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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一、	前言

公司治理的重心在董事會的有效運作，而董事會能否有效運作，

並實質發揮它對經理部門的指導及監督功能，端賴董事會之有效

組成、有效分工、有效學習、董事長之有效領導及成員們之有效投

入。

我國自民國 91年 10月公布「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迄今已
二十載，國內公司治理總體環境漸趨成熟，企業董事會效能的定期

檢討與持續提升，是健全公司治理重要的關鍵因素，也是邁向企業

永續有效經營的驅動方法。而外部獨立的專業機構可協助個別企業

衡量並檢視董事會運作進一步精進的機會。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後稱本協會）作為獨立專業的公司治理輔導與

評量機構，參照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最新之公司治理指導原
則，兼顧台灣法制環境與企業特性，於民國 94年起推出公司治理
制度評量及評鑑服務迄今，已服務近 400家次，其範圍橫跨各類型
產業，亦含蓋不同股權結構及董事會成員組合之公有事業、上市上

櫃公司及一般公開發行及非公開發行公司。

本協會以豐富的公司治理制度評量及評鑑執行經驗為基礎，從企業

經營的計畫、執行、監督與考核循環，及董事會與經理部門的分工

合作，定義本協會「董事會績效評估服務」之檢視範圍，包括以下

八大構面：

1. 董事會之組成。
2. 董事會之指導。
3. 董事會之授權。
4. 董事會之監督。
5. 董事會之溝通。
6. 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
7. 董事會之自律。
8. 其他如董事會會議、支援系統等。

評估企業董事會的績效，可以釐清個別董事、功能性委員會和董事

會間的角色和責任，亦可檢視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董事會是否適

切地關注重要的議題、投入足夠的資源，並以合適的方式來面對企

業成長與永續經營相關議題。定期的董事會績效外部評估，更是企

業向員工、客戶、供應商、投資人及其他資本市場參與者等利害關

係人，展現企業董事會承擔、精進領導品格的重要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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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估執行程序相關資訊二、評估執行程序相關資訊

(一 ) 評估程序：

日期 主要程序

110.11.08 公司完成報名程序

110.12.14 公司開始進行線上評估自評作業

110.12.31 公司完成線上評估自評作業

111.01.18 協會評估委員與專員共同進行書審作業

111.01.27 協會評估委員與專員視訊訪評

111.02.14 協會出具評估報告書

(二 ) 評估資料檢視期間：

         110年 1月 01日∼ 110年 12月 31日

(三 ) 視訊訪評評估小組：

執行委員暨召集人        ： 林純正
執行委員 ： 邱明志

評量專員                                                                                                             ： 陳伊婷
評量專員            ： 宋宜靜

(四 ) 視訊訪評出席人員：

董事長 盧乾三 先生

總管理處執行副總經理 蘇在基 先生

獨立董事 趙章如 先生

獨立董事 王周珍 先生

獨立董事 陳雅娟 女士

財會部部長 /公司治理主管 李伯昌 先生

稽核副理 王珮芬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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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大構面重點說明與整體觀察三、八大構面重點說明與整體觀察

(一 )  構面重點說明

1. 董事會之組成

董事會以集體議事方式督導企業的運作，因此，董事會之組成應符合企業

營運發展的需求，以期能有效發揮指導與監督功能。而追求永續經營的企

業，應規劃董事會的傳承及發展，並定期檢視現有董事會之組成、分工，

以及成員之遴選、提名與聘任過程是否嚴謹周全。

2. 董事會之指導

董事會是企業經營決策的指揮中心。董事會應植基於公司的外在環境，審

視企業自身的優勢，來設定及調整公司目標與因應策略，並有效管理與確

保經理部門落實策略執行以達成目標。

3. 董事會之授權

董事會在召開會議的時間之外，透過職責的分工及對經理部門之授權，確

保企業依循既定的政策、制度、目標及策略落實執行。董事會應建置被授

權單位有效即時的回報機制，以作為決策或管理調整的參考。

4. 董事會之監督

董事會之監督，應藉由設置獨立的內部稽核專職人員，並借重外部專業會

計師，與其他有效機制來落實，以合理確保企業合規及有效運作。

5. 董事會之溝通

現代的企業領導與管理中，「溝通」是一項核心能力。董事會指導與監督

的功能，須奠基於良好的溝通機制始得以有效發揮，董事會的授權與分工

才能真正落實。董事會溝通對象包括董事會自身成員、經理部門、股東，

以及其他利害關係人；董事會也必須關注溝通的議題、溝通與反饋機制及

董事會議事文化。

6. 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

內部控制系統及風險管理，是確保企業有效管理的兩大機制，而董事會是

內部控制與風險評估最終的監督機構。董事會根據企業的目標，應辨識

重要的風險事項，定義風險容忍度，並建置健全的內部控制制度，以確保

（合理保證）企業運作成果。此外，高階經理人的培訓與繼任也是確保企

業穩健經營、降低斷層風險的重要議題。

7. 董事會之自律

董事會領導企業經營方向，其效能之發揮攸關企業的興衰成敗，因此，董

事會自身當責及高度自律，可確保企業經營績效及誠信經營文化之落實。

董事會必須定期對自身的參與投入及績效進行評估，並確實檢討精進，期

能回應經營環境的變化。

8. 其他如董事會會議、支援系統等

能夠協助發揮董事會效能的基礎，在於具備專業且健全的董事會議事支援

系統，包括公司治理人員的設置、議程的規劃、會議的籌備、資訊的提

供、會議的記錄與會後的追蹤管理等。

(二 ) 整體觀察

貴公司於民國 108年進行董事會改選，選任董事 7席，包含 3席自然人董事、
1席法人董事及 3席獨立董事，其中 1席為女性；當年及隔年分別有一席獨立
董事及法人董事辭任，皆於 109年進行補選，目前董事會組成為 4席自然人
董事與 3席獨立董事。獨立董事連續任期均未超過三屆。董事會成員專長涵
蓋法律、會計、管理、資訊管理等，董事會整體專業組成多元，符合公司營運

發展之需求。

民國 105年，貴公司於董事會轄下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並於 108年設置審
計委員會；貴公司於評估期間共召開 6次董事會、6次審計委員會，以及 3次
薪資報酬委員會，會議議案相關資料皆於 7日前提供予全體董事。

稽核人員編制年度稽核計畫與每月交付稽核報告時，獨立董事皆以電話或通訊

軟體與稽核主管進行溝通，並提供相關建議，稽核主管亦定期每季於審計委員

會、董事會中報告查核缺失之追蹤改善情形。

貴公司早於主管機關規定，於 108年 5月 7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指派財會部
部長擔任公司治理主管，負責安排董事會相關會議與董事進修課程，及對董事

提供必要之協助等公司治理相關事務，俾利董事會成員履行職責，以提升公司

治理之效能。

貴公司重視與利害關係人之溝通，於公司網站投資人關係專區之服務資訊中，

揭露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根據不同類別的利害關係人，設置對應之建言及申

訴服務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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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協會之董事會績效評估訪評小組，由具獨立性且經驗豐富的執行委員與專員所組

成，以八大檢視構面之精神為本，參閱貴公司填答之開放式問卷、提供之各項資料

（評估期間召開之董事會議事錄、各功能性委員會議事錄）與公開資訊等，並以視

訊方式訪談相關成員。

經由訪評小組檢視資料、視訊溝通與互動觀察結果，彙集整理提出總評與建議事項

如後，供貴公司內部使用，以為後續規劃、建置及強化董事會職能之參考。

總評：

1. 貴公司主動邀請第三方專業獨立機構，協助辦理董事會績效評估，藉由外
部獨立客觀之檢視，提供精進意見，充分顯示貴公司落實公司治理，精進

董事會效能之企圖心。

2. 貴公司於策略擬訂與預算編制時，俟經營團隊擬訂初稿，即邀請獨立董事
參與討論，充分尊重其意見，在取得共識後訂定策略，並完成年度預算，

使獨立董事皆得以發揮所長，提升公司營運效益。

3. 貴公司尊重董事專業，為使各項董事會議案獲得充分討論，關於公司發展
需求之重大議案，皆於會前諮詢獨立董事意見，並提供進一步所需之資訊，

以協助公司做出最佳決策，形成良好之董事會議事文化。

四、總評與建議四、總評與建議

建議：

1. 貴公司於官網公司治理專區建置誠信經營與檢舉管道，揭露受理窗口之檢
舉專線與信箱，並由公司治理主管及稽核室主管共同受理。然而，吹哨者

機制首重與獨立董事之直接溝通管道，建議貴公司設置由獨立董事（或審

計委員會）、公司治理主管及稽核主管同步接收之舉報信箱，並定期於董

事會報告執行情形，以進一步強化吹哨者機制之功能。

2. 貴公司已訂定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辦法，並由各級部門主管負責風險管理
之責任。建議貴公司可考量設置風險管理小組，以統籌控管營運之相關風

險，並將各類風險控管情形，定期於審計委員會與董事會報告，俾使董事

會更有效率督導公司經營風險之控管。

3. 建議貴公司設置內部稽核人員、簽證會計師與審計委員會溝通之閉門會議，
以強化審計委員會對內部稽核作業與財務報表查核及公正表達之督導職能，

並確保審計委員會、內部稽核人員及簽證會計師之溝通管道暢通。

4. 貴公司依「董事會績效評鑑辦法」定期於每年底執行績效自評，建議貴公
司針對自評得分較低項目，逐項請教董事意見，並彙整於董事會做專案報

告，從而擬訂精進計畫，以充分發揮董事會績效評估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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