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開公司治理之面紗



從這章開始我們要進入歷屆選擇題必考區─公司治理，看證券交易法如

何就董事會、股東會、監察人這三大面向作調整。而各位常聽到的單軌制、雙

軌制之爭、獨立董事和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委託書徵求，筆者都會介紹，

請讀者牢記以下考試重點：

一、 單軌制、雙軌制中如何調整業務執行權和監督權的執行模式，筆者已用圖
表整理相關內容，請各位務必了解其中的差異以及我國的現況。

二、 公司治理機關之再進化的內容，不論是雙軌制或單軌制皆一體適用
1 依證券交易法第 26條之 3第 1項規定董事應至少設置 5人，若擔任董監
事之主體為法人就須注意證券交易法第 26條之 3第 2項不可同時擔任董
監事；自然人就適用證券交易法第 26條之 3第 3、4項，董事中必須過
半數具獨立性、監察人則至少有一人須具中立性。

2 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 1是針對內部控制之設計，而證券交易法第 36條
之 1是針對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
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及揭露財務預測資訊等重大財務業務

行為相關處理程序之制定過程。

3 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 6則是針對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設置，由於證券交易
法的內容簡略，子法的重要性就相形提升，筆者已將金管會的子法內容

加以整理。

三、 獨立董事和審計委員會徹底改變公司法中的治理模式
1 獨立董事依金管會函釋何時須強制設立，對於人數、獨立性、專業性、

資格有何限制，選任時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補選規定、職權行使有何

要求，都是讀者必須要能直覺反射回答出來的。

2 審計委員會和監察人有相當大的差異，因此從如何設置、成員組成、職

權行使、如何和董事會之互動，讀者都須了解牢記。



四、委託書規則是不容忽略的重點

 為避免翻查之不便，筆者已將重要規範收錄其中，另請留意公司法中有關

表決權行使之規定。委託書規則之重點筆者已經整理成兩大表格，其一為

徵求與非屬徵求之差異，其二為表決權不予計算之情形，以及各種徵求人

之資格、代理股數之限制。

五、調整股東會之開會規定

 主要有證券交易法第 26條之 1如何調整公司法第 172條第 5項開會通知召
集事由；證券交易法第 26條之 2針對零股股東可用公告方式通知；證券交
易法第 36條第 7項變更公司法第 170條第 2項但書，所以上市櫃公司之股
東常會一定要在會計年度終了後 6個月內召開；證券交易法第 36條第 8項
則是變更公司法第 195條第 2項，上市櫃公司董監事屆期不改選，金管會
可命其改選。

 ※命題年度分析表

主題 所涉法條 命題年度

公司治理之模式 單軌制與雙軌制

獨立董事與審計委員會 證交§§14-2~14-5

99預試、101司律、102司、
104司律、105司律、106司
律、107司律、108司律、
109司律

公司治理之強化 證交§§14-1、14-6、26-3
100司、101律、102律、103
司律、105司律、106司律

股東會之召集
證交§§ 2 6 - 1、 2 6 - 2、
36VII、VIII

99預試、100律、103司律、
106司律、108司律

委託書管理
證交§25-1、委託書管理規
則

108司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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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雙軌制與單軌制

公司治理之內涵眾說紛紜，參考 2004年 OECD的公司治理準則（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在於界定公司經營者、監督者、股東及其他
利害關係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而在股份有限公司的內部組織，各國規定不

盡相同，大致有單軌制與雙軌制兩種。公司如僅設單一的會（board），負責經
營與監督兩項功能即屬單軌制（unitary board, or one-tier system）；如公司分別

設置掌管經營的董事會及職司監督的監察人，則為雙軌制（two-tier system）。

美國採單軌制，由股東會選舉董事，組成董事會，負責選任執行長（CEO）

及經理人（officers）決定公司重大政策，並監督經理部門執行公司業務。董事
會（board of directors）的成員，有同時兼任行政職務（CEO, officers） 的內部
董事 （inside director, or managing director），及不兼任行政職務的外部董事
（outside director）。前者負責公司經營，後者職司經營的監督。如外部董事與
公司間不具有利害關係者，一般稱為獨立董事（independent director）。外部董
事未必即為獨立董事，例如由公司的簽證會計師或法律顧問擔任外部董事者，

因其與公司之間具有利害關係，即非獨立董事。除美國之外，英國、香港及新

加坡等均採單軌制。

雙軌制有垂直式與並立式兩種。前者如德國，由股東及員工共同選任監察人，

組成監事會（Aufsichtsrat），再由監事會選任董事，組成董事會（Vorstand），監
事會並有解任董事之權，二者為上下垂直關係。後者如日本，董事及監察人均由

股東會選舉產生，監察人雖有監督公司經營但並無任免董事之權利，二者係立於

平行的地位。日本於 2002年修正商法，規定自 2003年 4月 1日起，具一定規模
的公司，可選擇採單軌制或雙軌制；採單軌制者，應由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

（負責稽核及監督）、提名委員會（董事候選人的提名）及薪酬委員會（董事及

經理人的報酬）1。

1 參閱賴英照，證券交易法解析簡明版，2011年2月，頁77-78。

治 式公 之理司 模

第一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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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單軌制

股東會選任董事

董事會負責業務決策

選任經營階層

（CEO）─
負責業務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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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雙軌制――並列式

股東會選任董、監

董事會

業務決策、執行

監察人

負責監督

圖二 雙軌制――垂直式

股東及員工選任監察人

  監事會（可選、解任董事）

董事會─負責業務執行

筆者相信看圖輔助文字說明，大家就能明白賴英照老師這

段文字。我們 2006 年修法前是在圖三的位置，修法後漸漸有

往圖一邁進。這部分設計成選擇題的機率不高，但卻是講獨立

董事和審計委員會必要的背景知識，了解後看條文會更輕鬆。

再者，讀者可能有我國的經理人和英美的經營階層相同的錯覺，就選任上

是差不多，但就職能上有差異，因為我國的經理人是業務輔助機關，不一定會

是所謂的經營階層，肩負所有重大決策、日常業務之執行 2。另就業務經營上，

美國會進一步區分業務決策權與業務執行權，決策權由董事會負責、執行權則

由經營階層負責，然我國公司法第 202 條未體認大型公司之決策權與執行權分

離的必要性，所以常有董事長制、總經理制的爭議 3。

MurMur
作者

2 參閱王文宇，公司法論，2006年8月，頁53。
3 詳參王文宇，前瞻公司法制，月旦法學雜誌第100期，2003年9月，頁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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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實務現況─單軌或雙軌之抉擇

我國公司之「董事不懂事」、「監事不監視」怪象，向為人所詬病，加上

家族企業、關係企業盛行，導致企業經營權與所有權無法清楚切割，常有「大

股東」、「董事（長）與董事會」、「經營階層（含總經理）」之「三位一體」，

所謂之治理機關僅係陪襯而已。有鑒於此，2006年 1月證券交易法（以下簡稱
證交法）修正仿日本新制，賦予公開發行公司採行單軌或雙軌的選擇權，但主

管機關有權強制特定的公司採行單軌制，與日本法不盡相同，以釐清所有者、

經營者、監督者之角色，強化公司治理。 
準此，筆者先以下表釐清公開發行公司目前的內部監控機制，同時和美國

的單軌制作一比較。其中加粗的 B、C型態是考試型態中最可能出現的，99年
司法預試中第 5題即以此命題，請大家務必留意。另外，賴英照老師曾明白指
出 B種的獨立董事是董事會的成員，在雙軌制的架構下，行使董事的職權；C
種設置審計委員會行監察人職權的公司，已轉為單軌制的架構，故獨立董事以

董事的身分，參與公司的經營決策外，並負有監督經營的權責。美國法上獨立

董事只有 C種，而 B種為我國所獨創 4。

這樣的修正方向是否真的比較好，備受學者質疑，不過立法者基本上是肯

定美國空運來台的獨董，各位繼續看下去，心裡自有公斷 5。就考試觀點來看，

對各位一定不是利多，因為從下面開始會有很多顛覆公司法的觀念要接受。

所有者 經營者（管理者） 監督者 備註

美國 股東會
決策：內部董事

執行：經營階層

監察委員會

（Audit Committee）
單軌制

（台）普通公司 股東會 董事會（無獨董） 監察人 雙軌制

4 參閱賴英照，聞說雙溪春尚好──公司治理之三，經濟日報，2006年5月8日，A12版。
5 引述一段賴英照老師的話：「如果說單軌制是白貓，雙軌制是黑貓，白貓是不是比黑貓更
好？證交法顯然認為如此，因而賦予金管會強制上市、上櫃公司改採單軌制的權力。⋯⋯
台灣過去幾十年的經濟發展，就是在雙軌制之下達成的。至於地雷股的形成，原因錯綜複
雜，不是把雙軌改成單軌就能解決。恩龍、世界通訊如此；博達、太電也是如此。因此，
證交法賦予主管機關的強制力，應該刪除；修法之前，主管機關亦應知所節制。」參閱賴
英照，白貓比黑貓更好嗎？──公司治理之十，經濟日報，2006年6月26日，A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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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公開發行

公司

A股東會 董事會（無獨董） 監察人 雙軌制

B股東會 董事會（有獨董） 監察人 雙軌制

C股東會 董事會（有獨董） 審計委員會 單軌制

【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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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董監獨立性之確保──增訂證交法第26條之3

一、最低人數與成員資格之限制

2006年 1月增訂證交法第 26條之 3，其實是將許多證交所以及櫃買中心之
自律規範加以明文化，徹底解決自律規範凌駕法律之問題，且將適用的範圍從

上市、櫃公司擴及於所有公開發行公司。其中第 1至 4項規定如下：「已依本
法發行股票之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不得少於五人（第 1項）。政府或法人為
公開發行公司之股東時，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不得由其代表人同時當選或

擔任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不適用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第 2項）。
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下列關係

之一：一、配偶。二、二親等內之親屬（第 3項）。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
監察人間或監察人與董事間，應至少一席以上，不得具有前項各款關係之一（第

4項）。」筆者逐項說明：
1 證交法第 26條之 3第 1項主要為強化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之結構，協
助企業之經營發展，並衡酌實務之運作，規定董事應至少有 5席。至於
監察人之最低席次於公司法第 216條第 2項已明定公開發行公司須有 2
位以上之監察人。

2 證交法第 26條之 3第 2項主要是強化監察人之獨立性，此處請讀者留
意「不適用公司法第 27條第 2項規定」之意義，係因 2011年 12月公
司法修正前第 27條第 2項：「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亦得由其代表人
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代表人有數人時，得分別當選。」從證交法第 26
條之 3第 2項「政府或法人為公開發行公司之股東時，除經主管機關核
准者外，不得由其代表人同時當選或擔任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之文字，

可知排除適用的部分是得分別當選的文字，蓋其目的是排除同一法人同

時指派董事與監察人之情形，不過在修法後公司法第 27條第 2項已和
證交法採取同樣的規範模式，貫徹避免「董監狼狽為奸」之立法精神。

機 進 化治 之關理 再

第二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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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證交法第 26條之 3第 3、4項是針對自然人董監事，降低家族企業之色
彩，考量公司董事或監察人如均由同一家族擔任，董事會執行決策或監

察人監督時恐失客觀性，故要求董事會須過半數及監察人至少有一人是

中立，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親屬關係。這些比例和人數就是選擇

題的考點，請大家熟記。

上述的立法理由，不是拿來佔篇幅，而是法規有時而窮，

無法面面俱到，遇到實例題，掌握住立法精神，比較能選出正

確答案。以證交法第 26 條之 3 第 3、4 項為例，很容易出繁複

的實例題，若結合公司法第 27 條，觀念不清的讀者，一定會

亂掉。筆者建議讀者在答題時，先明確區分擔任董、監事的是法人代表人或自

然人，是同一法人之代表人就要注意有無同時擔任董、監事；若是自然人就要

注意是否為配偶或是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MurMur
作者

點題型實戰：

2-1. 
 A為尚未上市（櫃）之公開發行公司，經股東會選舉甲、乙、丙、丁、戊、己、

庚七位為董事；辛、寅為監察人。下列有關董事、監察人之選任，何者符合

證券交易法有關董事、監察人選任之規定？

A  甲、乙為夫妻關係；戊、己亦為夫妻關係；其餘董事、監察人無親屬關係
B  甲、乙為堂兄弟關係；丙、丁為表姐妹關係；其餘董事、監察人無親屬關
   係

C  A 公司之法人股東 B 投資公司指派甲、乙、丙、丁當選為董事；同時 B 投
資公司又指派辛當選為監察人

D  戊為辛、寅之父親；其餘董事、監察人無親屬關係
【法條實例型―證交法第 26 條之 3 第 2 項至第 4 項／ 105 司律】

解 析

1. 本題看到選項是很多身分關係的排列組合，讀者應該就要直覺反應證交法第 26
條之 3第 3、4項規定，如果沒有，表示你對法條不熟悉。依循筆者上述，第
一步就是先看董、監事身分是自然人或法人，若是自然人就要判斷是否為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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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二親等血親、董事當中是否有半數具獨立性、監察人是否至少有一席具獨立

性。

2. 選項 A由於甲、乙、戊、己已經有四席具配偶關係，等於董事 7席中有過半數
不具獨立性，已違反證交法第 26條之 3第 3項。

3. 選項 B堂兄弟、表姊妹是旁系四親等血親，並非第 26條之 3第 3項所列的二
親等內親屬，當然就不違反證交法第 26條之 3第 3項。

4. 選項C出現法人股東B，就要反射出同一法人股東不得同時派代表人當選董事、
監察人，本案 B投資公司指派甲、乙、丙、丁當選為董事、又指派辛當選為監
察人，已違反證交法第 26條之 3第 2項。

5. 選項 D係因 A公司僅有辛、寅兩位監察人，兩人與戊又具父子身分，等於沒有
一席具獨立性，違反證交法第 26條之 3第 4項。

答案：B 

2-2. 
上市 Y 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Y 公司）於民國 106 年 6 月 1 日所召集的年

度股東常會改選全部董監事席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依現行規定，Y 公司的董事席次不得少於 7 人，監察人席次不得少於 3 人
B  法人股東 A 公司得當選為 Y 公司之董事，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
C  法人股東 A 公司除得指派代表人當選為 Y 公司之董事外，並得同時指派另
一代表人當選為 Y 公司之監察人

D  依現行規定，法人股東 A 公司所指定之自然人或指派代表人擔任或當選公
司董監事職務時，不可於任期內隨時改派之

【法條實例型―證交法第 26 條之 3 ／ 106 司律】

解 析

連兩年考同樣的地方，本題各選項錯誤如下：選項 A董事席次不得少於 5人、
選項 C錯在法人股東 A不可以同時指派代表擔任董、監事。選項 D錯在證交法第
26條之 3只有排除公司法第 27條第 2項，但未動到公司法第 27條第 3項隨時改
派之規定。

答案：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