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年度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差異

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公司是否依據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訂定並揭

露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  本公司已訂定「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並揭露公告於公司網站之公司治理

專區。 無 

二、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一)公司是否訂定內部作業程

序處理股東建議、疑義、

糾紛及訴訟事宜，並依程

序實施？ 

√  (一)對股東之建議或疑問等問題， 

   本公司設有發言人、代理發言人 

   之外，另有股務專職人員，並於 

   公司網站對外設有投資人專區 

   揭露投資人服務窗口，以處理股 

   東建議或提問等事項。 

無 

(二)公司是否掌握實際控制公

司之主要股東及主要股東

之最終控制者名單？ 

√  (二)本公司依相關法令規定定期揭 

   露主要股東及主要股東之最終 

   控制者名單，並依規定申報異動 

   資料。 
(三)公司是否建立、執行與關

係企業間之風險控管及防

火牆機制？ 

√  (三)本公司與關係企業間之業務往 

   來與財務往來均各自獨立運作 

   與分層管理，並定期召開督導會 

   報，對異常事項會查明原因，作 

   成紀錄並向本公司董事長、總 

   經理或各管理中心主管報告。公 

   司並訂有「關係企業相互間財務 

   業務相關作業規範」進行關係企 

   業間之作業風險控管。 
(四)公司是否訂定內部規範，

禁止公司內部人利用市場

上未公開資訊買賣有價證

券？ 

√  (四)本公司為維護證券交易市場交 

易公平性，新進同仁均有簽署

「重大訊息保密同意書」，並訂

有「內部重大訊息處理作業程

序」據以執行。 
三、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董事會是否就成員組成擬

訂多元化方針及落實執

行？ 

√  (一) 

1.本公司104年5月11日董事會通過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已有明文

擬定董事成員多元化方針，且本

公司董事會成員之提名與遴選係

遵照公司章程之規定，除評估各

無 



候選人之學經歷資格外，並參考

利害關係人的意見，遵守「董監事

選舉辦法」 及「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以落實董事會成員多元化。 

2.衡諸本公司第十五屆董事會成員

中有1名女性成員，長於經營管

理、領導決策、危機處理及國際市

場觀的有:陳仕修、孫瑒、陳棠、

林達佑及梁毅斌；長於會計、財務

分析、經營管理及商事與金融證

券相關法規的有：張日炎及陳厚

銘。至於董事陳仕修、孫瑒、陳健

豪及趙語喬，對於推動企業社會

責任、產業永續經營及環境保護

等不遺餘力。本公司董事會成員

整體已具備有豐厚產業營運、財

務金融、危機處理、國際市場觀等

多元能力。 

3.董事會就成員組成擬訂多元化的 

  政策揭露於公司網站及公開資訊 

  觀測站。 
(二)公司除依法設置薪資報酬

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外，

是否自願設置其他各類功

能性委員會？ 

 √ (二)本公司除依法設置薪資報酬委

員會及審計委員會外，尚未設

置其他各類功能性委員會。 

本公司第十四

屆董監事任期

屆滿後，於

106 年 6 月 30
日全面改選

時，設置三名

獨立董事，組

織審計委員會

取代監察人。 

(三)公司是否訂定董事會績效

評估辦法及其評估方式，

每年並定期進行績效評

估？ 

√  (三)本公司董事會已於106年11月

10日修正通過「董事會績效評

估辦法」，除原已訂定每年應至

少執行一次內部董事會績效評

估，董事會內部績效評估期間

應於每年年度結束時依評估方

法進行當年度績效評估、績效

評估結果應於次一年度最近一

次召開之董事會前完成之外，

修正訂定外部董事績效評估的

無 



執行，應至少每三年由外部專

業獨立機構或外部專家學者團

隊進行評估一次。 

本公司於106年1月間完成董事

會成員自評及董事會運作情形

評量，並於將105年度董事會績

效評量結果揭露於公司網站。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自我績效評

估之衡量項目，函括下列事項： 

1.公司目標及任務之掌握。  

2.董事職責認知。  

3.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4.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5.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  

6.內部控制。  

本次評估方式採用董事會成員

填寫「董事成員自我考評問卷」、

及由董事會議事務單位與董事

長各依「董事會評量表」，針對

董事會整體運作予以評量。依據

105年董事會績效評核結果，該

屆董事會整體運作屬良好。 

上述評估方式之指標權重，將定

期由薪資報酬委員會檢討，並依

實際運作情況需要，得調整評估

指標之比重。 
(四)公司是否定期評估簽證會

計師獨立性？ 

√  (四)本公司會計部每年一次依規自

行評估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標

準並於 106年 3月 30 日提案董

事會審議通過。經本公司會計

部遴選評估安永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許新民會計師及楊智惠會

計師，皆符合公司評估獨立性

標準，足堪擔任本公司簽證會

計師，且會計師事務所並出具

未有違反獨立性聲明書。 

無 

四、上市上櫃公司是否設置

公司治理專(兼)職單位

或人員負責公司治理

相關事務(包括但不限

於提供董事、監察人執

行業務所需資料、依法

√  本公司已設置董事長室為公司治理

兼職單位，負責督導各權責單位執

行公司治理相關事務。並由董事長

室彙總公司治理評鑑執行情形，提

報董事會報告執行進度。 

無 



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

之會議相關事宜、辦理

公司登記及變更登記、

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

議事錄等)？ 

 

五、公司是否建立與利害關係

人(包括但不限於股東、

員工、客戶及供應商等)

溝通管道，及於公司網站

設置利害關係人專區，並

妥適回應利害關係人所關

切之重要企業社會責任議

題？ 

√  本公司於設有發言人及代理發言

人，並於公司網站對外設有投資人

專區揭露投資人服務窗口及利害關

係人專區，作為與投資人及利害關

係人之溝通管道之一。 

無 

六、公司是否委任專業股務代

辦機構辦理股東會事務？ 

√  本公司原委託專業股務代辦機構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

部」，處理股東會及股務相關事

宜，預計自107年2月1日起改委由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

代理部」辦理，並業經臺灣集中保

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106年11月

28日保結稽字第1060023228號函覆

准予備查。 

無 

七、資訊公開     
(一)公司是否架設網站，揭露

財務業務及公司治理資

訊？ 

√  (一)公司有於公司網站上，設置財

務業務資訊及公司治理專區。 

無 

(二)公司是否採行其他資訊揭

露之方式（如架設英文網

站、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

訊之蒐集及揭露、落實發

言人制度、法人說明會過

程放置公司網站等）？ 

√  (二)本公司有自行架設公司網站對

外揭露其他資訊，並指定專人

負責公司網站維護及股務課專

職同仁負責公開資訊觀測站之

公司重大訊息其相關資訊之揭

露，本公司並有落實發言人制

度負責公司對外資訊之揭露及

說明並將法人說明會過程依規

公開揭露及放置公司網站。 
八、公司是否有其他有助於瞭

解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重

要資訊（包括但不限於員

工權益、僱員關懷、投資

者關係、供應商關係、利

害關係人之權利、董事及

監察人進修之情形、風險

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

之執行情形、客戶政策之

√  1.本公司董事購買責任險:每一賠償

請求及保險期間累計賠償限額為

美金壹仟萬元。 

2.員工權益：本公司依勞基法規定保

障員工權益。 

3.員工關懷：本公司提供相關福利制

度(如員工旅遊、健檢等)及年度教

無 



執行情形、公司為董事及

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

形等）？ 

育訓練規劃，與員工建立良好互動

關係。 

4.投資者關係：網站設有專人服務窗

口及股務單位專責處理股東建議。 

5.供應商關係：本公司高階主管定期

與供應商會談，維持雙向暢通的溝

通管道。 

6.利害關係人之權利：利害關係人得

隨時與公司進行建言、溝通，以維

護應有之合法權利。 

7.董事進修：本公司公開說明書及年

報均載有董事進修情況。 

8.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

執行情況：本公司依八大循環辦法

及內稽內控作業進行各項風險管

理及評估。 

9.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本公司與客

戶維持良好溝通，以創造雙贏的合

作關係。 

九、請就臺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公司治理中

心最近年度發布之公司

治理評鑑結果說明已改

善情形，及就尚未改善

者提出優先加強事項與

措施。 

 √ 本公司目前已完成誠信經營行為書

面治理自評報告，後續會隨時依公

司治理評鑑項目隨時自行評量公司

治理事項。 

本公司雖尚無

完全書面治理

自評報告，但

會隨時依公司

治理評鑑項目

隨時自行評量

公司治理事

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