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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是繼 2017年 5月「公司治理─董監事與中介機構責

任」研討會，筆者報告「論董監事的內部控制與公司治理」一

文之後，在 2018 年 12 月「台灣與日本國際公司治理學術研討

會」之相關法令遵循與國際公司治理的議題，就我方主題的三

篇報告之一。 

針對本文「檢析法令遵循與我國公司治理之內部控制模

式」的報告，作者的論述布局與意向，乃以我國現行法令遵循

的規範為問題引言，相較於近年的企業假帳惡習、食安風暴，

與企業遵守法令風氣不佳，互為因果的商業行為習性，凸顯我

國政府所倡議健全企業文化與落實公司治理的實效，的確有待

提升之空間；然，2016 年秋因兆豐銀行紐約分行的裁罰事件為

契機，促使政府再次強化公司法令遵循決心，本文擬分析我國

公司組織與內部控制模型的設計內容，呼籲政府的法制政策，

宜先釐清法令遵循的本質與業務決策、執行、監督之職守為

要，以有效提升我國公司治理的實質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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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法制現況與問題研議 

就企業組織內部控制之明文化議題，乃我國於民國 91年證

券交易法修正時，增訂第 14條之 1相關公開發行公司內部控制

制度的規定。針對公開發行公司及證券相關事業等單位，依法

建立財務、業務之內部控制與申報內部控制聲明書制度，同時

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 1亦授權主管機關，頒布行政命令，例如

將現行「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等行政規

定，符合行政程序而有法律的授權依據，提升證券管理之位

階；至於上述內控處理準則，以下本文簡稱準則
1
。然，相較於

不上市不上櫃之非公開發行公司部分，除不屬我國證券交易法

所規範的對象外，而公司法亦無特別對內部控制有所規範，但

這是否等同於非公開發行公司無須建立內部控制制度之需求？

當然不是的，從公司治理角度，審視公開發行公司與非公開發

行公司的內部控制評價，宜是相同的；縱然如此，本文之於企

業內部控制相關法制議題的檢討，僅遷就於現行法明文化的公

開發行公司部分，為本次研議的範圍。 

至於相關現行公開發行公司內部控制的制度設計，如準則

所明訂，乃以公司董事會及經理人為主軸，藉以促進公司的健

全經營與相關法令之遵循，期以合理確保下列目標達成：一是

                                                        
1  民國 91 年證券交易法部條文修正草案，增訂第 14 條之 1 的立法理由，請

參閱立法院公報，91 卷 34 期，193 頁。另，民國 91 年 11 月 18 日（91）
臺財證稽字第 0910005805 號令，證券主管機關頒布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

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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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之效果及效率
2
，二是報導具可靠性、即時性、透明性，符

合相關規範
3
，三是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基於此，本報告為配

合研討會主題之「法令遵循與公司治理當務之急的課題」，擬從

法令遵循的執行面與制度面，檢視我國公司的內部控制制度。

職是，在內容安排上，相關本篇報告的章節乃先針對法令遵循

與企業內控的現行設計觀察，再深入研析公司法制與法令遵循

設計的模型問題所在，分享筆者就法律觀點與研究企業內控制

度的心得。 

貳、法令遵循與企業管控的三道防線 

一、公開發行公司內控處理準則遺漏法令遵循的

具體規範 

首先，本報告擬就目前準則所設計的公司內部控制規劃，

來掌握其規範內容： 

（一）經理人設計、董事會核定的內控模式  

依準則第 3 條、第 5 條所訂，即相關公司的內部控制制度

「……由經理人所設計，董事會通過，並由董事會、經理人及其

                                                        
2  依準則第 3 條第 2 項特別定義第 1 項第 1 款「營運效果及效率目標」，範

圍包括獲利、績效及保障資產安全等。 
3  依準則第 3 條第 3 項特別定義第 1 項第 2 款「報導」，對象包括公司內

部、外部的財務報導及非財務報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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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員工執行之管理過程」，且「……應訂定明確之內部組織結

構、呈報體系及適當權限與責任……等事項」，內部控制廣義上

自是公司業務執行範圍的一環，著實符合公司法第 193 條第 1

項「董事會執行業務」的職能區分，且亦假設每家公司均有設

置經理人制度，如公司法第 32條「為公司管理事務」之前提。 

問題在於企業經營權限的制衡上，我國公司法採業務執行

與監督分權的立法例，股份有限公司設有監察人制度；因此，

監察人依法列席董事會，並隨時調查公司業務、財務狀況，查

核公司簿冊文件，請求董事會、經理人提出報告的監督機關，

惟其於內部控制的角色扮演如何？另，若屬證券交易法公司設

置審計委員會者，因立法上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的設計，依

法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亦準用之，然相關內部控

制的審計委員會，其所扮演角色又如何？ 

（二）內部稽核之自我監控執行 

相關我國上述準則第 10條第 1項明訂公開發行公司應實施

內部稽核的義務，這是內部控制是否落實的自我檢測；究其規

範意旨，目的則在於協助董事會及經理人檢查及覆核內部控制

制度之缺失及衡量營運之效果及效率，並適時提供改進建議，

不難理解。因此，相關公司內部控制的處理作業上，上述內控

處理準則明訂如下的內部稽核作業與會計師審查報告的配套措

施： 

一是公司之「設置隸屬於董事會之內部稽核單位」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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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授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訂定「適任之專任內部

稽核人員應具備條件」
4
外（準則第 11 條第 6 項），該準則亦明

訂公司內部稽核實施細則的具體要項（準則第 12 條第 1 項）、

內部控制風險評估結果之稽核計畫、報告及追蹤報告（準則第

13 條第 1 項）等，公司在陳核稽核報告、追蹤報告後，不僅依

規定交付、通知監察人或獨立董事外（準則第 15 條），並對內

部稽核人員，明訂一定的作為及禁止義務（準則第 16條）
5
。 

二是公司之「作成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義務，在落實公

司自行評估內部控制制度之目的下，明文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訂

定自行評估作業之程序及方法外，相關每年自行評估內部控制

制度設計及執行的有效性，應經董事會通過並依規定格式作成

                                                        
4  依民國 101 年 07 月 25 日金管證審字第 1010033235 號行政函釋，即內部

稽核人員之適任條件如下： 
（一）不得有犯詐欺、背信、侵占罪，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刑之宣告，

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者，或曾服公務虧空公款，經判決確定，服刑

期滿尚未逾二年者。 
（二）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1. 擔任公開發行公司、證券或期貨相關機構之稽核人員滿二年以

上者。 
2. 於符合本會所定「會計師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

核准準則」（以下簡稱查簽準則）之依會計師法第十五條規定之

聯合或法人會計師事務所從事審計工作滿二年以上者。 
3. 具有公開發行公司之業務工作經驗滿三年以上者。 
4. 具有電腦程式設計師或系統分析師等專業工作經驗滿三年以上

者。 
5. 取得會計師考試及格證書、國際內部稽核師協會所核發之國際

內部稽核師證書或國際電腦稽核協會所核發之國際電腦稽核師

證書者。 
5  相關我國公司內部稽核的實務運作，請參閱鄭明裕，內部稽核新定位，內

部稽核，88 期，2015 年，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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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如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1 第 3 項規

定，公告申報之（準則第 24條）。 

三是導入「內部控制制度審查報告」的外部程序，這於公

司內部控制之自我監控作業上，上述我國的內控處理準則亦導

入外部之「會計師專案審查」機制，這此即該準則明定受託專

案審查的會計師，提出內部控制制度審查報告（準則第 32

條），甚至是內部控制制度建議書（準則第 36條）。究其立法緣

由，則如準則第 26條「會計師專案審查公開發行公司內部控制

制度之目的，係使公司之利害關係人，瞭解該公司之內部控制

制度設計及執行是否有效」，解釋上當然包括準則第 30 條「會

計師執行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專案審查，……使會計師之簽證風

險降至可接受之低水準」，不難理解。 

（三）立法例上的觀察 

然，針對上述準則所明訂的內容，觀察其內控制度上的設

計，筆者思索內部控制與法令遵循的問題所在，有二個心得如

下： 

一是該準則明顯欠缺如何合理、確保達成「相關法令規章

之遵循」目標的具體作業規範。從準則第 7 條明文公開發行公

司之內部控制制度，應涵蓋所有營運活動，遵循所屬產業法令

與第 8 條各項管理作業之控制，但相關法令遵循的自我監控部

分，一向為我國企業所忽視，這似乎是事實，直到一連串的企

業弊案爆發，凸顯法令遵循之公司內控機能問題叢生，擬亡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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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牢。 

再者是我國制度，筆者認為相關法條體例上，的確有再檢

視的餘地。就此，該準則亦特別因應公司設有監察人或審計委

員會組織之不同，訂有不同的程序：一是依證券交易法第 14條

之 4 董事會設有審計委員會者，這程序上是內部控制制度經審

計委員會同意後，再提董事會通過。二是公司如不設審計委員

會而保留監察人者，則將董事會通過之內部控制制度，送各監

察人而已（規則第 4條）。當然，上述的差異性立法，令人難以

理解外；的確，論者亦謂這形式上符合英美法系公司董事會設

有各委員會的獨立董事制度運作，但這對我國公司法傳統上設

有監察人的原有制度，即專司業務監察與會計監察的組織功能

言之，因而如此模型亦有再討論的空間
6
。 

二、企業假帳、食安風暴與金融機構內控受罰等

案的警鐘 

相關企業爆發假帳，在公司法制的領域，時有所聞，例如

民國 105 年 5 月新聞媒體報導光洋科技公司財報不實，為防制

企業假帳一而再再而三的情事發生，疾呼政府應關注公司治理

與企業內控的議題
7
，而前幾年世界各國的食品安全風暴，我國

                                                        
6  廖大穎，論董監事的內部監控義務與公司治理─從法令遵循議題與企業

風險管控的觀察，興大法學，22 期，2017 年，106 頁。 
7  民國 105 年 5 月 17 日「光洋科財報不實，馬堅勇接董座，聚焦本業」經濟

日報，https://money.udn.com/money/index；民國 105 年 5 月 24 日「防止

光洋科假帳事件，請守這三道防線」聯合報，https://udn.com/news/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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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搭上國際列車，例如動物用奶粉、竄改食用日期、瘦肉精、

黑心油、毒澱粉、塑化劑、香精麵包等事件，諸多的食品安全

問題曾一時造成我國民眾不安與社會的騷動，至今猶歷歷在

耳。相較於食安問題所衍生的風波，同時也促成證券交易法部

分條文修正，增訂第 156 條第 1 項第 6 款上市、上櫃公司發生

重大公害或食品、藥物安全事件時，主管機關命令停止股票交

易的事由之一
8
。雖然如此，但直接暴露我國法令遵循工作嚴重

不足，而政府急於重新建制相關法令遵循的重要關鍵，則非

2016年的兆豐銀行案莫屬。 

2016 年 8 月所爆發的兆豐銀行紐約分行遭美國政府開罰一

案，這是國內金融史上一樁大案件，依當時國內新聞媒體所報

導，因此案我國兆豐銀行接受並簽署美國紐約州金融局

（Department of Finance Service, DFS）裁處 1.8億美元罰款的同

意書，如美國當局所出示的雙方同意裁處書……在於兆豐銀行

                                                        
8  民國 104 年證券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增訂第 156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

立法說明，謂其肇因於二○一三年大統黑心油事件與頂新國際集團的味全

公司等企業之商業行為，足以認為這種嚴重扭曲我國食品業對社會服務志

業之期待，傷及對社會提供安全食品的信賴，而構成影響證券市場秩序及

損害公益之情事，除強化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報告書之約束力外，證券交

易法亦增訂停止其有價證券一部或全部買賣等之規定，即在證券交易所上

市、上櫃公司發生重大公害或食品、藥物安全事件者，此時主管機關有必

要命令停止該公司有價證券之市場交易，請參閱立法院公報，104 卷 54
期，頁 103。 
然，企業違法事情頻傳，陳天意、黃劭彥、王志誠，法令遵循控制機制成

熟度模型之研究─以個資管理為例，管理與法遵，2 卷 1 期，2017 年，

90 頁，明確指出我國企業顯然未有效控管法令遵循風險，而相關公開發

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並未要求建立法令遵循控制機制，造成

內部控制運作模式不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