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版公司治理藍圖高峰論壇」紀實
文／宋佩璇、陳櫻樺、謝欣蕙　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部專員

摘要

1治理制度在公司創新轉型的過程中，非
常重要，董事會運作應與公司之升級轉

型結合，而且公司的規模越大，改造所需
的時間越長。

2獨立董事與公司決策者及經營團隊間，
需建立高度信任關係，並以追求公司及

利害關係人之長期利益為共識。

3經營者的起心動念是深化公司治理的關
鍵，而且要建立在誠信的基礎上，經營

者一定要先認知公司是大家的，任何決策
考量都從公司而非個人立場出發。

4董事會組成是公司治理運作的核心，公
司應該有自己的發展藍圖及治理策略，

據以尋找公司所需背景、專業、性別之獨
立董事，以協助公司發展運作，因應未來
的變局。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今年 4月 24

日正式啟動「新版公司治理藍圖（2018∼

2020）」，宣告我國資本市場正式進入公司

治理 2.0時代。為利外界瞭解公司治理之最

新趨勢及新版藍圖之重要內容，臺灣證券交

易所協同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於 5月 8日舉

辦「新版公司治理藍圖高峰論壇」，邀請金

管會顧立雄主委蒞臨致詞，簡介新版藍圖重

要內容，並安排專家演講與對談，探討公司

治理之價值及因應新版藍圖，如何提升董事

職能。

論壇宗旨

王道與公司治理

本次特別邀請宏碁集團創辦人兼榮譽

董事長施振榮先生分享王道與公司治理，

及宏碁如何奠定成為領導品牌的地位。施

董事長闡述了以價值創造、利益平衡及永

續經營為核心之王道經營理念，並強調公

司治理是企業永續發展的基礎，且治理文

化為公司治理之本。領導者對治理責任之

價值觀、基本信念及言行，須成為企業文

化之核心，公司治理才能做的好 1。

專題演講後，由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

產研究所陳春山教授引言，並請教施董事

長有關宏碁集團公司治理的基礎、治理制

度協助公司創新轉型的經驗，並從台積電

的案例進行分享。

施董事長分享宏碁集團的核心價值時

表示，宏碁集團對於重大決策，皆會將詳

細資料提報至董事會充分討論、集思廣益，

註 1：簡報資料請查閱 http://cgc.twse.com.tw/promoteEvent/
promoteEventArticleCh/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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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並非僅依循主席個人的意見做決

定，而是所有董事一起作成決定一起承擔

風險。董事會所作決議，董事長只能遵循，

並透過經營團隊有效執行。陳教授也認為

公司治理很重要的心態，就是充分溝通並

在董事會形成一個大家皆可接受的意見。

另外，施董事長指出，治理制度在

公司創新轉型的過程中，非常重要。董事

會運作應與公司之升級轉型結合，而且公

司的規模越大，改造所需的時間就越長。

因此，公司必須從弱點開始思考，建立

核心能力，領導者要提出遠見及策略，走

出自己的路，且以接力式馬拉松的方式接

續下去，才能永續經營。另外，他也強

調 5 C 原則—溝通（communication）、

溝通、溝通、共識（consensus）與承諾

（commitment），透過再三地溝通，取得

內部共識後，董事會和經營團隊都要達成

彼此許下的承諾。

最後，施董事長就其擔任台積電獨立

董事之觀察，分享台積電公司治理成功的

關鍵因素，主要和董事長及其所選的獨立董

事有關。董事長本身的心態是願意讓獨立董

事來挑戰他的。董事長和經營團隊需對公司

的發展願景及策略負責，並透過和董事的高

度溝通，讓董事瞭解其中的機會、挑戰和風

險，以形成對企業決策氛圍的瞭解。

證交所公司治理部鄭村經理針對新版

由新版藍圖探討如何提升
董事職能

藍圖進行簡報，新版藍圖共 24項具體措

施，其中 10項與董事會結構、職能發揮相

關，76項推動重點措施計 31項與董事會

相關，足見提升董事會職能係公司治理推

動之核心 2。簡報之後，在陳春山教授的

引言與主持下，穩懋半導體陳進財董事長、

國泰金控李長庚總經理、世界先進劉文正

獨立董事及光寶科技薛明玲獨立董事等四

位與談人，從企業經營者、獨立董事等角

度分享其公司治理經驗，交換意見。

本次受邀出席論壇之

貴賓、主持人及與談

人，左起依序為：國

泰金控李長庚總經

理、光寶科技薛明玲

獨立董事、世界先進

劉文正獨立董事、穩

懋半導體陳進財董事

長、金管會顧立雄主

委、宏碁集團創辦人

兼榮譽董事長施振榮

先生、臺北科技大學

智慧財產研究所陳春

山教授、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陳永誠董事長

及臺灣證券交易所簡

立忠總經理。

註 2：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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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高度，把新版藍圖攤開來看，如同制

訂公司其他策略一樣，思考在治理策略上

能否超越藍圖，不論是時間的提早或質的

深度。如何創造一個生態系統，讓獨立董

事制度更好，engagement的概念很重要，

就像結婚前要先約會一樣，透過選任前的

engagement，增加獨立董事候選人與公司

間相互了解。以其目前擔任某公司獨立董

事為例，公司董事會先和他透過討論公司

治理方向以及 project顧問等方式 engage

一年後，才正式選任他。

陳進財董事長指出，經營者的起心動

念是深化公司治理的關鍵，而且要建立在

誠信的基礎上，經營者一定要先認知公司

是大家的，任何決策考量都從公司而非個

人立場出發，對於新版藍圖自然會視為理

所當然，順理成章往前做。穩懋自願採行

的措施包括：英文財報、英文 CSR報告書、

公司秘書、在審計及薪酬委員會讓獨立董

事與外部會計師得以密切結合，單獨進行

深入討論等。此外，陳董事長強調公司對

大、小股東在權利思考上要對等，一定要

做到無私、透明、資訊對稱。

李長庚總經理提到，公司治理起源是

從防弊的角度出發，對於企業永續發展容

有不足，而 2013及 2018年藍圖，已逐漸

從防弊到企業如何興利與永續並存的角度

出發，並提供具體的法制化架構讓經理人

落實領導人誠信正直的理念，非常值得追

求。國泰金控在誠信的基礎上，自我要求，

自願走在更高的標準，每年透過國內評鑑

或國外獎項的參選，自我檢視和目前世界

潮流的要求有無差距。推動公司治理讓企

業經營更好，臺灣社會包容性更大，更能

提升臺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和立足點。

薛明玲董事認為，獨立董事與公司決

策者及經營團隊間，需建立高度信任關係，

並以追求公司及利害關係人之長期利益為

共識。獨立董事與公司決策者對於重大事

項，宜建立事先主動溝通之機制，以充分

討論作出共同決策，而此ㄧ信任關係之建

立，與獨立董事能否在重大事項上提供有

建設性且有價值的建議有關。薛先生亦分

享其通常會主動為所擔任獨立董事之公司

董事會講習，介紹公司及董事關心之議題，

並以公司為實例分析其影響與建議。此一

作法不僅可於準備講習資料時更深入瞭解

公司之營運，亦可與公司決策者就重要事

項作完整之溝通。

劉文正董事表示，過去我國公司治理

文化被詬病是 regulation-driven，法令怎

麼講我才怎麼做。鼓勵公司從董事長、董

目前擔任董事之公司，其公司治
理的優勢為何，面對新版藍圖之
重大議題為何，身為經營者或董
事如何協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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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間的橋樑，保持取得資訊管道之

暢通，減少資訊不對等，並協助獨立董事

依循法規行使職權，讓獨立董事更放心。

此外，獨立董事需要提案時，可預先告知

公司，先跟董事長溝通。建議董事持續進

修，鼓勵獨立董事分享經驗，讓獨立董事

能夠發揮策略指導的功能，提供加值服務。

陳董事長強調，公司希望能利用獨立

董事之專長，提供公正客觀的意見給經營

者。因此，經營者應保障獨立董事可以在

公司的任何部門以任何方式主動瞭解相關

議題及取得資料，公司有重大事件、重大

政策的形成，應主動與獨立董事、審計委

員會事前溝通，說明來龍去脈。公司應建

立在誠信的基礎上，打開與獨立董事的溝

通管道。

李總經理提到，獨立董事雖然是兼職，

但是要負起全部的責任，如何營造一個環

境，讓獨立董事進入公司，非常重要。為

了避免在日常經營上有所疏忽，我們歡迎

獨立董事參與及互動，提供建議，經理部

門協助獨立董事瞭解公司，獨立董事才能

有效監督，發揮策略引導功能，避免公司

犯下嚴重錯誤，幫助公司興利及永續。國

泰金控每個月風險管理委員會都邀請獨立

董事出席，並寄發相關資訊。

經營者如何提供獨立董事必要的
協助，獨立董事期待公司提供什
麼樣的協助，董事會成員如何強
化本身職能，以確保其善盡注意
義務？

薛董事談到，獨立董事宜善用公司內

部專家（公司秘書、內部稽核主管、財務

主管、法務主管）及外部專家（會計師及

律師），與內外部專家建立聯繫管道（電

話、Email、Line群組），隨時討論溝通。

此外，建議獨立董事辨認公司可能之高風

險因子，例如：關係人交易、轉投資、併購、

資訊安全，先評估其內控制度是否完備，

據以判斷可能衍生之風險，並請內部稽核

列入年度查核重點。此外，對於法律事項

要追根究柢，避免存有「以前都這樣做」、

「別人也這樣做」、「不可能被發現」之想

法，不確定的法律事項，請律師或會計師

出具意見，作為決策參考並降低法律風險。

劉董事回應，董事要在充分知悉的情

形下做出決策，公司治理人員即為公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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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董事長回應，穩懋內部的高階技術

經營階層進入董事會，並結合董事會之外

由技術專家組成的顧問團隊，增加董事會

專業知識。穩懋重安全、風險控制，也注

重智慧財產權、法律、財務專業，董事會

像一條船的指揮中心，只要功能平衡，可

安然面對外界挑戰。

李總經理表示，我們有未來發展戰略，

依集團發展重點，邀請不同專家進入董事

會，例如：之前我們想建立成為亞洲的平

臺，找具備併購、Fintech經驗的獨立董事；

我們投資市場的部位很大，找投資及風險

管理的專家擔任獨立董事。獨立董事必須

獨立加上懂事，本質應該是「懂事」，要

具備專業能力、領導能力及國際視野。

陳教授提醒，獨立董事應善用內部及

外部專家，建立高度互動溝通管道。從過

去臺灣 2、30個關於董事責任的判決及國

外判決來看，法院會問兩個問題：有無請

外部專家提供意見？有無發問問題並提出

相關事證？董事會議事錄中應記載獨立董

事發言內容及回應，留下軌跡。建議獨立

董事多多發問，幫助公司也幫助自己控制

法律風險。另外，董事會組成是公司治理

運作的核心，公司應該有自己的發展藍圖

及治理策略，據以尋找公司所需背景、專

業、性別之獨立董事，以協助公司發展運

作，因應未來的變局。

結論與觀察

薛董事分享，獨立董事一任三年，可

以自定目標，扮演董事長與經理人間之橋

樑係短期目標，之前當獨立董事時，曾向

董事長建議公司進行董事會績效評估、建

立吹哨者制度，這是經理人不敢建議的。

在得到公司高度信任後，獨立董事長期目

標係促進公司轉型、接班計畫。

劉董事認為，獨立董事可定位成廣義

的吹哨者，引導公司注意相關議題。公司

從未來三至五年面臨的挑戰及策略，思考

公司需要的董事會組成、性別、知識、經

驗，再廣泛搜尋董事候選人，公司與候選

人間的 engagement 過程很重要，讓雙方

瞭解對彼此的期望，包括：工作內容、投

注時間、薪資報酬內容及數額。

因應大變動的時代、ABCD（AI、
Block chain、Cloud serving、Big 
data）的時代，應有怎麼樣的策
略思考，讓董事會轉型升級，
讓公司治理加值，讓公司績效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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