亦指出，在某些情況下給予被開除的執行長慷慨的離職給付

也可能對股東有利，例如當多數董事對於現任執行長較為忠誠時 可能必須藉此來形成董事們的

多數意見，只要開除該執行長所產生的利益大於所支出的離職給付，股東仍將因此獲利。惟不論

離職給付最後是否有利於股東，其存在本身即足證明經營者確實對於董事會有顯著的影響力。 
96

 曾仁凱，天價！蘭奇離職金 宏碁付 12.8 億，經濟日報，2012 年 6 月 15 日。 
97

 曾如瑩，宏碁財務連三爆 戳破零庫存神話，商業周刊，第 1229 期，2011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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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稱為「蘭奇條款」的高階主管薪酬管理準則，表示未來經營者獎酬

將與長期經營績效掛勾，搭配遞延給付及索回薪酬等機制98。 

  宏碁與蘭奇的分手戲碼與經營者權力假說所主張之證據─慷慨

的離職給付─似乎不謀而合，也提醒吾人我國雖以家族企業為大宗，

但仍然有一些股權較為分散、並無明顯大股東或控制股東的大型企業

存在（宏碁即為一例）。理論上，這些大型企業可能存在較為嚴重的

傳統代理問題，也正是誘因機制發揮功能的擅場。惟考量國情文化、

資訊透明度、法制健全度、投資人屬性等差異，這些大型企業相較於

美國企業而言，其經營者報酬決定過程是否更能趨近「對等協商」的

理想狀態？或者更具體的問：這些大型企業的董事們相較美國企業的

董事而言，能否忠實而無私地扮演好股東代言人的角色，替股東看緊

荷包？經營者權力假說的最後及唯一防線─憤慨成本─是否意味著

自己（股東）的荷包終究只能靠自己（股東）來看管（至少在經營者

報酬議題上是如此）？值得省思。 

第三節 經營者權益報酬的演進 

第一項 報酬結構的改變 

  過去三十年來美國企業經營者的報酬持續增長，又以 1990 年代

增加速度最為劇烈。隨著報酬水準提升，在報酬結構上也發生很大的

改變。雖然不同產業仍存有相當差異，但大致上而言美國企業經營者

的報酬結構包含了五項基本組成元素，分別是基本薪資、紅利、長期

誘因計畫（long‐term incentive plan）、股票選擇權以及限制性股票。

除此之外，許多高階經理人也享有退休年金計畫（pension plans）和

各式福利津貼（perquisites），且在離職時往往還能獲得一筆為數可觀

的離職金（severance payments）99。 

                                                      
98

 呂俊儀，蘭奇離職金創天價 宏碁：國際慣例，聯合晚報，2012 年 6 月 15 日。 
99

 Carola Frydman & Dirk Jenter, supra note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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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美國企業執行長為例，據美國學者實證調查顯示，自二次世界

大戰後，美國企業執行長的報酬演進歷程大致而言可分為兩段時期：

在 1970 年代以前，執行長整體報酬水準普遍較低，且只有極少量的

權益報酬被企業採用；而自 1970 年代中期開始，各項報酬組成元素

呈現顯著成長，且在不同產業之間開始差異化（詳見圖四之一）100。

吾人綜觀 1936－2005年間美國前 50大企業執行長報酬結構的演變，

可發現 1936－1950 年間執行長的報酬主要是由基本薪資和現金紅利

組成。而在今日，紅利則通常是非裁量性（non-discretionary）的報酬

（即發放之對象及於全體受雇人），其發放與否繫於一項或多項會計

績效指標的達成，且不再侷限以現金支付，而也可能直接授予股份。

至於所謂的長期誘因計畫（LTIP）其實就是多年期的績效紅利計畫，

自 1960 年代開始，這類長期性的計畫對執行長的報酬結構逐漸產生

影響，其通常會將報酬遞延數年以後才支付，且支付方式亦同樣可能

包含現金或股份。 

  權益誘因（equity incentives）和以股份為基礎的報酬則是近年來

美國企業執行長報酬內容的重要特徵。許多研究顯示，美國大型企業

執行長的財富水準與公司股價之間具有高度敏感性，而最主要的貢獻

因素來自於經營者持有的股份與股票選擇權。圖四之一中最戲劇性的

結構變動說明了此一趨勢：股票選擇權自 1980 年代開始廣為風行，

一般認為其目的是為了將執行長的報酬與股價直接連結，提供其增進

股東價值的誘因。令人玩味的是，更早期的執行長報酬結構中卻幾乎

看不到股票選擇權存在，直到 1950 年代美國稅法修正使得某些類型

的股票選擇權得以適用較低的資本利得稅率時，此項報酬工具才逐漸

獲得推展。此外，當時雖然已有許多企業開始採用股票選擇權計畫，

但直到 1970 年代的晚期，這項報酬工具才真正開始在執行長的報酬

結構中佔有一席之地。 

                                                      
100

 Id., at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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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Frydman et al. 

  股票選擇權廣為風行的官方理由是為了在執行長的報酬結構中

加入誘因機制，據學者調查，美國企業執行長持有股票選擇權的比率

確實從 1980 年的 57%，成長至 1990 年的 90%，但在不同產業之間

股票選擇權的使用程度差異頗大：美國大型企業所發行的股票選擇權

可認購股份數一般大約為流通在外普通股總數的 5.5%，對於電腦、

軟體、製藥業等高成長性產業而言，該比率提高至 10%－14%；對於

汽油、公用事業等低成長性產業而言，則降低至 2%－3%
101。 

  在 1990 年代，股票選擇權儼然成為美國企業執行長報酬結構中

比重最高的組成元素。仔細檢視 1992－2008 年間美國 S&P 500 企業

執行長的報酬發展歷程（詳見圖四之二）102，可知 1992 年股票選擇

權只佔執行長報酬總額的 20%，該比率在 2000 年便躍升至 49%，足

見股票選擇權的風行是美國企業執行長報酬總額成長的主要推力來

源。其次，股票選擇權的成長並似乎並未對其他報酬元素帶來排擠效

果，同期間的基本薪資、年度紅利以及長期誘因計畫的金額也都持續

                                                      
101

 John E. Core, Wayne R. Guay & David F. Larcker, supra note 27, at 29. 
102

 Carola Frydman & Dirk Jenter, supra note 28, at 39. 

圖四：1936－2005 年美國前 50 大企業執行長報酬水準與結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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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Frydman et al. 

成長。然而，美國股票市場在 2000－2001 年間因網路泡沫化導致的

反轉似乎使得執行長們眼中的股票選擇權失去光采，不管從相對比重

或是絕對金額來看，股票選擇權都開始走下坡。在 2006 年，限制性

股票超越了股票選擇權，成為美國企業最普遍使用的權益報酬工具。

除美國 S&P 500 企業的執行長外，美國 S&P MidCap、S&P SmallCap

企業的高階經理人報酬也發生了類似的結構性變化103。 

第二項 股票選擇權的興衰：租稅與會計的影響 

  美國企業執行長的報酬結構自 1980 年代起歷經巨變，其中股票

選擇權的大起大落尤其具有戲劇性。探其原因，經濟學家們大力鼓吹

企業以權益報酬作為誘因機制來提供經營者極大化股東權益的誘因

對於股票選擇權的風行固然有著推波助瀾的效果，惟一般認為美國的

租稅政策對於「績效報酬」（performance-based compensation）的特殊

優待以及會計準則低估了股票選擇權的成本，很可能才是導致導股票

                                                      
103

 Id., at 6. 

圖五：1992－2008 年美國 S&P 500 企業執行長報酬水準與結構變化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以限制性股票為重心 

56 
 

選擇權崛起的真正決定因素。另一方面，股票市場的熊市和 2004 年

會計準則的改變則使得股票選擇權近年逐漸式微。質言之，雖然經濟

學家往往自誘因機制的角度觀察股票選擇權，惟此項報酬工具的興衰

毋寧是反映了其在租稅和會計上成本優勢的變遷，這在吾人理解美國

股票選擇權的實務運作時至為關鍵，謹析述如后。 

第一款 租稅政策的變遷 

第一目 早期的發展 

  美國財政部從 1923 年開始要求企業的受雇人將財產取得成本和

公平市價之間的價差計入個人的綜合所得，對股票選擇權而言，此項

要求使得受雇人在執行股票選擇權時即必須就「執行價」和「執行時

的股票市價」之間的價差按照通常稅率課稅。這一方面有促使受雇人

出售股票的效果（為了套現繳稅），但也增加了受雇人的取得成本。

經過長年爭論以後，終於導致美國稅法在 1950 年的修正，關於股票

選擇權的課稅爭議遂暫時告一段落104。 

  簡單回顧，股票選擇權早期的課稅爭議在於其是否構成「報酬」

而必須按通常稅率課稅。在 1938 年一件涉及誘因計畫的訴訟案中，

税務上訴委員會（the Board of Tax Appeals）駁回稅務局的欠稅核定

（deficiency assessment），認為企業以及受雇人的「意圖」（intention）

是決定股票選擇權的授予是否構成報酬的重要因素105。隨後幾個案件

税務上訴委員會除重申相同見解之外，並進而指出股票選擇權在授予

當下若無重大價差（substantial initial spread）存在，即不能認為企業

與受雇人有以之為報酬的意圖存在。司法實務的發展促使美國財政部

在 1939 年修正相關規範，明文規定就「具有報酬性質」（in the nature 

of compensation）的股票選擇權課稅，卻因此大開爭訟之門，接下來

                                                      
104

 Gilbert A. Schneider (1951), Taxation - Employee Stock Options Under the Revenue Act of 1950, 

Marquette Law Review, Vol.34, at 211. 
105

 Geeseman v. Commissioner, 38 B.T.A. 258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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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許多訴訟都圍繞著當事人的意圖和價差是否重大等爭點打轉，

而美國財政部往往只有在股票選擇權授予當下已有重大價差的案件

當中才能獲得勝訴106。 

  不過，在 1945 年的另一件訴訟案中，美國最高法院一舉推翻了

當事人意圖和重大價差的判斷標準，認為其並非「報酬」此一概念的

先決條件107。該判決問世以後，美國財政部亦旋即修正相關規範納入

判決意旨，並在 1946 年頒布解釋令表示財政部無庸舉證證明當事人

有以股票選擇權作為報酬的意圖。上開判決及解釋令在當時被批評為

將對股票選擇權誘因計畫帶來毀滅性影響，蓋其將導致受雇人在執行

股票選擇權、取得股票時被迫立刻售出部分持股來支應稅負。惟亦有

不同看法認為受雇人如欲繼續保有股票，可利用其他的收入甚至質借

股票來套現支付稅款，未必得出售持股108。 

  在各方角力之下，美國國會終於在 1950 年 9 月通過 1950 年收入

法案（the Revenue Act of 1950），該法案使得符合要件的股票選擇權

在執行時無庸繳稅，受雇人只須在售出股票時負擔資本利得稅，此類

股票選擇權又稱為「受限制的股票選擇權」（restricted stock options），

惟 1950 年收入法案並未要求受雇人必須繼續持有股票滿一定期間。

受限制的股票選擇權維持14年後遭1964年收入法案（the Revenue Act 

of 1964）廢止，而由「適格的股票選擇權」（qualified stock options）

取而代之，此法案開始要求受雇人執行股票選擇權所取得的股票必須

持有滿三年才能享有租稅優惠。經過 12 年以後，適格的股票選擇權

又遭 1976 年收入法案（the Revenue Act of 1976）廢止。今日在美國

稅法上得以享有租稅優惠（即執行權利時無庸繳稅、所得性質轉換為

資本利得）的股票選擇權，其基本雛形則是由 1981 年經濟復甦法案

（the Economic Recovery Tax Act of 1981）所大致底定109。 

                                                      
106

 Gilbert A. Schneider, supra note104, at 212-213. 
107

 Commissioner v. Smith, 324 U.S. 177 (1945). 
108

 Gilbert A. Schneider, supra note 104, at 213. 
109

 Carol A. Cantrell, Stock Options: Estate, Tax, and Financial Planning, 2009 edition, 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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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晚進的演變 

  依照現行美國內地稅法規定，股票選擇權在授予當下對於企業和

受雇人均不構成課稅事件（taxable event），將來執行時是否課稅須視

股票選擇權的性質而定：若為不適格（non-qualified）的股票選擇權，

受雇人執行股票選擇權時執行價和市價的價差將構成個人應稅所得，

且企業可作為費用扣減；若為適格（qualified）的股票選擇權，亦即

所謂的「誘因股票選擇權」（Incentive Stock Options, ISOs），受雇人

執行股票選擇權時原則上無稅負可言，而只須在實際處分股票時負擔

資本利得稅即可，但企業不得作為費用扣減110。 

  由於在稅法上可否作為費用扣減的差異，加上 ISOs 又有嚴格的

持有條件（受雇人必須在執行股票選擇權之後持有股票至少滿一年）

和其他諸多限制111，導致美國實務上企業發行的股票選擇權反而多半

都是不適格的股票選擇權。 

  上開情況在 1994 年稅法修正案生效後間接受到某程度的影響：

依照美國內地稅法第 162 條第 m 項規定，企業支付給執行長和另外

四名報酬最高的高階經理人的年薪若超過美金 100 萬元，則超過部分

原則上不得作為費用扣減112。為此，股票選擇權的授予對象若是前述

                                                      
110

 Brian J. Hall & Kevin J. Murphy (2003), The Trouble with Stock Op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17, No. 3, at. 53. 應附言者，員工若未處分股票，雖無資本利得而無庸負擔資本

利得稅，但可能要繳最低替代稅（Alternative Minimum Tax, AMT），AMT 採用兩階段超額累進

稅率，應稅收入在美金 17 萬 5 千元以下時，稅率為 26%；超過該金額時，超額部分的稅率則為

28%。最低替代稅的應稅收入計算自有一套複雜的計算方式，詳見註 104 書，頁 2-20。 
111

 依照美國內地稅法第 422 條規定，ISOs 必須符合：（一）基本條件：1、授予對象限於受雇人，

且標的股票須以該公司、其母公司或子公司之股票為限。2、必須經股東會決議，且應明定適格

受雇人的資格和可認購股份數。3、執行價必須不低於授予日標的股票公平市價。4、股票選擇權

必須在 ISOs 計畫通過或實施後十年內授予受雇人，且其存續期間為自授予日起算十年。5、股票

選擇權除繼承外不得轉讓。6、受雇人得認購股份數不得逾公司有表決權股份數之 10%，但執行

價為授予日市價 110%以上，且自授予日起五年內不得執行的股票選擇權不在此限。7、受雇人

每年可認購股份合計公平市價不得超過美金 10 萬元。8、受雇人若離職，必須在離職後三個月內

執行股票選擇權，否則股票選擇權即失效。（二）特殊條件：股票選擇權的授予日、處分股票日

兩者間隔必須大於兩年，且執行日、處分股票日兩者間隔必須大於一年。參閱鄭義合、彭惠珠，

合理規劃員工認股權課稅制度之研究，行政院財政改革委員會自行研究報告，2002 年 10 月，頁

4－5。 
112

 美國內地稅法條文節錄如下： 

§162(m) Certain excessive employee remu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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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前五大高階經理人，縱使屬於不適格的股票選擇權，也不必然

能當作費用扣減。然而，該項規定對於所謂的「績效報酬」不適用，

因此不適格的股票選擇權若符合績效報酬的要件，則企業因執行長等

高階經理人執行權利而付出的成本也就不受美金 100 萬元費用扣減

上限的限制113。站在企業的立場，該差異使得股票選擇權相較於基本

薪資、股份授予等其他報酬工具而言來得便宜，某程度上有助於解釋

1990 年代經營者報酬結構中股票選擇權的爆炸性成長現象114。 

第二款 會計準則的更迭 

第一目 APB 第 25 號意見書 

  美國企業在收入和費用的認列上因稅務報表、財務報表之別而有

不同認列方式。就稅務報表而言，企業可將受雇人執行不適格的股票

選擇權而獲取的價差作為費用扣減，惟就財務報表而言，股票選擇權

不管在授予當下或是嗣後的執行，在過去通常不會認列為費用。 

  析言之，美國企業股票選擇權的會計處理規則是由美國財務會計

準則委員會（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FASB）和其前身

                                                                                                                                                        
(1) In general 

In the case of any publicly held corporation, no deduction shall be allowed under this chapter for 

applicable employee remuneration with respect to any covered employee to the extent that the 

amount of such remuneration for the taxable year with respect to such employee exceeds 

$1,000,000. 

(2) Publicly held corporation 

For purposes of this subsection, the term “publicly held corporation” means any corporation issuing 

any class of common equity securities required to be registered under section 12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3) Covered employee 

For purposes of this subsection, the term “covered employee” means any employee of the taxpayer 

if— 

(A) as of the close of the taxable year, such employee is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taxpayer 

or is an individual acting in such a capacity, or 

(B) the total compensation of such employee for the taxable year is required to be reported to 

shareholders under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by reason of such employee being 

among the 4 highest compensated officers for the taxable year (other than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以下略。 
113

 關於美國內地稅法有關績效報酬的詳細規定，參閱林秀芬，我國員工認股權制度之研究，國

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3 月，頁 44－45，本文不予贅述。 
114

 Brian J. Hall & Kevin J. Murphy, supra note 110, at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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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會計原則委員會（Accounting Principles Board, APB）所頒定。

依據 APB 在 1972 年發布的第 25 號意見書，企業以股票選擇權作為

報酬授予受雇人時，應在股票選擇權的執行價和執行數量兩者已知時

（衡量日），將股票市價與執行價的價差（即股票選擇權的內含價值）

認列入帳為酬勞成本，在股票選擇權計畫約定的受雇人服務期間內以

直線法逐年攤提費用。由於美國企業授予受雇人的股票選擇權通常在

授予當下已事先設定執行價，且通常是價平或價外選擇權（即執行價

等於或大於授予日的股票市價），其內含價值為零，因此企業在財務

報表上也就毋庸認列相關成本費用。此類型的股票選擇權計畫又稱為

「固定股票選擇權計畫」（fixed stock option plans）115。 

  另一方面，若股票選擇權的執行價取決於市場指數，或附有績效

條件而必須俟特定目標達成始能執行，則因確切的執行價、執行數量

在授予當下尚無法立即確知或固定，故 APB 第 25 號意見書要求發行

此類型的股票選擇權之企業必須在會計期末以股價為基礎估計認列

可能的酬勞成本，並於隨後每個會計期末進行調整、攤銷。此類型的

股票選擇權計畫又稱為「變動股票選擇權計畫」（variable stock options 

plan），其在財務報表上的處理對於企業而言較為不利116。 

第二目 FASB 財務會計準則第 123 號公報 

  APB 第 25 號意見書對於股票選擇權採用的評價方法使得價平、

價外的股票選擇權在企業的財務報表上無庸認列費用，導致企業授予

受雇人再多的股票選擇權，也不影響其財務報表上之獲利表現，降低

了財報的可信賴度，屢屢遭受批評。FASB 遂在 1995 年發布了財務

會計準則第 123 號公報，該公報建議企業將股票選擇權以公平市價

（fair market value）認列費用（使用 Black-Scholes 或類似評價模型，

                                                      
115

 APB 第 25 號意見書之所以採用內含價值來估列股票選擇權的報酬成本，主要是因為當時股

票選擇權的公平價值評估方法未臻成熟所致。參閱張宗豪，員工認股選擇權租稅政策對電子業股

價之影響，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6 月，頁 21。 
116

 Brian J. Hall & Kevin J. Murphy, supra note 110, at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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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稱為公平價值法），惟在利益團體壓力下，FASB 也容許企業繼續

以 APB 第 25 號意見書的方式（即內含價值法）編製財報，但附加了

一項條件：企業必須在財報附註中揭露採用公平價值法將股票選擇權

認列費用後的擬制性淨利與每股盈餘。在 2002 年晚期，只有極少數

企業採用公平價值法將股票選擇權認列費用，但到了 2003 年，隨著

幾個重大會計醜聞爆發，已有超過 100 家美國企業自願採用第 123 號

公報建議的方式編製財務報表，將股票選擇權認列費用117。 

  令人費解的是，雖然授予受雇人股票選擇權的目的是為了提供其

創造股東價值的誘因，使受雇人在公司股價上漲而超過執行價時能夠

享有價差利益，但過去實務上股價表現不佳（即低於執行價）的美國

企業卻經常將已發行的股票選擇權「重新定價」（repricing），以恢復

股票選擇權的執行利益，其具體的方式包含：直接重新設定執行價；

或以新發行、執行價較低的股票選擇權，取代原發行、執行價較高的

股票選擇權。FASB 為此在 1998 年 12 月頒布第 44 號解釋令來闡述

APB 第 25 號意見書的適用，依該解釋意旨，企業若修改股票選擇權

計畫內容，包含直、間接降低股票選擇權的執行價、增加股票選擇權

可認購股份數、延長或更新股票選擇權的權利行使期間等，即必須按

「變動股票選擇權計畫」的會計處理方式編製財務報表118。 

  在 2003 年 3 月，受到安隆（Enron）、世界通訊（WorldCom）等

重大會計醜聞影響，FASB 終於宣布考慮強制要求企業在財務報表上

將股票選擇權認列費用，以增進財報透明度。事實上，FASB 的對手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 Board, IASB）

在 2002 年 2 月便發布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2 號公報要求企業將授予

受雇人的股份、認股權依公平價值認列為費用。包含艾倫．葛林斯潘

（Alan Greenspan）與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等經濟學家、

投資家也大聲疾呼股票選擇權應予「費用化」。然而，反對費用化的

                                                      
117

 Id., at 54. 
118

 FASB Releases Accounting for Stock Compensation Interpretation, Watson Wyatt, May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watsonwyatt.com/us/pubs/insider/showarticle.asp?ArticleID=7170. 

http://www.watsonwyatt.com/us/pubs/insider/showarticle.asp?ArticleID=7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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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浪則來自當時的布希政府、商業圓桌會議、TechNet（美國最大的

高科技交易協會）、全國製造業協會、美國商會以及國際受雇人股票

選擇權聯盟（一個為了反對股票選擇權費用化而成立的產業團體），

各界意見一度陷入分歧119。 

  由於要求改革的呼聲不斷高漲，FASB 在 2004 年 12 月終於完成

第 123 號公報的修正，統一規定權益報酬（包含股票選擇權、限制性

股票計畫、績效基礎獎勵、股票增值權計畫以及員工認股計畫）支出

成本應以公平價值法衡量入帳，而 APB 第 25 號意見書則被廢止。

FASB藉由此次修正一舉導正了股票選擇權過去屢遭詬病的會計認列

方式，使得這項報酬工具喪失成本優勢。據統計，在第 123 號公報

修正後，有愈來愈多企業轉向採用限制性股票給付予高階經理人，其

使用比例在 2004－2007 年間已超過原本的三倍120。值得注意者，有

實證研究發現，第 123 號公報修正後所造成的會計優勢流失使得美國

企業平均因此縮減約 45%的股票選擇權授予數量，然而，這些縮減股

票選擇權授予數量的企業在績效表現方面卻並未較差，顯示第 123 號

公報修正前股票選擇權的會計優勢使得企業的報酬決策只注重極小

化會計費用，卻並未極大化公司價值121。 

第三項 股票選擇權的反思：無績效的報酬 

  經營者的「非權益報酬」向來被認為與經營績效的連結度較差，

政策制定者和股東們遂殷切期盼透過權益報酬來強化報酬與績效的

連結程度。自 1990 年代初期，在經濟學者們的背書下，機構投資人

和主管機關開始大力鼓吹企業使用權益報酬工具，股票選擇權挾前揭

租稅和會計上的優勢，在當時可說是當紅炸子雞，短短數年間便成為

美國企業經營者報酬結構中的重要組成元素。 

                                                      
119

 Brian J. Hall & Kevin J. Murphy, supra note 110, at 54. 
120

 徐彩芳，註 10 文，頁 86。 
121

 Lawrence D. Brown & Yen-Jung Lee (2011), Changes in Option-Based Compensation Around the 

Issuance of SFAS 123R,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Vol. 38, Issue 9-10, at 1053-109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經營者權益報酬的理論與實務初探 

63 
 

  諷刺的是，美國學者以 1992－1997 年間美國掛牌公司為樣本的

實證研究發現，授予企業執行長的股票選擇權所帶來的邊際誘因效益

往往低於邊際成本，這表示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減少股票選擇權的

授予數量反而能夠增進股東利益。無獨有偶地，另一項針對美國 S&P 

500 企業的調查亦發現，高度使用股票選擇權來獎酬經營者和員工的

美國企業，其績效表現反而還不如大盤指數122。如此看來，權益報酬

似乎不是企業經營績效的保證，而過去曾經一度廣受美國企業採用的

股票選擇權更常常辜負股東期待，未能夠發揮預期效益。 

  本文以下將以股票選擇權為例，藉由股票選擇權在美國企業實務

運作上的光怪陸離現象，說明此項報酬工具在「理想」與「現實」之

間產生巨大落差的可能原因。 

第一款 股票選擇權的設計與意外之財 

  自提供誘因機制的觀點來看，最理想的報酬設計是將經營者報酬

與能夠增進股東利益的所有具體行動連結，亦即以行為（behavior）

為導向的誘因機制。但這種設計事實上和完美的監控機制無異，必須

建立在能夠直接觀測、衡量經營者行為的基礎上。現實世界裡，由於

資訊不對稱等因素，股東或董事會要直接觀測、衡量經營者行為極其

困難，在無法掌握所有資訊、事先特定各種狀況中經營者所應採取的

行動下，經營者報酬的設計只好退而求其次，改採以結果（outcome）

為導向的誘因機制，例如將經營者的報酬金額與股東整體投資報酬

（shareholder total return）的表現連結等，即所謂的績效報酬123。 

  承前述，績效報酬要有效率地發揮誘因作用，必須有適當的衡量

方式（right measures）以及適當的報酬水準（right levels）。一般認為

公司股價不失為衡量經營者績效的適當方式，因為經營者必須為企業

                                                      
122

 Lucian Arye Bebchuk & Jesse M. Fried (2004), Pay Without Performance – The Unfulfilled 

Promise of Executive Compans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t 138. 
123

 Barry Gerhart & Sara L. Rynes, supra note 18, at 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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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表現負責，而股價是股東整體投資報酬的最主要成分124。不過，

由於影響公司股價波動的因素甚多，在未經相當程度調整以前，股價

所反映出的將可能不盡然是經營者個人的努力成果，例如利率的降低

通常會導致股價攀升，但這顯然與經營者個人的績效無關。事實上，

曾有研究指出美國股市在 1990 年代的榮景大約只有 30%反映了企業

經營績效，剩下 70%都是由其他市場因素驅使125。因此，在未經相當

程度調整以前，若貿然採用股價作為衡量績效的指標，並以股價漲幅

來決定報酬的水準，將可能使得經營者在績效相對不佳的情況下獲得

過多報酬，而讓股東當了冤大頭。 

  以股票選擇權來說，其價值取決於公司股價高低，係以股價作為

經營者績效衡量方式的報酬工具，至於報酬的金額水準則取決於股票

選擇權的「執行價」與「執行時的股票市價」之間的價差（乘以股票

選擇權的執行數量）。由於會計處理上的成本差異，美國企業在過去

傾向將股票選擇權的執行價設定為固定價格，且通常是價平選擇權，

當整體市場或所屬產業的景氣一片大好時，此種設計將使得績效表現

相對較差（即股價雖有上漲，但漲幅低於大盤或同業平均）的經營者

仍可藉由執行股票選擇權而獲得價差利潤。當然，此種設計也可能讓

經營者受到市場因素拖累而蒙受與個人績效無關的損失，但整體而言

由於股市長期走勢向上和股票選擇權損失有限獲利無窮的特性使然，

此種固定價格的傳統股票選擇權對經營者仍較為有利。況且，經營者

即使因此承擔與個人表現無關的風險，往往也會要求更高的風險溢酬

（risk premium）作為補償。相對地，站在股東的立場，股票選擇權

作為一種誘因機制，極大化股東利益是最高指導原則，故股票選擇權

產生的誘因效果必須符合成本效益，不能無限上綱。換句話說，股票

選擇權的設計應儘可能避免讓經營者獲得「意外之財」（windfalls，

亦譯作不勞而獲），學者認為其具體方式至少有兩種： 

                                                      
124

 Alfred Rappaport (1999), New Thinking on How to Link Executive Pay with Performanc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77, Issue 2, at 92. 
125

 Lucian Arye Bebchuk & Jesse M. Fried, supra note 122, at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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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指數型股票選擇權（indexed option） 

指數型股票選擇權係指將股票選擇權的執行價與整體大盤或

特定類股的平均指數相互連結。舉例來說，企業授予經營者

1,000 個單位的指數型股票選擇權，並將執行價設定為授予時

的股票市價（美金 100 元）和執行時的市場指數之乘積，若

股票選擇權授予後市場指數上升 30%，則執行價也隨之上升

為美金 130 元。指數型股票選擇權的設計將使經營者報酬與

績效之連結更加緊密，在整體大盤或類股表現欠佳時，指數

的下降也會導致數型股票選擇權的執行價降低，此時若公司

之績效（股價表現）優於整體大盤或類股的平均衰退程度，

則經營者仍可獲得價差利益126。 

二、 績效條件型股票選擇權（performance conditioned option） 

績效條件型股票選擇權係指將股票選擇權附加績效目標作為

既得（vest）條件，若經營者未能達成績效目標，股票選擇權

將失權（forfeit）。績效條件型股票選擇權的執行價通常仍為

授予日的股票市價（即價平選擇權），而作為既得條件的績效

目標不一而足，可能和股價有關，例如股價必須在一定期間

內超過整體大盤或特定指標類股的表現。也可能是股價以外

的其他績效目標，例如 EPS、ROC 或現金流量等127。 

  弔詭的是，指數型、績效條件型股票選擇權的設計在理論上雖然

能夠有效濾除意外之財，使得誘因機制更合乎成本效益，更符合股東

利益，而應當是理想的報酬設計方式，但在過去美國企業股票選擇權

的發行實務上卻幾乎看不到這類相關設計，學者們甚至還以「謎團」

（puzzling）來形容這種現象。直到晚近幾個重大醜聞爆發後，美國

                                                      
126

 Id., at 141. 此種方式又稱為「相對績效評估」（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PE），其基本

理念係將經營者無法控制的外部因素排除。透過 RPE 的調整，將可降低經營者在以績效為基礎

的報酬契約設計下承擔的風險，減少「風險趨避」導致的代理成本。 
127

 Id., at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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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迫於股東壓力才開始緩慢地出現採用這類設計的趨勢，惟普及率

仍然很低。由於美國企業不約而同地避免採用可濾除意外之財的報酬

設計，在 1990 年代牛市推動下，即便是經營績效欠佳的企業經營者，

往往也能依靠傳統股票選擇權獲得豐厚的獎酬128。 

  指數型、績效條件型等可濾除意外之財的股票選擇權設計在美國

之所以不受青睞，一般認為主要可歸因於兩項因素：首先，傳統股票

選擇權在會計分類上屬於「固定股票選擇權計畫」，在 APB 第 25 號

意見書廢止以前企業無庸認列費用，不影響會計盈餘數字。相對地，

指數型、績效條件型的股票選擇權則屬於「變動股票選擇權計畫」，

不具備此項優勢；其次，與傳統的股票選擇權相較，可濾除意外之財

的股票選擇權由於限制較多，故必須有較多的授予數量才能達到相同

的報酬水準，從而對股東造成的稀釋效果也較大129。 

  惟亦有學者提出反駁，認為股票選擇權不會因為在損益表上認列

費用或只在財報附註中揭露而變貴或變便宜，畢竟投資人不是傻瓜，

股價自然會反應股票選擇權的成本。至於就稀釋效果來看，縱使採用

可濾除意外之財的報酬設計必須增加股票選擇權數量才能達到相同

報酬水準，但由於指數或績效條件的把關，最後能夠實際執行的股票

選擇權數量未必較多。換句話說，稀釋效果不應只著眼於股票選擇權

的授予數量，當經營者欠缺過人的績效（超越大盤或類股表現）卻可

藉由執行股票選擇權而獲得獎酬，這種稀釋才真正應予避免130。 

  從經營者權力假說的觀點來看，指數型、績效條件型股票選擇權

這類可濾除意外之財的報酬設計在美國如此罕見，似乎印證美國企業

的股票選擇權計畫是為經營者的利益打造，而並未極大化股東福祉。

                                                      
128

 Id., at 143. 
129

 也有文獻認為，指數型股票選擇權使得經營者在整體市場不佳時仍有可能獲得獎酬（例如當

大盤或類股指數均下跌時，公司股價雖亦下跌但相對跌幅較少，故以指數調整後的執行價仍低於

股票市價，而仍有執行利益），產生股東賠錢、經營者卻賺錢的現象，故在實務上不具可行性。

Brent M. Longnecker & Christopher S. Crawford (2006),The Power of Restricted Stock: The 

Definitive Guide to a Resurging Long-term Incentive, WorldatWork, at 51. 
130

 Alfred Rappaport, supra note 124, at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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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報酬的績效敏感度愈高，雖然對股東愈為有利，卻也愈不討經營者

喜歡，因為這減少了其本可輕鬆享有的意外之財，或促使其必須上緊

發條認真經營而增加了個人成本，甚至還可能招來外界對其經營績效

的關切眼光。總之，只要經營者能僥倖地、默默地繼續享受傳統股票

選擇權所帶來意外之財，自然會想方設法維持現狀而不思改進。這種

「應然」與「實然」之間的落差，導致權益報酬淪為經營者掩飾報酬

低績效敏感度的煙霧彈，大量與經營績效無關的財富，便在提供誘因

機制的大旗之下被包裝成合法、正當的報酬輸送予經營者，而不至於

引發「憤慨成本」131。 

第二款 股票選擇權的其他實務上亂象 

第一目 統一規格 

  在代理理論下，由於經營者不若股東般可藉由投資多家公司分散

風險，傾向風險趨避，其可能對於能增進股東利益（但有相應風險）

的經營決策有所遲疑，以致於錯失良機。股票選擇權作為誘因機制，

其目的在促使經營者盡心盡力經營，並以股東利益為念作出最有利的

決策，即藉由提供經營者財務性誘因，鼓勵其勇於冒險，從而抵銷其

風險趨避之傾向。至於股票選擇權所產生的誘因大小（即企業所付出

的成本多寡），一部分是取決於執行價的設定。就理論上而言，由於

經營者的投資組合、風險好惡和企業成長機會、負債水準等諸多因素

差異，適當誘因大小必須因時、因地、因人制宜，不可能一概而論。

換言之，能夠提供最適誘因水準（從而符合成本效益）的執行價設定

理論上應隨著經營者、企業、甚至時間的不同而異。 

  然而，實證研究卻顯示，在 1992 年共計 1,000 家曾授予執行長

股票選擇權的美國企業中，有高達 95%都是以相同的價平選擇權形式

授予，價內、價外選擇權卻是寥寥可數。學者們認為，就價內選擇權

                                                      
131

 Lucian Arye Bebchuk & Jesse M. Fried, supra note 122,, at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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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會計處理和租稅政策的影響或可解釋其不受企業青睞的原因，

蓋價內選擇權在授予時已具內含價值，在 APB 第 25 號意見書的時代

企業即須認列酬勞成本逐年攤提；且價內選擇權非屬「績效報酬」，

無法豁免美國內地稅法第 162 條第 m 項規定，在租稅上有不能作為

費用扣減的劣勢。惟就價外選擇權而言，其按內含價值法既無庸認列

費用（授予時內含價值為零），亦無美國內地稅法第 162 條第 m 項

規定的問題（符合績效報酬的要件），前述會計以及租稅因素皆無法

解釋為何價外選擇權竟如此少見。況且，依據學者研究，相較於傳統

（價平）的選擇權而言，價外選擇權往往具有較高的績效敏感度，則

為何美國企業普遍不願意以價外選擇權作為經營者的誘因機制，恐怕

又是一個難解之謎132。 

  從經營者權力假說的觀點來看，股票選擇權的統一規格（one size 

for all）現象，顯示董事會並未積極尋求能最大化股東利益的經營者

報酬方案，相反地，其卻在可容許的範圍內選擇了最有利於經營者的

股票選擇權執行價設定─價平選擇權。申言之，股票選擇權的執行價

愈低，其績效敏感度愈差，對於經營者也愈有利，惟一旦執行價低於

授予當下的股票市價而成為價內選擇權時，一方面企業必須認列費用

致影響帳面盈餘，另一方面又可能無法作為費用抵稅，這種設計勢必

引發最多的「憤慨成本」，兩相權衡下，價平選擇權自然脫穎而出，

蓋其係不致於引發過多憤慨下最有利於經營者的報酬設計。 

第二目 重新定價與重新裝填 

  股票選擇權是以股價作為經營者績效衡量方式的一種績效報酬

工具，依照遊戲規則，倘經營者表現獲得市場認同、公司股價上漲，

其將可藉由執行股票選擇權獲取「執行價」與「執行時的股票市價」

之間的價差作為獎勵（可能有一部分是意外之財）。相反地，若公司

股價不漲反跌，則代表經營者的績效不佳（排除外部因素暫不論），
                                                      
132

 Id., at 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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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公司股價跌破執行價（變成價外選擇權），經營者所持有的股票

選擇權將毫無執行利益可言，但只要股票選擇權的權利行使期間尚未

屆至，經營者將仍有機會努力搏取市場認同，重振公司股價，這也是

股票選擇權作為誘因機制的意義所在。然而，若玩家（經營者）擁有

「修改遊戲規則」的影響力時，事先設計好的誘因機制將可能被扭曲

而完全喪失其原本目的。 

  依據學者以美國 S&P 經理人資料庫（ExecuComp database）收錄

之資料所進行的研究，在 1992－1995 年間平均每年有 1.3%的經理人

所持有的股票選擇權遭到「重新定價」（repricing），且在共計 806 個

重新定價的案例中，有 804 個案例都是調降執行價，其平均降幅高達

39%。此外，同期間的美國 S&P 500 指數上漲了 50%，顯示當時並無

特殊的外部不利因素存在。直到 1998 年 12 月美國 FASB 頒布解釋令

要求企業必須就重新定價的股票選擇權按照「變動股票選擇權計畫」

之會計處理方式認列費用後，這種手法才漸漸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

則是更具創意的「走後門式的重新定價」（backdoor repricing）─亦即

以新發行、執行價較低的股票選擇權，來取代原發行、執行價較高的

股票選擇權。惟無論手法如何演變，此等無異於「修改遊戲規則」的

作法將導致報酬與績效表現脫鉤，而明顯偏袒經營者。 

  支持重新定價作法的論點主要有二：首先，重新定價可讓因股價

下跌而變成價外選擇權的股票選擇權重新恢復執行利益，有助於留任

經營者、提供誘因；其次，重新定價可避免經營者因整體大環境不佳

而受到拖累、懲罰。惟就前者而言，研究發現實務上遭到重新定價的

股票選擇權往往仍有很長的權利行使期間，換句話說，其不但仍具有

相當價值，也還能夠繼續提供誘因效果；就後者而言，要防止經營者

受到市場因素拖累，與其先授予傳統的股票選擇權再大費周章地重新

定價，還不如一開始即採用指數型股票選擇權來的簡便、透明與成本

低廉，蓋其藉由浮動的執行價、相對的績效評估，足以相當程度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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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因素的影響（並濾除意外之財）133。總之，支持重新定價的論點

其實站不住腳，此種作法亦不獲機構投資人認同134。 

  除了重新定價以外，美國實務上針對傳統股票選擇權的「改良」

尚有同樣極富爭議的「重新裝填」（reloading）設計。具有此種設計

的股票選擇權容許經營者以既有股份抵繳執行股票選擇權所應支付

的股款，公司並將按照經營者所抵繳之股數重新授予其等量的新股票

選擇權。新的選擇權通常會以當時市價作為執行價，至於屆期日則與

舊的選擇權相同，且往往亦可再次重新裝填135。 

  舉例來說，若經營者被授予 1,000 個單位（每單位可認購 1 股）、

執行價為美金 25 元／股的股票選擇權，十年後屆期失效，在第六年

公司股價上漲至美金 40 元／股，不考慮相關稅費的情況下，經營者

若執行權利應支付股款美金 25,000 元，可取得價值美金 40,000 元的

股份，亦即獲得美金 15,000 元的價差利益；在重新裝填的設計下，

經營者可利用既有公司股份 625 股來抵繳股款（625×40＝25,000），

其持股總數將淨增加 375 股（1,000－625＝375），價值美金 15,000 元

（375×40＝15,000），而公司將再授予其 625 個單位、執行價為美金

40 元／股的股票選擇權，新選擇權將在四年後屆期失效136。換言之，

經營者藉由重新裝填的設計，一方面因為執行權利而鎖住了前六年的

價差利益，另一方面也因為取得新的選擇權而保有未來四年公司股價

持續增值的獲利可能性。 

  支持重新裝填設計的論點認為，此種設計可鼓勵經營者提早執行

股票選擇權，有助於增加經營者的持股。不過，反對者則認為經營者

在執行權利、取得股份後往往會立即出售持股以實現獲利，若無配套

措施（例如限制經營者一段期間內不得處分持股），此種設計未必能

                                                      
133

 Id., at 165-167. 
134

 張心悌，從報酬與績效連結之觀點探討董事報酬之設計，月旦法學雜誌，第 147 期，2007 年

8 月，頁 136。 
135

 Lucian Arye Bebchuk & Jesse M. Fried, supra note 122, at 169. 
136

 本例摘自 Investopedia，網址： 

http://www.investopedia.com/terms/r/reloadoption.asp#axzz2NQnqLAwK。 

http://www.investopedia.com/terms/r/reloadoption.asp#axzz2NQnqLA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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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增加經營者持股的目的，而恐怕只是讓經營者藉由短期股價波動

來套利。可以確定的是，具有重新裝填設計的股票選擇權顯然比傳統

股票選擇權更具價值，對於股東而言成本也更高，同時也讓經營者的

報酬更加複雜、不透明而難以衡量。不意外地，絕大多數機構投資人

對於重新裝填的設計均抱持負面態度137。 

第三目 倒填日期與彈簧加壓 

  如前所述，股票選擇權係以股價作為經營者績效衡量方式的報酬

工具，而報酬金額水準取決於股票選擇權的「執行價」與」「執行時

的股票市價」之間的價差，由於美國企業實務慣用的傳統股票選擇權

多以價平選擇權的形式授予，即執行價等於授予日的股票市價，因此

藉由操弄股票選擇權的授予日，事實上即可對執行價上下其手，股票

選擇權的「倒填日期」（back dating）和「彈簧加壓」（spring-loading）

便是屬於在授予日上動手腳而游走於法律邊緣的操作手法：前者係指

將股票選擇權的授予日刻意回溯倒填，藉由回溯日較低的股票市價來

壓低執行價；後者係指刻意在公司重大利多消息公布前先授予經營者

股票選擇權，藉由隨後公布的利多消息讓股價一飛衝天。這兩種方式

皆讓經營者得以坐享其成，使報酬完全與績效脫鉤138。  

  就經濟實質而言，倒填日期事實上是將在實際授予日授予的價內

選擇權，偽裝成在回溯日授予的價平選擇權。透過此種手法，企業和

經營者得以享有價平選擇權的種種好處，例如前文提及的「誘因股票

選擇權」（Incentive Stock Options, ISOs）即必須以價平選擇權的形式

授予，倒填日期的股票選擇權若屬於 ISOs，則經營者將可享有租稅

優惠，其於執行權利時原則上無庸繳稅，只須在實際處分股票時負擔

資本利得稅。又縱使不屬於 ISOs，偽裝成價平選擇權亦可讓企業在

報稅時以「績效報酬」的名目列報費用，不受美國內地稅法第 162 條

                                                      
137

 張心悌，註 134 文，頁 137。 
138

 張心悌，註 134 文，頁 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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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m 項美金 100 萬元費用扣減上限的限制。此外，藉由偽裝成價平

選擇權，企業得以保有會計上成本優勢，在 APB 第 25 號意見書廢止

以前依內含價值法無庸認列相關成本費用。然而，也因為如此，倒填

日期將導致企業費用虛減、盈餘虛增而涉及財報誤述不實，並對股東

造成誤導，使股東誤信經營者報酬的真實水準139。 

  研究指出，在 1996－2005 年間有超過 2,000 家的美國企業曾以

倒填日期的手法來授予經營者股票選擇權，其普遍程度令人咋舌140，

也迫使美國證管會（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在 2005 年開始調查倒填日期的實務亂象。由於美國企業經營者往往

在公司股價「碰巧」在低點時被授予股票選擇權，SEC 為此一度懷疑

企業是刻意選在利多消息公開前作為股票選擇權的授予時機（即前述

彈簧加壓的手法）。惟隨著調查進行，證據顯示這些「時機巧妙」的

股票選擇權極可能是被倒填日期。逾 140 家受 SEC 調查的企業中，

已有超過 80 家的企業重編財報，並且有超過 160 件的股東代表訴訟

已被提起，控告涉嫌參與倒填日期董事們違反受任人義務141。 

  相較於倒填日期而言，彈簧加壓的手法則更加遊走在法律的灰色

地帶。反對者認為此種手法與內線交易無異，涉嫌違反美國 1934 年

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第 10 條第 b 項和 SEC 

Rule 10b－5 等規定，並增加了經營者執行權利的可能性，導致權益

報酬帶來的股權稀釋效果被放大，有害於股東利益。然而，亦有認為

實務上要證明董事係刻意在利多消息發布前授予經營者股票選擇權

相當困難，且即使有證據顯示確實如此，此種作法是否違反 1934 年

證券交易法也還有討論空間，蓋股票選擇權的授予是為了提供經營者

極大化公司價值的誘因，並非詐欺投資大眾，亦無任何人因此受害；

再者，彈簧加壓的股票選擇權潛在價值較高，表示公司能以相對較少

                                                      
139

 Christy L. Abbott (2009), The Shareholder Derivative Suit As A Response To Stock Option 

Backdating, Saint Lou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 Vol. 53, at 598-599. 
140

 Study Finds Backdating of Options Widespread, The New York Times, Business, July 17,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06/07/17/business/17options.html?_r=0. 
141

 Christy L. Abbott, supra note 139, at 600. 相關案例，參閱徐彩芳，註 10 文，頁 136－137。  

http://www.nytimes.com/2006/07/17/business/17options.html?_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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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授予數量達到預定報酬水準，反而還可緩和股權稀釋效果；此外，

現金不足的企業往往以股票選擇權作為替代方案留住優秀人才，藉由

彈簧加壓的手法，股票選擇權得以在不影響公司現金流的情況下發揮

更大效益，對股東未嘗不是好事；最後，董事因職務使然難免會知悉

與公司攸關的未公開消息，其在決定經營者報酬時更應該將各種資訊

（包含未公開消息）皆納入考量，俾善盡受任人義務，事實上不可能

毫無邊際地要求董事一旦知悉未公開訊息即應立刻停止授予經營者

股票選擇權，況且，只要董事係出於善意（good faith），其決策應受

經營判斷法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 BJR）保護，而免於受到外界

的事後評斷（second-guess）142。 

  目前美國 SEC 對於股票選擇權的彈簧加壓手法仍採取較為中性

的態度，例如 SEC 委員之一的 Paul S. Atkins 在 2008 年 6 月某次對外

演說當中即重申股票選擇權的彈簧加壓手法與固有的內線交易概念

不同，蓋內線交易的核心概念乃當事人一方握有不為它方所知的重大

未公開消息（即資訊的不對稱），相較於此，股票選擇權的授予本質

上是經營者與公司（由董事們代表）之間的私人交易，兩造並無資訊

的不對稱，與內線交易自屬有別。Atkins 認為，股票選擇權彈簧加壓

的爭議毋寧是經營者與公司之間利害衝突交易問題，應回歸公司治理

和受任人義務相關法制處理，不應以聯邦證券法論處143。 

  吾人應如何看待股票選擇權的彈簧加壓手法？就經濟實質而言，

彈簧加壓和倒填日期頗有相似之處，蓋兩者皆是將價內選擇權偽裝成

價平選擇權，藉此讓經營者在獲得股票選擇權當下或隨後可立即享有

價差利益。惟倒填日期手法的價差利益來自於「歷史股價變動」，即

                                                      
142

 Jonathan J. Tompkins (2008), Opportunity Knocks, but the SEC Answers: Examining the 

Manipulation of Stock Options Through the Spring-Loading of Grants and Rule 10b-5, Washington 

University Journal of Law & Policy, Vol. 26,at 443-448. 
143

 Paul S. Atkins, Speech by SEC Commissioner: Remarks Before the U.S. Chamber of Commerce 

Mid-Market Elite Series,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July 8,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sec.gov/news/speech/2008/spch070808psa.htm.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德拉瓦州衡平法院

在 Tyson Foods 乙案認為，董事倘知悉未公開之重大利多消息，並刻意以彈簧加壓的手法規避、

違反經股東會決議通過的股票選擇權計畫時，將構成受任人義務的違反。參閱徐彩芳，註 10 文，

頁 137－138。 

http://www.sec.gov/news/speech/2008/spch070808ps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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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日至實際授予日的股價漲幅，該段漲幅在實際授予日已可確知；

相對地，彈簧加壓的價差利益則來自於「未來股價變動」，即授予日

至未來消息公布日的股價漲幅，而帶有更濃厚的投機色彩。姑且不論

適法性的爭議，從報酬與經營績效連結的觀點來看，彈簧加壓和倒填

日期的手法都將導致經營者的報酬與個人績效表現脫鉤，失去了誘因

機制本來應有的目的、功能。 

第四項 限制性股票的再起 

第一款 基本概念與發展歷史 

  美國的「限制性股票」（Restricted Stock Awards, RSAs）亦為常見

的權益報酬工具，顧名思義，限制性股票 RSAs 是由企業授予受雇人

（通常是經理人或高階員工）股票，且該受雇人對於股票之權利受有

若干限制，必須俟特定條件滿足以後才能解除限制，取得股票的完整

所有權，在此之前股票將有被收回（forfeiture）的風險。實務上 RSAs

常見的條件為一定服務期限，或稱「時限型限制性股票」（time-lapse 

restricted stock），例如須俟任職滿三年後，股票完整權利方由受雇人

「既得」（vested）。任職期滿前受雇人不得將股票質押、出售或轉讓，

但通常仍可享有盈餘分配、表決等權利。採用 RSAs 的企業通常會在

受雇人既得權利時（即限制解除時）自動將股票配發予受雇人，至於

既得前則將股票存放於信託帳戶（escrow）或另以專戶保管，不直接

撥入受雇人帳戶。又 RSAs 如為實體股票者，其上並將註明權利受有

限制，倘受雇人未能滿足特定條件（如服務期限屆滿以前即離職），

股票將被收回144。 

  RSAs 並非一項嶄新的發明，早在 1930 年代開始 RSAs 便一直是

美國企業經營者報酬當中常見的長期誘因機制。直到 1969 年的稅法

修正案改變了 RSAs 的課稅處理方式，使持有人稅負變重，其普及率

                                                      
144

 Brent M. Longnecker & Christopher S. Crawford, supra note 129,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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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大減而遭股票選擇權取代。1970 年代晚期，由於美國股市不振，

有許多股票選擇權淪為「泡水的選擇權」（underwater stock options，

即價外選擇權），RSAs 又再度成為當時美國企業最常採用的權益報酬

工具。隨後將近 20 年間，RSAs 在美國企業經營者的報酬結構中持續

佔有一席之地，尤其以汽油、瓦斯、公用事業、不動產投資信託業等

通常會分派股利的產業特別偏好採用 RSAs。 

  1980 年代晚期，股票選擇權挾其租稅與會計上的優勢，在股市

多頭推動下，壓倒性地再次成為最普及的經營者權益報酬工具。依據

WorldatWork 期刊統計，在 2000 年美國 Fortune 50 企業以股票選擇權

作為長期誘因的比率高達 100%，採用 RSAs 的比率僅有 44%；當時

成長最為快速的前 50 家企業中以 RSAs 作為長期誘因的比率更僅有

13%
145。有趣的是，近年來美國企業採用 RSAs 作為經營者權益報酬

工具的普及率又開始逐漸回昇，論者認為其因素包含： 

一、 股票選擇權「零成本」的優勢不再 

從 1952 年開始，以美國製藥大廠 Pfizer 為推動先鋒，股票

選擇權逐漸為企業採用。美國 APB 在 1972 年發布第 25 號

意見書以後，由於其容許企業以內含價值法估列股票選擇權

的酬勞成本，而「固定股票選擇權計畫」（fixed stock option 

plans）因並無內含價值可言146，在會計上形同「零成本」的

報酬工具，導致股票選擇權在隨後 30 年間廣為流行。依據

美國員工所有權國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mployee 

Ownership, NCEP）調查，在 2001 年約有 700 萬至 1000 萬

名員工持有股票選擇權，顯示股票選擇權的授予對象不再以

高階經理人為限，而是及於所有層級的受雇人，且以高科技

產業最為普遍。 

                                                      
145

 Id., at 15. 
146

 請一併參閱本節第二項、第二款。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以限制性股票為重心 

76 
 

長年以來，在美國立法者和股東行動主義者對於股票選擇權

零成本的批評聲浪不歇，但直到 2001 年爆發安隆（Enron）

會計醜聞事件後，社會大眾才真正開始警覺這些被大量授予

經營者的股票選擇權很可能就是引領安隆走向末日的主要

因素：由於會計上零成本的假象，企業無節制地授予經營者

大量的股票選擇權，導致公司股價只要有些許波動，經營者

便可獲得鉅大利益，使得經營者有極大誘因去操縱損益數字

以推升股價，藉此牟取私利。更糟糕的是，由於董事們往往

也持有為數可觀的股票選擇權，並從中獲取鉅大利益，監控

經營者的內部機制亦近乎失靈。鑑於會計醜聞層出不窮，

FASB 在 2004 年底終於完成財務會計準則第 123 號公報的

修正，強制要求企業將股票選擇權以公平價值法認列入帳，

此舉使得各種長期性誘因報酬工具在企業眼中的排名重新

洗牌，也讓限制性股票 RSAs 能有機會脫穎而出147。 

二、 股票市場的波動性加劇 

隨著網路下單交易日漸普及，美國股票市場的投資人數目和

交易量持續不斷成長，整體市場的波動性也因為投資人屬性

背景的複雜化、多樣化及全球市場彼此之間緊密連動等因素

而呈現顯著增加。理論上，股票市場的波動性增加對於持有

股票選擇權的經營者而言應屬有利，蓋其將更有機會在股價

來到高峰時執行權利、出售股票而賺取價差利益，惟這須以

股價長期走勢向上為前提。事實上，美國股市在本世紀初的

網路泡沫破滅後幾年內一再探底，許多股票選擇權因而淪為

價外選擇權。同時，企業內部、外部要求經營者應該長期持

股而非短線操作的壓力亦持續升高，種種因素皆使得股票選

擇權愈來愈不受到企業青睞。 

                                                      
147

 Brent M. Longnecker & Christopher S. Crawford, supra note 129, at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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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第 123 號公報修正後，企業必須按公平價值法估列

股票選擇權的酬勞成本，這也讓股票市場的波動性增加反而

成為另一項不利於股票選擇權的負面因素。析言之，包含

Black-Scholes 評價模型在內，幾乎各種用來評估股票選擇權

「公平價值」（fair market value, FMV）的評價方法都將市場

的波動性列為關鍵變數（key variable）：即股票市場波動性

愈高，股票選擇權的價值愈高，企業在財報上應認列的費用

亦愈高，從而也將對盈餘造成愈大的侵蝕效果。這導致企業

更不願意再以股票選擇權作為經營者權益報酬工具，而開始

積極尋找包含 RSAs 在內的可行替代方案148。 

三、 股利環境的改變 

從 2003 年開始，在美國「適格股利收入」（qualified dividend 

income, QDI）將可適用較低（5%─15%）的資本利得稅率，

許多在過去不常以股利形式分享經營成果的企業因而改採

較為積極的股利政策。對於這些傾向分派股利的企業而言，

其在考量採取何種權益報酬工具來調和經營者與股東之間

利益分歧時，限制性股票 RSAs 便成為最引人注目的選項，

因為RSAs是唯一能夠提供經營者參與分配股利機會的權益

報酬工具，例如前述，汽油、瓦斯、公用事業、不動產投資

信託業等通常會分派股利的產業便經常採用 RSAs。 

當然，美國報酬實務上也有所謂的「股利等值權」（dividend 

equivalent rights, DER），即透過適當的設計，由企業給予其

經營者相當於股利一般的報酬，此種報酬本質上仍屬於現金

報酬，故企業在會計上必須認列相關費用。相較之下，透過

限制性股票 RSAs 的授予，企業分派給 RSAs 持有人的股利

則屬於盈餘分派而非費用；至於在稅負方面，RSAs 持有人

                                                      
148

 Id., a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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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票既得前受領的股利性質屬於一般所得；既得後受領的

股利則屬於資本利得149。 

四、 股權稀釋的疑慮 

企業在考量各種權益報酬工具的優、缺點時，對股權造成的

稀釋效果大小是一項重要因素。純就數學角度來看，RSAs

和股票選擇權大致的替代比率可透過「授予日的股票市價」

和「權益報酬生命週期內股票的預期增值」估算得出。舉例

來說，若某公司目前股價為美金 50 元／股，將來預期增值

為美金 10 元／股，則每一股 RSAs 可賦予其持有人的價值

為美金 60 元；若某公司改授予價平股票選擇權，必須授予

6 個單位的股票選擇權才能賦予持有人相同的價值，兩者的

替代比率為一比六，換句話說，股票選擇權的股權稀釋效果

是 RSAs 的六倍150！ 

五、 留住關鍵人才 

無論是 1980－1990 年代的牛市還是本世紀初的熊市，留住

關鍵人才（key talent）一直都是企業邁向成功的不二法門。

面對二次大戰後為期最長的熊市與大量形同「雞肋」的價外

股票選擇權，美國企業不停尋找創新的報酬工具，盼望藉此

留住能夠引領企業走出未來的重要人才。然而，企業亦必須

考量各種報酬工具的利弊得失，在達成留才目標之餘，尋求

能夠降低對盈餘的侵蝕、減少對股權的稀釋，同時也儘可能

讓股東和經營者彼此利害趨向一致的報酬工具。限制性股票

RSAs 雖非萬靈丹（magic pills），但相較於失去光采的股票

選擇權而言，不失為是值得企業考慮的替代方案151。 

                                                      
149

 Id., at 21. 
150

 值得注意者為，持有人實際感受到的價值（actual perceived value）也會對上開替代比率產生

影響，在報酬實務上，每一股的 RSAs 大約可替代二至六個單位的股票選擇權。Id., at 22-23.. 
151

 Id., at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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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公司及證券法之規定 

  股份（股票）的自由轉讓是股份制度的特色，也是股份有限公司

此一組織形態之所以能夠吸納游資的重要原因。析言之，從籌資工具

的觀點來看，在法制的設計上確保股份的「可轉讓性」、使股份能夠

不受限制地自由轉讓，這對於吸引普羅大眾參與投資而言至為重要，

甚至可說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原理原則，此外，為了配合證券交易

之開展，確保股份的可轉讓性更是創建資本市場的重要磐石。然而，

從提供經營者誘因機制、抑制代理成本的觀點來看，為了確實將企業

經營者與股東「綁在一起」，股份的可轉讓性反而成為絆腳石，而有

必要加以限制，RSAs 便是建立在此種思維上的產物。 

  與 RSAs 相關的法令規定，可從公司法及證券法兩個面向介紹。

就前者而言，美國模範公司法（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容許

股份有限公司以章程來區分公司發行股份之類別（classes）及數量，

並得就股份之表決權、可否贖回或轉換、股利分派方式及順序等事項

加以規範152。至於在股份轉讓限制方面，該法第 6.27 條第 a 項規定：

「章程、章程細則（bylaws）、股東間之協議或股東與公司間之協議

可對股份轉讓行為或股份轉讓過戶登記施以限制。此限制對於前已發

行之股份不生影響，除非股份持有人本身即為限制協議當事人，或曾

投票贊成該限制。」；同條第 b 項規定：「若股份轉讓行為或股份轉讓

過戶登記之限制已依本條獲得許可，並已於股票正面或背面明顯註記

                                                      
152

 美國模範公司法條文節錄如下： 

§6.01(c)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may authorize one or more classes of shares that 

(1) have special, conditional, or limited voting rights, or no right to vote, except to the extent otherwise 

provided by this Act; 

(2) are redeemable or convertible as specified in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i) at the option of the corporation, the shareholder, or another person or upon the occurrence of 

a specified event; 

(ii) for cash, indebtedness, securities, or other property; and 

(iii) at prices and in amounts specified, or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a formula; 

(3) entitle the holders to distributions calculated in any manner, including dividends that may be 

cumulative, noncumulative, or partially cumulative; or 

(4) have preference over any other class or series of shares with respect to distributions, including 

distributions upon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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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限制，或已包含於依第 6.26 條第 b 項之資訊聲明當中，則該限制

對於股份持有人或其受讓人乃有效並可強制執行。除經如上註記者外，

該限制對於不知情之人不具強制性。」153。上開規定即為限制性股票

RSAs 的推展提供了法律上的基礎154。 

  另一方面，美國證券法對於股份轉讓限制亦有相關規範，RSAs

屬於 SEC Rule 144 所稱之「限制性證券」（Restricted Securities）155，

此種限制性證券在未向 SEC 登錄（registered）或符合一定豁免要件

以前，證券持有人將無法在公開市場上進行轉讓。依據 SEC Rule 144

之規定，豁免要件如下156： 

                                                      
153

 美國模範公司法條文節錄如下： 

§6.27 Restriction on Transfer of Shares and Other Securities 

(a)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bylaws, an agreement among shareholders, or an agreement between 

shareholders and the corporation may impose restrictions on the transfer or registration of transfer 

of shares of the corporation. A restriction does not affect shares issued before the restriction was 

adopted unless the holders of the shares are parties to the restriction agreement or voted in favor of 

the restriction. 

(b) A restriction on the transfer or registration of transfer of shares is valid and enforceable against the 

holder or a transferee of the holder if the restriction is authorized by this section and its existence is 

noted conspicuously on the front or back of the certificate or is contained in the information 

statement required by section 6.26(b). Unless so noted, a restriction is not enforceable against a 

person without knowledge of the restriction. 
154

 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亦有類似規定，條文節錄如下： 

§202 Restrictions on transfer and ownership of securities 

(a) A written restriction or restrictions on the transfer or registration of transfer of a security of a 

corporation, or on the amount of the corporation's securities that may be owned by any person or 

group of persons, if permitted by this section and noted conspicuously on the certificate or 

certificates representing the security or securities so restricted or, in the case of uncertificated shares, 

contained in the notice or notices sent pursuant to § 151(f) of this title, may be enforced against the 

holder of the restricted security or securities or any successor or transferee of the holder including 

an executor, administrator, trustee, guardian or other fiduciary entrusted with li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erson or estate of the holder. Unless noted conspicuously on the certificate or certificates 

representing the security or securities so restricted or, in the case of uncertificated shares, contained 

in the notice or notices sent pursuant to § 151(f) of this title, a restriction, even though permitted by 

this section, is ineffective except against a person with actual knowledge of the restriction. 

(b) A restriction on the transfer or registration of transfer of securities of a corporation, or on the 

amount of a corporation's securities that may be owned by any person or group of persons, may be 

imposed by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r by the bylaws or by an agreement among any number 

of security holders or among such holders and the corporation. No restrictions so imposed shall be 

binding with respect to securities issued prior to the adoption of the restriction unless the holders of 

the securities are parties to an agreement or voted in favor of the restriction. 
155

 所謂「限制性證券」係指透過未註冊（unregistered）之私下交易（private sales）而自發行人

或其關係人受讓取得之證券。一般來說，投資人取得「限制性證券」的管道包含私募（private 

placement offerings）、依據 Regulation D 之招募、員工持股計畫（employee stock benefit plans）等。 

參閱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Rule 144: Selling Restricted and Control Securities. 

Available at: http://www.sec.gov/investor/pubs/rule144.htm. 
156

 Id..  

http://www.sec.gov/investor/pubs/rule1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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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持有期間 

證券發行人若是屬於依美國 1934 年證券交易法進行申報之

公司，持有期間為六個月，否則持有期間為一年。持有期間

的起算點為自該證券被購得並完全償付時起算。 

二、 資訊公開 

在出售以前，攸關證券發行人之資訊必須已「公開可得」：

證券發行人若為「申報公司」（reporting companies），係指

其已遵守美國 1934 年證券交易法所規範之定期申報要求；

若為「非申報公司」（non-reporting companies），則指其業務

性質、董事及經理人名稱、財報等資訊均為公開資訊。 

三、 交易量上限 

限制性證券持有人若為證券發行人之「關係人」（affiliate）

（例如執行長、董事或大股東等），其在任何三個月的期間

之內可出售的證券數量將不得超過已發行流通在外同類型

證券總數量的 1%，或不得超過該持有人依據 Form 144 向

SEC 申報出售之前四週的平均每週交易量，以孰高者為準。

若證券發行人並非在交易所掛牌，而是在 OTC 掛牌（包含

OTC Bulletin Board、Pink Sheets 等次板），則僅適用前述 1%

之限制。 

四、 依一般經紀交易進行 

限制性證券持有人若為證券發行人之關係人（定義同前），

其出售證券時必須依照通常的交易程序（routine trading 

transactions）進行，經紀商不得收取超出正常水準的佣金，

且出賣人以及經紀商均不得招攬、徵求（solicit）買家下單

購買該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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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事前申報 

限制性證券持有人若為證券發行人之關係人（定義同前），

其在任何三個月的期間之內所擬出售的證券數量若超過

5,000 股或總金額逾美金 50,000 元，即應填具 Form 144 向

SEC 申報出售證券，並應於申報後三個月內完成交易，否則

必須更正申報。 

  應注意者，即使限制性證券持有人已符合 SEC Rule 144 所規定

之豁免要件，在該證券上的限制註記塗銷前，持有人仍然不得在公開

市場上轉讓之。持有人如欲塗銷限制註記，必須透過「過戶代理人」

（transfer agent）來辦理，惟除非持有人已獲得證券發行人的同意，

否則過戶代理人無權逕自塗銷。又，限制性證券持有人與發行人雙方

若對塗銷限制註記有所爭議，SEC 將不會介入，蓋塗銷限制註記與否

允為證券發行人之裁量自由，因而衍生之爭議係屬州法（state law）

而非聯邦法（federal law）之管轄範圍157。 

第三款 RSAs 的會計處理 

  在會計處理上，限制性股票 RSAs 和股票選擇權大同小異，早期

的依據是 APB 第 25 號意見書，APB 走入歷史後，則按照 FASB 財務

會計準則第 123 號公報來處理。由於 RSAs 在授予日通常已有客觀的

市場價格可參，不若股票選擇權般必須透過複雜的財務模型才能估算

公平價值，因此企業可以授予日 RSAs 的「公平市價」（無償授予時）

或「公平市價與認購價格之價差」（有償折價授予時）為入帳金額，

在限制期間內逐年攤計薪資費用。RSAs 持有人若離職或未能夠達成

績效條件導致公司收回或買回股票時，公司再於當年度將先前各年度

已攤提之薪資費用計入當年度之其他收入158。 

                                                      
157

 Id.. 
158

 葛冠琳，美國限制性股票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6 年，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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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言之，RSAs 對於企業盈餘的整體影響數字直觀而易於估算，

配合既得期間、既得條件之設計，企業可將採用 RSAs 所生成本費用

在財務報表上分期攤提（amortization），而無庸在授予 RSAs 當年度

一次全額認列，具有將費用向後遞延的效果。且授予日之後股票如有

增值，該增值部分亦無庸列計費用，不影響財務報表上的盈餘數字，

此等「成本可控」的特色使得 RSAs 受到企業財務主管歡迎159。 

第三款 RSAs 的稅負處理 

  在稅負方面，美國企業因取得勞務而移轉予受雇人（employee）

之財產（包含動產與不動產），其稅負處理皆必須依照美國內地稅法

第 83 條辦理。美國內地稅法第 83 條之主要目的即在於明確劃分企業

移轉予受雇人的財產究竟在何時點開始自「提供勞務之報酬」轉變成

「投資」。簡言之，若受雇人取得財產同時亦伴隨著不得移轉之限制

及可能喪失該財產之實質風險（substantial risk of forfeiture），該財產

之性質仍屬於勞務報酬，而非投資160。 

  對於受雇人而言，被授予 RSAs 同時伴隨著稅負上的難題：依照

美國內地稅法第 83 條第 a 項規定，一旦受雇人不再受有喪失 RSAs

之實質風險，或已可不受限制地自由轉讓股票時（以孰先者為準），

即應以當時股票之公平市價計算、申報綜合所得，於當年度課徵綜合

所得稅161，因此受雇人往往須處分甫既得的 RSAs 以套現支應稅款。
                                                      
159

 Brent M. Longnecker & Christopher S. Crawford, supra note 129, at 88-89. 
160

 美國內地稅法第 83 條制定之前，RSAs 引發了兩項課稅爭議：其一為被授予 RSAs 的受雇人

其個人綜合所得稅的核課時點為何（授予時？既得時？處分時？）；其二為已實現的所得性質該

如何劃分（一般所得？資本利得？可能涉及不同稅率）。關於美國內地稅法第 83 條制訂當時詳細

的背景介紹，參閱葛冠琳，註 159 文，頁 70－74。本文限於篇幅，爰不予贅述。 
161

 美國內地稅法條文節錄如下： 

§83 (a) General rule 

If,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services, property is transferred to any person other than the 

person for whom such services are performed, the excess of— 

(1) the fair market value of such property (determined without regard to any restriction other than a 

restriction which by its terms will never lapse) at the first time the rights of the person having the 

beneficial interest in such property are transferable or are not subject to a substantial risk of 

forfeiture, whichever occurs earlier, over 

(2) the amount (if any) paid for such property, shall be included in the gross income of the person who 

performed such services in the first taxable year in which the rights of the person hav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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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 RSAs 既得後股票如有增值，該增值部分之性質則回歸資本利得

（capital gain）課稅，以「既得日」和「實際處分日」之股價差額為

稅基，視既得後受雇人繼續持有股票期間的長短（是否滿一年）分別

適用長期或短期的資本利得稅率162。又企業所授予之 RSAs 如係享有

可參與公司配息之權利者，在既得前如有配息，其金額應計入受雇人

取得股息當年度之薪資所得課稅，即外觀上雖是股息，稅務上卻視同

企業支付予受雇人的薪資報酬163。 

  美國內地稅法第 83 條第 b 項則提供了另一種課稅方案：其允許

受雇人自被授予 RSAs 之日起 30 日內選擇將課徵綜合所得稅的基準

時點提前至「授予日」（grant date），以當時股票之公平市價來計算、

申報綜合所得164。提前課稅的好處在於股票日後如有增值，性質一概

屬於資本利得，而只需在股票實際處分後課徵資本利得稅（資本利得

稅率往往較低），降低了整體的租稅負擔；相對地，若日後股票價格

不漲反跌，受雇人則必須承擔溢繳稅款的不利益，將來股票如因既得

條件未能成就而遭收回、註銷，已經繳納的稅款亦不得請求稅務機關

退還。又受雇人一旦選擇將課稅基準時點提前，除非能取得稅務機關

之同意，否則將無法撤回（revoke）其選擇。 

                                                                                                                                                        
beneficial interest in such property are transferable or are not subject to a substantial risk of 

forfeiture, whichever is applicable. The preceding sentence shall not apply if such person sells or 

otherwise disposes of such property in an arm’s length transaction before his rights in such 

property become transferable or not subject to a substantial risk of forfeiture. 
162

 Brent M. Longnecker & Christopher S. Crawford, supra note 129, at 84-85. 
163

 陳振乾、胡元森，美國限制員工權利股票，安侯建業通訊，2009 年 2 月，第 26 期，頁 5。 
164

 美國內地稅法條文節錄如下： 

§83 (b) Election to include in gross income in year of transfer 

(1) In general 

Any person who performs services in connection with which property is transferred to any person 

may elect to include in his gross income for the taxable year in which such property is transferred, 

the excess of— 

(A) the fair market value of such property at the time of transfer (determined without regard to any 

restriction other than a restriction which by its terms will never lapse), over 

(B) the amount (if any) paid for such property. 

If such election is made, subsection (a) shall not apply with respect to the transfer of such property, 

and if such property is subsequently forfeited, no deduction shall be allowed in respect of such 

forfeiture. 

(2) Election 

An election under paragraph (1) with respect to any transfer of property shall be made in such 

manner as the Secretary prescribes and shall be made not later than 30 days after the date of such 

transfer. Such election may not be revoked except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Secr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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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舉例說明適用美國內地稅法第 83 條第 b 項的效果：若某公司

無償授予執行長甲限制性股票 100 張（100,000 股），授予日公平市價

為美金 0.01 元／股，數年後全數既得，既得日公平市價為美金 10 元

／股，依照美國內地稅法第 83 條第 a 項，甲本應於既得當年度申報

美金 1,000,000 元的綜合所得，整體稅負為美金 350,000 元（設綜合

所得稅率為 35%）；然而，若甲依美國內地稅法第 83 條第 b 項將課稅

基準時點提前至授予日，其應於授予當年度申報美金 1,000 元的綜合

所得，並繳納稅款美金 350 元，至於既得年度股票增值金額共計美金

999,000 元則屬於資本利得，甲只需在實際處分股票後繳納稅款美金

149,850 元（設資本利得稅率為 15%），整體稅負降至美金 150,200 元

（350＋149,850＝150,200），換言之，甲因此省下了美金 199,800 元

（350,000－150,200＝199,800）的稅款165。 

  對於企業而言，其授予 RSAs 在報稅時可認列為費用扣減之金額

應與受雇人計入綜合所得申報之金額相同。析言之，按美國內地稅法

第 83 條第 h 項之規定，不論受雇人是否選擇將課稅基準時點提前，

企業均應於受雇人將限制性股票之公平市價逾認購價格之差額部分

計入其綜合所得課稅之當年度，列為企業之費用或成本，自營利事業

所得當中扣除166；受雇人嗣後出售股票時，企業不再認列任何費用。

論者認為，此與我國商業會計法第 10 條規定會計處理採權責發生制

以及同法第 60 條有關收入與費用配合原則之精神相似167。 

                                                      
165

 Brent M. Longnecker & Christopher S. Crawford, supra note 129, at 86-87. 若情況顛倒（授予日

公平市價為美金 10 元／股，既得日公平市價為美金 0.01 元／股），則甲本來只須在既得當年度

申報美金 1,000 元的綜合所得，整體稅負為美金 350 元（100,000×0.01×35%＝350），一旦選擇將

課稅基準時點提前至授予日，甲反而必須在授予當年度申報美金 1,000,000 元的綜合所得，整體

稅負為美金 350,000 元。 
166

 美國內地稅法條文節錄如下： 

§83 (h) Deduction by employer 

In the case of a transfer of property to which this section applies or a cancellation of a restriction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d), there shall be allowed as a deduction under section 162, to the person for 

whom were performed the services in connection with which such property was transferred, an amount 

equal to the amount included under subsection (a), (b), or (d)(2) in the gross income of the person who 

performed such services. Such deduction shall be allowed for the taxable year of such person in which 

or with which ends the taxable year in which such amount is included in the gross income of the person 

who performed such services. 
167

 陳振乾、胡元森，註 163 文，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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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本節小結：換湯不換藥的 RSAs！？ 

  相較於遭詬病的傳統股票選擇權而言，限制性股票對於股東來說

是較好的權益報酬工具嗎？又或者，近年來股票選擇權和限制性股票

此消彼長的趨勢，不過是經營者對於自身報酬影響力的又一次展現？

而限制性股票不過是另一層用來掩飾「意外之財」的偽裝？ 

  有美國學者認為，限制性股票 RSAs 外觀上雖是「股票」，經濟

實質上卻與股票選擇權相當類似。舉例來說，若某公司授予執行長甲

股票選擇權，授予日股價為美金 100 元，約定執行價亦為美金 100 元

（價平選擇權），當股價漲至美金 V 元時，甲執行權利可獲得之利益

為美金（V－100）元；若某公司改為授予甲 RSAs，當股價漲至美金

V 元時，甲出售股票可獲得之利益則為美金 V 元（按：美國實務上

RSAs 多為無償授予）。以此觀點來看，RSAs 形同「執行價為零」的

股票選擇權。學者進而質疑：當傳統（價平）股票選擇權已遭到詬病

造成經營者平白獲取與經營績效無關的意外之財時，把執行價降為零

恐怕只會讓經營者不勞而獲的情況更為糟糕168！ 

  或有認為，透過 RSAs 的架構將可限制經營者在一段期間內不得

出售持股，使經營者專注於企業的長期價值，從而避免授予傳統股票

選擇權因經營者執行權利後可隨時出脫持股所誘發的短線投機行為。

惟理論上而言，股票選擇權計畫如經過適當設計，就經營者任意出售

持股的自由加以限制，亦可發揮相同的機能，且不致於如同 RSAs 般

產生太多意外之財。學者特別強調，權益報酬有兩大面向不容混淆：

首先是權益報酬的「持有期間」（holding period）─亦即將權益報酬

「兌現」（cashing out，就股票選擇權而言係指執行權利及出售持股）

之前的等待期間，此期間愈長，愈能夠讓經營者將目光放在創造企業

                                                      
168

 Lucian Arye Bebchuk & Jesse M. Fried, supra note 122, at 171. 簡言之，在股票市場大好時，

RSAs 可能會讓表現遜於同業的經營者獲取更多意外之財。再者，既得期間屆滿時若股價已跌破

執行價（授予日股價），股票選擇權固然將因成為價外選擇權而無價值可言，但 RSAs 卻仍具備

一定價值，而可能讓毫無建樹的經營者平白賺取一筆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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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價值之上；至於另一個截然不同的面向則是經營者自權益工具

（equity instrument）可獲得的報償（payoff）如何決定。要將經營者

的報償與權益工具的長期價值綁在一起，不需要使用「執行價為零」

的股票選擇權（即限制性股票），一般的股票選擇權計畫（執行價為

正數）只要在權利既得後某段期間內繼續限制經營者不得出脫持股

（unloading），即可達到同樣目的169。 

  不可諱言，當股票市場因大環境不佳或特定產業景氣榮枯等因素

走跌時，傳統的股票選擇權可能會淪為毫無價值的價外選擇權，使得

經營者受到與個人績效無關的因素拖累、懲罰。相對地，限制性股票

在空頭市場時依然能賦予經營者一定價值，並持續提供其正面誘因，

惟其代價不菲。舉例來說，設某公司股價為美金 100 元，三年後股價

跌破美金 100 元的機率為 20%，即經營者所持有的傳統股票選擇權

（執行價為美金 100 元）三年後有兩成機會變成廢紙。將股票選擇權

的執行價降為零─以限制性股票取代之─雖可確保三年後股價果真

跌破美金 100 元時經營者不至淪於一無所獲，其代價為：三年後股價

若未跌破美金 100 元（機率為 80%），公司即額外付出了美金 100 元

（股票選擇權的原本執行價）給予經營者，。 

  事實上，要避免股票選擇權受到外部因素影響的方式很多，例如

將執行價設定為與同產業類股指數連動調整的「指數型股票選擇權」

即具有相同作用，且對股東而言成本很可能更低。然而，對於經營者

而言，能夠傳遞更多價值的 RSAs 顯然更為誘人。總結來說，相較於

限制性股票的廣受歡迎，指數型或績效條件型等可濾除意外之財的

「改良式股票選擇權」卻往往乏人問津，兩者形成鮮明的對比。學者

指出，RSAs 的架構設計雖然可讓經營者在將權益報酬工具兌現之前

必須等待更長的期間，惟自報酬與績效連結的觀點來看，透過 RSAs

的包裝經營者亦有可能獲取更多與績效無關的報酬170。 

                                                      
169

 Id., at 172. 
170

 Id., at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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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Dodd-Frank 法案的改革措施：Say-on-Pay  

第一項 Dodd-Frank 法案概述 

  2008 年的金融海嘯，讓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屹立 158 年的巨人

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應聲倒下，幾大投資銀行也元氣大傷，

例如貝爾斯登（Bear Stearns）被摩根大通（J.P. Morgan）收購，美林

（Merrill Lynch）被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收購，而美國國際

集團（AIG）則一方面接受美國聯準會的紓困，一方面處分各國業務

斷尾求生。2009 年 6 月，美國現任總統巴拉克‧歐巴馬為弭平民怨

而提出金融監管改革方案，歷經各方角力，號稱 1929 年大蕭條以來

最全面的金融改革法案─《Dodd-Frank 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下稱

「Dodd-Frank 法案」）終於在 2010 年 7 月問世171。 

  評論家認為，對照限制銀行與證券混業經營的 1933 年銀行法案

（Banking Act of 1933，又稱為 Glass-Steagall Act），Dodd-Frank 法案

涵蓋層面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茲將其主要改革議題臚列如后172： 

一、 成立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 

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 

FSOC）係一統合性的監管機構，其成立目的在於解決過去

美國金融監理下多個各別金融監理單位所產生的事權空窗，

以及業者使用監理套利的狀況。既有的其他監管機構，例如

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CFTC）、美國 SEC 以及美國聯準會等，亦進行

職掌與功能上的強化。 

                                                      
171

 陳相儒，美國金融改革法案簡析，經濟日報，2010 年 7 月 28 日。Dodd-Frank 法案係以美國

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主席 Barney Frank 及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 Chris Dodd 命名。 
172

 以下內容摘要整理自陳相儒，前註文，以及高旭宏，持續的金融秩序重整─美國 Dodd-Frank

法案及我國金融機構所受到的影響，安永通訊，2012 年 12 月，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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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完整涵括所規範的金融機構 

FSOC 透過對增強有關大型、複雜金融機構的法規與監督的

嚴謹度來對資產管理人、結算與清算系統、銀行與銀行控股

公司、保險公司及避險基金與私募股權進行監理，其中避險

基金與私募股權尤為過去監管較弱之一環。 

三、 流動性與資本適足性的強化 

金融機構於「壞時機」中所展現的脆弱，突顯流動性與資本

適足性的不足，風險管理的強化在 Dodd-Frank 法案中已與

新巴賽爾資本協定（Basel II）靠攏。 

四、 OTC 的改革 

櫃台買賣交易（OTC）的不透明，使得監理機關與市場難以

評估未揭露與遭放大的風險，完整揭露衍生性金融商品資訊

以及成立清算中心為 Dodd-Frank 法案主要改革重點。 

五、 高階經理人報酬改革 

為邁向更完善的公司治理，使股東對高階經理人奨酬更具有

影響力，Dodd-Frank 法案賦予股東對高階經理人薪酬提供

建言之權，即所謂 Say-on-Pay 表決制度，期望透過此變革

引導高階經理人在穩健經營的考量角度下進行決策，避免因

短期績效而涉險。 

六、 要求大型金融機構提出退場方案 

為解決部分具系統性風險的大型金融機構「大到不能倒」、

「複雜到不能倒」的問題，Dodd-Frank 法案要求符合條件

的金融機構按預定時程提交俗稱「生前遺囑」（living will）

的債務清理計畫（Resolution Plan），即由各金融機構提出在

營運出現危機時「理論可行」的退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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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限制銀行的活動 

銀行自營交易與某些衍生性商品的合約使得銀行具有營運

角色矛盾的問題，並可能在損害客戶、股東與投資人的狀態

下承受過多風險，Dodd-Frank 法案限制商業銀行從事某些

投資業務，避免銀行有過高之曝險，以終極解決此矛盾。 

八、 提升法規與監督的嚴謹度 

要求證券化業務的發行人必須保留部分風險，同時強化評等

機構之獨立性與評等資訊之透明度，提供投資人透明且可靠

之投資機構資訊。 

九、 國際合作 

為使系統性風險的發生可能降到最低，必須透過國際間的交

流(如 G20)，使各國監理機關可以在既定框架中合作，並預

防系統性風險產生。 

十、 提落實客戶保護 

成立消費者保護機構(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Agency, 

CFPA)以因應日新月異的金融商品發行，從增加商品透明性、

公平性與資訊對等等方面來提升消費者權益。 

第二項 Say-on-Pay 表決制度介紹 

  應先說明者，早在 Dodd-Frank 法案問世前，美國實務上便存在

Say-on-Pay 表決，例如美國家庭人壽保險公司（AFLAC）在 2007 年

便自願將高階經理人薪酬提出於股東會進行表決，翌年該公司執行長

丹尼爾．阿莫斯（Daniel P. Amos）美金 1,196 萬元的報酬方案在股東

大會上更獲得超過 93%的贊成票173。海嘯時期由美國前任總統小布希

                                                      
173

 Aflac Investors Get a Say on Executive Pay, a First for a Publicly Traded U.S. Company, The New 

York Times, Business Day, May 6, 2008. Availabl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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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的《經濟穩定緊急法案》（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EESA）開始強制要求接受美國政府「問題資產救助計畫」（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 TARP）金援的金融機構必須在年度股東大會上

就高階經理人報酬方案單獨進行 Say-on-Pay 表決，且應持續至所獲

金援款項悉數償還予時為止174。據學者統計，在 2010 年約有 280 家

TARP 金融機構舉行了 Say-on-Pay 表決175。 

  Dodd-Frank 法案進一步將 Say-on-Pay 表決制度的強制適用範疇

擴及於一般公開公司，Dodd-Frank 法案第 951 條修正了美國 1934 年

證券交易法（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第 14 條，增列了

第 14 條第 A 項176，美國 SEC 隨後亦修正了 Rule 14a、Regulation S-K 

                                                                                                                                                        
http://www.nytimes.com/2008/05/06/business/06pay.html?_r=0. 
174

 SEC Implements Say-On-Pay Requirements for TARP Recipients, Ballard Spahr LLP., January 20,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ballardspahr.com/alertspublications/legalalerts/2010-01-20_secimplementssayonpay.aspx. 
175

 Randall S. Thomas, Alan R. Palmiter & James F. Cotter (2012), Dodd-Frank's Say on Pay: Will it 

Lead to a Greater Role for Shareholder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Cornell Law Review, Vol. 97, at 

1223.  
176

 Dodd-Frank 法案條文節錄如下： 

SEC. 951. SHAREHOLDER VOTE ON EXECUTIVE COMPENSATION DISCLOSURES.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15 U.S.C. 78a et seq.) is amended by inserting after section 14 

(15 U.S.C. 78n) the following: 

“SEC. 14A. SHAREHOLDER APPROVAL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 SEPARATE RESOLUTION REQUIRED.— 

(1) IN GENERAL.— 

Not less frequently than once every 3 years, a proxy or consent or authorization for an annual or 

other meeting of the shareholders for which the proxy solicitation rules of the Commission require 

compensation disclosure shall include a separate resolution subject to shareholder vote to approve 

the compensation of executives, as disclosed pursuant to section 229.402 of title 17,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or any successor thereto. 

(2) FREQUENCY OF VOTE.— 

Not less frequently than once every 6 years, a proxy or consent or authorization for an annual or 

other meeting of the shareholders for which the proxy solicitation rules of the Commission require 

compensation disclosure shall include a separate resolution subject to shareholder vote to determine 

whether votes on the resolutions required under paragraph (1) will occur every 1, 2, or 3 years. 

(3) EFFECTIVE DATE.— 

The proxy or consent or authorization for the first annual or other meeting of the shareholders 

occurring after the end of the 6-month period beginning on the date of enactment of this section 

shall include— 

(A) the resolution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 and 

(B) a separate resolution subject to shareholder vote to determine whether votes on the resolutions 

required under paragraph (1) will occur every 1, 2, or 3 years. 

(b) SHAREHOLDER APPROVAL OF GOLDEN PARACHUTE COMPENSATION.— 

(1) DISCLOSURE.— 

In any proxy or consent solicitation material (the solicitation of which is subject to the rules of the 

Commission pursuant to subsection (a)) for a meeting of the shareholders occurring after the end of 

the 6-month period beginning on the date of enactment of this section, at which shareholders are 

asked to approve an acquisition, merger, consolidation, or proposed sale or other disposition of all 

http://www.nytimes.com/2008/05/06/business/06pay.html?_r=0
http://www.ballardspahr.com/alertspublications/legalalerts/2010-01-20_secimplementssayonpa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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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402、Form 8-K、Regulation M-A Item 1011 等相關細部規則177，

整套制度於焉正式上路。 

  簡單來說，依據新法規定，受到委託書規則規範的公開公司應將

該公司之執行長、財務長及至少另外三名薪酬最高的經理人（即所謂

「列名經理人」，named executive officers）的報酬方案提出於股東會

單獨接受股東們的建議性投票，且此項建議性投票應至少每三年舉辦

一次。至於 Say-on-Pay 表決的具體議案文字則並無一定格式要求，

單純提請股東們同意列名經理人的報酬方案亦無不可。例如：茲同意

本公司支付予列名經理人的報酬，詳如依據 Regulation S-K Item 402

揭露之內容，包含報酬之議論與分析（Compensation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CD&A）、各項報酬表格（compensation tables）以及敘述性

                                                                                                                                                        
or substantially all the assets of an issuer, the person making such solicitation shall disclose in the 

proxy or consent solicitation material, in a clear and simple form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s to 

be promulgated by the Commission, any agreements or understandings that such person has with 

any named executive officers of such issuer (or of the acquiring issuer, if such issuer is not the 

acquiring issuer) concerning any type of compensation (whether present, deferred, or contingent) 

that is based on or otherwise relates to the acquisition, merger, consolidation, sale, or other 

disposition of all or substantially all of the assets of the issuer and the aggregate total of all such 

compensation that may (and the conditions upon which it may) be paid or become payable to or on 

behalf of such executive officer. 

(2) SHAREHOLDER APPROVAL.— 

Any proxy or consent or authorization relating to the proxy or consent solicitation material 

containing the disclosure required by paragraph (1) shall include a separate resolution subject to 

shareholder vote to approve such agreements or understandings and compensation as disclosed, 

unless such agreements or understandings have been subject to a shareholder vote under subsection 

(a). 

(c) RULE OF CONSTRUCTION.— 

The shareholder vote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s (a) and (b) shall not be binding on the issuer or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an issuer, and may not be construed— 

(1) as overruling a decision by such issuer or board of directors; 

(2) to create or imply any change to the fiduciary duties of such issuer or board of directors; 

(3) to create or imply any additional fiduciary duties for such issuer or board of directors; or 

(4) to restrict or limit the ability of shareholders to make proposals for inclusion in proxy materials 

related to executive compensation. 

(d) DISCLOSURE OF VOTES.— 

Every institutional investment manager subject to section 13(f) shall report at least annually how 

it voted on any shareholder vote pursuant to subsections (a) and (b), unless such vote is 

otherwise required to be reported publicly by rule or regulation of the Commission. 

(e) EXEMPTION.— 

The Commission may, by rule or order, exempt an issuer or class of issuers from the 

requirement under subsection (a) or (b).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o make an exemption under 

this subsection, the Commission shall take into account, among other considerations, whether 

the requirements under subsections (a) and (b) disproportionately burdens small issuers.’’ 
177

 詳細修正內容請參考 SEC Final Rule，網址：http://www.sec.gov/rules/final/2011/33-9178.pdf. 

http://www.sec.gov/rules/final/2011/33-917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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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論（narrative discussion）178。其中 CD&A 主要係說明報酬方案

的重要組成元素，俾使股東能對公司的報酬政策有所瞭解。至於表格

部分則包含：簡式報酬總表（Summary compensation table）、計畫基

礎報酬授予表（Grants of plan-based awards table）、前一會計年度尚未

行使之權益報酬表（Outstanding equity awards at fiscal year-end table）、

選擇權行使及已既得股票表（Option exercises and stock vested table）、

退休利益表（Pension benefits）、不適格遞延報酬表（Nonqualified 

defined contribution
 
and other nonqualified deferred compensation plans）、

以及董事報酬（Compensation of directors）等179。 

  其次，新法要求公司將 Say-on-Pay 表決的舉辦頻率（每年一次、

每兩年一次或每三年一次）提出於股東會，由股東們投票決定。此項

決定 Say-on-Pay 表決舉辦頻率的投票（Frequency Votes）亦屬於不具

拘束力的建議性投票，且至少應每六年舉辦一次。 

  此外，針對企業併購實務上最惹人非議的「黃金降落傘」，新法

則要求委託書徵求人揭露其與目標公司或併購公司列名經理人之間

基於或相關於該併購案之任何形式報酬之一切協議或共識，該等協議

或共識除已包含於 Say-on-Pay 表決內容中者外，亦應由股東會對之

單獨進行建議性投票180。依據 SEC Regulation S-K Item 402(t)，列名

經理人報酬資訊的揭露方式須以簡單明瞭的敘述性文字及表格為之

（參見表三）；又依據 SEC Regulation M-A Item 1011(b)，當公司進行

私有化交易（Going Private Transactions）或遭到第三方公開收購時，

亦應依前述方式揭露列名經理人基於或相關於該私有化交易或公開

收購案之任何形式報酬之一切協議或共識181。 

                                                      
178

 U.S. SEC Office of Investor Education and Advocacy, Investor Bulletin: Say-on-Pay and Golden 

Parachute Votes. Available at: http://www.sec.gov/investor/alerts/sayonpay.pdf.  
179

 關於美國 SEC Regulation S-K Item 402 內容及各項表格的詳盡介紹，參閱徐彩芳，註 10 文，

頁 91－103，本文不予贅述。為便於讀者瞭解 CD&A 內容，謹將美國 Google 公司 2013 年 Proxy 

Statemant 當中 CD&A 部分摘錄如文末附件，請讀者參考。 
180

 See supra note 178. 
181

 SEC Regulation M-A 條文節錄如下： 

§ 229.1011 (Item 1011) Additional information. 

http://www.sec.gov/investor/alerts/sayonpa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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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Regulation S-K Item 402(t) 釋例 

GOLDEN PARACHUTE COMPENSATION 

Name 

 

Cash 

 

Equity 

 

Pension 

/NQDC 

Perquisites 

/benefits 

Tax 

Reimburse

ment 

Other 

 

Total 

 

(a) (b) (c) (d) (e) (f) (g) (h) 

PEO 

       PFO 

       A 

       B 

       C 

       
(a) The name of the named executive officer; 

(b) The aggregate dollar value of any cash severance paymen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ayments of base salary, bonus, and pro-rated non-equity incentive compensation plan 

payments; 

(c) The aggregate dollar value of: 

(A) Stock awards for which vesting would be accelerated; 

(B)  In-the-money option awards for which vesting would be accelerated; and 

(C)  Payments in cancellation of stock and option awards; 

(d) The aggregate dollar value of pension and nonqualified deferred compensation benefit 

enhancements; 

(e) The aggregate dollar value of perquisites and other personal benefits or property, and 

health care and welfare benefits; 

(f) The aggregate dollar value of any tax reimbursements; 

(g) The aggregate dollar value of any other compensation that is based on or otherwise relates 

to the transaction not properly reported in columns (b) through (f) and 

(h) The aggregate dollar value of the sum of all amounts reported in columns (b) through (g). 

來源：本文整裡自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網站 

                                                                                                                                                        
(b) Furnish the information required by Item 402(t)(2) and (3) of this part (§ 229.402(t)(2) and (3)) and 

in the tabular format set forth in Item 402(t)(1) of this part (§ 229.402(t)(1)) with respect to each 

named executive officer 

(1) Of the subject company in a Rule 13e-3 transaction; or 

(2) Of the issuer whose securities are the subject of a third-party tender offer, regarding any agreement 

or understanding, whether written or unwritten, between such named executive officer and the 

subject company, issuer, bidder, or the acquiring company, as applicable, concerning any type of 

compensation, whether present, deferred or contingent, that is based upon or otherwise relates to the 

Rule 13e-3 transaction or third-party tender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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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決結果的資訊揭露方面，新法要求公司應自股東會完成日起

4 個營業日內揭露 Say-on-Pay 表決的初步投票結果，且應在投票結果

確定後 4 個營業日內另行揭露該確定結果，而揭露方式則是透過填具

Form 8K 向美國 SEC 進行申報。此外，新法還新增了兩項應揭露的

資訊：其一是要求公司必須在 CD&A 當中說明其報酬政策是否已將

最近期的 Say-on-Pay 表決結果納入考量，若是，尚必須說明其如何

納入考量；其二是要求公司應以 Form 8K 揭露將來 Say-on-Pay 表決

的舉辦頻率，此項揭露應在股東會後 150 日內為之，惟至遲不得晚於

翌年度股東會之股東提案截止日前 60 日182。 

   自 2011 年 1 月 21 日開始，受到委託書規則規範的公開公司即應

強制適用 Say-on-Pay 表決新制，惟公眾流通股數價值（public float）

低於美金 7,500 萬元的小型公開公司則將順延 2 年，自 2013 年 1 月

21 日始開始適用，至於黃金降落傘的建議性投票則適用於自 2011 年

4 月 25 日起提出申報的併購案件183。 

第三項 學界對於 Say-on-Pay 的正反意見 

  雖然 Say-on-Pay 表決只是不具拘束力的建議性投票，美國學界

在 Dodd-Frank 法案問世之前卻普遍地認為其將改變股東在公司治理

架構中的角色定位。惟隨著意識形態的不同，學者之間的看法可說是

天差地遠。有學者悲觀地感嘆股東行動主義（shareholder activism）

的興起，認為 Say-on-Pay 表決將對董事會中心主義（board centrism）

所追求的效率造成侵蝕；亦有提倡股東優先（shareholder primacy）

的學者大力肯定 Say-on-Pay 表決制度，認為此乃公司治理邁向正軌

的一步。以下謹將相關爭論正反意見摘述如后184： 

                                                      
182

 See supra note 178. 
183

 SEC Adopts Rules for Say-on-Pay and Golden Parachute Compensation as Required Under 

Dodd-Frank Act,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January 25,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sec.gov/news/press/2011/2011-25.htm. 
184

 Randall S. Thomas, Alan R. Palmiter & James F. Cotter, supra note 175, at 1228.  

http://www.sec.gov/news/press/2011/2011-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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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改變公司的權力平衡？ 

Say-on-Pay 表決制度的支持者期盼其帶來更透明的資訊及

問責（accountability），認為 Say-on-Pay 表決制度將可協助

董事們克服心理上的障礙，使董事們能夠代表股東與經營者

就報酬方案進行更有效率的協商。然而，在懷疑論者的眼中

則看到聯邦法強制股東就經營者報酬進行投票，且無論此項

投票有無拘束力，其勢將打亂董事會股東會的權力平衡。 

亦有認為 Say-on-Pay 並不會將權力自董事會移至股東會，

反而可能轉移至 ISS等代理顧問公司（proxy advisory firms）
185，蓋代理顧問公司一方面提供企業公司治理事務的諮詢，

一方面又對企業進行評等。另有認為強制採用 Say-on-Pay

毫無必要性可言，因為股東們在董事選舉時透過對擔任薪酬

委員會成員的董事投下反對或棄權票，即可和經營者就報酬

方案進行「對話」186。 

二、 股東對 Say-on-Pay 興致索然？ 

Say-on-Pay 表決制度的支持者認為，股東將認真地做功課，

將有能力分辨設計不良的報酬方案，且有勇氣投下反對票。

若股東需要幫助，代理顧問公司亦可提供相關協助。批評者

則質疑股東並無能力分辨不同報酬方案的差異，並舉出英國

推動 Say-on-Pay 表決制度的經驗為佐證：英國在推行此項

表決制度的前六年，僅 8 家公司遭投票反對187。 

三、 增加代理顧問公司的影響力 ？ 

某些懷疑論者認為 Say-on-Pay 表決制度到頭來不過是增加

代理顧問公司的影響力罷了，機構投資人將盲目地遵從代理

                                                      
185

 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 ISS 是 Morgan Stanley 的關係企業，主要業務為提供投資人

投票建議，也提供公司治理方面的諮詢服務。ISS 網址：http://www.issgovernance.com/about。 
186

 Randall S. Thomas, Alan R. Palmiter & James F. Cotter, supra note 175, at 1229.  
187

 Id., at 1230.  

http://www.issgovernance.com/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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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公司的投票建議，而經營者則將受到股東的制肘，侵蝕

經營者的裁量權限。亦有批評者認為 ISS 的投票建議可能會

偏頗，蓋 ISS 既對股東提供報酬方案的投票建議，又對企業

提供報酬政策的諮詢服務。 

然而，一般認為 ISS 及其他代理顧問公司仍將發揮協助股東

整合與集體行使表決權的作用，且對於機構投資人而言尤其

如此。ISS 透過制訂並定期更新「最佳實務投票指引」（best 

practices voting guidelines）促使機構投資人積極採取行動。

若無 ISS 協調、整合，機構投資人將自行承擔研究投票策略

的成本，從而導致傳統集體行動問題。ISS 也扮演股東利益

代言人的角色，除替股東監督公司外，也提供股東關於投票

策略的建議188。 

四、 抑制過高的經營者報酬？ 

某些 Say-on-Pay 表決制度的倡議者預測此項表決制度對於

經營者報酬不斷向上盤旋的現象可發揮一定抑制作用，例如

美國州郡市受雇人員工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State, 

County and Municipal Employees, AFSCME）預期股東透過

Say-on-Pay 表決制度將可降低所謂「過高的」經營者報酬。

亦有學者預期董事們將因此更加留意「股東的聲音」，從而

可能嚇阻某些太過離譜的報酬方案。 

懷疑者則悲觀地認為 Say-on-Pay 表決制度無法抑制經營者

報酬繼續向上攀升，並舉英國推動 Say-on-Pay 表決制度的

經驗為佐證：英國在推行此項表決制度的前六年，股東幾乎

清一色投下贊成票，毫無跡象顯示英國經營者報酬不斷攀升

的現象因此受到控制189。。 

                                                      
188

 Id., at 1231-1232.  
189

 Id., at 1232-123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以限制性股票為重心 

98 
 

五、 強化報酬與績效的連結？ 

有學者認為藉由讓股東對經營者報酬進行建議性投票，股東

將可表達報酬方案的缺失（特別是報酬與績效連結性不佳）

及其對於報酬方案的觀點。批評者則對於報酬與績效連結性

不佳、退耦（decoupled）的前提予以駁斥，認為大多數美國

企業經營者的報酬都能與經營績效相稱190。 

第四項 Say-on-Pay 的初步實證 

  2011 年（即強制推動 Say-on-Pay 表決制度的第一年）的股東會

旺季，約有 2,200 家美國公開公司舉行了 Say-on-Pay 表決。依據 ISS

的研究報告，股東們對於既存報酬實務運作大多給予高度支持，

Say-on-Pay 議案平均獲得了高達 91.2%的贊成票。ISS 也訪問了投下

反對票的股東，部份股東認為投資人仍舊盲目地接受公司管理當局的

投票建議，在報酬議題上顯得太過軟弱。其次，僅有 37 家公司的

Say-on-Pay 議案未獲通過（佔比為 1.6%），理由大多是股東對於報酬

與績效的連結性有疑慮所致，例如其中有將近半數的公司三年來整體

投資報酬率為「負二位數」。其它招來反對的理由，尚有報酬方案的

包稅補貼（tax gross-up）、裁量性的現金紅利（discretionary bonuses）、

不適當的同業間比較（inappropriate peer benchmarking）等。 

  值得注意者為，依據美國學者的實證調查，第三方（例如 ISS）

所提供的投票建議在 Say-on-Pay 表決當中確實發揮了某種影響力。

初步資料顯示，在 Dodd-Frank 法案施行前的 Say-on-Pay 議案若遭到

ISS 提出負面投票建議，將流失大約 20%的贊成票；在 Dodd-Frank

法案施行後，雖有論者預期股東（尤其是機構投資人）將會反射性地

遵從 ISS 的投票建議，但以 2011 年的數據來看，ISS 建議投反對票的

Say-on-Pay 議案共 285 件，最後果真被股東會否決的議案僅 37 件，

                                                      
190

 Id., at 1232-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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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遭到 ISS 提出負面投票建議的 Say-on-Pay 議案，仍有近九成

獲得多數股東支持。惟相較於被 ISS 支持的議案，遭到 ISS 提出負面

投票建議的 Say-on-Pay 議案贊成票平均大約減少 25%。不意外地，

前述 37 家 Say-on-Pay 議案未獲通過的企業，清一色都遭到 ISS 提出

負面投票建議191。 

  整體而言，Say-on-Pay 表決結果與企業的投資報酬率及執行長的

報酬呈現正相關。以分層次方式進行揭露的企業（經理人先摘要說明

報酬實務運作方式，加上一般應揭露的報酬資訊內容）可獲得較多的

贊成票。此外，有許多遭到 ISS 提出負面投票建議的公司隨後修正了

原已揭露的報酬資訊內容，甚至改變原定的報酬實務運作方式，藉此

爭取更多股東支持192。學者認為，在 Dodd-Frank 法案施行後，雖然

股東們對於管理當局提出的 Say-on-Pay 議案仍給予高度支持，顯示

強制推動 Say-on-Pay 表決並未帶來太多實質改變，然而將經營者的

報酬付諸表決，讓股東們以表決票表達意見，確實對於公司管理當局

和股東之間的互動與對話帶來新的變化─股東們因此更加留意報酬

議題，經營者也因此更願意回應股東們的疑慮193。 

第五節 本章小結 

  經營者的報酬設計被認為是抑制代理成本的手段之一，為了調和

經營者與股東之間的利益分歧，以提供誘因機制為名的各種權益報酬

被企業大量採用，也促成經營者報酬金額水準節節攀升。與現金報酬

相比，權益報酬多半具有將費用向後遞延的效果，對於企業損益數字

                                                      
191

 Id., at 1255. 又幾乎每家 Say-on-Pay 表決遭否決的公司都有一套讓股東不滿的故事，例如五金

電動工具大廠 Stanley Black & Decker（由 Stanley Works 和 Black & Decker 合併而成）遭抨擊在

合併時與執行長簽約，授予其無條件的權益報酬（guaranteed equity awards）；石油鑽探廠 Nabors 

Industries 被詬病報酬與績效的連結不佳，且報酬金額遠超過同業團體中位數；筆電大廠 HP 素有

支付執行長鉅額離職金的紀錄，新任執行長的報酬方案同樣令人擔憂；其他如基金管理公司 Janus 

Capital Group、工程建築公司 Jacobs Engineering Group、家居建材廠 Masco 等也都有報酬與績效

連結性不佳的問題。 
192

 Id., at 1248-1252. 
193

 Id., at 1265-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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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現金流量的衝擊較小，且其迷人之處還有對未來增值的無限遐想，

及「兌現時」所得性質轉換享有的低稅負。相較於「抑制代理成本」

此一看似虛無飄渺的目標，上述種種好處顯得相當具體。股票選擇權

和限制性股票的起起落落，即說明會計和稅負因素對於權益報酬工具

的盛衰有著莫大影響。 

  然而，以權益報酬取代現金，意謂著經營者將因此承受股價波動

的風險，其也將要求更高的風險溢酬作為補貼。對於負責買單的股東

而言，此項額外的成本必須帶來效益，否則只是浪費。對此，常聽到

說法是：權益報酬可以讓報酬與績效連結（pay for the performance）。

的確，就此觀點來看，權益報酬中的股票選擇權過去雖然飽受罵名，

但經由適當的設計，理論上應可以濾除意外之財，讓經營者的報酬和

績效更加連結，創造股東和經營者的雙贏局面。反倒是近年再度受到

經營者和薪酬顧問青睞的限制性股票 RSAs，由於其不若股票選擇權

一般有「泡水」（淪為價外選擇權）的風險，且實務上多半又是無償

授予，公司股價漲跌只剩下決定報酬金額水準的功能，若未搭配其他

績效條件，只是單純隨著時間經過而既得，恐怕將坐實學者的批評，

而與「執行價為零」的股票選擇權無異。 

  實則，報酬工具本身並無絕對的優劣之分，端視使用者目的需求

為何來作相應的設計，這也就是權益報酬的「理想」和「現實」開始

偏離的分歧點。美國的經驗顯示，在真實世界裡，經營者報酬的決定

過程能否產生一份可濾除意外之財、讓報酬和績效更加連結、創造股

東和經營者雙贏的理想報酬方案，恐怕大有疑問。究其原因，仍不脫

代理這個老問題。由於各種經濟、社交以及心理等因素影響，股東的

代言人─董事們─往往無法和經營者就其報酬方案真正進行對等地

協商，再加上報酬金額是否「過高」事涉不同企業的風險取捨，難有

一體適用的客觀標準可循，許多與績效無關的報酬，便透過各種巧妙

名目的「偽裝」而支付予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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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來諷刺，被認為可用來解決代理問題、抑制代理成本的手段，

反而製造了更棘手的代理問題。最後的解決方案，似乎還是回到本人

也就是股東們的身上。回顧本章第二節提及的「經營者權力假說」，

其重要主張之一便是「憤慨成本」（outrage cost）的存在：外部股東

與媒體等外部人（outsiders）對於不合理的經營者報酬方案展現出的

憤慨，可能是制衡經營者權力的唯一方式。金融海嘯後 Dodd-Frank

法案趁著民氣可用所推動的強制 Say-on-Pay 表決制度，似也佐證了

憤慨成本的存在。Say-on-Pay 表決制度提供股東們以選票表示意見的

機會，讓原先對於經營者報酬議題漠不關心的股東們重新燃起興趣，

也有了固定的發聲管道，而初步實證結果顯示，這些所謂無拘束力的

「建議性投票」給公司管理當局帶來了一定壓力，促使其等更積極地

揭露報酬資訊、為報酬政策辯護以回應股東們的疑慮，在某些案例中

甚至修正了原來的報酬政策。此項新趨勢值得吾人繼續關注。 

  鏡頭拉回我國，我國共計 1,488 家上市櫃公司當中，便有 467 家

總經理及董事長由同一人兼任，佔比約 31.4%
194，董事兼任經理人的

情況則更為普遍。由於「決策管理」與「決策控制」高度重疊，期待

董事會就經營者報酬嚴格把關似乎有些不切實際195。近年主管機關雖

大力推動獨立董事、薪酬委員會等制度，惟在我國以家族企業為主、

普遍存在控制股東的企業型態中，獨立董事、外部獨立專家還能剩下

多少獨立性？又有何誘因與身兼大股東的經營者對抗？有無可能比

在美國運作得更好（薪酬委員會在美國顯然是失靈的，方才有 2010

年 Dodd-Frank 法案的改革）？已然令人懷疑。又，美國的 Say-on-Pay

表決制度是否能解決我國的問題？考量我國企業特殊的股權結構及

淺碟型的資本市場，答案似已不言可喻。 

  

                                                      
194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司治理專區。 
195

 實則，我國董事角色定位不但曖昧不明，且就 2011 年而言，「公司年度稅後虧損董監事酬金

總額或平均每位董監事酬金卻增加」的上市櫃公司便有 102 家，即董事本身的報酬即經常與績效

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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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法制概觀與實務分析 

第一節 概說 

  我國限制性股票制度（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正式推行近一年半，

實務上採用此項新獎酬工具的情況卻似乎不如預期中踴躍。依據本文

自公開資訊觀測站蒐集之資料，僅 25 家公司已經實際發行了限制性

股票。惟在極有限的實際案例當中，似乎已可發掘出一些值得思索的

議題，對照本文前一章節介紹的「美國經驗」，應可提供關注此議題

的研究者不同的思考方向。 

  本章首先將就我國限制性股票制度相關法令作一概要式的整理，

其次將就目前已實際發行限制性股票的實務案例進行統整分析，包含

發行公司的控制權型態、重要發行條件及授予對象等，使理論與實務

能相互結合、印證。 

第二節 我國限制性股票制度概觀 

第一項 法源及相關規定 

  我國限制性股票制度的法源依據來自公司法，按公司法第 267 條

第 8 項規定：「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者，不適

用第一項至第六項之規定，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

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即必須為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始能「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條

一則將限制性股票制度適用主體限於公開發行公司，一則將股份來源

限於新股發行，不含老股（庫藏股）。惟限制性股票制度既是僅公開

發行公司方有適用餘地之制度，為何不在證券交易法當中進行規範？

令人不解。而同條第 10 項規定：「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依前二項規定

發行新股者，其發行數量、發行價格、發行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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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證券主管機關定之。」又頗為突兀地以公司法授權（要求）「證券

主管機關」就整個制度的實質內容訂定子法，公司法主管機關經濟部

商業司和證券交易法主管機關金管會對此是否有特殊考量，外界不得

而知，但此種「奇特」的立法體例是否會造成將來法條適用有疑義時

有權解釋機關不明、互踢皮球的問題，不無疑問。 

  無論如何，金管會終究還是依照公司法的授權，增修了《發行人

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下稱「募發準則」）相關條文，整個

限制性股票制度於焉始告完成。茲將金管會兩度修正募發準則其中與

限制性股票制度有關之內容綱要臚列如后196： 

一、 金管證發字第 1010005435 號令： 

1、 配合新增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相關規定，酌作章名修正。（修

正募發準則第四章章名） 

2、 定義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並明定發行人得依發行辦法之約定

收回或收買已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不受公司法第 167

條第 1 項關於公司不得自將股份收回或收買規定之限制。

（修正條文第 60 條之 1） 

3、 依公司法第 267條第 8項及第 9項規定暨參照發行員工認股

權憑證相關規範，增訂發行人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決議

方式、申報書件及生效期間、發行辦法應記載事項及資訊公

開相關規範。（修正條文第 60 條之 2、第 60 條之 3、第 60

條之 4、第 60 條之 7） 

4、 參照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認股價格之規範，明定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之發行價格不受公司法第 140 條關於股票發行價格

不得低於票面金額規定之限制，另明定得無償配發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予員工。（修正條文第 60 條之 5） 

                                                      
196

 摘自金管會 101 年 2 月 20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10005435 號令修正總說明，及金管會 101 年 9

月 17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10042947 號令修正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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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止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總額過高，影響股東權益，及避

免股權有集中於少數經營階層之虞，爰針對發行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及員工認股權憑證可認股數進行限制。（修正條文第

51 條、第 56 條之 1、第 60 條之 6、第 60 條之 8、第 60 條

之 9） 

6、 新增規範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申報發行比照員工認股權憑

證，適用相同之得退回案件情形。（修正條文第 50 條） 

二、 金管證發字第 1010042947 號令： 

1、 公開發行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係員工獎酬工具選項

之一，其性質及目的與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類似，並無涉及

募資計畫效益評估及資金運用執行情形，尚無設立專戶存儲

之必要，爰將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納入排除專戶存儲規定

之項目。（修正條文第 9 條） 

2、 考量國內公司實際需求並參酌國外實務運作，並採行對單一

員工所給予員工認股權或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等所有獎勵措

施總量控管方式，爰刪除有關發行人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或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給予單一員工之數量，不得超過申報發行

總數百分之十限制之規定，並修正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或限

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單一認股權人得認購股數限制之規定，改

採累計方式計算。（修正條文第 51 條、第 56 條之 1、第 60

條之 6 及第 60 條之 9） 

  綜觀募發準則相關規定，金管會對於限制性股票制度的立法精神

仍秉持著逐步開放，並兼顧「興利」與「防弊」的兩大考量。興利的

措施包含：允許無償發行、由企業於發行辦法中明定相關之既得期間

及受限制權利，例如股票轉讓、投票權、參與股利分配權或取得配股

配息後是否受限制及得否收回等，在母法「發行新股」的框架之下，

給予企業充份自治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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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為「避免獎酬集中於少數經營階層」，遏止「肥貓」

產生，甫推出限制性股票制度時，也設置了防弊措施，包括：必須經

股東會特別決議、須先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授予對象如為經理人或

兼職員工的董事須提報薪酬委員會、發行新股須經董事會特別決議、

權益報酬發行總額限制、單一員工獲配權益報酬總量管制等，有論者

謂之為「六道審查機制」197。看似在限制性股票發行的程序與數量上

設置了嚴密的控管，惟實效如何仍待觀察。 

第二項 發行程序及應遵循事項 

  綜合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募發準則以及證券交易所、櫃買中心

和集保公司等證券周邊機構之相關規章辦法，茲就我國法制下限制性

股票之發行程序及應遵循事項概述如后198： 

一、 審計委員會同意後由董事會決議提案 

依據募發準則第 60 條之 2 第 3 項，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應於股東會召集事由列舉下列事項：（一）發行總額；（二）

發行條件；（三）員工資格條件及得獲配或認購股數；（四）

辦理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必要理由；（五）可能費用化

金額、對公司 EPS 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益影響事項。

因事涉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係屬法定應經審計委員會同意

事項，故發行人設有審計委員會者，如擬發行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應先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先由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提交董事會，再經董事會決議作成

議案，提交股東會討論199。 

                                                      
197

 黃曉雯，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規範出爐，會計研究月刊第 318 期，2012 年 5 月，頁 68－69。 
198

 摘錄整理自陳怡靜，從美國看我國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法規制度，證交資料第 612 期，

2013 年 4 月，頁 46－48。 
199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第 1 項第 7 款：「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下列

事項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不適用第十四條之三規定：…

七、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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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股東會特別決議 

按公司法第 267 條第 8 項、第 9 項，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出席股東

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如出席股份總數不足前開定額，

得有代表已發行股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且如前述募發準則第 60 條之 2 第

3 項之規定，股東會召集事由應列舉發行總額、條件、員工

資格條件、發行必要理由、可能費用化之金額等事項，不得

以臨時動議提出。 

三、 向主管機關金管會申報 

按募發準則第 60 條之 3、第 60 條之 4，發行人應檢具「發

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申報書」連同附件（包含公開說明書）

向金管會申報，發行辦法應記載：（一）發行條件，含發行

價格、既得條件、發行股份種類及員工未符既得條件或繼承

時之處理方式；（二）發行總額；（三）員工資格條件；（四）

獲配或認購新股後未達既得條件前受限制權利；（五）其他

重要約定事項，包含股票信託保管等。經申報生效後，始得

發行新股。發行人如有募發準則第 50 條所列情事之一者，

金管會得予退件200。又依據募發準則第 60 條之 2 第 1 項，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得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次申報

辦理，但自申報生效通知到達日起逾一年未發行之餘額，如

仍須發行時應重行申報。 

                                                      
200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50 條：「發行人申報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及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本會得退回其案件： 

一、 最近連續二年有虧損者。但依其事業性質，須有較長準備期間或具有健全之營業計畫，確

能改善營利能力者，不在此限。 

二、 資產不足抵償債務者。 

三、 重大喪失債信情事，尚未了結或了結後尚未逾三年者。 

四、 對已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或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而有未履行發行及認股辦法約定事項之情事，

迄未改善或經改善後尚未滿三年者。 

五、 其他本會為保護公益認為有必要者。」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經營者權益報酬的理論與實務初探 

107 
 

此外，依《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

準則》規定，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公開說明書之封面應刊

印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發行種類、股數、金額及發行條

件（第 3 條）；且公司概況項下應記載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

理情形（第 6 條），包含申報生效日期、發行日期、已發行

股數、可發行股數、發行價格、既得條件、受限制權利、保

管情形、未達既得條件之處理方式、已收回或買回股數、已

解除限制權利股數、未解除限制權利股數、未解除限制權利

股數佔已發行股份總數比率及對股東權益影響，及累積至公

開說明書刊印日止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經理人與前十

大員工之姓名、取得情形（第 16 條）；且應揭露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之發行辦法（第 24 條）。另外，發行人得逕以簡式公

開說明書交付認股人或應募人（第 34 條第 2 項） 

四、 經董事會特別決議實際發行新股 

按公司法第 266 條第 2 項，股東會就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作成決議，經向金管會申報生效後，於發行人章程所定股份

總數範圍內，應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出席董事

過半數之同意決議，始能實際發行新股。此外，發行人如為

上市櫃或興櫃公司，且授予對象為兼有員工身分之經理人或

董事者，應另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6 及發行人薪資報酬

委員會組織規章等規定，提報薪資報酬委員會決議對其發給

之比例後，始提交董事會通過201。 

五、 向經濟部商業司申請發行新股登記 

發行人經董事會決議實際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應依

《公司之登記及認許辦法》辦理發行新股登記，並參照發行

                                                      
201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6：「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設置

薪資報酬委員會；其成員專業資格、所定職權之行使及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前項

薪資報酬應包括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薪資、股票選擇權與其他具有實質獎勵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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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之規定辦理，應檢附文件：申請書、向金管會申報之核

准文件、董事會議事錄及簽到簿、會計師資本額查核報告書

及其附件、委託會計師簽證之委託書、變更登記表。如涉及

提高章定資本總額而須修正章程者，應加附股東會議事錄、

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公司章程。依法應先經主管機關許可

或核准者，應檢附許可或核准文件影本，無則免送202。 

六、 集中保管及結算程序 

我國法令雖未強制限制型股票之保管應採信託方式，但參考

國外實務運作，乃透過信託保管方式確保公司可依發行計畫

執行收回或收買未既得之股票。目前我國公告發行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公司之發行辦法，亦皆採信託保管方式為之。考量

各公司限制型股票之受限制條件不同，故保管作業由發行人

自行管理，由發行人向集保公司申請，將股票交付至發行人

一般保管帳戶之員工名義項下。採信託保管者，受託人應依

限制權利（如表決權、股利分配權等）類別開立信託專戶，

分別編製信託分戶編號開立信託保管專戶，戶名應載明該帳

戶受限制權利之意旨，例如集合帳戶之戶名「○○（受託人）

受託保管○○公司員工有（無）表決權，有（無）股利分配

權之限制型股票信託專戶」、員工個別帳戶之戶名「○○（受

託人）受託保管○○公司○○員工有（無）表決權，有（無）

股利分配權之限制型股票信託專戶」。發行限制型股票後，

員工應提示證券存摺、填具申請書及相關文件，向股務單位

申請將股票撥轉入信託專戶，股票由發行人一般保管帳戶撥

轉至相關信託專戶後，註記「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並依限

制期間由集保公司循其「限制轉讓」作業機制控管該等股票

不得轉帳、設質等203。 

                                                      
202

 經濟部 101 年 8 月 6 日經商字第 10102426120 號函。 
203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帳簿劃撥作業說明，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2012 年 8 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經營者權益報酬的理論與實務初探 

109 
 

七、 上市櫃及興櫃公司之掛牌程序 

發行人如屬上市櫃或興櫃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仍應

遵循一般增資發行新股之程序，於完成增資程序後，向證券

交易所、櫃買中心辦理上市櫃或興櫃掛牌，而證券交易所、

櫃買中心亦已配合修正「增資新股上市申報書」、「增資新股

股款繳納憑證櫃檯買賣申請書」相關欄位。發行人發行新股

如屬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者，於上開申請書「新股權利義務」

欄位應勾選載明其股份權利於達成既得條件後始與原發行

股份相同之選項。是以，限制員工權利新股雖然已完成申報

上市櫃或興櫃程序，仍不得於集中交易市場買賣。 

八、 資訊公開 

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

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 2 條第 1 項第 11 款以及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對有價證券上櫃公

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 2條第 1項第 11款，

董事會決議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係屬上市櫃公司之重大

訊息，發行人應於事實發生日起次一營業日交易時間開始前

將該訊息內容或說明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按募發準則第 60 條之 7，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向金管會

申報生效後，應於申報生效到達日次日，公告發行辦法主要

內容，且應併同公告對股東權益可能稀釋情形（第 1 項）。

新股發行日次日發行人應將發行情況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 2 項）。員工達成既得條件時次日發行人應將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之解除限制情況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第 3 項）。

發行人依募發準則第 60 條之 1 第 2 項收回或收買已發行之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應於收回或收買股份次日將收回或收買

情況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第 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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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規定，年報募資

情形項下應記載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理情形（第 7 條），其

內容包含至年報刊印日止之辦理情形及對股東權益之影響，

以及累積至年報刊印日止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經理人

及取得股數前十大之員工姓名及取得情形（第 15 條）。 

第三節 實務發行現況分析 

第一項 資料範圍 

  據本文蒐集自公開資訊觀測站之資料，截至 2012 年 12 月為止，

已有 43 家上市櫃公司公告擬發行限制性股票，其中已向金管會申報

生效者有 27 家，已實際發行者有 25 家，分別為：2351 順德、2448

晶電、2449 京元電、3006 晶豪科技、3014 聯陽、3041 揚智、3481

群創光電、3561 昇陽科、3576 新日光、3599 旺能、4938 和碩、8101

華冠通訊、8199 廣鎵、3227 原相、3234 光環、3289 宜特科技、3362

先進光電、3498 陽程科技、3555 擎泰科技、4128 中天生技、5351 鈺

創科技、6138 茂達電子、6147 頎邦科技、6237 驊訊、6244 茂迪等。

上開「已實際發行」的 25 家公司在產業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半導體及

光電業（分別為 11 家、8 家）204，餘則散見電腦及週邊設備、通信

網路、其他電子及生技醫療業（各產業佔比參見圖五）。此外，上開

「已實際發行」的 25 家公司當中，有超過半數在 2012 年為稅後淨損

（13 家，光電業即佔 7 家）205。 

                                                      
204

 該 25 家公司所屬產業分別為： 

半導體：順德、京元電、晶豪科技、聯陽、揚智、原相、擎泰科技、鈺創科技、茂達電子、頎邦

科技、驊訊。 

光電：晶電、群創光電、昇陽科、新日光、旺能、廣鎵、先進光電、茂迪。 

電腦及週邊設備：和碩。 

通信網路：華冠通訊、光環。 

其他電子：宜特科技、陽程科技。 

生技醫療：中天生技。 
205

 各虧損公司 2012 年 EPS：晶電：-1.3 元、群創光電：-3.91 元、昇陽科：-6.35 元、新日光：

-9.69 元、旺能：-7.31 元、廣鎵：-2.23 元（至 2012 年第三季為止）、茂迪：-11.52 元（以上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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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限制性股票實際發行公司產業分布比例 

來源：本文繪製 

  值得一提者，上開「已實際發行」的 25 家公司之中，廣鎵已被

晶電透過股份轉換之方式收購為全資子公司，而旺能則是遭到新日光

合併而消滅。該二公司甫發行限制性股票未久，即面臨被收購、合併

的命運，此與限制性股票所預想之目的功能（提供經營者長期誘因）

相對照，似乎有些說不出的怪異。 

  至於該二公司前此已發行的限制性股票又該如何處理？就廣鎵

而言，依據公開資訊觀測站由晶電所公告之資料（廣鎵已不繼續公開

發行），似乎並未在換股前由廣鎵先行收回，而是由晶電「因股份轉

換而繼受之」206，此外，依據經濟部函釋，晶電因股份轉換所發行之

新股「與公司法第 267 條第 8 項無涉」207，亦即屬於不受轉讓限制、

                                                                                                                                                        
光電業）、晶豪科技：-0.68 元、擎泰科技：-14.94 元、鈺創科技：-1.14 元、華冠通訊：-1.16 元、

中天生技：-0.1 元、驊訊：-1.25 元。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206

 晶電在 2012 年 11 月 13 日於公開資訊觀測站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專區公告：「晶元光電因與廣

鎵光電股份轉換，繼受其 101 年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207

 經濟部 102 年 1 月 7 日經商字第 10102446300 號函：「甲公司發行員工限制型新股，甲公司員

44% 

32% 

4% 

8% 

8% 
4% 

半導體 光電 電腦及週邊 通信網路 其他電子 生技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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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既得條件的一般普通股。次就旺能而言，依據新日光所公告之資料

（旺能亦已不繼續公開發行），旺能似已註銷部分限制性股票，導致

雙方因此調整了合併換股比例208。 

第二項 分析項目說明 

  本文將以前述「已實際發行」的 25 家公司作為分析對象，分析

項目包含發行公司的控制權型態、發行必要理由、發行價格、重要發

行條件（員工資格、權利限制、既得條件）及授予對象等。其中有關

控制權型態方面，係以台灣經濟新報 TEJ 資料庫所載資料為據，分為

單一家族主導、公股主導、專業經理人治理、共治型態等四類；而就

發行必要理由、發行價格、重要發行條件等方面，係摘自分析對象於

公開資訊觀測站「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專區」所申報公告之發行辦法；

至於授予對象方面，則係整理自分析對象 2012 年之年報，且僅就具

董事、董事長或前十大股東等特殊身分之經理人方予列名。 

第三項 分析結果彙總 

第一款 控制權型態 

  分析對象之控制權型態，主要可分為「單一家族主導」及「專業

經理人治理」兩類（分別為 7 家、16 家）209，餘皆屬「共治型態」，

並無「公股主導」此一類型（佔比參見圖六）。 

                                                                                                                                                        
工係合法取得該限制型股票，嗣後因甲、乙公司進行股份轉換，甲公司員工因而改持有乙公司股

票，甲公司員工係以甲公司股東之身分取得乙公司之股票，尚非由乙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給甲公司員工，故與公司法第 267 條第 8 項規定無涉。」 
208

 新日光在 2013 年 4 月 19 日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重大訊息：「因旺能註銷部分 101 年度發行

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致轉換股數發生變動，依原定之合併對價，每 1 股旺能普通股，換發 0.7350 

股本公司增資發行普通股，合併增資發行新股由 168,675,820 股調整為 168,507,504 股。」 
209

 分析對象之控制權型態分別為： 

單一家族主導：順德、群創光電、旺能、華冠通訊、擎泰科技、中天生技、頎邦科技。 

專業經理人治理：晶電、京元電、晶豪科技、聯陽、揚智、昇陽科、新日光、和碩、廣鎵、原相、

光環、宜特科技、鈺創科技、茂達電子、驊訊、茂迪。 

共治型態：先進光電、陽程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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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限制性股票實際發行公司控制權型態分布比例 

來源：本文繪製 

第二款 發行必要理由 

  依據公開資訊觀測站之資訊，分析對象發行限制性股票之「必要

理由」可說是千篇一律，諸如「為吸引及留任公司所需之專業人才，

並提高員工對公司向心力及歸屬感，以增加競爭力共同創造公司及股

東最大利益。」等空洞、制式化的文字重覆不斷地出現。總之，不脫

「吸引及留任人才」及「提升員工向心力」兩大目的。 

第三款 發行價格 

  分析對象當中，共有 17 家公司為無償發行（即發行價格為零，

佔比 68%），其餘 8 家公司皆為有償折價發行（即發行價格大於零，

惟低於授予日公平市價，佔比 32%）210。 

                                                      
210

 分析對象之發行價格分別為： 

64% 

28% 

8% 

專業經理人治理 單一家族主導 共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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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重要發行條件 

  茲將分析對象所發行限制性股票之員工資格、權利限制以及既得

條件等重要發行條件整理如表四： 

表四：限制性股票實際發行公司重要發行條件一覽 

公司名稱 員工資格 權利限制 既得條件 

順德 全職正式員工且為公

司營運相關之重點人

才為限。 

參照個別員工職務、

職等及對公司營運與

績效貢獻度，由董事

長考量公司營運狀況

及目標達成情形，核

定認股人名單及數量

後，報經董事會決議

後認定之。 

Ｘ處分權 

Ｏ表決權 

Ｏ分配權 

交付信託保管 

依據公司財務績效、

員工工作績效和員工

服務年資等條件同時

達成為既得條件。 

公司財務績效：依 100

年稅前淨利為指標，

101 年及 102 年稅前

淨利平均數需較 100

年成長百分之三十

(含)以上。 

員工工作績效：101

年及 102 年兩年度按

公司績效考核辦法之

績效考核結果其中一

年度至少需為甲等

(含)以上。 

員工服務年資：員工

認購股票後 (即本次

增資基準日起算 )須

在職服務滿二年。 

晶電 以正式編制內之全職

員工為限。 

實際得被給予之員工

及其得獲配股份數

量，將參酌年資、職

等、職務、工作績效、

Ｘ處分權 

Ｏ表決權 

Ｏ分配權 

交付信託保管 

現金股息、股票股利

依據公司整體財務績

效及個人績效評核指

標（考核結果 A 等以

上）： 

第一年最高既得 30% 

                                                                                                                                                        
無償發行：晶電、晶豪科技、揚智、新日光、旺能、華冠通訊、廣鎵、原相、光環、宜特科技、

先進光電、陽程科技、中天生技、鈺創科技、茂達電子、頎邦科技、驊訊。 

折價發行：順德：10 元、京元電：6 元、聯陽：10 元、群創光電：不逾發行日前一日收盤價 50%、

昇陽科：5 元、和碩：10 元、擎泰科技：20 元、茂迪：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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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員工資格 權利限制 既得條件 

整體貢獻、特殊功績

或其它管理上需參考

之條件等因素，由董

事長核定後，提報董

事會經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

超過二分之一同意。 

及受配資本公積現金

股票一併交付信託。 

股東會出席、提案、

發言、投票權等依信

託保管契約執行之。 

第二年最高既得 30% 

第三年最高既得 40% 

京元電 以全職正式員工為

限。 

實際得認股之員工及

其所得認購股份之數

量，將參酌工作績

效、整體貢獻或特殊

功績，由董事長核訂

後，提請董事會決議

之。 

Ｘ處分權 

Ｏ表決權 

Ｏ分配權 

交付信託保管 

服務年資與績效條件

皆達成者。 

於認購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期滿一年仍在本

公司任職，未曾有違

反本公司勞動契約、

工作規則或公司規定

等情事，且期滿日前

一年度本公司整體營

運成果與個人考績表

現均達本公司所訂之

目標績效，可既得股

份比例：50%。 

於認購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期滿二年仍在本

公司任職，未曾有違

反本公司勞動契約、

工作規則或公司規定

等情事，且期滿日前

一年度本公司整體營

運成果與個人考績表

現均達本公司所訂之

目標績效，可既得股

份比例：50%。 

晶豪科技 以正式編制內之全職

員工為限。 

實際獲配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之員工及其獲

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之數量，將參酌年

資、職等級、工作績

效、整體貢獻或特殊

Ｘ處分權 

Ｏ表決權 

Ｏ分配權 

交付信託保管 

員工自獲配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後，將按下

列時程及獲配股數之

比例取得受領新股之

權： 

獲配後任職屆滿 1

年：30% 

獲配後任職屆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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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員工資格 權利限制 既得條件 

功績等，由董事會核

訂。 

年：30% 

獲配後任職屆滿 3

年：40% 

聯陽 以本公司全職員工且

最近期績效評核優良

者為限。 

所有合於資格條件者

及其可受配認股單位

數，經公司參酌其資

歷貢獻等定之。 

Ｘ處分權 

Ｏ表決權 

Ｏ分配權 

交付信託保管 

員工須持續在職滿兩

年貢獻且績效優良，

並依服務守則比照薪

資保密規定善盡保密

責任。 

揚智 以正式編制之全職員

工為限。 

實際得獲配之員工及

數量，將參酌年資、

職級、績效表現、整

體貢獻，並考量公司

營運需求及業務發展

策略所需，由董事長

核訂後，提報董事會

決議。 

Ｘ處分權 

Ｏ表決權 

Ｏ分配權 

交付信託保管 

依下列個人留任年資

及年度績效考評皆達

成為既得條件。 

留任年資：於獲配限

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

日起在職期滿 3 年。 

年度績效考評：於獲

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發行日當年度起連續

6 次個人績效考核結

果均為甲等以上。 

可既得股份比例：

100%。 

群創光電 以授予當日已到職之

本公司正式編制全職

員工為限。 

實際得依本辦法認購

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之員工、方式及數

量，將參酌年資、職

務、職等、績效表現、

整體貢獻、特殊功績

或其它管理上需要之

條件等，並考量公司

營運需求及業務發展

策略所需，由董事長

核訂後，提報董事會

Ｘ處分權 

Ｘ表決權 

Ｘ分配權 

交付信託保管 

員工依本辦法認購限

制員工權利新股後，

自增資基準日起，於

下列各既得期限屆滿

仍在職，同時歷年皆

須符合年度個人績效

評核結果為 B或G等

第以上，且善盡服務

守則、未曾有違反公

司服務約定書及誠信

廉潔暨智慧財產權約

定書、工作規則、與

本公司間合約約定或

本公司規定等情事，

可分別達成既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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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員工資格 權利限制 既得條件 

決議。 之股份比例如下。 

屆滿一年：認購股數

之 20% 

屆滿二年：認購股數

之 40% 

屆滿三年：認購股數

之 40% 

昇陽科 以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授予日當日前已到職

之本公司全職正式員

工為限。 

實際被授予員工及可

獲得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之數量，將參酌年

資、職等、工作績效、

整體貢獻、特殊功績

或其他管理上需參考

之條件等因素，由董

事會核訂。 

Ｘ處分權 

Ｏ表決權 

Ｏ分配權 

交付信託保管 

股東會之提案、發

言、表決權、及其他

有關股東權益事項皆

委託信託保管機構代

為行使之。 

於獲配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期滿三年仍在本

公司任職且最近三年

考績均甲等(含)以上

者，既得 100%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 

 

 

新日光 以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授予日前已到職之本

公司之全職正式員工

為限。 

實際被授予員工及可

獲得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之數量，將參酌年

資、職等、工作績效、

整體貢獻、特殊功績

或其它管理上需參考

之條件等因素，由董

事長提案後經董事會

同意。 

Ｘ處分權 

Ｏ表決權 

Ｏ分配權 

交付信託保管 

股東會之出席、提

案、發言、投票權，

皆由交付信託保管機

構依該合約規定全權

執行。 

所稱既得條件，係指

員工於既得期間內之

各年度實際績效表現

皆達下列標準： 

A.每次發行日起算一

年仍在本公司任職，

且於發行日當年度考

績為優良者，既得

50%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 

B.每次發行日起算二

年仍在本公司任職，

且於發行日次一年度

考績為優良者，既得

50%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 

旺能 以本公司員工為限。 

授予員工及其得獲配

Ｘ處分權 

Ｏ表決權 

既得條件： 

1.服務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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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員工資格 權利限制 既得條件 

股份數量，將參酌職

級、工作績效、整體

貢獻、特殊功績或其

他條件等因素，經董

事長核定後，提報董

事會同意，於法令規

定之限額內分配之，

惟具經理人身分者應

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

同意。 

Ｏ分配權 

交付信託保管 

股東會之出席、提

案、發言、投票權，

皆由交付信託保管機

構依約執行之。 

員工自被給予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後屆滿下

述時程仍在職，並達

成本公司要求之績效

條件者，可分別既得

股份比例如下： 

(1)每次發行日起算一

年仍在本公司任職，

且於發行日當年度考

績為優良者，既得

50%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  

(2)每次發行日起算二

年仍在本公司任職，

且於發行日次一年度

考績為優良者，既得

50%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 

2.績效條件 

個人績效依本公司員

工績效考核辦法規

定，績效評等分為

A+、A、B、C、D 五

等，考績為優良者係

指 績 效 評 核 皆 為

B(含)以上。 

和碩 以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授予日當日已到職之

本公司正式編制內之

全職員工為限。 

實際得為認購之員工

及得認購之數量，將

參酌年資、職等級、

工作績效、整體貢

獻、特殊功績或其他

管理上所需之條件等

因素，由董事長核

定，提報董事會同

意。 

Ｘ處分權 

Ｏ表決權 

Ｏ分配權 

交付信託保管 

股東會表決權及選舉

權：由交付信託保管

機關依相關法令規定

執行之。 

(一)於認購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後在職期滿

一年且第一年度考績

均達 B 以上，第一年

度未曾有違反法令、

公司服務協議及誠信

廉潔暨保密承諾書、

公司工作規則、商業

道德行為守則等相關

規範及約定之情事，

既得 40%股份。 

(二)於認購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後在職期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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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員工資格 權利限制 既得條件 

二年且第二年度考績

均達 B 以上，第二年

度未曾有違反法令、

公司服務協議及誠信

廉潔暨保密承諾書、

公司工作規則、商業

道德行為守則等相關

規範及約定之情事，

既得 30%股份。 

(三)於認購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後在職期滿

三年且第三年度考績

均達 B 以上，第三年

度未曾有違反法令、

公司服務協議及誠信

廉潔暨保密承諾書、

公司工作規則、商業

道德行為守則等相關

規範及約定之情事，

既得 30%股份。 

華冠通訊 以本公司正式編制內

之全職員工為限。 

授予員工及其所得受

領之數量，將參酌年

資、職等級、工作績

效、整體貢獻或特殊

功績等，授權董事長

核訂，提報董事會經

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

席及出席董事超過二

分之一同意，惟具經

理人身分者應先經薪

資報酬委員會同意。 

Ｘ處分權 

Ｘ表決權 

Ｘ分配權 

交付信託保管 

1.公司於發行之前一

個年度不得有虧損之

情事。 

2.既得條件由董事會

授權董事長依據員工

在職條件及考績績效

條件訂定之。 

3.限制員工權利股份

既得權利之存續期間

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

止。 

廣鎵 以本公司員工為限。 

被給予之員工及其得

獲配股份數量，將參

酌其績效表現、過去

及預期整體貢獻或特

殊貢獻功績及發展潛

Ｘ處分權 

Ｏ表決權 

Ｏ分配權 

交付信託保管 

獲配現金股息、股票

既得條件：依據公司

營運績效和激勵對象

個人工作績效考核。 

1. 被給予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後屆滿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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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員工資格 權利限制 既得條件 

力、職稱、職等級、

年資等因素為決定原

則，由總經理擬訂轉

呈董事長核定後，提

報董事會經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

董事超過二分之一同

意，惟具經理人身分

者應先經薪資報酬委

員會同意。 

股利及受配資本公積

一併交付信託。 

股東會之出席、提

案、發言、投票權等

依信託保管契約執行

之。 

(1)公司營運績效考核

指標:本公司民國 102

年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之財務報表揭露確認

當年度 EBIDA(稅前

損益+利息費用+折舊

+攤銷)為正數。 

(2)激勵對象個人工作

績效考核指標 :於被

給予日起滿二年仍在

本公司任職，且個人

年度績效考核結果 B

等以上。 

(3)可既得股份比例：

70%。 

2. 被給予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後屆滿三

年: 

(1)公司營運績效考核

指標:本公司民國 103

年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之財務報表揭露確認

當年度 EBIDA(稅前

損益+利息費用+折舊

+攤銷)為正數。 

(2)激勵對象個人工作

績效考核指標 :於被

給予日起滿三年仍在

本公司任職，且個人

年度績效考核結果 B

等以上。 

(3)可既得股份比例：

30%。 

原相 以本公司員工為限。 

實際得為被給予之員

工及其得獲配股份數

量，將參酌服務年

資、職等、工作績效、

整體貢獻、特殊功績

Ｘ處分權 

Ｏ表決權 

Ｏ參與分配 

交付信託保管 

股東會之出席、提

1.員工自獲配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後屆滿下

述時程仍在職，並達

成本公司要求之績效

條件者（由董事會授

權董事長訂定績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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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員工資格 權利限制 既得條件 

或其它管理上需參考

之條件等因素，由董

事長核訂，提報董事

會經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出席及出席董事超

過二分之一同意，惟

具經理人身分者應先

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同

意。 

案、發言、投票權，

皆由交付信託保管機

構依約執行之。 

求），可分別達成既

得條件之股份比例如

下： 

任職屆滿 1 年：25% 

任職屆滿 2 年：25% 

任職屆滿 3 年：25% 

任職屆滿 4 年：25% 

2.員工自獲配本公司

給予之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後，遇有違反勞

動契約、工作規則、

與本公司間合約約定

（相關合約約定由董

事會授權董事長代表

公司議約及簽訂），

或本公司規定等情形

時，就其獲配但尚未

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

員工權利新股，本公

司有權無償收回其股

份並辦理註銷。 

光環 以本公司員工為限。 

實際得為被給予之員

工及其得獲配股份數

量，將參酌其績效表

現、過去及預期整體

貢獻或特殊貢獻功績

及發展潛力、職稱、

職等級、年資等因素

為決定原則，由總經

理擬訂轉呈董事長核

定後，提報董事會經

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

席及出席董事超過二

分之一同意，惟具董

事及經理人身分者應

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

同意。 

Ｘ處分權 

Ｏ表決權 

Ｏ分配權 

交付信託保管 

獲配之現金股息、股

票股利及受配資本公

積一併交付信託。 

股東會之出席、提

案、發言、投票權等

依信託保管契約執行

之。 

員工自被給予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後屆滿下

述時程仍在職，並達

成本公司要求之績效

者，可分別達成既得

條件之股份比例如

下： 

(1)任職屆滿一年且績

效達「A」含以上，

可 既 得 股 份 比 率

30%。 

(2)任職屆滿二年且績

效達「A」含以上，

可 既 得 股 份 比 率

30%。 

(3)任職屆滿三年且績

效達「A」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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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員工資格 權利限制 既得條件 

可 既 得 股 份 比 率

40%。 

2.員工自獲配本公司

給予之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後，遇有違反勞

動契約或工作規則等

重大過失者，公司有

權就其尚未達成既得

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予以無償收回並

辦理註銷。 

宜特科技 以授予日當日已到職

之本公司之全職正式

員工為限。 

實際被授予員工及可

獲得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之數量，將參酌年

資、職級、工作績效、

整體貢獻、特殊功績

或其它管理上需參考

之條件等因素等，由

董事長核定後提報薪

酬委員會通過後董事

會同意。 

Ｘ處分權 

Ｏ表決權 

Ｏ分配權 

交付信託保管 

股東會之出席、提

案、發言、表決權及

其他有關股東權益事

項皆委託信託保管機

構代為行使之。 

既得條件：員工受配

股票後之既得條件為

所被賦予之任務與工

作目標之績效達成狀

況，依下列條件受

配。 

1.自每次發行日起算

一年仍在本公司任

職，且於發行日當年

度績效評核優異者，

既得 50%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 

2.自每次發行日起算

二年仍在本公司任

職，且於發行日次一

年度績效評核優異

者，既得 50%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 

先進光電 以授予日當日已到職

之本公司之全職正式

員工為限。 

實際被授得認股之員

工及可獲得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之數量，將

參酌年資、職級、工

作績效、整體貢獻或

特殊功績或其他管理

上需參考之條件等因

Ｘ處分權 

Ｏ表決權 

Ｘ分配權 

交付信託保管 

本次發行既得條件 :

依據公司財務業績考

核和激勵對象個人工

作績效考核 

1.本公司民國 101 年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財務報表當年度稅後

淨利為正數且個人於

民國 101 年之績效考

核結果 A 等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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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員工資格 權利限制 既得條件 

素等，由董事長核訂

後轉呈董事會核准，

惟具經理人身份者應

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

同意。 

2.員工自獲配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期滿一年

仍在本公司任職，得

分配既得 50%股份。 

3.員工自獲配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期滿二年

仍在本公司任職，得

分配既得 50%股份。 

4.員工自獲配本公司

給予之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後，遇有違反勞

動契約或工作規則等

重大過失者，公司有

權就其尚未達成既得

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予以無償收回並

辦理註銷。 

陽程科技 本公司正式編制內且

於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前到職之全職員

工。 

獲配人若係經理人或

具員工身分之董事，

於發行前應提報薪資

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

通過。 

Ｘ處分權 

Ｘ表決權 

Ｘ分配權 

交付信託保管 

員工自獲配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後屆滿下述

時程仍在職，並以公

司獲利為前提下並考

量員工之服務年資及

個人績效等綜合指標

為既得條件，可分別

達成既得條件之股份

比例如下： 

持續在職滿 1年：40% 

持續在職滿 2年：30% 

持續在職滿 3年：30% 

擎泰科技 以本公司員工為限。 

授予員工及其所得認

股之數量，將參酌年

資、職等級、工作績

效、整體貢獻或特殊

功績等，由董事會核

訂。 

Ｘ處分權 

Ｏ表決權 

Ｏ分配權 

交付信託保管 

股東會之出席、提

案、發言、投票權，

皆由交付信託保管機

構依約執行之。 

員工自認購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後屆滿 2 年

仍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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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員工資格 權利限制 既得條件 

中天生技 以本公司正式編制之

全職員工為限。 

獲配員工及其所得獲

配新股之數量，將參

酌年資、職級、工作

績效、過去及預期整

體貢獻或特殊功績、

特殊技能及其他公司

所訂之目標等因素，

由董事長擬訂轉呈董

事會核准。 

Ｘ處分權 

Ｏ表決權 

Ｘ分配權 

交付信託保管 

既得條件： 

(1)員工獲配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期滿一年仍

在職，未有違反法

律、契約、義務、規

則等情事之一者，且

期滿日前一年度該員

工個人績效考核條件

達本公司所訂之目

標，得既得股份比

例:30%。 

(2)員工獲配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期滿二年仍

在職，未有違反法

律、契約、義務、規

則等情事之一者，且

期滿日前一年度該員

工個人績效考核條件

達本公司所訂之目

標，得既得股份比

例:30%。 

(3)員工獲配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期滿三年仍

在職，未有違反法

律、契約、義務、規

則等情事之一者，且

期滿日前一年度該員

工個人績效考核條件

達本公司所訂之目

標，得既得股份比

例:40%。 

鈺創科技 以本公司員工為限。 

員工獲配股份之數

量，由董事會核訂。 

Ｘ處分權 

Ｏ表決權 

Ｏ分配權 

交付信託保管 

股東會之出席、提

案、發言、投票權，

皆由交付信託保管機

員工自獲配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後，可按下

列時程行使受領權： 

任職屆滿半年且績效

達「滿意」（含）以

上並經主管推薦及董

事長核可者：25% 

任職屆滿一年且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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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員工資格 權利限制 既得條件 

構依法執行。 達「滿意」（含）以

上並經主管推薦及董

事長核可者：25% 

任職屆滿二年且績效

達「滿意」（含）以

上並經主管推薦及董

事長核可者：25% 

任職屆滿三年且績效

達「滿意」（含）以

上並經主管推薦及董

事長核可者：25% 

員工自獲配本公司給

予之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後，遇有違反勞動

契約、工作規則、與

本公司間合約約定或

本公司規定等情形

時，就其獲配但尚未

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

員工權利新股，本公

司有權無償收回其股

份並辦理註銷。 

茂達電子 以本公司員工為限。 

實際得為被給予之員

工及其得獲配股份數

量，將參酌其年資、

職等級、工作績效、

整體貢獻或特殊功績

等，由董事會經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

出席董事超過二分之

一同意，惟具董事及

經理人身分者應先經

薪資報酬委員會同

意。 

Ｘ處分權 

Ｏ表決權 

Ｏ分配權 

交付信託保管 

股東會之出席、提

案、發言、投票權，

皆由交付信託保管機

構依法執行之。 

員工受配股票後之既

得條件為所被賦予之

任務與工作目標之績

效達成狀況，依下列

條件受配： 

1.自本次發行日起算

一年仍在本公司任

職，且於發行日當年

度績效評核優等者，

既得 30%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 

2.自本次發行日起算

二年仍在本公司任

職，且於發行日次一

年度績效評核優等

者，既得 70%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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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員工資格 權利限制 既得條件 

3.員工自獲配本公司

給予之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後，遇有違反勞

動契約、工作規則、

與本公司間合約約定

等情形時，就其獲配

但尚未達成既得條件

之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本公司有權無償

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

銷。 

頎邦科技 以本公司正式編制內

之全職且績效考核優

良員工為限。 

授予員工及其所得受

領之數量，將參酌年

資、職等級、工作績

效、整體貢獻或特殊

功績等，由董事會核

訂。 

Ｘ處分權 

Ｏ表決權 

Ｏ分配權 

交付信託保管 

股東會之出席、提

案、發言、投票權，

皆由交付信託保管機

構依適用規定全權執

行。 

1.員工自獲配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後，可按

下列時程行使受領

權： 

自給予日起服務屆滿

1 年：30% 

自給予日起服務屆滿

2 年：30% 

自給予日起服務屆滿

3 年：40% 

2.員工自公司授予限

制員工權利新股後，

遇有違反勞動契約、

工作規則或年度績效

考核未達 B 者，本公

司有權就其尚未具行

使權之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予以收回並註

銷。 

驊訊 以本公司正式編制之

全職員工為限。 

實際得為獲配之員工

及數量，將參酌年

資、職級、績效表現、

整體貢獻及其他因素

等，並考量公司營運

需求及業務發展策略

所需，由董事長核訂

Ｘ處分權 

Ｏ表決權 

Ｘ分配權 

交付信託保管 

本公司股東會之出

席、提案、發言、表

決權及其他有關股東

權益事項皆委託信託

既得條件：依下所列

團體績效、服務年資

及個人績效皆達成為

既得條件。 

1.本公司民國 102 年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財務報表揭露確認當

年度稅後淨利為正數

且較前一年度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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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員工資格 權利限制 既得條件 

後，提報董事會決

議。 

保管機構代為行使

之。 

(團體績效)，且員工於

民國 103年 5月 15日

仍在本公司任職 (服

務年資)，同時個人於

民國 102 年之績效考

核結果 B 等以上(個

人績效)，可既得 50%

股份。 

2.本公司民國 103 年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財務報表揭露確認當

年度稅後淨利為正數

且較前一年度成長

(團體績效)，且員工於

民國 104年 5月 15日

仍在本公司任職 (服

務年資)，同時個人於

民國 103 年之績效考

核結果 B 等以上(個

人績效)，可既得 25%

股份。 

3.本公司民國 104 年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財務報表揭露確認當

年度稅後淨利為正數

且較前一年度成長

(團體績效)，且員工於

民國 105年 5月 15日

仍在本公司任職 (服

務年資)，同時個人於

民國 104 年之績效考

核結果 B 等以上(個

人績效)，可既得 25%

股份。 

茂迪 以授予日當日已到職

之本公司之全職正式

員工為限。 

實際被授予員工及可

獲得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之數量，將參酌年

Ｘ處分權 

Ｏ表決權 

Ｏ分配權 

交付信託保管 

配股配息亦須一併交

於獲配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期滿一年仍在本

公司任職，且最近一

次考績 S(含 )以上

者，得分批既得 50%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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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員工資格 權利限制 既得條件 

資、職等、工作績效、

整體貢獻、特殊功績

或其它管理上需參考

之條件等因素等，由

執行長提案經薪酬委

員會覆核後提報董事

會同意。 

付信託。 

股東會之提案、發

言、表決權及其他有

關股東權益事項皆委

託信託保管機構代為

行使之。 

於獲配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期滿二年仍在本

公司任職，且最近一

次考績 S(含 )以上

者，得分批既得 50%

股份。 

來源：本文整理 

第五款 授予對象 

  分析對象當中，廣鎵、旺能分別因股份轉換、合併等原因不繼續

公開發行，本文無從取得其等 2012 年之年報資料（按：其等已不再

適用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 2 項，毋庸編製年報）致無從查考。其餘

23 家公司，除聯陽之授予對象僅限於員工外，實際授予對象皆包含

經理人和一般員工。茲將其中經理人兼有董事、董事長或前十大股東

等特殊身分者，整理如表五： 

表五：限制性股票實際發行公司授予對象為具特殊身分經理人一覽 

公司名稱 實際授予對象為具特殊身分之經理人 

順德 陳朝雄：董事長兼總經理、前十大股東、家族成員。 

陳朝明：董事兼副總經理、家族成員。 

陳朝興：副總經理、家族成員。 

陳維德：副總經理、前十大股東、家族成員。 

陳昭宏：董事兼協理、家族成員。 

晶電 李秉傑：董事長兼策略長。 

周銘俊：董事兼總經理。  

謝明勳：董事兼副總經理。 

京元電 李金恭：董事長兼執行長、前十大股東。 

晶豪科技 陳興海：董事長兼執行長、前十大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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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實際授予對象為具特殊身分之經理人 

張明鑒：董事兼總經理、前十大股東。 

賀志宏：董事兼資深副總經理。 

揚智 林申彬：董事長暨總經理 。 

新日光 洪傳獻：董事暨執行長。 

擎泰科技 熊福嘉：董事長兼總經理。  

中天生技 翁淑鈺：生技投資事業部總經理、董事陳俊宏配偶、前十大股東。 

來源：本文整理 

第四項 研究發現 

  在控制權型態方面，在 25 家分析對象中屬「專業經理人治理」

型態者，佔比高達 64%；屬「單一家族主導」型態者，佔比為 28%。

對照我國學者過去針對我國上市櫃公司進行的實證調查結果，多發現

家族企業佔比普遍在 50%－70%，則分析對象的控制權型態屬「單一

家族主導」之比例明顯較低，亦即屬「專業經理人治理」型態之公司

似乎更傾向於發行限制性股票。考量分析對象所屬產業之分布情形，

多為半導體、光電等家族企業色彩相對較淡的產業，此一結果應不致

令人感到意外。 

  其次，在發行必要理由方面，分析對象不約而同地均將「吸引及

留任人才」及「提升員工向心力」等兩大目的列為其發行限制性股票

之必要理由（似乎也是「唯二」的理由）。惟就限制性股票何以能在

諸多報酬工具當中雀屏中選？何以如此地「必要」？分析對象對此皆

未置乙詞。由此觀之，募發準則固然要求公司於股東會召集事由列舉

並說明「辦理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必要理由」，但實際執行面上

似淪於空洞化、口號化，而缺乏實質內容。值得注意者，在分析對象

當中有逾半數的公司2012年為稅後淨損，虧損公司基於現金流考量，

的確更有可能選擇以限制性股票作為留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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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發行價格方面，將近七成分析對象皆採用無償授予方式發行，

其餘三成分析對象雖有發行價格之設計，但皆為折價發行（發行價格

低於授予日公平市價）。整體而言，應可推認限制性股票制度的其中

一項賣點─可折價發行或無償授予─確實是企業選用此項權益報酬

工具的決定因素。 

  至於在相關重要發行條件方面，就「員工資格」部分，絕大部分

分析對象都將獲配員工資格以及獲配數量交由總經理或董事長核定

再轉呈董事會決議。部分公司復明定獲配員工具董事及經理人身分者

應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僅有極少部分公司並未明定是否須經董

事會決議211。由此觀之，募發準則第 60 條之 2 第 3 項雖要求公司於

股東會召集事由列舉並說明「員工資格條件及得獲配或認購股數」，

但股東在進行投票表決時事實上看不到具體員工名單及股數，甚至也

難以推知大概是哪些對象，只知道是「本公司員工」，至於實際獲配

員工名單及股數都是事後再由董事會來決定。對於股東們而言，唯一

有價值的資訊似乎僅有「可能費用化金額、對公司 EPS 稀釋情形」

此一項目而已。 

  其次就「權利限制」部分，所有分析對象皆就處分權加以限制，

且一概要求將股票交付信託。有趣的是，在「表決權」和「分配權」

的配置方面即出現了差異。茲分列如后： 

一、 類型 A：有表決權、有分配權 

此種類型的限制性股票與國外典型的 RSAs 相近，分析對象

當中包含順德、晶電、京元電、晶豪科技、聯陽、揚智、昇

陽科、新日光、旺能、和碩、廣鎵、原相、光環、宜特科技、

擎泰科技、鈺創科技、茂達電子、頎邦科技、茂迪等 19 家

公司均屬此種類型。 

                                                      
211

 聯陽於發行辦法僅規定「經公司參酌其資歷貢獻等定之」，惟聯陽於年報中表示授予對象僅限

員工，不包含經理人，果爾，則依法確實可毋庸經董事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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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類型 B：有表決權、無分配權 

此種類型的限制性股票相當「奇特」，蓋能夠參與盈餘分配

是限制性股票相較於股票選擇權的優勢所在，也是讓經營者

能站在股東立場思考的重要調和機制。將分配權剝除，卻又

賦予表決權，則在既得前此種類型的限制性股票與單純的

「表決票」何異哉？分析對象當中有先進光電、中天生技、

驊訊共 3 家公司採取此種類型，且均為無償發行。 

三、 類型 C：無表決權、有分配權 

此種類型的限制性股票具有 RSAs 的傳統優點（可參與盈餘

分配），且又不至於增加經營者的控制權，惟分析對象當中

並無此種類型。 

四、 類型 D：無表決權、無分配權 

此種類型的限制性股票與股票選擇權最為相近，且發行價格

若為零者，即形同「執行價為零的股票選擇權」。分析對象

當中有群創光電、華冠通訊、陽程科技等 3 家公司採取此種

類型，除群創光電外，其餘二家公司均為無償發行。 

  上開現象應如何解讀？若從「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乖離」將惡化

代理問題的觀點切入，則類型 C 的 RSAs 貌似為極適合授予經營者的

權益報酬工具，蓋其一方面將經營者之報酬（既得期間之股利分派及

既得時之股價表現）繫於公司之績效，另一方面又不至於增加經營者

鞏固自身職位之能力，理論上應能縮小控制權／現金流量權偏離差，

然而分析對象當中並無公司採用；至於類型 B 的 RSAs 則剛好相反，

且縱使績效不彰導致股份遭到收回，既得期間內已經行使過的表決權

亦無從溯及剔除。另一方面，若從權益報酬本身內含價值高低來看，

自以類型 A 的 RSAs（有表決權，有分配權）內含價值最高，無怪乎

其被分析對象採用的比例也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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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者為，分析對象一概要求將限制性股票交付信託，關於

該等信託股票之表決權（如有）如何行使，多數公司皆於發行辦法中

明定「股東會之出席、提案、發言、投票權，皆由交付信託保管機構

依約執行之」，是以，雖各公司發行限制性股票的實際授予對象並非

以經理人為限，而是包含一般員工，但可預期該等信託股票之表決權

（如有）仍然將為經營者（公司派）所掌控。 

  至於就「既得條件」方面，除要求員工必須繼續留任在職以外，

分析對象當中明白將會計、財務指標等涉及公司整體績效表現之事項

列為既得條件者，僅有順德（稅前淨利平均數成長 30%以上）、華冠

通訊（前一年度不得虧損）、廣鎵（當年度 EBIDA 為正）、先進光電

（當年度稅後淨利為正）、驊訊（當年度稅後淨利為正且較前一年度

成長）等 5 家公司。惟上開公司皆非採取與同業比較之相對績效評估

方式，且「不得虧損」、「淨利為正」等績效指標似乎相當消極，恐怕

會使經營者更加風險趨避，排斥重大資本支出或是拒絕風險性投資，

其究為「誘因」抑或「反誘因」？誠值思量。其餘公司或僅泛稱必須

「整體財務績效」或「整體營運成果」達到目標，卻未說明具體目標

究竟為何；或僅將員工個人績效考核指標列為既得條件，而完全未將

公司整體績效表現列為既得條件。此外，即就員工個人績效考核指標

部分，自分析對象所揭露之發行辦法觀察，僅可得知員工「考核結果」

須達甲等、A 等、G 等、S 級，甚至只要乙等或是 B 等以上，便符合

既得條件，至於如何考核則未見說明。 

  末就「授予對象」部分，絕大多數分析對象皆將限制性股票授予

經理人和一般員工，惟其中有近三分之一（8 家）授予對象包含兼任

董事長、董事或本身即為前十大股東等具有特殊身分之經理人，對照

各該公司發行辦法所載「吸引及留任人才」及「提升員工向心力」之

發行必要理由，不知小股東們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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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脫胎自經濟學上代理理論的權益報酬工具，憑藉著「誘因機制」

的響亮名號和經濟學家們的背書，在美國數十年來經營者報酬的發展

歷程中持續扮演重要角色。雖然會計與租稅因素往往左右著權益報酬

的盛衰，但不容否認的是，研究文獻上確實發現經營者持股的多寡和

公司價值之間具有某種關聯性，為權益報酬提供了實證支持。再者，

權益報酬其價值隨公司整體投資報酬率（主要來自股價波動）變化的

特性，相較於固定薪資而言，一般認為具較高的績效敏感度，在強調

「報酬與績效連結」的今日，貌似再理想不過的報酬工具。 

  惟藥者，毒也！用得好能治病，用不好會致命！權益報酬這一帖

源自美國、專治傳統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代理問題的進口良藥，對於

我國以家族企業為主流、普遍存在控制股東的企業型態而言，施用上

應更加謹慎，否則恐淪為大股東變相剝削小股東的另一種手段，甚至

擴大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的乖離程度，更加惡化大股東、小股東之間

的代理問題。本文初步實證調查發現，本次新引進的權益報酬工具─

限制性股票─在實務上確實已有「授予對象欠缺經濟學上合理性」的

現象發生。此外，若干案例中，亦發生甫授予限制性股票，公司旋與

其他公司合併、股份轉換等「授予時機欠缺合理性」的情況。 

  再就增加報酬與績效連結的程度而言，由於新引進的限制性股票

在基本架構上不若股票選擇權一般具有「執行價」的設定及「泡水」

的風險，導致公司股價的漲跌對於限制性股票持有人而言只剩下決定

其報酬金額大小的機能，而限制性股票在實務上又多半為無償授予，

故既得條件的設計在「連結績效」上面便顯得格外重要（此猶如執行

價格為零的績效條件型股票選擇權，該績效條件之設定至關重要）。

據本文初步實證調查發現，僅少數公司以會計或財務等涉及公司整體

績效表現的指標作為既得條件，多數公司僅設有員工個人考核指標，

並隨在職期間逐年既得，即「留才」功能遠大於「激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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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制度的引進必須因地制宜，尤忌囫圇吞棗。為使限制性股票

制度臻於完善，爰就現行法制提出建議，供有志者一同思量： 

一、 從「興利」角度而論，調整管制思維及管制措施，檢討放寬

權益報酬的授予對象： 

容或係因我國特殊的企業控制權型態使然，主管機關在看待

限制性股票時，似乎較偏向「防弊」角度，整套制度從母法

開始便是依循「發行新股」及「募集發行有價證券」等事涉

籌集資金而受到高度監理的套路，導致程序繁瑣、決策機關

疊床架屋（審計委員會→董事會提案→股東會決議→金管會

申報生效→董事會決議發行新股→薪酬委員會…），除可能

不符合吸引人才最重要的時效性考量外，也讓股份來源受限

而不含老股。主管機關用心良苦自不在話下，但從制度推行

迄今一年半載稀落的發行狀況觀之，整套制度遵法成本是否

過高？非無疑問。實則，授予限制性股票與企業之籌資行為

畢竟不同，似可適度排除相關程序規定，以兼顧效能。 

再者，由於限制性股票之法源依據為公司法第 267 條，依據

公司法現行解釋函令，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其法人人格乃

各自獨立，因公司法第 267 條未明文規定發放對象包含從屬

公司員工，故發放對象僅以本公司員工為限212。上開「授予

對象限於本公司員工」之限制，對於金融控股公司等以集團

型態經營的企業造成困擾，蓋金融控股公司的獲利來自旗下

銀行、保險、證券、投信、創投等子公司，但股票掛牌交易

的只有母公司本身，若限制性股票適用對象僅侷限於本公司

（母公司）員工，將導致此項獎酬工具在集團內難以推展。

更何況，依公司法第 235 條第 4 項，行之有年的「員工分紅

                                                      
212

 商字第 09002272930 號函：「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其法人人格係各自獨立，除法有明定如本

法第二百三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章程得訂明員工分配股票紅利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

屬公司員工。至本法第二百六十七條未有特別規定，僅得以公司自身之員工參與新股之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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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股」已放寬對象及於從屬公司員工，則性質相似又能限制

員工轉讓並收回的限制性股票，其適用對象卻反而較狹隘，

顯然欠缺合理性。 

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針對現行制度的不合理，

實務上已發展出「轉任關係企業」模式作為因應，益發突顯

該限制毫無意義，亟待改正。 

二、 從「防弊」角度而論，強化資訊透明度，要求授予對象如具

特殊身分必須事前揭露，否則事後不得獲配： 

依據本文實證調查結果，現行限制性股票法制雖要求公司於

股東會決議時必須在召集事由列舉並說明「員工資格條件及

得獲配或認購股數」，但實務上股東在進行投票表決時完全

看不到具體員工名單及股數，亦難以推知大概是哪些對象，

只知道是「本公司員工」，至於實際授予對象以及股數都是

事後由董事會決定。實務上更已有「授予對象欠缺經濟學上

合理性」的現象發生。 

本文認為，單純以經濟學理論來完全否定具有控制股東色彩

的經營者獲配限制性股票，難免遭質疑因噎廢食，爭議恐怕

不小。惟授予對象如在外觀上明顯欠缺經濟學上合理性時

（例如授予對象已直接或間接持有公司股份達一定數量或

比例時），可認為隱含較高度的利益衝突風險，此種情況下

責令公司必須在「事前」對股東們為更充分之說明，尤其是

「必要理由」何在，讓股東們自己決定，應尚屬合理要求。

為此，似可考慮修正募發準則，要求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將來

授予之對象如包含已直接或間接持有公司股份達一定數量

或比例之員工時，在提交股東會決議前，公司必須個別揭露

該等員工之姓名、職銜、持有公司股份總數或比例，並具體

說明授予該等員工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必要理由等；倘公司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以限制性股票為重心 

136 
 

未依規定揭露及說明者，則就當次股東會所決議通過發行之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該等員工嗣後即不得獲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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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Yin-hua Yeh, Tsun-siou Lee & Tracie Woidtke (2001),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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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判決（依時間先後順序） 

1. Geeseman v. Commissioner, 38 B.T.A. 258 (1938). 

2. Commissioner v. Smith, 324 U.S. 177 (1945). 

 

（四） 其他（依時間先後順序） 

1. Mattel's Ex-Chief Gets a Big Severance Package, The New 

York Times, Business Day, May 1, 2000. 

2. FASB Releases Accounting for Stock Compensation 

Interpretation, Watson Wyatt, May 2000. 

3. Study Finds Backdating of Options Widespread, The New York 

Times, Business, July 17, 2006. 

4. Aflac Investors Get a Say on Executive Pay, a First for a 

Publicly Traded U.S. Company, The New York Times, Business 

Day, May 6, 2008. 

5. Paul S. Atkins, Speech by SEC Commissioner: Remarks Before 

the U.S. Chamber of Commerce Mid-Market Elite Series,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July 8, 2008. 

6. SEC Implements Say-On-Pay Requirements for TARP 

Recipients, Ballard Spahr LLP., January 20, 2010. 

7. SEC Adopts Rules for Say-on-Pay and Golden Parachute 

Compensation as Required Under Dodd-Frank Act,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January 25, 2011. 

8. U.S. SEC Office of Investor Education and Advocacy, Investor 

Bulletin: Say-on-Pay and Golden Parachute V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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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網路資訊 

（一） 國內 

1. 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 

http://mops.twse.com.tw 

 

（二） 國外 

1.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ebsite:  

http://www.nber.org/papers/w16585 

2. U.S. SEC, website: 

http://www.sec.gov/news/speech/2008/spch070808psa.htm 

3. SSRN, website: 

http://ssrn.com/abstract=974965 

4. Investopedia, website: 

http://www.investopedia.com/terms/q/qratio.asp#axzz2IRH00s

Co 

5. The New York Times, website: 

http://www.nytimes.com 

6.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website: 

http://www.law.cornell.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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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rn.com/abstract=974965
http://www.investopedia.com/terms/q/qratio.asp#axzz2IRH00sCo
http://www.investopedia.com/terms/q/qratio.asp#axzz2IRH00sCo
http://www.nytimes.com/
http://www.law.cornell.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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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ECUTIVE COMPENSATION

Compensation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verview

Our CD&A includes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compensation for our six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Larry, Sergey, Eric, our Chief Financial 
Offi  cer, and the two other highest paid executive offi  cers during the fi scal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2:

Larry Page Chief Executive Offi  cer (CEO)
Sergey Brin Co-Founder
Eric E. Schmidt Executiv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Executive Chairman)
Patrick Pichette Senior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Financial Offi  cer (CFO) 
Nikesh Arora Senior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Business Offi  cer 
David C. Drummond Senior Vice President, Corporate Development, Chief Legal Offi  cer, and Secretary 

The CD&A is organized into fi ve sections:

 • Section 1—Executive Summary

 • Section 2—Elements of Pay

 • Section 3—Determining Competitive Levels of Pay

 • Section 4—Pay Mix, Magnitude, and Leverage

 • Section 5—Other Compensation Information

Section 1—Executive Summary

As Larry and Sergey wrote in the 2004 Founders’ IPO Letter,

 Our employees, who have named themselves Googlers, are everything. Google is organized around the ability to attract and leverage 
the talent of exceptional technologists and business people. We have been lucky to recruit many creative, principled, and hard working 
stars. We hope to recruit many more in the future. We will reward and treat them well. —“An Owner’s Manual” for Google’s Shareholders

In line with this philosophy, we have designed our compensation programs to support three main goals: 

 •  Attract and retain the world’s best talent

 • Support Google’s culture of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 Align employee and stockholder interests

 We pay Googlers competitively compared to other opportunities they might have in the market. We also off er competitive benefi ts 
that help Googlers and their families be healthy and happy, provide unique perks that make life and work more convenient, design 
compelling job opportunities aligned with our mission, and create a fun and energizing work environment.

We have a deeply rooted belief in paying for performance. Therefore, Googlers at all levels of the organization have a portion 
of their overall compensation tied to performance. We also aim to align employee and stockholder interests through the use of 
equity awards.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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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COMPENSATION

Our compensation philosophy applies to all Googlers, including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The proportion of overall pay 
tied to performance increases at higher levels in the organization, refl ecting an increasing impact on company performance. At 
senior levels in the organization, we also require our employees to maintain holdings of Google stock to ensure alignment with 
stockholder interests. In 2012,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approved increasing these stock 
ownership requirements to further align our executives’ interests with those of our stockholders. See page 33  of this proxy 
statement for a description of the revised requirements.

None of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have any type of employment agreement or severance arrangement with us.

Larry and Sergey have voluntarily elected to receive only nominal cash compensation. As signifi cant stockholders, a large portion 
of their personal wealth is tied directly to Google’s stock price performance, which provides direct alignment of their interests 
with stockholder interests.

In addition to compensation practices, we regularly review Google’s organizational decisions, provide guidance, and mak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of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available at http://investor.google.com/corporate/board-committees-leadership.html).

Section 2—Elements of Pay

We off er fi xed pay (i.e., base salary) and a variable pay opportunity (i.e., cash bonuses, equity awards) to almost all Googlers, 
including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Fixed Pay

We use base salary to provide Googlers, including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with a steady income in line with their skill set 
and on par with other job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to them.

Upon reviewing the pay practices of our talent competitors and the compensation preferences of our employees, we continue 
to believe that highly-competitive salaries are important for attracting and retaining great talent.

Pay-for-Performance and Variable Pay

We also grant variable pay to Googlers in the form of annual cash bonuses and equity awards based on performance. Annual cash 
bonuses provide a short-term incentive linked to individual and company performance. Equity awards are determined based on 
individual performance and provide a long-term link to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mpany through Google’s stock price.

For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we assess performance for purposes of determining annual cash bonuses and equity awards in 
two ways: (1) a qualitative individual performance appraisal and (2) an evaluation of Google’s company-wid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In 2012,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approved moving to a fully-discretionary model for determining 
annual cash bonuses for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Annual cash bonuses will no longer be contingent on attainment of pre-
established metrics or performance objectives, but will continue to be based on individual and compan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each executive’s eff ectiveness at achieving Larry’s goals for the company. Annual cash bonuses 
will also continue to be subject to a cap determined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fi scal year by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See “Cash Incentives” under Section 4 for additional details on the change.

These annual cash bonuses do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qualifi ed performance-based compensation” under Section 162(m) 
of the Code and therefore each such bonus will not be deductible by the company to the extent that it, when combined with other 
2012 compensation for the applicable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 that does not meet such requirements, exceeds $1,000,000.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o move to a fully-discretionary bonus model,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considered a number of factors, including that fully-discretionary bonuses would not be deductible under Section 162(m), and 
it ultimately concluded that the move to a fully-discretionary bonus model was appropriate and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does not believe that compensation decisions should be 
constrained necessarily by how much compensation is deductible for federal income tax purposes, or that it should be limited 
to paying compensation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it complies with Section 162(m). See “Deductibility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under Section 5 for additional details on this change.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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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COMPENSATION

Role of Individual Performance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year, we set company-wide operational, strategic, and fi nancial goals. These company-wide goals constitute 
one component of our performance assessment (see “Role of Company Performance” below for further details) and also serve a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ersonal goals set by each Googler (in partnership with their manager). Managers review the performance 
of Googlers against these goals annually.

Among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several adopted our 2012 company goals as their own personal goals for the year, agreeing to the 
specifi cs with Larry in the fi rst quarter of 2012. Personal performance goals for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included measures such as:

 •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 Velocity and eff ectiveness of decision-making

 • Support of specifi c Google-wide initiatives

 • Adoption and growth of specifi c products

During the fi rst quarter of 2013, Larry assessed the performance of each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 (other than Sergey and Eric) 
against such offi  cer’s 2012 goals. Larry provided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with a performance 
appraisal for each applicable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 which included an individual performance rating.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is process was subjective and qualitative. Larry and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did not measure performance against a predefi ned “scorecard,” giving fi xed weights to specifi c individual goals or 
performance criteria. Instead, they considered a complete picture of what the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 accomplished in 2012 – 
both an assessment of the last 12 months of execution and an evaluation of the foundations laid for the future.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considers these appraisals in determining each applicable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cash bonus payout and how much equity to grant each applicable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

This performance appraisal process applies to Patrick, Nikesh, and David. Larry and Sergey’s performance was not measured 
against formal performance goals as they do not receive any cash or equity compensation, other than $1 per year. Eric’s 2012 
performance goals were set by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which subsequently reviewed and 
measured Eric’s performance against them.

Role of Company Performance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holds the executive management team, including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collectively accountable for Google’s company-wide performanc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Google’s fi nancial 
and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and progress against company-wide strategic goals) and bases a portion of their compensation on 
such performance. In 2012, we used company performance as an input in deciding each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cash bonus 
payout and equity grant.

In Sections 3 and 4, we describe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 compensation levels and pay mix in detail.

Section 3—Determining Competitive Levels of Pay

For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we consider other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in the market (including a peer group of companies) 
and benchmark our compensation against these opportunities. Relative to these benchmarks, we set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 compensation 
for 2012 at the levels below:

Element of Compensation Percentile of Market
Base Salary 90th

Target Total Cash 90th to 95th

Target Equity 90th to 95th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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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COMPENSATION

We use data from a peer group of companies, evaluated annually, to benchmark pay levels for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current 
roles. Our annual peer group analysis also informs many of our other compensation policy decisions. For salary, cash incentives, 
and equity compensation information, we analyze the information reported in our peer companies’ SEC fi lings. When appropriate, 
we supplement publicly available data with relevant published survey sources, including surveys from Radford and Towers Watson.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does not utilize the services of an outside compensation consultant.

In 2012, we considered peers to be companies that met at least three of the following criteria:

 • High-technology or media company

 • Key talent competitor (e.g., Microsoft, Yahoo!, Amazon.com, eBay)

 • High-growth, with a minimum of 50% of Google’s revenues and / or headcount growth over the previous two-year period

 • $10 billion or more in annual revenues

 • $50 billion or more in market capitalization

Based on these criteria,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selected the following companies as peer companies 
for 2012:

Amazon.com, Inc. Hewlett-Packard Company Oracle Corporation
Apple Inc.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Qualcomm, Inc.
Cisco Systems, Inc. Intel Corporation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eBay, Inc. Microsoft Corporation Yahoo! Inc.

Yahoo! did not meet three of our fi ve criteria in 2012. However, we chose to retain Yahoo! because it met the two most important criteria 
(it is a signifi cant talent competitor and is in the high-technology industry). The nature of Yahoo!’s business is so similar to our own that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determined that including it in the 2012 peer group was appropriate.

While peer group analysis provides a benchmark for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current roles, we also consider job opportunities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could take if they were to leave Google. While we have not lost any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 to other companies 
thus far, we intend to remain competitive with their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Therefore, we also benchmark compensation levels for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against:

 • CEO roles at other S&P 100 companies

 • Founder and CEO roles at startups

We review CEO compensation levels and trends across companies in the S&P 100 using SEC fi lings. Startup compensation 
benchmarking is done through internal analysis based on publicly available data on startup success rates and published survey 
data on startup CEO earnings.

Role of Management in Determining Compensation

Each year our CEO and CFO, together with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and our internal 
compensation team, review our executive compensation practices against our market targets and benchmark data. Our CEO 
then makes recommendations to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regarding our pay practices for 
executive offi  cers, other than himself. Any changes to pay practices for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before they are made.

Say-on-Pay

At our 2011 Annual Meeting of Stockholders held on June 2, 2011, we submitted two proposals to our stockholders regarding 
our executive compensation practices.  

The fi rst was an advisory vote on the 2010 compensation awarded to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commonly known as a “say-
on-pay” vote).  Our stockholders approved our 2010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 compensation with 97.5% of the shares voted in 
favor of this 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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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COMPENSATION

We believe that the outcome of our say-on-pay vote signals our stockholders’ support of our compensation approach, specifi cally 
our eff orts to retain and motivate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In light of this stockholder support,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determined not to change its approach to 2011 compensation as described in our 2011 proxy 
statement. However, even though stockholders demonstrated overwhelming support for our compensation approach in 2011,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annually reevaluates our compensation practices to determine 
how they might be improved. To reinforce our managements’ focus on long-term shareholder value and commitment to the 
company,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approved the following changes to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 compensation practices for 2012:

 • Biennial equity awards—Beginning in 2012, equity awards to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are made only in even-numbered 
years. Granting less frequently allows us to incorporate performance over a longer time period into our equity decisions. 
This refl ects our desire for executives to take a long-term view in their decision-making. We expect that future equity awards 
will also have higher at-grant target values than awards made under our pre-2012 annual granting practices. As a result 
of these two changes, awards made to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in 2012 had similar annualized award levels when 
compared to the awards made in 2011.

 • Cliff  vesting of equity awards—Beginning in 2012, we changed the vesting schedule for equity awards made to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unvested equity they hold at any given time. Instead of vesting 1/48th each 
month over four years after an initial cliff  (our previous vesting schedule for annual equity awards to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these awards will vest in full after a four-year cliff  (i.e., 100% of the award vests after four years).

 • Increased stock ownership requirements—Beginning in April 2012, our requirements are as follows: (i) our founders, CEO, and 
Executive Chairman shall each own at least 20,000 issued and outstanding shares of Google stock (increased from 7,500); (ii) 
each Senior Vice President shall own at least 5,500 issued and outstanding shares of Google stock (increased from 2,000); 
and (iii) each director shall own at least 500 issued and outstanding shares of Google stock (no change).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will continue to consider the outcome of say-on-pay votes when 
making future compensation decisions for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The second proposal was a vote on the frequency of future stockholder advisory votes regarding compensation awarded to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commonly known as a “say-when-on-pay” vote). The frequency of once every three years received the 
highest number of votes cast, as well as a majority of the votes cast. Based on these results, our board of directors determined 
that we will hold our next say-on-pay votes at the 2014 and 2017 Annual Meetings. We will hold the next say-when-on-pay vote 
at the 2017 Annual Meeting.

Section 4—Pay Mix, Magnitude, and Leverage

Pay Mix

Our executive offi  cers receive the majority of their pay from performance-based elements like cash bonuses and equity awards. 
This is supported by market benchmarks and refl ects their more direct impact on Google’s overall performance.

In 2012,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other than Larry, Sergey, and Eric, received 98%-99% of their total actual compensation 
from performance-based elements. Larry and Sergey declined to receive performance-based compensation. Eric received 83% 
of his total actual compensation from performance-based elements. The table below shows further 2012 pay mix details for Eric, 
Larry, and our othe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other than Sergey. For purposes of the table below, target compensation for 2012 
includes base salary, target bonus, and the fair value of equity awards made in 2012. Actual compensation for 2012 includes base 
salary, the 2012 actual bonuses approved by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and the fair value of 
equity awards made in 2012. See the “Equity” subsection below for additional detail on 2012 equity awards including annualized 
value of awards made in 2012. Neither target compensation nor actual compensation for 2012 includes any other compensation 
disclosed in the “All Other Compensation” column of our Summary Compensation Table on page 40  of this proxy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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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TARGET COMPENSATION 

 Element of Compensation 

Pay Mix 
(as percentage of total compensation) 

Chief Executive 
Offi  cer  

Executive 
Chairman 

Othe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Base Salary 100% 20% 2%
Target Bonus N/A 80% 4% - 5%
Equity N/A 0% 93% - 95%

2012 ACTUAL COMPENSATION 

Element of Compensation 

Pay Mix 
(as percentage of total compensation)

Chief Executive 
Offi  cer 

Executive 
Chairman 

Othe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Base Salary 100% 17% 1% - 2%
Bonus N/A 83% 6% - 23%
Equity N/A 0% 75% - 92%

Base Pay

We set base salaries for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based on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trends we observe in the market 
(see Section 3, “Determining Competitive Levels of Pay” for further details). We review base salaries at least once a year and adjust 
them as needed to refl ect changes in these areas.

In 2004, Larry, Sergey, and Eric asked that their base salaries each be reduced to $1 per year. Since 2005,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has off ered them market-competitive salaries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year. In 2012, 
Larry and Sergey declined our salary off er and continued to receive base salaries of $1.

During his time as CEO, Eric declined our salary off er each year and received a base salary of $1. Eric transitioned to his current 
role of Executive Chairman in 2011, at which time we off ered him a base salary of $1.25 million. Eric accepted this change, which 
became eff ective as of April 2011. We maintained Eric’s base salary at this level in 2012.

In 2012, Larry reviewed the market benchmarks for our othe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and recommended that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hold salaries constant at 2011 levels. Based on this assessment, we decided to 
maintain base salaries for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other than Larry, Sergey, and Eric, at $650,000.

While we often diff erentiate Googlers’ salaries by role and by individual (based on performance, etc.), we pay each of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other than Eric, the same base salary. We set Eric’s salary at a higher level than our othe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based on market benchmarks for the Executive Chairman role. Since we intend for variable pay to represent a much larger 
portion of total compensation (as compared to fi xed base pay) for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other than Larry and Sergey, we 
instead diff erentiate their pay using cash bonuses and equity awards.

Cash Incentives

In 2012,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approved moving to a fully-discretionary model for determining 
annual cash bonuses for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Annual cash bonuses will no longer be contingent on attainment of pre-
established metrics or performance objectives, but will continue to be based on individual and compan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each executive’s eff ectiveness at achieving Larry’s goals for the company.

All of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other than Larry and Sergey, received annual cash bonuses based on performance in 2012.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off ered Larry and Sergey cash awards in recognition of their performance 
in 2012, but as in previous years, they declined to participate in our annual cash bonus program.

In 2012, the bonus target for each participating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 other than Eric, was 250% of base salary. Eric’s bonus 
target was 400% of base salary.

Actual annual bonus payouts can range from zero to a maximum of $4.5 million fo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other than Eric. 
Given Eric’s higher salary and bonus target, his annual bonus payout can range from zero to a maximum of $6.0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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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may also pay other discretionary bonuses unrelated to our annual cash 
bonus program. In April 2012,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approved two such bonuses for Nikesh 
totaling $8.0 million. A $4.7 million cash payment was made to Nikesh in exchange for the cancellation of his one-time supplementary 
award of stock options to purchase 8,646 shares of our Class A common stock and 4,323 GSUs, granted to him on April 4, 2012, 
which were scheduled to fully vest on April 25, 2015. The remaining $3.3 million was a discretionary cash bonus payment.

Both payments were made after discussion with Nikesh and in light of his personal circumstances. Given the signifi cance of Nikesh’s 
role at Google,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determined that these payments were advisable and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If Nikesh’s employment with Google terminates for any reason on or after January 1, 2013 
and prior to April 25, 2015, he will be required to repay to Google, within 30 days following termination, the full $8.0 million. If 
Nikesh’s employment with Google had terminated on or prior to December 31, 2012, he would have been required to repay an 
amount equal to the $8.0 million less applicable tax withholdings.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 

Annual Bonus Program and Discretionary Cash Bonus
Annual 

Bonus Program
($)

Discretionary 
Cash Bonus

($)
Total

($)
Larry Page — — —
Sergey Brin — — —
Eric E. Schmidt 6,000,000 — 6,000,000
Patrick Pichette 2,800,000 — 2,800,000
Nikesh Arora 2,800,000 8,000,000 10,800,000
David C. Drummond 3,300,000 — 3,300,000

Equity

Under our 2004 Stock Plan,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can grant stock options, GSUs, restricted 
stock, and other equity awards to Googlers, including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Such equity awards generally have a vesting 
period of 48 months.

In April 2012,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granted equity awards to each of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other than Larry, Sergey, and Eric. All equity awards were reviewed and approved by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enchmarking methodology described in Section 3.

The equity awards granted to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in 2012 consisted of a mix of stock options and GSUs, in the ratio of two 
stock options for each GSU. This mix provides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with upside opportunity balanced with a reliable 
level of earnings.

The equity awards granted to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in 2012 were the fi rst after adoption of our revised equity granting 
practices described under “Say-on-Pay” in Section 3. In light of this transition, we made two sets of equity awards to each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 in 2012. The larger awards refl ect the fi rst of the awards we intend to make to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in 
accordance with our revised equity granting practices. These equity awards were intended to be granted biennially and will vest 
fully after four years.

The second set of awards was intended to maintain stable interim cash fl ow levels for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as we complete 
the transition to biennial granting. These awards were intended as one-time supplementary awards and will vest fully after three years.

We acknowledge that biennial equity awards may make it more diffi  cult to communicate intended annual award levels since we 
are required to disclose the full at-grant value of all equity awards. Therefore, we will make it clear each time grants are made as 
part of this new biennial cycle and supplement our required disclosure with the intended annualized award level for each grant 
(see table below for 2012 equity awards).

Name

Target Value of 
Equity Awards

 Granted
 (in millions) ($)

Annualized Target 
Value of Equity Awards 

Granted 
(in millions) ($)

Number of Stock 
Options Granted

 (#)

Number of GSUs
 Granted

 (#)
Larry Page — — — —
Sergey Brin — — — —
Eric E. Schmidt — — — —
Patrick Pichette(1)(2) 40.0 22.5 69,163 34,582
Nikesh Arora(1)(2) 45.0 25.0 77,808 38,904
David C. Drummond(1)(2) 31.0 18.0 53,601 26,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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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nsistent with our equity granting practice, stock options and GSUs were granted on April 4, 2012 (the first Wednesday of the month 
following the date on which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approved the awards). Patrick, Nikesh, and David 
received biennial equity awards with the following vesting schedule: 100% of shares vest on the 25th day of the month four years after 
the vesting start date (April 4, 2012), subject to continued employment with Google through such vesting date. The exact number of stock 
options comprising the equity award was calculated by dividing the target option grant value (which is equal to 4/9ths of the target total 
value of the equity award) by 40% of the closing price of our Class A common stock on April 3, 2012, which was $642.62. The exact number 
of GSUs comprising the equity award was calculated by dividing the target GSU grant value (which is equal to 5/9ths of the target total value 
of the equity award) by the closing price of our Class A common stock on April 3, 2012. All equity awards are rounded up to the nearest 
whole share. See the Summary Compensation Table on page 40  of this proxy statement for the aggregate grant date fair value of each 
option and GSU award, computed in accordance with FASB ASC Topic 718.

(2) Consistent with our equity granting practice, stock options and GSUs were granted on April 4, 2012 (the first Wednesday of the month 
following the date on which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approved the awards). Patrick, Nikesh, and David 
received one-time equity awards with a target value of $5 million to maintain stable interim cash flow levels as we complete the transition 
to biennial granting. These one-time supplementary awards have the following vesting schedule: 100% of shares vest on the 25th day of 
the month three years after the vesting start date (April 4, 2012), subject to continued employment with Google through such vesting date. 
The exact number of stock options comprising the equity award was calculated by dividing the target option grant value (which is equal to 
4/9ths of the target total value of the equity award) by 40% of the closing price of our Class A common stock on April 3, 2012, which was 
$642.62. The exact number of GSUs comprising the equity award was calculated by dividing the target GSU grant value (which is equal to 
5/9ths of the target total value of the equity award) by the closing price of our Class A common stock on April 3, 2012. All equity awards 
are rounded up to the nearest whole share. Nikesh’s one-time supplementary equity awards, which were comprised of stock options to 
purchase 8,646 shares of Class A common stock and 4,323 GSUs, were cancelled in their entirety effective as of April 27, 2012 in exchange 
for a cash payment of $4.7 million, as described under “Cash Incentives” above. Excluding Nikesh’s cancelled equity awards, the Target 
Value of Equity Awards Granted and Annualized Target Value of Equity Awards Granted would be $40.0 million and $20.0 million. See the 
Summary Compensation Table on page 40  of this proxy statement for the aggregate grant date fair value of each option and GSU award, 
computed in accordance with FASB ASC Topic 718.

Larry and Sergey did not hold any stock options, GSUs or other contingent stock rights at the end of 2012. Larry, Sergey, and Eric 
requested not to be considered for additional equity awards in 2012.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will continue to review their compensation on an ongoing basis and may recommend future equity awards.

Section 5—Other Compensation Information

The fi rst four sections of this CD&A were intended to describe how we think about compensation and how that aff ects our pay 
practices. Other compensation-related details that may be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for our investors are discussed below.

Risk Considerations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has reviewed our compensation programs for employees generally 
and has concluded that these programs do not create risks that are reasonably likely to have a material adverse eff ect on the 
company.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believes that the design of our annual cash and long-term equity 
incentives provides an eff ective and appropriate mix of incentives to help ensure that our performance is focused on long-term 
stockholder value creation and does not encourage the taking of short-term risks at the expense of long-term results. In general, 
cash bonus opportunities for our employees are capped, and we have discretion to pay smaller bonuses (or pay no bonuses) 
based on any factor that we determine to be appropriate in the circumstances. As with the compensation of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the compensation for employees generally is delivered in the form of equity awards that help 
further align the interests of employees with those of stockholders.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believes that the following risk oversight and compensation design features 
safeguard against excessive risk-taking:

 •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s a whole has responsibility for risk oversight. The board regularly reviews certain areas of focus 
of the relevant board committees. The committees regularly report on their deliberations to the board. In addition, the 
board reviews the strategic, fi nancial, and execution risks and exposures associated with the fi nancial, operational, and 
capital decisions that serve as inputs to our compensation programs (see page 20  of this proxy statement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role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n the risk oversight process).

 • As described above, the majority of compensation provided to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is performance-based.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are motivated to carefully assess risk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ir compensation expec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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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rough discussions with our CEO,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gains valuable insight 
regarding a reasonable range of future company performance expectations. We incorporate this information when making 
decisions regarding annual cash bonuses and equity awards to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 In order to ensure a long-term focus by management, we mitigate the incentive provided by our annual bonus program. 
While the performance-based cash bonuses under our annual bonus program for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are based 
on our assessment of annual performance, the amount of such bonuses are based on a percentage of base salary, subject to 
a cap determined by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and represent a small percentage of the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overall total compensation opportunities assuming actual bonuses are equal to target bonuses.

 •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takes into account individual performance when determining 
the amount of annual bonuses paid to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 Given that a high percentage of our overall pay mix fo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is equity-based:
 – We design our annual bonus program to reward focus on fi nancial performance metrics that drive long-term stockholder value. At 
the same time, our use of equity awards subject to vesting conditions mitigates the potential for decisions that in isolation benefi t 
short-term results but that may not be consistent with our long-term interests.

 – Equity awards typically vest over a four-year vesting period (for awards granted prior to 2012, 1/48th each month over four years 
after an initial cliff  and for awards granted in 2012, cliff  vesting in full after four years) to ensure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have 
signifi cant value tied to long-term stock price performance.

 –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are subject to stock ownership requirements, which were increased in 2012, as detailed below. This 
ensures that each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 will hold a signifi cant amount of our equity to further align their interests with those of 
our stockholders over the long term.

 – We prohibit all speculative and hedging transactions involving our securities, as described more fully below. As a result, our executive 
offi  cers cannot insulate themselves from the eff ects of poor Google stock price performance.

 – We have internal controls over fi nancial reporting, and the measurement and calculation of compensation goals, and other fi nancial, 
operational, and complianc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that are designed to keep our compensation programs from being susceptible to 
manipulation by any employee, including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Timing of Equity Award Grants

Pursuant to a policy adopted by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in 2005, the eff ective grant date 
for all ongoing equity awards to employees (including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members of our board of directors, and non-
employee advisors is the fi rst Wednesday of the month following the date on which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approves the target dollar value of the equity award,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 ed by our board of directors or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All stock option awards to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are granted with a per share exercise price equal to or above the fair market 
value of a share of the underlying stock on the date of grant.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does 
not grant equity compensation awards in anticipation of the release of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Similarly, we do not time 
the release of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based on equity award grant dates.

Stock Ownership Requirements

To align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and directors’ interests with those of our stockholder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instituted 
stock ownership requirements under our Corporate Governance Guidelines.

In March 2012,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recommended, and in April 2012, our board of 
directors approved, increasing our requirements as follows: (i) our founders, CEO, and Executive Chairman shall each own at least 
20,000 issued and outstanding shares of Google stock (increased from 7,500); (ii) each Senior Vice President shall own at least 
5,500 issued and outstanding shares of Google stock (increased from 2,000); and (iii) each director shall own at least 500 issued 
and outstanding shares of Google stock (no change).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have fi 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approval of these requirements to comply with these ownership 
requirements. As requirements for our directors did not change, each director will continue to have two years from the time he 
or she becomes a director to comply with these ownership requirements.

All of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and directors either met the applicable minimum stock ownership guidelines as of 
December 31, 2012 or were within the time period noted above to come into compliance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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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actions in Company Securities

We have an insider trading policy, which, among other things, prohibits employees, offi  cers, and directors from engaging in 
any speculative or hedging transactions in our securities. Hedging transactions such as puts, calls, collars, swaps, forward sale 
contracts, exchange funds, and similar arrangements or instruments designed to hedge or off set decreases in the market value 
of Google’s securities are prohibited. No employee, including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or director may engage in short sales of 
Google securities, hold Google securities in a margin account, or pledge Google securities as collateral for a loan.

Post-Employment and Change in Control Payments

We have no agreements with any of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that provide for additional or accelerated compensation upon 
termination of the executive’s employment or a change in control of Google, except as set forth below.

Upon a change in control of Google and, unless our board of directors or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determines otherwise, if the successor corporation does not assume or substitute the equity awards held by our employees, 
including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all unvested stock options and unvested GSUs will fully vest.

The table below shows our estimates of the amount of the benefi t each of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would have received 
if the unvested stock options and unvested GSUs held by each of them as of December 31, 2012 had become fully vested as a 
result of a change in control. The estimated benefi t amount of unvested stock options was calculated by multiplying the number of 
unvested stock options held by the applicable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 by the diff erence between the closing price of our Class A 
common stock on December 31, 2012, which was $707.38, and the exercise price of the option. The estimated benefi t amount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any premium from our Transferable Stock Option (TSO) program. The estimated benefi t amount of 
unvested GSUs was calculated by multiplying the number of unvested GSUs by the closing price of our Class A common stock on 
December 31, 2012, which was $707.38.

Name

Number of Unvested 
Stock Options at 

December 31, 2012 
(#)

Estimated Benefi t 
of Unvested 

Stock Options at 
December 31, 2012

($)

Number of Unvested 
GSUs at 

December 31, 2012 
(#)

Estimated 
Benefi t of 

Unvested GSUs at 
December 31, 2012

($)

Total 
Estimated 

Benefi t
($)

Larry Page — — — — —
Sergey Brin — — — — —
Eric E. Schmidt 98,497 9,394,644 51,143 36,177,535 45,572,179
Patrick Pichette 117,247 13,178,618 57,698 40,814,411 53,993,029
Nikesh Arora 120,580 12,585,734 63,680 45,045,958 57,631,692
David C. Drummond 82,702 8,341,728 41,352 29,251,578 37,593,306

Deductibility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Section 162(m) of the Code may preclude us from deducting certain compensation in excess of $1,000,000 per year to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unless such compensation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qualifi ed performance-based compensation” under 
Section 162(m). The annual cash bonuses paid to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for the 2012 fi scal year were not designed to, 
and do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qualifi ed performance-based compensation” and therefore each such bonus will not be 
deductible for federal income tax purposes to the extent that it, when combined with other 2012 compensation for the applicable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 that does not meet such requirements (e.g., base salary, GSUs that vested and were settled in 2012), 
exceeds $1,000,000.

Perquisites and Other Benefi ts

Like all Googlers,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are eligible to participate in various employee benefi t plans, such as medical, dental, 
and vision care plans, fl exible spending accounts for health and dependent care, life, accidental death and dismemberment, 
disability, and travel insurance, survivor income benefi t,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e.g., confi dential counseling), and paid 
time off . As with our other employees, we also paid life insurance premiums for the benefi t of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other 
than Larry and Sergey.

In addition, we maintain a tax qualifi ed 401(k) retirement savings plan that contains both a pre-tax and an after-tax Roth savings 
feature for the benefi t of eligible employees, including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In 2012, we provided a company match equal 
to the greater of 100% of contributions up to $3,000, or 50% of the maximum contribution under the Code in 2012 ($17,000) for 
a match of $8,500, per employee, which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other than Larry and Sergey, also received. Our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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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 is fully vested at the time of contribution. Participants are not taxed on their pre-tax contributions or earnings on those 
contributions until distribution, but pre-tax contributions and all company matching contributions are deductible by us when 
made. Participants are taxed on their after-tax Roth contributions, and all company matching contributions and after-tax Roth 
contributions are deductible by us when made.

We do not provide any tax gross-ups for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except for gross-ups on relocation benefi ts, which are 
generally available to most Googlers for assignments requested and initiated by Google.

In 2012, we paid for personal security and amounts related to the personal use of non-commercial aircraft for Eric.

Deferred Compensation Plan

We maintain a non-qualifi ed deferred compensation plan for most of our U.S.-based employees. Patrick, our CFO, is not eligi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ferred compensation plan. The deferred compensation plan allows participants to defer a specifi ed percentage 
(up to 100%) of their bonus for a period of three, four, or fi ve years, subject to certain exceptions. The deferred compensation 
plan is unfunded and unsecured, and participation is voluntary. We do not contribute to the deferred compensation plan.

In 2012, Eric was the only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 to defer a portion of his bonus under this plan. See the Non-Qualifi ed Deferred 
Compensation table on page 44  of this proxy statement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garding Eric’s bonus deferral.

No Additional Executive Benefi t Plans

Since we do not generally diff erentiate the benefi ts we off er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from the benefi ts we off er our other 
employees, we do not maintain any benefi t plans that cover only one or more of our named executive offi  cers. We also do not 
maintain any executive retirement programs such as executive pension plans or supplemental executive retirement plans.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Report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has reviewed and discussed the Compensation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with management. Based on its review and discussions with management,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recommended to our board of directors that the Compensation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be included in our Annual 
Report on Form 10-K for 2012 and this proxy statement.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Paul S. Otellini, Chair
L. John Do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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