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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9 年底迄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下稱「新冠肺炎」或

「COVID-19」）之疫情使企業的永續風險再次浮上檯面，諸多公司正面

臨財務、職安等重大營運困境；有論者指出 COVID-19 凸顯企業表現連

結社會福祉的程度仍有進步空間，且可預期當未來出現類似危機，公司

將無可避免成為肩負社會責任的實體1。美國紐約知名之律師事務所

Wachtell, Lipton, Rosen & Katz亦指出公司董事正面臨之議題，具體如確

保利害關係人之安全、釐清疾病之風險及應對之道、檢視企業短中長期

之營運計畫並納入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ESG）等永續面向2。 

回到我國的情形，舉例言之，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捐贈 BNT新冠肺

炎疫苗予我國政府，有報導指出：「台積電捐贈疫苗花費約 50 億台幣，

由全體股東埋單」，也於 2021 年 7 月的股東會成為股東關心議題之一；

關此，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先生當時曾表示：「疫苗採購成本會作為

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項目支出，今年台積電 ESG 支出會增

加……在 5 月下旬看到臺灣確診數字以幾何級數向上增加，而疫苗似乎

來不及因應，台積電就思考能夠作些什麼事，因此在 6 月 8 日的董事會

作出準備，並和董事進行熱絡（active）的討論……這次疫苗的捐贈金額

非常大，台積公司雖然有慈善基金會和文教基金會，但這兩個基金會的

預算遠不足以應付如此大的金額，所以才會提到台積電董事會決

定……。」3針對台積電上述做公益之事，賴英照教授有如下評論：「營

利事業花大錢買疫苗，是不是符合公司經營的目的？這曾經是長期爭議

的話題……我們的公司法在 2018 年 8 月 1 日修正，特別增訂企業社會

責任的條文：『公司經營業務，應遵守法令及商業倫理規範，得採行增

進公共利益之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根據這條規定，公司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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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是為創造股東最大的利潤。經營者必須遵守商業倫理規範，照顧

員工、消費者及社區的利益。經營者也有權力使用公司資源，『採行增

進公共利益之行為』。在『增進公共利益』的基礎上，和公益慈善團體

有共同的目的。事實上，公司有意願也有力量，協助解決社會問題，共

同打造更美好的家園。採購疫苗就是一個例子。」4 以上討論即涉及本

書第一章、第三章、第六章即將討論的公司治理之內外部機制、公私部

門的合作治理、商業判斷法則、企業永續或企業社會責任的推動模式、

公司目的之遞嬗等等議題。 

有鑑於此，本書之主標題名為「企業永續與公司治理」，意味著公

司若欲有長期競爭力，企業永續之經營策略上不僅應納入 ESG 等基因，

更應從「G」的公司治理，也就是公司營運的每一個細節做起；由於上

述治理過程之中當然會含括「E」的環境及「S」的社會等面向，企業自

然能創造長期價值，而非只是短期股價的躍升5。綜合而言，如本書第六

章所論，企業永續 ESG 之源頭乃「G」的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好的公

司，長期經營自然也會重視社會與環境等議題6。因此，本書第一章以下

即自企業永續 ESG 之源頭的「G」公司治理談起。就我國法制而言，如

前所述，2018 年 7 月 6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公司法修正（下稱「新公司

法」），公司法第 1 條增訂第 2 項：「公司經營業務，應遵守法令及商業

倫理規範，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7」可見法

令遵循機制於公司內部治理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8。又我國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下稱「金管會」）的顧立雄前主委9於 2017 年上任主委之初，即

表示將啟動第三次金融改革：「將透過內外部機制雙管齊下，搭配量化

與質化指標，讓金融業成為公司治理的典範。內部機制為金融業自身法

令遵循與內稽內控，外部機制為金管會的監理措施……。」10現金管會

主委黃天牧主委亦強調：「吹哨者制度是企業防弊的一環，除了金管會

外部監理外，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內控總稽核等也是防弊機制重要

的一環，也要同步運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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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所言，雖然以臺灣為例之東亞法域在近年來持續地引進英美的

公司治理模式，例如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之漸進式強制設置12；一般

而言，內部控制制度之失靈（尤其是內部資訊分享機制未能發揮功能）

仍是常見的問題。循此，本章之導論第「貳」部分將以兆豐國際商業銀

行紐約分行遭裁罰 1.8 億美元案的個案（以下簡稱「兆豐案」）為例，凸

顯出現代複雜之產業結構中，法令遵循機制（ legal compliance 

program ，下稱「法令遵循」或「法遵」）、內部控制制度（internal control 

systems，下稱「內部控制」或「內控」）及企業風險管理（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ERM，下稱「風險管理」或「風管」）等企業內部自律機制

對公司治理的重要13。 

職此，尤其觀察兆豐案，既然似與法遵與內控失靈不無關連，則於

內部自律機制無法自行發揮作用之際，應如何透過當時金管會的顧前主

委所說之公司治理外部機制予以改善？如本章後文「參」之圖三的「公

司治理內外部機制」所示，我國立法者與主管機關雖已針對公司治理中

政府法規面的外部他律機制，就董事會之成員組成及組織性改革頗多著

墨；惟除強化董事會獨立性及設置功能性委員會等事前法律策略外14，

或許如何同步透過董事監督義務之事後法律策略以強化企業內控制度及

法令遵循的落實，同屬目前刻不容緩的重要課題15。換言之，我國政府

似不應僅關注透過董事會之成員組成及組織性改革等手段來加強董事會

功能；亦應注意到，欲使董事會監督功能獲得有效發揮的核心因素，乃

如何使董事會在作決策時能充分獲得資訊之過程16；亦即，吾人應同時

考量如何透過受託義務（fiduciary duties）下之董事監督義務及違反時之

法律責任，以有效改善董事進行風險監督過程之決策時誘因17。準此，

為促使公司監督者或公司之治理單位［含獨立董事（以下簡稱「獨

董」）、監察人］有效落實企業內部自律機制，以監控公司面臨的法律責

任風險，一方面應強化法律上監督義務以改善其等從事監督決策之誘

因。另一方面，既然有資訊才有監督18，則應同時透過其他法規強化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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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者獲取治理資訊的獨立管道19。 

又如本書第一章後文「參」之圖三的「公司治理內外部機制」所

示，就前述顧立雄前主委當時所強調之公司治理的內外部機制，本書將

以第五章為例，透過我國強制設置薪酬委員會（下稱「薪委會」）之政

策經驗，連結本書第一、二、三章指出，納入規範之公司宜從政策的法

令遵循出發（即圖三右上角之「公部門法規」的「公司法、證券交易

法」），開始重視非屬傳統法律機制之公司內部薪酬安排的適切定位、確

保薪委會成員獨立性及受託義務之確實履行、建立薪酬計畫之績效與風

險的連結（即圖三左側之企業「內部自律機制」的「管理者激勵機

制」、「董事會」下的「誘因」、以及董事會「結構」下的「委員會」），

以啟動公司內部治理與外部薪酬規範的全盤性改革。簡言之，本書強調

為使我國 2010、2011年當時強制設置薪委會之政策對現時與未來的公司

營運績效發揮正面影響，應藉由公司治理之法律面向的外部他律機制

（諸如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或金管會法令）與公司治理之企業內部自律

機制（諸如薪酬委員會）間等法律及非屬傳統法律之公司治理機制的互

補合作，來降低代理成本；此亦例示本書第一章圖三「公司治理內外部

機制」之「公私部門合作治理」的理論框架。 

循上所述，就筆者提出本書之前述副標題「公私部門的合作治理」

之源起，乃時任金管會的顧立雄前主委曾表示：就公司治理的進一步落

實，「徒法不足以自行，公司治理僅是像基礎建設，真正健全發展，有

賴市場參與者的維護與責任擔當。」20從而，如本章後文「參」所論，

政府宜重視管制謙抑性，於企業永續與公司治理之議題上，其主要任務

應僅在於創造出包含企業與市場參與者在內等私部門治理機制自然成長

與自我執行的環境，讓公司治理「生態系統」內之企業及市場參與者彼

此地互補合作；政府當為者乃因勢利導、順勢而為地讓私部門治理機制

取得生態系統內的自我平衡，應避免倉促地、未於事前審慎考量下即干

預或阻礙前開生態系統成員之間的共同動態演化。綜言之，公共政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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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透過企業內部自律機制、政府面與市場面之外部他律機制中，公司治

理生態系統之多物種夥伴協作下的「公私部門的合作治理」，促使企業

領導人主動、積極地承擔起公司諸利害關係人的照顧，達到企業永續發

展與經營的目標。 

最後關於本書第六章，誠如王文宇教授所論：「展望未來，公司追

求永續發展將是一個漸進過程。短期內，法律只能調和而非顛覆，在目

前的治理法制下，公司目的暫以股東利益為主，其他利害關係人利益為

輔；在未來的漫長進程中，各種軟性機制—包括揭露與評鑑—將扮演推

波助瀾推手角色，發揮關鍵影響力，就算法制止步於此，實務運作也將

持續朝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及保障利害關係人利益前進。」21以上意味

著，為追求第六章闡述之 ESG 永續的公司目的，作法上應從本章後文

「參」之圖三所例示「公司治理內外部機制」的生態系著手。具體而

言，前述「短期內，法律只能調和而非顛覆」係指如本書第二章第

「參、六」部分所論，公司目的之達成，須透過企業內部自律機制、市

場面之外部他律機制以及政府面的外部手段等互補合作，無法單純仰賴

傳統法律的途徑以竟其全功。上述「在未來的漫長進程中，各種軟性機

制—包括揭露與評鑑—將扮演推波助瀾推手角色，發揮關鍵影響力」，即

指出前述圖三右側「市場」面外部他律機制的下方方框中，「資本市

場」概念下「權益結構」之後的「機構法人（如盡職治理守則、公司治

理評鑑、指數）」；此例示公司目的之達成除傳統法律手段外，尚需要同

時結合市場的外部他律力量，如第六章將討論的永續金融與永續供應鏈

等市場機制之例。又就上述「就算法制止步於此，實務運作也將持續朝

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及保障利害關係人利益前進」，即意指縱然企業永續

之目標無法僅透過現行政府面向之外部法律途徑來達成；然而，如本書

第六章所例示，企業同時會受到如前述之永續金融（位於本章圖三「市

場」面之外部他律機制下的「資本市場」）與永續供應鏈（位於本章圖

三「市場」面之外部他律機制下的「產品市場」）等市場機制所施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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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壓力，而自願地將「外部成本內部化」、內部化此等外部軟性要

求，從而成為其內部自律規範之一環（如位於本章圖三左側「企業內部

自律機制」之後「財務報表與內部控制制度」概念下的「企業內部倫理

規範」）22。 

職此，本書第六章再次例示公司治理內外部機制間的互補合作，基

於管制謙抑性理念，公司治理之外部他律機制除公部門法規外，也應同

步搭配運用非屬法規之市場面外部他律機制；也就是說，同時透過私部

門治理手段促進企業法遵、內控、風管等內部自律機制的落實，以提升

臺灣企業的公司治理23。換言之，經由前述公私部門的合作治理，將外

部之政府面及市場面的他律機制要求（如永續金融、永續供應鏈）內部

化，作為企業永續或企業社會責任等公司目的遞嬗之推動模式24。 

貳、例示臺灣企業之法遵、內控失靈的兆豐案 

一、案件事實簡述 

關於 2016 年引起臺灣全民熱烈關注的兆豐案，美國紐約州金融服

務署（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下稱「DFS」25）

於 2016 年 2 月 9 日以 2014 年 9 月 30 日為基準日對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兆豐銀行」）紐約分行做出金融檢查報告（下稱

「金檢報告」）。其指兆豐銀行紐約分行於 2012 年之匯款交易，在法遵

機制、洗錢防制及可疑交易報告書（Suspicious Activity Reports, SARs）

的申報上26，涉及違反美國銀行保密法及反洗錢法（BSA/AML）以及外

國資產管理辦公室（OFAC）法令遵循之相關規範，有嚴重內部控制缺

失，要求限期改善，並依 ROCA 評等系統27將兆豐銀行紐約分行綜合評

比降級。此外，DFS 將採取監理處分行動（Enforcement Action）28。美

國 Grant Thornton 顧問公司當時建議若欲降低裁罰嚴重性，可請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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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人員至紐約與 DFS 官員見面，表明對此次金融檢查結果之關切、提

升法遵文化的決心以及具體改善措施。嗣經兆豐銀行之法務暨法令遵循

處及企劃處開會決議，認為高層人員前往拜會似無實益，仍需要視實際

改善情形而定，故擬緩議或改以信函致意。因應本次事件成立的「紐約

分行 103 年檢查報告專案小組」因而研擬 Cover Letter 初稿，內容大意

略為：董事會、高階主管及分行主管瞭解 DFS 所列缺失之嚴重性，並承

諾提升對紐約分行的監督，嗣呈請被告董事長簽署核決。惟被告董事長

並未於董事會上報告紐約分行遭金融檢查且提列缺失要求改善之事實，

致董事會對此事一無所知，而仍在該 Cover Letter 上簽名定稿，並交由

不知情人員製作成正式信函送交紐約 DFS。後 DFS於 2016年 7月 28日

通知裁罰紐約分行美金 3.5 億元，同年 8 月 19 日與兆豐銀行簽署合意命

令（consent order）29，裁罰金額為 1.8億美元30；於同年 9月 14日，兆

豐銀行受金管會裁處新臺幣 1,000 萬元。茲簡述兆豐案迄今的始末如下

表一。 

表一 兆豐銀行遭 DFS裁罰案之始末 

資料來源：筆者綜合參考以下文獻後自製：王志誠（註 30），頁 7-10。 

時 間 事 件 

2016年 2月 9日 
DFS 做出金融檢查報告，指出兆豐銀行紐約分行涉及違反
銀行保密法及反洗錢法（BSA/AML）相關規定，並將其
綜合評比降級。 

2016年 3月 24日 
兆豐銀行董事長與紐約分行協理共同署名回覆 DFS 之檢
查報告改善計畫信函，承諾提升對紐約分行的監督，並呈

交給 DFS31。 

2016年 5月 18日 
兆豐銀行將 DFS 對紐約分行之金融檢查報告及該分行改
善措施函報金管會。 

2016年 7月 28日 
兆豐銀行紐約分行收到 DFS通知擬裁罰 3.5億美金，並要
求其簽署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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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事 件 

2016年 8月 19日 

兆豐銀行當日召開董事會授權同意與紐約金融署簽立合意

命令（Consent Order），和解條件之一乃 1.8億美元罰款，
並於同日晚間經兆豐金控召開重大訊息說明記者會公開此

訊息。 

2016年 8月 22日 
高檢署召集北檢、金管會、調查局等單位舉行專案會議，

會後決議由北檢分案調查，朝違反洗錢防制法、銀行法、

金融控股公司法方向偵辦32。 

2016年 8月 26日 
兆豐銀行董事會至該日始獲知 DFS 金融檢查報告，惟
「報告內容未說明重要檢查意見及因應處理現況，致延宕

董事會對本案之及時處理」33。 

2016年 9月 14日 

金管會處分書34： 
•金管會就兆豐銀行經營管理及處理過程之缺失對前董事

長蔡○○、前總經理吳○○等人做出解除職務之行政處

分；兆豐銀行前董事長及前總經理於任職期間，知悉紐

約分行極有可能遭美國主管機關採取監理行動，卻未及

時呈報董事會，使得董事大多表示當時並未知悉缺失嚴

重性，致該行遭 DFS 處分而蒙受重大損害，故應對本
案負決策失當之責。 

•兆豐銀行經營管理及處理過程有未落實建立及未確實執

行內部控制制度之缺失，有礙健全經營之虞，違反銀行

法第 45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依同法第 129 條第 7 款規
定，核處新臺幣 1,000萬元罰鍰。 

2016年 9月 23日 

兆豐銀行加開董事會，決議向前董事長蔡○○（公股董事

兼董事長）、前總經理吳○○（公股董事兼總經理）提起

民事訴訟，求償新臺幣 57.1 億元，包含 1.8 億美元（即新
臺幣 57億元）加計金管會裁罰的新臺幣 1,000萬元。 

2018年 6月 28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度訴字第 1303 號判決撤銷金管
會在 2016年 9月 14日解除前董事長蔡○○於兆豐銀行之
法人代表董事職務的原處分，以及訴願決定。 

2019年 11月 13日 
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519 號判決駁回金管會上
訴，全案確定。 

2020年 11月 27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金重訴字第 11 號刑事判決認
定前董事長蔡○○及前主祕王○○共同犯使公務員登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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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事 件 

實罪（惟未構成前述金融控股公司法之特別背信罪），分

別處有期徒刑四個月及三個月，得易科罰金。 

2020年 12月 17日 

•原告兆豐銀行依據民法第 544 條、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等規定，向前董事長蔡○○、前總經理吳○○（兼董

事）請求賠償原告所受美金 1.8 億元罰款及 1,000 萬元
罰鍰之損害，數額共計新臺幣 57億 6,195萬 3,509元。 

•依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重訴字第 1119 號民事判
決，原告之訴駁回。 

二、企業內部自律機制─法令遵循、內控制度、風險管

理 

此案凸顯企業內部自律機制之重要性：含法遵、內控、風管35。就

內控制度與法令遵循之關係而論，內控制度的主要控制內容之一乃「相

關法令遵循」36。準此以言，內控制度需要控管公司內部運作與外部法

令的一致性，藉此落實「相關法令遵循」之作業內容，故內控制度的範

圍已涵蓋法令遵循37。其次，就法令遵循與風險管理之關係而論，實行

企業風險管理時應有法令遵循之考量，故法令遵循在企業風險管理的進

行上相當重要；任何企業若未充分瞭解其營運身處之規範環境，其即無

法準確地評估本身面臨之風險為何38。又法令遵循實涉及企業外部作業

風險；蓋企業遵循之法令並非固定不變，而是會隨外在環境因素的改

變，呈現具動態變化的遵循體制，此種法令之動態變化，即成為企業所

面臨的法律風險39。再者，就內控制度與風險管理之關係而論，內控制

度有朝向以風險管理為基礎之趨勢發展40。綜合上述內控制度的整體架

構觀點，法令遵循乃內控制度的控制內容之一；且內控制度已朝風險管

理的方向發展，故風險管理實涵蓋內控制度，而當然含括法令遵循41。 

前述兆豐案似顯示，若公司之內部自律機制未能獲建立並有效維

持，往往將發生重大弊案，進而影響投資人、甚至是社會大眾之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