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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點掃描

為讓讀者可以輕鬆掌握最新企業經營法令資

訊，及時因應法令修改所帶來法令遵循挑戰，

因此KPMG推出「公司法令新知」月刊。藉由

KPMG的導讀及觀察資訊，提供讀者精準迅速

掌握因應環境變化所需之各項財經法令訊息，

期使企業在經營上能建立前瞻的思維及宏觀的

視野。

本期重點摘要為：

• 金管會重申公開發行公司應遵循「公開發行

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並擬修訂

上市(櫃)審查準則要求107年起新申請上市

(櫃)的公司須投保董監事責任險及設置審計

委員會。

• 經濟部預告修正「僑外投資負面表列－禁止

及限制僑外人投資業別項目」部分項目放寬

部份僑外人投資項目，企業可規劃是否進一

步投資本次修正之開放項目。

• 裁判新知：最高法院認為在財務報告及其業

務文件不實的損害賠償責任比例上，獨立董

事、監察人的責任應依董監事個案的違法情

形，以及行為與損害間的因果關係決定，獨

立董事及監察人對於公司的監督責任未必較

執行業務董事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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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公司 -
強化審計委員會職能、發揮監督責任

2017年10月

02

金管會為促使獨立董事發揮專業監督功能，強化審計委

員會職能，於今年9月21日再次提醒公司應遵循「公開

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相關修正，包括審

計委員會得決議邀請公司內部相關人員或外部顧問列席

會議、應注意獨立董事利害關係迴避及利害關係說明以

及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影等事項。並進一步指出其

已委請臺灣證券交易所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修正上市(

櫃)審查準則，要求自107年起新申請上市(櫃)的公司須

符合下列事項：

1. 投保董監事責任險；且

2. 新申請上市公司皆應設置審計委員會；或新申請上

櫃公司資本額達新臺幣6億元以上者應設置審計委

員會。

KPMG觀察

觀察金管會此次公告重申相關修正規定，並透過修改

上市（櫃）審查準則，以求規範之落實，顯示主管機

關重視審計委員會的公司內部監督機制的功能，以進

一步強化公司治理。因此，企業若有上市(櫃)的規

劃，公司審計委員會設立相關事項需預早準備，以免

影響公司上市(櫃)規劃：

1. 審計委員會是由三位以上獨立董事所組成，企業

尋覓適當人選時，除須符合獨立性的要求以外，

並應具備財務、法律、會計等專業性要求；

2. 審計委員會設置之後將取代監察人，公司應相應

配合修改章程將獨立董事的席次增加到三位以

上，並刪除章程中有關監察人的條款。

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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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外投資負面表列－禁止及限制僑外
人投資業別項目」部分項目修正草案

03

為配合行政院主計處總處第10次修訂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經濟部預告修正「僑外投資負面表列－禁止及限制

僑外人投資業別項目」部分項目1整理如下：

一、限制與禁止僑外人投資業別─項目修正

中類
編號

修正後項目 修正前項目

限制僑外人投資業別

01
開放得投資小麥、蕎麥、薏苡、中藥草、保健特用作物、有機
蔬菜及設施栽培（限植物工場）蔬菜等作物之栽培業

未開放

35 輸配電業 輸電業、配電業

50
船舶運送
(船舶出租已不須交通部特許，自限制項目刪除)

船舶運送、船舶出租

禁止僑外人投資業別

29
軍用之火器、武器系統製造(含雷射、微波、電磁砲等高能武
器系統及其他高科技武器系統)、槍械修理、彈藥、射控(不含
軍用航空器)

軍用之火器、武器製造、槍械修理、彈藥、射控
(不含軍用航空器)

60 無線電視業（不含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無線電視業

註1：中華民國106年8月23日經審字第1060460394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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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限制與禁止僑外人投資業別─業別修正

中類
編號

修正後業別 修正前業別

中類業別 細類業別 中類業別 細類業別

限制僑外人投資業別

01 農、牧業 0116 食用菇蕈栽培業 農、牧業 0116食用菌菇類栽培業

18
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
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製造業

1810 化學原材料製造業 化學材料製造業 1810基本化學材料製造業

禁止僑外人投資業別

18
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
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製造業

1810化學原材料製造業 化學材料製造業 1810基本化學材料製造業

19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1990未分類其他化學製
品製造業

化學製品製造業 1990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60 廣播、電視節目編排及傳播業

6010廣播業

傳播及節目播送
業

6010廣播業

6020電視節目編排及傳
播業

6021電視傳播業

6022有線及其他付費節目
播送業

KPMG觀察

此草案預計約於民國106年10月26日公告生效，針對

放寬僑外人投資項目，企業得視營運需要，妥適規劃

決定是否進一步投資本次修正之開放項目，以搶得市

場先機。另就禁止與限制僑外人投資中類、細類業別

之修正，自須相應配合調整並辦理公司章程變更登

記，以符合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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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在投保中心積極介入下，上市櫃的董監事涉及

之相關證券交易法損害賠償責任日益增加，但因為證券

訴訟損害賠償金額龐大，如果使所有共同被告負擔連帶

責任，可能使得違法程度較低者負擔全部損害賠償額，

造成被告間不公平的結果，因此證券交易法第20條之1

第5項明訂，除發行人外，因過失致財務報告有虛偽隱

匿的情事，應依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近日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700號判決再次宣示，針對董監事財

務不實的比例責任，法院認為沒有監察人的責任須為執

行業務董事一定比例(例如1/2或1/10)的法理。

本案事實略為，R公司董事長與S公司負責人以虛假的

買賣契約，偽造請購單與發票，以假買賣、真付款的方

式，支付S公司5億4千餘萬元。嗣後，又為美化財報，

假造R公司獲利甚豐的假象，乃偽造T公司的訂購單，

並支付2億7千4百萬元予T公司，事件爆發後，投保中

心請求R公司的董事，及3位監察人為投資人的損害負

責。

R公司監察人認為獨立董事、監察人的責任應相較執行

職務董事低，因此監察人的責任應為執行職務董事的

1/2，或是認為責任應依董監事各自的持股比例判斷，

本案中監察人的責任應為執行職務董事的1/10。最高法

院則認為應依董監事個案的違法情形，以及行為與損害

間的因果關係決定，獨立董事及監察人對於公司的監督

責任未必較執行業務董事為低，因此沒有監察人的責任

須為執行業務董事特定比例的法理。

公開發行公司 - 監察人就財務報告
及其業務文件不實的損害賠償責任
比例不當然低於董事的責任比例

04

KPMG觀察

近年來董監事訴訟風險增加，且監察人或獨立董事

應負的監督責任日益受到關注，即使監察人或獨立

董事未參與不法行為，但若是未依法確實執行職

務，仍須負擔一定程度的法定賠償責任。

監察人或獨立董事除積極參與會議以及發表意見

外，企業宜考慮因應金管會政策要求，購買董監事

責任保險，以減輕董監事的責任風險，同時也可以

設置聯絡窗口，讓監察人或獨立董事可以從聯絡窗

口取得公司的相關資訊，瞭解公司業務，執行法定

職務。

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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