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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6 年 8 月間國內兆豐銀行因未遵循美國反洗錢相關規定，被重罰美金 1.8

億元，國內除了意識到洗錢防制法令遵循之重要性外，也引發對公司治理及董事

監督義務之探討。在全球化時代，企業及金融機構的規模逐漸擴張全球，董事會

實無法監督各子公司、各分行的所有業務，故應透過建構更明確完善的董事監督

義務，促進企業法令遵循制度之建構與維持有效性。 

 

對於董事監督義務，本文先透過英美法判決分析董事監督義務性質及審查標

準。第二、說明我國董事義務之學說與實務見解概況。第三、針對兆豐遭美裁罰

案以銀行局法務處為訪談對象做個案研究。最後，統整外國立法例、法院實務及

主管機關見解為我國董事監督義務之責任內涵，包括性質、要件及法律效果嘗試

提出建議。 

 

 

 

 

 

 

 

 

 

關鍵字：公司治理、公司法第 23 條、法令遵循、受託義務、董事注意義務、忠

實義務、董事監督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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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ugust 2016, the New York branch of Taiwan’s Meg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Mega Bank) was fined US$180 million by the New York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 (NYDFS) for violating the US AML regulation and defects in 

executing AML legal compliance program. In addi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complying 

with the money laundering and legal compliance, our government also raised the 

obliga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director's du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scale of enterprise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s gradually expanded globall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s unable to supervise all the business of each subsidiary and branch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more clear and perfect supervision of director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systems. 

Effectiveness. 

For the director's duty to monitor, this study first analyzes the details of the 

positioning and content of duty to monitor defined in the legal system and common law 

judgements in U.K. and U.S.A., the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ommon law legal 

systems and the current legislations in our country. Also, do a case studies for Mega 

Bank.  

Finally, this study will try to make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the nature, 

requirements and legal effects, according to the integration of foreign legislation, court 

practice and the opinions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supervisory duties of directors in our country. 

 

Key word: Corporate Governance, Duty of Care, Duty of Loyalty, Duty to 

Monitor, Compliance, Legal Compli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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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研究動機 

自 2008 年雷曼兄弟事件引發全球金融海嘯後，各國金融監管機關為防止銀

行再度因內部控制不當導致整體金融體系系統性崩潰，紛紛透過立法修正並加強

監理，要求銀行強化法令遵循制度。亞洲公司治理協會（Asian Corporate 

Governance Association, ACGA）於 2011 年 2 月發表「ACGA 臺灣公司治理白

皮書」亦指出，董事會有效性（Board Effectiveness）乃我國目前待加強的公司治

理關鍵議題之一1。我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固然於 2014 年曾針對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加以修正，藉以提高金

融機構對法令遵循主管職務之重視，強化法令遵循主管角色功能。 

然而現今金融市場全球化以及活躍的金融創新促進金融業迅速發展，也加劇

金融體系承擔的風險，甚至超越金融機構本身所能負擔者，傳統監管制度挑戰激

增，加強對銀行業監管係各國監管機構及專家學者們的共識。國家金融監理機關

對銀行業的外部監督與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自律是相輔相成的。尤其內部控制中第

二道防線之法令遵循業務，國際金融機構逐漸扭轉傳統法規諮詢的被動角色，我

國因應國際趨勢修法後法遵部門亦被賦予更為積極的責任。法遵部門與金融機構

內部的風險管理部門須共同負責風險控制架構的獨立監管(Co-owner of Risks)，

法遵部門不僅需要做好法令遵循，更要能夠建立法遵風險評估的標準並有能力執

                                                 

 

1 Charles Lee&Jamie Allen，ACGA 臺灣公司治理白皮書，頁 33，2011 年。https://www.acga-

asia.org/upload/files/advocacy/20170403005845_154.pdf(最後瀏覽日：2018/9/6) 

https://www.acga-asia.org/upload/files/advocacy/20170403005845_154.pdf
https://www.acga-asia.org/upload/files/advocacy/20170403005845_15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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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對於銀行內部控制之三道防線中的除自我監督和稽核外，法律遵循及風險

管理成為日前改革重要標的2。 

外部控制上，自 2008 年雷曼兄弟事件引發全球金融海嘯後，全球金融規管

強度隨之提高，伴隨而來違規裁罰金額亦不斷攀升。據英國金融行為監理總署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CA)的統計，2013 年至 2017 年全球計有 13 家重要

銀行，先後遭主管機關罰 1 億美元以上的鉅額罰鍰3，此一國際金融的嚴格監理

規管趨勢也直接衝擊我國金融機構。 

2016 年 8 月間國內兆豐銀行因未遵循美國反洗錢相關規定，被重罰美金 1.8

億元，創下台灣金融史上的罰款新高，爆發兆豐裁罰案後，國內除了意識到洗錢

防制法令遵循之重要性外，也引發對公司治理及董事監督義務之探討。雖然立法

者為強化公司治理，就董事會之成員組成及組織性法規改革頗多；惟強化董事會

獨立性及設置功能性委員會外，如何同步透過董事監督義務以強化企業內控制度

及法令遵循的落實，亦屬目前刻不容緩的重要課題。 

在全球化時代，企業及金融機構的規模逐漸擴張全球，董事會實無法監督各

子公司、各分行的所有業務，故如何透過建構更明確完善的董事監督義務，促進

企業法令遵循制度之建構與維持有效性，即是本文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 

過去我國雖有內控制度、法令遵循、甚至含括風險管理的相關法令，惟似因

董事監督功能不彰，頻生內控失靈而致公司損害的事件。換言之，我國似不應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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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孫欣、章友馨，金融機構法令遵循風險評估與法規資料庫，KPMG Monthly安侯建業通訊，第

132 期，頁 15，2018 年 1 月。 
3 同上註，此為 KPMG 採用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的統計資料，計算 2013-2017 年間的銀

行大額罰款家數而得之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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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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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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我國法下討論董事監督義務，首先遇到問題即是法源依據，日前我國公司

法及相關法令，均未明文規定董事負有監督義務，依此須透過法律解釋董事義務

之內涵加強董事監督功能，再者，董事監督義務之範圍包括規範對象、規範行為

等等，唯有具體形塑，董事執行業務時始有依歸，主客觀責任要件明確亦有助於

董事避免涉訟風險並勇於任事；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違反董事監督義務之法律效

果及訴訟上舉證責任規範設計，寬嚴適當既生董事充分發揮監督功能之誘因與動

機，又能避免權責失衡，干預董事企業之經營。希冀透過董事監督義務之討論強

化企業內控制度及法令遵循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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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研究範圍 

董事義務類型與意涵涉及董事與公司關係理論基礎，故須先了解董事與公司

間之法律關係性質為何，方可完整建構其義務內容。而我國公司法第 23條於 2001

年增訂忠實義務之修正理由，即提及此條內容係參考英美法制度而來，則探究我

國董事義務內涵，英美法之規範自極具參考價值。 

再針對董事義務中的監督義務更深入討論，除了淺析英國法上的法律解釋與

個案見解外，觀察美國法院在判例中所建構的董事監察義務，並分析美國近期學

者見解的趨勢，並概略說明我國目前董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發展後，透過參考

英美法制度剖析我國董事監督義務制度之建置，包括法源依據、範圍要件及法律

效果，監督義務之客觀範圍形同董事發揮監督功能的重要標準。董事監督義務之

範疇，除了美國法上 Citigroup 案後對於監督義務是否包括風險控制，以及員工

違法事件之典型內涵討論外，由公司治理之制度面觀察，相對於仰賴董事個案主

觀的監督功能，公司內部建立一般性法令遵循制度更為重要，法令遵循制度之建

置與維持有效性的監督義務(Duty of Montior)，係美國法上董事注意義務(Duty of 

Care)之重要內涵。 

對此金融業涉及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乃至國家安全，做為特許行業，其壟斷

性影響市場機制正常發揮。金融監理機構尤其對具特殊風險的銀行業規範密度較

高，其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法令遵循機制之外部監理規範較為詳細。本文因此亦

淺析美國及我國金融監理機關對銀行業所為法令遵循規範，其以了解董事對公司

之法令遵循制度之建置與維持有效性是否負責？應如何負責？ 

而我國公司法第 23 條自 2001 年修法以來亦累積不少實務判決，法院對於董

事監督義務之見解亦有觀察必要，以釐清實務操作目前涉及董事監督責任之困境。

尤其針對 2016 年底兆豐銀行遭受美國 DFS 以裁罰，是否公司長年存在內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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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分行和總行間欠缺充分溝通之管道，董事復未加以改善，致生美國監理單位

通知裁罰之際董事長及經理知悉分行將受監理行動卻又未呈報董事會，未採取適

當決策，既屬執行業務董事，公司受 DFS 及金管會處分受有損失，而消極未監

督銀行法律遵循機制有效運作之不作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忠實義務或其他責

任，意即我國法制目前是否加諸董事監督義務，其內涵及範圍為何?違反效果又

如何？董事長及經理得否以董事會通過內稽制度及法律遵循制度加以抗辯？  

 

 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蒐集閱讀分析國內外相關文獻，包含書籍、期刊論文學術

論文等，以便對本文加強論述、充實內容。 

(二) 法釋義學：另以法釋義學之歷史解釋、字義解釋、體系解釋、目的解釋

等方式闡釋，探討實務與學術解釋上之落差。 

(三) 實證判決分析：本文以司法院資料庫所蒐集之判決為主，關鍵字「董事

監督義務」、「董事注意義務」、「公司法第 23 條」、「內控制度」等之搜

尋結果，並進行判決研究。 

(四) 比較分析法：受限於個人能力及文章篇幅，有鑑於董事之注意義務及忠

實義務，係參考美國法，而又美國法源於英國而來，將以參酌該二國文

獻及現行法為主，以分析現行實務困境並試圖提出較明確之判定方式。 

(五) 歸納綜合法：就我國、英國及美國相關規定及措施做分析比較，探討我

國董事監督義務制度之設計與改革不足之處。 

(六) 個案研究法：本研究主要探討董事監督義務與法令遵循制度之關係，並

且採用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的方式針對兆豐遭美裁罰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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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研究4。 

 

第三節  研究架構 

對於董事監督義務，本文第二章由英美法上董事義務之理論基礎著手，討論

事受託義務所發展出董事義務內涵，再透過個別法規及個案分析英美法下之董事

監督義務性質及審查標準。第三章說明我國董事義務之學說與實務見解概況，接

續第四章試著建構我國現行法制上董事監督義務之定位、內涵、主客觀要件及可

能之法律效果，包括於訴訟上是否適用經營判斷法則。第五章則針對兆豐遭美裁

罰案以銀行局法務處為訪談對象做個案研究，以補強分析實務對董事監督義務之

認知。最後，統整外國立法例、法院實務及主管機關見解為我國董事監督義務之

責任內涵，包括性質、要件及法律效果嘗試提出建議。 

 

  

                                                 

 

4 黃咸鈞，併購技術綜效創新－以史丹利百得工具機集團為例，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

財產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9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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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美董事監督義務 

第一節  英美法董事義務體系與內涵 

 受託義務之發展 

英美法下「Fiduciary Duty」一詞實務學者有稱忠實義務5、受任義務、受任

人6義務、信賴義務、誠信義務或受信義務等7，可見名詞翻譯和範圍界定係法律

移植之首要挑戰，亦可見董事義務體系研究對公司治理之重要性及學者研究方興

未艾，考量受任人義務於我國多指民法第 544 條以下之委任契約關係，為求一致

性本文均譯為受託義務8。 

 信託關係說 

受託義務應係源於中世紀之羅馬法，然不僅受託義務，許多現行之法律概念

（尤其民商法）皆係源自於此，當時社會型態已由傳統封建社會轉型成為人口密

集的城鎮，商業逐漸蓬勃，相對法律概念也逐漸萌芽，而受託義務就是其中一個

產物9。於複雜之商業關係中，羅馬天主教會將城鎮中之商業團體視為自治團體

（Communal），並將團體間成員之關係解釋為教會弟兄之間的關係，故若參與者

                                                 

 

5 曾宛如，董事忠實義務之內涵及適用疑義—評析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 1 項，月旦民商法雜

誌，第 29 期，頁 145，2010 年 9 月。李柏亭，論美國法下公司董事之忠實義務 論美國法下公

司董事之忠實義務與我國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之交錯，東吳大學法律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7

年。 

6 劉連煜，現代公司法，頁 83，2015 年，11 版。 

7 王文宇，法律移植的契機與挑戰－以公司法的受託、注意與忠實義務為中心，月旦民商法雜

誌，第 19 期，頁 82，2008 年。 

8 我國實務固然有上訴人將信託關係下的受託人應付義務稱為「受託義務」：「伊之受託義務為

管理並妥善利用信託財產，並無強制瑞林公司將自備款存入信託專戶之權利。」惟並未經法院

採用之。參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2035 號民事判決。 
9 陳俊仁，由企業併購法第五條與第六條論我國忠實義務規範的缺失，華岡法粹，33 期，頁 

207-208，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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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利之行為侵害到成員或組織之利益時，即損害到其與教會、與弟兄間所應遵

守的教義10。因此，商業團體中之成員對於組織與組織中之其他成員皆應負有忠

誠義務，此即為現代商業組織中受託義務之起源。 

英國在中世紀，天主教會對社會法規範仍充滿極大影響力，故繼續遵循羅馬

之天主教會法，雖英國於西元 16 世紀宗教改革後建立了自有的英國教會，羅馬

天主教會法之許多內容（包含商人間與商業組織之相關義務）仍為英國法所繼受

11，且英國衡平法院之法官大多為神職人員，故於作成相關判決時，融入羅馬天

主教會法之概念所在多有12。 

而前述之忠誠義務也自然變成英國衡平法院作裁判之基礎。然因尚無公司組

織之出現，上開忠誠義務之概念，僅規範商業組織中成員間互負之忠誠義務。而

於發展出現代受託義務之過程中，英國衡平法於 1742 年之 Charitable Corp. v. 

Sutton13一案首次將「信託」此一衡平法之概念引進公司組織中，以規範公司董事

與公司間之關係，補充原先構成員間所負忠誠義務之不足14。由於信託關係中受

託人享有管理甚至處分財產之廣泛權力，基於權責相符之法理自應對受益人負有

較重之義務，而有別於民法之善良管理人或誠信原則，而另以「受託義務」保障

已部分喪失財產處分權且專業能力不足、資訊取得接觸機會較弱，較受託人處於

不平等地位之受益人。後來廣泛適用於未處理他人事務而掌握廣泛裁量權時，未

賦予受利益者實質保障之情形，例如：投資顧問。法律基於他們生為受託人

(Fiduciaries)，並且課以受託義務(Fiduciary Duty)15。 

而美國法對於董事受託義務乃繼受英國法而來，19 世紀後，美國企業逐步

                                                 

 

10 Dennis J. Callahan, Medieval Church Norms and Fiduciary Duties in Partnership, 26 CARDOZO.  

L. REV. 215, 232-33 (2004). 
11 Id, at 222. 
12 李柏亭，同註 5，頁 13。 
13 Charitable Corp. v. Sutton, 2 Atk. 400 (1742). 
14 陳俊仁，同註 9，頁 209-212。 
15 王文宇，同註 7，頁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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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所有經營分離之模式，而出現經營者濫權行為藉以圖謀私利，不當侵害股東

權益。因此為避免經營者濫權、強化公司監督機制，立法者漸將董事與高級經理

視為受任人，負較高法律責任。此得自 Koehler v.The Black Rivers Falls Iron 

Company16案中，最高法院承認董事與股東為受任關係，且若非為全體股東利益

為目的即違反該受託義務17。董事係因同意而進入此信託關係，即須負起公司股

東之一般利益忠實執行業務18。公司將資產及管理透過信託關係託付予董事即類

似受託人地位，該公司管理之權限交由董事進行指揮監督及執行。 

 代理關係說 

此處公司與董事信託關係之法理與信託法並非相同，受託義務的概念範圍並

不如信託責任那麼嚴格，董事與經營管理人並非真正信託受託人，其性質為求股

東最大利益，被容許甚至期待必須從事風險性高之商業活動，而傳統意義上的受

託人則應負責資產之維護保存。若嚴格將信託原則加諸於董事尚將使董事決策趨

於保守反而不利公司發展，故法院適用信託關係時，必須相對作出調整。 

英國衡平法院將信託原則運用在董事時19將受任人管理經營信託財產不得

從事高風險投資之規範，予以鬆綁。再者，就信託關係中絕對責任予以調整，所

謂絕對責任(Strict Liability)指該責任成立毋需故意、過失主觀要件，僅行為人造

成特定損害時責任即告成立，通常適用於高風險性活動或是產品責任案件20。但

在董事違反受託義務，原告欲請求董事負損害賠償責任時，對於董事行為與損害

                                                 

 

16 Koehler v. Black River Falls Iron Company, 67 U.S.715(1862). 
17 Id, at 715.” The officers and directors of a corporation are trustees of the stockholders, and in 

securing to themselves an advantage not common to all the stockholders they commit a breach of 

duty.”. 
18 See supra note10, at 720-721.” They hold a place of trust, and by accepting the trust are obliged to 

execute it with fidelity, nor for their own benefit, but for the common benefit of the stockholders of the 

corporation.”. 
19 鍾維翰，關係人交易下董事及控制股東之義務，政治大學法律系碩士論文，頁 27，2010

年。 
20 Bryan A. Garner, editor, Black’s law dictionary, Black’s law dictionary, west group, 8th ed(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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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直接因果關係需負舉證責任21。 

而美國以德拉瓦州最高法院為例，其於 1939 年的 Guth v. loft, inc 案中指出

公司高階經理人與董事不得利用其信任或信賴地位，進一步謀取私利。雖然技術

上董事並非信託關係中的受託人，但董事與公司或股東間仍存在一信賴關係22。

又 1984 年紐約上訴法院於判決中亦認為董事被賦予處理公司事務之權利，係扮

演公司利益守護者的受任人角色，在此信賴關係下，董事對全體股東有遵守受任

人行為標準的義務，同時在從事公司活動時，負有善意執行其職務之義務23。換

言之，隨著公司法制發展趨於完備，美國法院也逐漸注意到將董事視為公司資產

之受託人而課予受託義務並不適宜24。 

因此有學者開始改透過代理關係解釋，公司資產所有人即股東委託董事管理

或使用公司資產。在商業持續發展、公司法制度逐漸完善，開始承認公司具有獨

立法人格地位，將公司與董事之法律關係以代理關係做解釋，即董事為公司所有

者之代理人(Agent)25 ，身為管理者即董事，不再被視為受託者。 

英國自從 1844 年的合股公司法(The Joint Stock Companies Act)通過後，承認

公司法人格，學說於是認為此虛擬的法人格必須藉由真實自然人才能為行為，因

而公司的董事就成為公司之代理人。又依英國公司法改革研議委員會(Company 

                                                 

 

21 陳子操，董事義務之類型化探討---以善意義務為核心，成功大學法律系碩士論文，頁 16，

2009 年。 
22 GUTH et al v.LOFT, Inc. 23 Del.Ch. 255(1939),at 270.” Corporate officers and directors are not 

permitted to use their position of trust and confidence to further their private interests. While 

technically not trustees, they stand in a fiduciary relation to the corporation and its 

stockholders.”. 
23 State of New York v McLeod ,12 Misc 3d 1157(A)(2006),at 13.”Because the power to manage the 

affairs of a corporation is vested in the directors and majority shareholders, they are cast in the 

fiduciary role of “guardians of the corporate welfare”. In this position of trust, they have an obligation 

to all shareholders to adhere to fiduciary standards of conduct and to exercise their responsibilities in 

good faith when undertaking any corporate action…”. 
24 鍾維翰，同註 19，頁 28。 
25 陳怡如，論董事之忠實義務在我國公司法之落實與發展，國立成功大學碩士論文，頁 15-

16，1999 年；王文宇著，公司法論，頁 28，2016 年 7 月，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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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Review Steering Group)之見解26，以及英國於 2005 年 3 月所頒布之公司法

改革白皮書27 (Company Law Reform White Paper of March,2005)，將董事受託義

務條文化，且視董事與公司間的關係，為代理人(Agent)與本人(Principal)之關係

28。且美國在聯邦法院所審理之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v.Dandridge 案中，認為

董事的權力不等於公司的權力，根據此一判決，美國法官 Thompson 認為此時美

國的見解與英國相同，公司董事居於公司之代理人地位29，美國多數學者對於董

事與公司間法律關係亦採代理關係說30。 

 特殊關係說 

除此之外，英國學者亦有提出特殊關係說，英國公司法學者認為，董事與公

司間的關係，既不是信託關係也不是代理關係，而是自成一格的特殊關係。董事

為受託人，與現代意義嚴格意義下的信託有所不符，畢竟公司現已為一獨立個體

擁有公司財產。若是依照現今代理的概念，股東會選出董事，董事為公司管理公

司事務，但股東會對於董事，實際上並不能像一般代理一樣，對於掌握大部管理

權限之董事給予有效且持續性的控制31。 

                                                 

 

26 Modern company law for a competitve economy: developing the framework §3.92. ”The law makes 

a company responsible to third parties for the acts of its employees, agents and officers in engaging in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actually or ostensibly on its behalf…. Indeed, since a company is an artificial 

person, it can only participate in legal relations through mediation of such individuals. Employees and 

agents….”；§3.95 “The company, like any other person, will be liable in contract where an agent 

(includinga director) acts on its behalf in the course of his actual or ostensible authority”. 
27 孫藝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對公司之民事賠償責任之研究，私立東海大學碩士論文，頁

101，2010 年；Company Law Reform White Paper of March,2005 

https://www.treasurers.org/ACTmedia/actwpapercompanylaw.pdf (last visited：2018/8/24) 
28 蔡景聖，敵意併購中目標公司的董事義務，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頁 101，2007 年。 
29 蔡景聖，同上註。 
30 黃崧嵐，董事監督義務之探討－從公司治理展開，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37，2018 年。 
31 謝孟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義務與責任之研究─以公司法第 23 條為中心，國立高雄大學法

律學系碩士論文，頁 16，2017 年。陳怡如，同註 25，頁 16。 

https://www.treasurers.org/ACTmedia/actwpapercompanylaw.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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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英美法體系下董事與公司的法律關係為何？ 

討論董事義務首要先釐清董事與公司間的法律關係，確認法律關係後，對於

雙方權利義務與責任始有分析的理論依據，英美法上的公司與董事間之法律關係，

自羅馬法以降，始於信託關係，惟由於公司營利性質與傳統信託關係差異頗大，

公司董事裁量權限顯然較信託法上之受託人授權範圍大32，且董事做為最高決策

機關所為決策影響公司股東權益深遠，所有與經營分離原則下，股東雖為公司所

有人卻不宜亦不能親自經營公司，因此賦予董事經營公司的權力，但同時必須賦

予董事相對應之義務，以達權責相符原則，因此美國 Layton 法官在 Guth v. Loft, 

Inc.案中明確指出董事與公司間固然非信託關係，然而對公司與股東仍具備「信

賴關係(A Fiduciary Relation)」。但這樣的信賴關係能否在現行法律體制中找到相

對應的制度呢？目前美國學說通說及英國法規採取「代理關係說」，公司資產所

有人即股東委託董事管理或使用公司資產，在承認公司法人化後董事為公司之代

理人，綜上，英美法下的董事與公司間雙方關係為代理行為。 

然而董事作為代理人，仍無法說明其與公司間的信賴關係是否源自於董事與

公司之間意定契約關係而來？受託義務關係是否可歸類於契約關係下，或是已超

出契約理論所能解釋之範圍？區別實益在於受託義務責任的主觀要件判斷係以

契約法上過失作為標準與否。肯定說學者指出董事之就任與解任為雙方合意，其

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即由契約來規範33；再者，受託義務係作為彌補契約條款的預

設法規範，其本質即為契約，得由當事人磋商加以排除34。實則屬於契約法的範

                                                 

 

32 曾宛如，董事忠實義務之內涵及適用疑義，載：公司管理與資本市場法制專論(一)，頁 7-8， 

2002 年 10 月。王文宇，法律移植的契機與挑戰－以公司法的受託、注意與忠實義務為中心，

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19 期，頁 83，2008 年 3 月。 
33 Larry E. Ribstein, Are Partners Fiduciaries?, 2005 U. ILL. L. REV. 209, at215 (2005). 
34 Henry N. Butler & Larry E. Ribstein, Opting Out of Fiduciary Duties: A Response to the Anti-

Contractarians, 65 WASH. L. REV. 1, 12-13 (1990), at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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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即須符合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得自約定契約義務之內容，始能實現當事人

間的公平正義。因此，董事與公司的法律關係採意定契約關係為宜。 

然而本文採取否定說，認為董事受託義務得由當事人自由約定甚至排除並不

妥當，信賴關係之成立不以法律行為為要件，只需有一方當事人合理信任他方當

事人，便可成立信賴關係35，則信賴關係所衍生的受託義務自不應得以契約約定

解消。且董事受託義務相對於契約關係之雙方當事人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均具有

對價關係，尋求以交換方式來滿足自己的需求，然而董事與公司間的信賴關係並

非為了滿足雙方當事人，非僅是為了滿足信賴關係中之公司(即委託人)，故受託

義務之法規範僅著重於保護受託人，此亦與董事負有受託義務之制度目的相符。

綜上，英美法下的董事與公司間固為代理關係，然因信賴關係而生的受託義務並

契約責任，雙方縱然得將雙方間之關係由信賴關係而生的受託義務經由契約條款

轉變為雙方的契約責任，然而不得隨意透過意定磋商方式解消之36。 

綜上，英美法通說認為公司與董事之間法律關係為代理行為，卻不影響其信

賴關係而生之受託義務，且由於該信賴義務並非契約關係，判斷是否違反受託義

務之主觀標準亦不宜逕以契約法上的故意過失為準。 

                                                 

 

35 李柏亭，同註 5，頁 43。 
36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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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董事受託義務

普通法(Common 
Law)

注意義務(Duty of 
Care)

技能義務(Duty of 
Skill)

勤勉義務(Duty of 
Diligence)

衡平法(Equitable 
Rule)

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

利害關係交易

非利害關係交易

善意義務(Duty of 
Good Faith)

圖表 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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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董事受託義務之內涵 

 

董事受託義務之內涵究竟為何，具體包括何種子義務類型或行為標準，至今

法律、法院及學者見解仍無統一的標準。英國學者就受託義務又分為普通法

(Common Law)及衡平法(Equitable Rule)上的義務37，前者為注意義務，判斷標準

係是否盡到 Duty of skill 和 Duty of diligence，後者則相當於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及善意義務(Duty of Good Faith)。依 2006 年的新公司法(The Companies 

Act 2006)修正報告之 Schedule2 董事義務包括38董事須依章程行使職權(The Duty 

to Act within Powers)、董事促進公司成功須考量整體利益，包括長期後果公司員

工、供應商、客戶的利益、社區環境的影響、商譽等(The Duty to Promote the Success 

of the Company39)、除章程另有規定否則董事不應授權他人代為行使權利，應獨

立判斷 (The Duty to Exercise Independent Judgment)、董事須盡任一合理勤勉之人

處於該地位之知識技能所能達到之注意、技能與努力之程度；且若有個人更高知

識技能並應符合之( The Duty to Exercise Reasonable Care, Skill, and Diligence)、不

得准許或促成公司與他人或自己成立任何交易，董事若未揭露個人利益(The Duty 

to Declare an Interest in a Proposed Transaction or Arrangement)應避免利害衝突之

交易行為( The Duty to Avoid Conflicts of Interest)、任何現職或離職董事除經董事

                                                 

 

37 曾宛如，同註 32，頁 8。 
38 Michelle M. Harner, A More Realistic Approach to Directors’duties, Transactions: Tennessee 

Journal of Business Law Vol.15(2013), at 24. 
39 The Companies Act, 2006, section 172 ,”A director must act in the way that he or she considers, in 

good faith, would most likely promote the success of the company for the benefit of its members as a 

whole. The following factors are set out in the Act for consideration:the likely consequences of any 

decision in the long term;the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s employees;the need to foster the company's 

business relationships with suppliers, customers and others;the impact of the company's operations on 

the community and the environment;the desirability of the company maintaining a reputation for high 

standards of business conduct; andthe need to act fairly as between members of th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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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意外，不得因職務接受任何第三人利益( The Duty not to Accept Benefits from 

Third Parties)40。 

關於注意義務(Duty of Care)，英國並無將董事定義為專業人士，而以一般人

注意義務為標準，個案判斷關鍵之一，在於是否誠實並合理 (Honestly and 

Reasonably)之方式執行業務，原則客觀認定，輔以個人若具備特別能力，則須盡

該注意程度始符合義務要求41。 

衡平法上的董事義務包含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及善意義務(Duty of 

Good Faith)。前者忠實義務規範目的即為避免董事與公司利害衝突，尤其涉及交

易行為時又可分為利害關係人交易及非利害關係人交易。利害關係人交易

(conflict of duty and interest)不論係與公司交易、利用公司資產、資訊、機會或是

與公司競爭，均有自己代理或雙方代理之虞，需出份揭露所有相關資訊尤其自身

利害部分更需充分告知股東並經股東會決議通過，且董事不得利用基於職務上得

知公司之機會或資訊為自己牟利，不論是否公司受有損害，董事因此所得利益實

則為公司保管，此時董事為「擬制受任人(Constructive Trustee)」。 

董事縱無利害關係，執行業務以應「誠實」的認為其執行方法及決定係對「公

司之利益」42，前者為主觀要件，後者除全體股東並應考量員工、債權人、客戶

和社區等非股東之利益。 

至於善意義務則包含 Duty to Act for a Proper Purpose，以適當目的行使章程

所負與之權力並應獨立判斷行使職權43；Duty to Act Bona Fide，係指董事應誠實

                                                 

 

40 Companies Act, 2006, c. 46, §§ 170-77 (U.K.). 
41 The insolvency act 1986 s.214(4) ,”For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s (2) and (3), the facts which a 

director of a company ought to know or ascertain, the conclusions which he ought to reach and the 

steps which he ought to take are those which would be known or ascertained, or reached or taken, by a 

reasonably diligent person having both— 

(a)the general knowledge, skill and experience that may reasonably be expected of a person carrying 

out the same functions as are carried out by that director in relation to the company, and 

(b)the general knowledge, skill and experience that that director has.”. 
42 即 Duty to act bona fide。曾宛如，同註 32，頁 10。 
43 Not to fetter discretion，為另一種非利害衝突之義務。曾宛如，同註 32，頁 13。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86/45/section/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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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為其執行業務之方法及決定係為了公司之利益；最後 Not to Fetter Discretion，

係指每一位董事均應依其個人獨立判斷行使職務；倘若彼此間為表決之約定無異

於放棄獨立判斷之能力，顯然違反忠實義務，但是若已經由獨立判斷達到與他人

簽定長期契約關係之約定，則不違法44。 

 

 美國董事受託義務之內涵 

圖表 二-2 

 

受託義務之內涵迄今美國法院及學者見解並不一致，其行為標準尚在發展當

中。以德拉瓦州法為例，1985 年 Smith v. Van Gorkom 案，該州最高法院認為受

託義務僅包含「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惟於 1993 年  Cede & Co. v. 

Technicolor.Inc.45案，德拉瓦州最高法院首次提出董事除忠實義務與注意義務，尚

負獨立於前兩者之外的「善意義務(Duty of Good Faith)」。至 2006 年 6 月，該州

                                                 

 

44 陳怡如，同註 25，頁 19-20。 
45 Cede & Co. v. Technicolor, Inc.,634 A.2d 345 (Del. 1993). 

美國董事受託義務
Fiduciary Duty

注意義務 Duty of 
Care

監督義務

質詢調查義務

資訊充分決策義務

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

利害衝突交易

自我交易

與他公司交易

掠奪公司機會

競業行為

董事報酬

(善意義務 Duty of 
Good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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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在 In re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Derivative Litigation 案中，終確立善意

義務係受託義務三個獨立內涵之一46，但目前大部分的學者論著仍以二元論為主，

對於董事之受託義務將其分為注意義務(Duty of Care)及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 

47。因此以下就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其內涵為說明。 

 

 董事注意義務(Duty of Care) 

第一目 美國明文法規範 

首先，美國模範商業公司法(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48規定，董事應

基於善意、與相同職務勤勉之一般人處於該立場盡相同注意、基於合理之基礎採

取對公司為佳利益之措施49。依本法第 8.30 條：「（a）董事會的每個成員於履行

義務時應（1）基於善意，與（2）以董事合理相信係為公司之最佳利益之方式為

之。（b）董事會的成員或董事會之委員會於知悉有關於決策職務或專注於監督之

職責時，應實行相當於立於相同地位、遭遇相同情況之人合理相信係適當之注意。

（c）董事會與其下設之委員會應向其他尚未知悉特定訊息之董事會或委員會之

成員揭露對於決策過程或監督功能重要的資訊，除非董事合理相信其揭露會違反

                                                 

 

46 詳細討論美國受託義務二元論與三元論之之爭議與善意義務之發展，參林國彬，董事忠誠義

務與司法審查標準之研究－以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為主要範圍，政大法學評論，第 100 期，

2007 年 12 月。 
47 德拉瓦州著名判例 Smith v. Van Gorkom ，該州最高法院亦指出受任人義務之內涵為注意義

務及忠實義務兩者 。Smith v. Van Gorkom, 488 A.2d 858(Del. 1985), at 872-873. 
48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law § 8.30. “STANDARDS OF CONDUCT FOR DIRECTORS 

(a) Each 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hen discharging the duties of a director, shall act: (1) in 

good faith, and (2) in a manner the director reasonably believes to be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 

(b) The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a committee of the board, when becoming inform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decision-making function or devoting attention to their oversight function, shall 

discharge their duties with the care that a person in a like position would reasonably believe appropriate 

under similar circumstances.”. 
49 劉連煜，美國模範工商業法(1984 年)，頁 62-63，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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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之義務—法定之保密義務或是職業道德規則。（d）董事會或其下設之委員會

履行義務時，若未有相關知識可確保訊息是否值得信賴時，有權信賴（f）項 1 

款與 3 款被董事會正式或不正式的授予履行董事可授與職務之人的表現。（e）

董事會或其下設之委員會履行義務時，若未有相關知識可確保訊息是否值得信賴

時，有權信賴（f）項之人所提供之資訊、意見、報告或說明，包含財務說明或其

他財務數據。（f）根據（d）項與（e）項，董事有權信賴：（1）董事合理認為係

可信賴且有能力執行業務或提供資訊、意見、報告的一個或多個經理人或職員；

（2）於公司事務涉及技術或專業時，董事合理相信公司所聘請之法律顧問、會

計師或其他人員之技術領域或專業能力，或是董事合理相信該特定人值得信賴者；

（3）雖為董事，但非董事會下設委員會之成員。董事合理相信該委員會值得信

任者。50」 

                                                 

 

50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8.30  

”(a) Each 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hen discharging the duties of a director, shall act: (1)in 

good faith, and (2) in a manner the director reasonably believes to be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 

(b) The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a committee of the board, when becoming informed 

inconnection with their decision-making function or devoting attention to their oversight function, shall 

discharge their duties with the care that a person in a like position would reasonably believeappropriate 

under similar circumstances. 

 (c) In discharging board or committee duties a director shall disclose, or cause to be disclosed, to 

theother board or committee members information not already known by them but known by 

thedirector to be material to the discharge of their decision-making or oversight functions, except 

thatdisclosure is not required to the extent that the director reasonably believes that doing so 

wouldviolate a duty imposed under law, a legally enforceable obligation of confidentiality, or a 

professional ethics rule.  

(d) In discharging board or committee duties a director who does not have knowledge that makes 

reliance unwarranted is entitled to rely on the performance by any of the persons specified in 

subsection(f) (1) or subsection (f)(3) to whom the board may have delegated, formally or informally by 

course of conduct, the authority or duty to perform one or more of the board's functions that are 

delegable under applicable law.  

(e) In discharging board or committee duties a director who does not have knowledge that makes 

reliance unwarranted is entitled to rely on information, opinions, reports or statements, includ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other financial data, prepared or presented by any of the persons specified in 

subsection (f). 

 (f) A director is entitled to rely, in accordance with subsection (d) or (e), on: (1) one or more officers 

or employees of the corporation whom the director reasonably believes to be reliable and competent in 

the functions performed or the information, opinions, reports or statements provided; (2) legal counsel, 

public accountants, or other persons retained by the corporation as to matters involving skills or 

expertise the director reasonably believes are matters (i) within the particular person's professional or 

expert competence or (ii) as to which the particular person merits confidence; or (3) a committe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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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美國法律協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之公司治理原則：分析與建議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於第四章

第 4.01 條（a）項規定51：「公司之董事及公司之董事及經理人有義務基於善意履

行其職責，以其合理相信公司最佳利益與以一般謹慎之人被合理期待於相同地位、

立於相同之情況方式為之。本條適用時（a）項受（c）項即商業經營判斷法則所

拘束。（1）（a）項之義務包含調查或使人的義務。但只有當情況會合理之董事或

經理人產生警覺性，而因此有調查必要時才義務。調查之程度應以董事或經理人

合相信有必要之範圍內為之。52」視為美國法上對董事等為公司執行業務時注意

義務之規範。 

最後，根據德拉瓦州公司法（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第四章為

「董事與經理人」，其中就注意義務於第 141 條（e）設有規範：「（e）董事會之

成員或董事會所指派之委員會成員，於基於善意信賴公司之紀錄與公司經理人、

職員、董事會下設之委員會、或被委員會、董事會之成員相信該事務係於特定之

人專業能力下並基於合理注意為公司選出或代表公司選出之人所提出之相關資

訊、意見、報告或陳述以履行義務時，應使該成員受到完全的保護。53」並於 Smith 

v. Van Gorkom 案後於第 102 條（b）項第 7 款有就注意義務金錢損害賠償責任

                                                 

 

board of directors of which the director is not a member if the director reasonably believes the 

committee merits confidence.”. 
51 ALI PRINCIPLES OF CORP. Gov. § 4.01 “(a) A director or officer has a duty to the corporation to 

perform the director's or officer's functions in good faith, in a manner that he or she reasonably believes 

to be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and with the care that an ordinarily prudent person would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exercise in a like position and under similar circumstances.This Subsection 

(a) is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Subsection(c)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where applicable.”. 
52 Melvin Aron Eisenberg, An Overview of the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Business 

Lawyer, Vol. 48, August 1993, at.1280. “(1) The duty in Subsection (a) includes the obligation to 

make,or cause to be made, an inquiry when, but only when, the circumstances would alert a reasonable 

director or officer to the need therefor. The extent of such inquiry shall be such as the director or officer 

reasonably believes to be necessary...”. Available at : 

https://scholarship.law.berkeley.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3024&context=facpubs. 
53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141 ”(e) A 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a member of 

any committee designat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hall, in the performance of such member's duties, 

be fully protected in relying in good faith upon the records of the corporation and upon such 

information, opinions, reports or statements”. 

https://scholarship.law.berkeley.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3024&context=facpu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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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章程豁免之規定：「（b）除了本條（a）項之章程應記載之事項外，公司章程

得記載下列事項之一部或全部：（7）免除或限制董事違反對公司及其股東所負忠

實義務所生就金錢賠償之個人責任，然於章程中不能免除或限制：（i）違反對公

司及其股東所負之忠誠義務；（ii）行為與不作為非基於善意，或涉及故意之不當

行為或明知違反法律；（iii）第 174 條所規範的行為（違法之股息分派、股份購

買、贖回）；（iv）董事從任何交易中有獲取不當個人利益之情形。54」 

第二目 注意義務類型 

而對於注意義務具體內涵，經歷數十年個案法院見解累積，逐漸類型化，我

國學者55觀察包括 Duty to Monitor、Duty to Make Inquiry 和 Duty to make informed 

business judgment，以下簡單補充其內涵： 

1. 監督義務 Duty to Monitor 

於 1996 年之 In re Caremark In-ternational Inc.Derivative Litigation 判決56之見

解，認為公司內部應有一個合理設計之「資訊及報告系統（ Information and 

reportingsystem）」，以使董事會及資深經理人能據此達到在「法規遵循及經營表

現（Compliance withlaw and its business per-formance）」方面係「資訊充足

（Informed）」之程度，以作成相關決定。即董事會有義務建立適當而有效之內控

制度以監督實際經營團隊免於違法。詳細監督義務相關規範、司法審查標準等說

                                                 

 

54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102 ”(b) In addition to the matters required to be set forth in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by subsection (a) of this section,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may 

also contain any or all of the following matters: (7) A provision eliminating or limiting the personal 

liability of a director to the corporation or its stockholders for monetary damages for breach of 

fiduciary duty as a director, provided that such provision shall not eliminate or limit the liability of a 

director: (i) For any breach of the director's duty of loyalty to the corporation or its stockholders; (ii) 

for acts or omissions not in good faith or which involve intentional misconduct or a knowing violation 

of law; (iii) under §174 of this title; or (iv) for any transaction from which the director derived an 

improper personal benefit.”. 
55 劉連煜，同註 6，現代公司法，頁 106；林國彬，董事忠誠義務與司法審查標準之研究－以

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為主要範圍，政大法學評論，第 100 期，頁 135-214，2007 年 12 月。 
56 In re Caremark International Inc. Derivative Litigation, 698 A.2d 959 （Del. Ch.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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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將在第三章節做更詳細的討論。 

2. 質詢調查義務 Duty to Make Inquiry 

董事應對公司內部相關事務提出適當質疑或詢問，以嚇阻或及時發覺經營團

隊之缺失，是為 Duty to Make Inquiry57。  

聯邦最高法院於 1920 年所作之判決(Bates v.Dresser)58之見解，與上述建立內

控系統義務相較，質詢調查義務僅在公司出現特殊事實或狀況時，董事始具有此

種義務，而該事實即如「觸發事實（Triggering event）」將使董事之注意義務由通

常注意義務提升至較高之注意義務59。而特殊事實發生時，董事所應調查之限度

則係以「合理限度內所必須者（Reasonably believes to be necessary）」為限，此一

要求具有主觀與客觀之要求，主觀要求係指該董事認為其調查已盡合理之必要限

度，而客觀要求則係指其調查已足以符合一般合理董事之期待60。 

3. 資訊充足決策義務 Duty to make informed business judgment 

董事會若未取得適當之顧問意見，基於資訊不足之情形(Uninformed)所為判

斷亦屬違反注意義務，屬於 Duty to make informed business judgment61。 

Smith v. Van Gorkom62案除了指出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為董事受託義務內涵

外，法院對涉及注意義務之訴訟，其客觀審查範圍係董事會「作成決定之過程」，

審查董事會於作成決定時是否為資訊充足(Informed)。法院認為董事會對於 Van 

Gorkom 為何要出售公司及每股價格之設定計算方式如何，均欠缺瞭解，且在無

急迫必要之情形下，於二小時內即作成接受每股 55 美元之條件，顯然過於匆促。

                                                 

 

57 劉連煜，同註 6，現代公司法，頁 109。 
58 Dresser, 251 U.S. 524, 40 S. Ct. 247 （1920）. 
59 林國彬，董事忠誠義務與司法審查標準之研究－以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為主要範圍，政大法

學評論，第 100 期，頁 152，2007 年 12 月。 
60 同上註。 
61 劉連煜，同註 6，現代公司法，頁 109；林國彬，同註 59；Jesse H. Choper, John C. Coffee, Jr., 

Ronald J. Gilson New York : Aspen Publishers, c2004. 
62 Smith v. Van Gorkom ,488 A.2d 858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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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進一步表示，Van Gorkom 本身對合併條款不清楚，而財務長所提供之説明

與公司價值或股價調查無關之「口頭報告」不足以符合德拉瓦州公司法(Delaware 

Code Title 8. Corporations)§ 141（e）63之「報告」，而要構成上述足以作為善意信

賴基礎之報告，至少必須與會議主題（Subject matter）有關之報告，董事會始可

據以主張基於善意而為決定。又董事會均未要求公司經理針對公司之價值進行研

究，亦未再向外部獨立財務顧問尋求建議，在此種情況下未要求休會（Recessing 

the meeting）以取得更多資訊，而逕行作成決定，自無經營判斷原則之保護64。 

 

 經營判斷法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簡稱 BJR） 

董事義務之審查標準，受原告主張董事違反之受託義務類型影響，審查密度

亦不盡不同。違反注意義務或善意義務者，法院原則採取最低審查密度之經營判

斷法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簡稱 BJR）；相反的，最高審查密度之整體公平

性(Entire Fairness，簡稱 EF)則係原告主張被告違反忠實義務之審查標準。至於加

強之司法審查(en-hanced scrutiny，簡稱 ES)為中度審查密度，則是董事會對於敵

意併購(Hostile Takeover)採取的防禦措施(Defanse)合法性判斷標準。 

以下僅就一般董事注意義務違反之經營判斷法則為說明。「經營判斷法則」

為一種舉證責任分配之規定，即其推定公司之經營者，在決策過程中已善盡調查

之責，並基於「誠信」（Good Faith）做出判斷，是故其決策是合理且符合公司「最

大之利益」（Best Interest）。除非原告能舉反證推翻，否則法院將尊重該公司經營

                                                 

 

63 Delaware Code Title 8. Corporations § 141” (e) A 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a member of 

any committee designat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hall, in the performance of such member's duties, 

be fully protected in relying in good faith upon the records of the corporation and upon such 

information, opinions, reports or statements presented to the corporation by any of the 

corporation's officers or employees, or committee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by any other person 

as to matters the member reasonably believes are within such other person's professional or expert 

competence and who has been selected with reasonable care by or on behalf of the corporation.”. 
64 林國彬，同註 59，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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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決策不為事後審查，而維持交易之合法性65。具體要件包括：1.為一項經營

決策（A business decision）2.不具個人利害關係、須獨立自主（Disinterested and 

independence）3.合理適當注意（Due care），對於所作成之經營判斷必须係資訊充

足的（Informed），經過對於其他可能方式之討論後，可合理相信在該情況下，該

決定為適當者664.善意（Good Faith）5.無濫用裁量權（No abuse of discretion）67。 

 

 

 董事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 

而董事忠實義務之設置目的係為解決利害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公司董

事處理事務時，需出自為公司之最佳利益目的而為，而非圖謀自身或第三人之利

益68。避免董事利用職權自肥圖利，而應做出公正且誠實的判斷。而董事舞弊最

直接方式莫過於：利用職務執行機關之便，與公司從事不合常規交易或是利用董

事身分竊取公司資源或是要求不當報酬。通常涉及四個型態：一、自我交易(Self-

dealing)即董事與公司間之交易。二、有共通董事之兩家公司間之交易。三、董事

侵吞或利用屬於公司之機會的行為。四、董事私下與公司從事業務競爭之行為69。

其中的自我交易及與他公司交易可歸納為「利害關係交易」，以下就利害關係交

易、掠奪公司機會、競業行為作討論。 

                                                 

 

65 同註 59，頁 187，註 9：See Gagliardi v. TriFoods Intern., Inc. 683 A. 2d1049（Del.Ch.1996）；

劉連煜，同註 6，115 頁。 
66 林國彬，同註 59，頁 187。 
67 曾宛如，同註 32，頁 19。劉連煜，同註 6，現代公司法，頁 113。林國彬，同註 59，頁

187。 
68 劉連煜，同註 6，現代公司法，頁 107。 
69 劉連煜，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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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利害關係交易 

利害關係交易原則董事應禁止為之(Refrain)，美國商業模範公司法（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第 8.60 條 68（1）項規定，是對於董事與公司利益衝

突行為之定義。該項規定，董事與公司間有利益衝突存在係指公司之董事可從公

司之交易中獲得利益，其情形有下列三種：（i）董事在交易決定時，知道自己為

交易之一方；或（ii）董事於交易決定時，董事對於公司之資訊以及重大經濟利

益已有所知悉；或（iii）董事於交易決定時，悉有關係之人為交易之一方或該人

擁有重大經濟之利益。 

而法院審查標準一般包括「利害衝突」及「獨立性審查」。忠實義務要求當

董事係為其自己之利益、或為與其有緊密身分關係之親屬之利益、或為與其有關

之企業（Associate）之利益，而與公司有所交易或必須為公司作成某種決定時，

該董事必須基於「公平（Fair）」而為其行為之準則，而不得以不公平之方法藉此

得到其個人或他人之財務上利益70。以自我交易類型為例，如果交易內容符合公

平原則(Fair transaction)、無惡意或詐欺(Waste/Fraud)、由無利害關係(Middle 

ground)之董事或股東在資訊充分接露下同意71等要件，以符合整體公平性(Entire 

fairness)72。 

德拉瓦州公司法（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第 144 條73並未直接

                                                 

 

70 林國彬，同註 59，頁 181。 
71 Steven L. Emanuel, Emanuel Law Outlines for Corporations(2013), at 199-204. 
72 DEL GEN. CORP. LAW §144（4）（1）～（3）分別提供了不同情況利害關係人交易行為之

「safe harbor」，亦即若該交易係經由：1.不具利害關係董事基於善意以多數決通過事先核准，

且董事已充分揭露其利益衝突之事實者，即使不具利害關係之董事人數少於法定開會人數

（quorum）；2.具有表決權之股東在利益衝突之事實已充分揭露之前提下，基於善意而事先核准

（approved）者；3.該交易在於董事會、委員會或股東會授權時（authorized）、事先核准時

（approved）、或事後追認時（ratified），對公司係屬公平者。 
73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 144” Interested directors; quorum. 

“(a) No contract or transaction between a corporation and 1 or more of its directors or officers, or 

between a corporation and any other corporation, partnership, association, or other 

organization in which 1 or more of its directors or officers, are directors or officers, or hav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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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董事行為之效力，而是在規範利益衝突之情形下，公司之法律行為之法律效

果，提供利害關係人交易有效化之標準，在利害關係人充分揭露系爭交易或契約

內容所存在之關係或利益之重要事實，或由董事、股東從其他管道知悉此重要事

實時，始能做出公平之認可批准程序，且該公平必須考量公平價格以及公平交易

74。其規定：（a）公司與其董事或經理人之間契約或交易；或公司與其他公司、

合夥、協會或其他組織之間有共通董事或共通經理人之情形，或公司之董事或經

理人對他公司、合夥、協會或其他組織具有財務上利益，而公司與該他公司、合

夥、協會或組織有契約或交易行為，均不僅因此理由而歸於無效或得撤銷。而且

有利害關係之董事經理人不因下列情形於董事會或委員會或股東會表決時，因其

表決權被算入而使契約或交易歸於無效或被撤銷： 

（1）關於董事或經理人的關係或利益以及關於契約或交易的重要事實被揭

露或為董事會或委員會所知，董事會或委員會本著善意授權該契約或交易，並經

過大多數無利害關係董事的贊成，即使無利害關係董事少於法定定足數；或是 

（2）關於董事或經理人的關係或利益以及關於契約或交易的重要事實被揭

                                                 

 

financial interest, shall be void or voidable solely for this reason, or solely because the director 

or officer is present at or participates in the meeting of the board or committee which 

authorizes the contract or transaction, or solely because any such director's or officer's votes 

are counted for such purpose, if: 

(1) The material facts as to the director's or officer's relationship or interest and as to the 

contract or transaction are disclosed or are known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the 

committee, and the board or committee in good faith authorizes the contract or transaction 

by the affirmative votes of a majority of the disinterested directors, even though the 

disinterested directors be less than a quorum; or 

(2) The material facts as to the director's or officer's relationship or interest and as to the 

contract or transaction are disclosed or are known to the stockholders entitled to vote 

thereon, and the contract or transaction is specifically approved in good faith by vote of the 

stockholders; or 

(3) The contract or transaction is fair as to the corporation as of the time it is authorized, 

approved or ratifi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 committee or the stockholders. 

(b) Common or interested directors may be counted in determining the presence of a quorum at a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of a committee which authorizes the contract or 

transaction.”. 
74 劉連煜，公司利益輸送之法律防治，載：公司法理論與判決研究（三），頁 109-113，2002 年

5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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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或為有表決權的股東所知，並且該契約或交易通過股東投票表決同意；或是 

（3）契約或交易，在董事會、委員會或多數股東授權、批准或認可時對公

司而言是公平的契約或交易。 

（b）在授權契約或交易的董事會或委員會的會議中，一般或有利害關係的

董事可以被計入是否有足夠之定足數法定人數。 

第二目  掠奪公司機會 

掠奪公司機會與濫用董事地位（Corporate Opportunity and Abuse of Position）

公司之董事有很多機會得以利用其職務之便得知歸屬於公司之訊息或機會，然這

些機會公司應有優先利用之權利，若董事未經公司同意選擇將該機會圖利於自己

或他人，其應已違反應僅以公司利益為行為之忠誠義務，此即為英美法下之「公

司機會原則（Corporate Opportunity Doctrine） 75。然何謂公司機會？美國法於適

用上有不同之測試標準，包含了「利益或期待測試標準（the Interest or Expectancy 

Test）」76、「經濟範圍測試標準（the Line of Business Test）77、」「公平性標準（Fairness 

Test）78」，而有些法院合併適用了上述之標準，亦有法院適用 ALI 之測試標準。

                                                 

 

75 郭大維，董事掠奪公司之商業機會，月旦法學教室，113 期，頁 27，2012 年 2 月。 
76 「利益與期待測試標準」指的係董事不得掠奪對公司有特別或獨特的利益或對公司有期待性

之機會，然因此利益或期待應達何種程度，法院間之標準又不太一致，造成此標準之適用有一

定的困難度與不確定性。李柏亭，同註 5，頁 73。 
77 「經濟範圍測試標準」係 Guth v. Loft 一案之見解，其視該商業機會就公司而言是否具有基

礎的知識、實際經驗與能力而得以追求者，並著重於該機會與公司現行業務密切相關之程

度。。而然此測試方法可能會過於狹隘，或太過於廣泛。因就算該機會沒與公司業務緊密相

關，對於公司仍可能有益，並且若將財務能力作為這個測試的一部分，也會限制了此測試方法

的範圍，然若公司一直對能讓公司擴張的各個機會都有興趣，亦會導致此測試方法涉略過廣。

故於 1996 年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指出受託人可以利用機會，如果該機會係（1）向其個人的身份

所提出（2）該機會對公司並不是必須的（3）該機會對公司而言並無利益或期待（4）就公司資

產並無不當的使用，故從此可看出這些準則係綜合考量，沒有哪個要素是具有決定性的。李柏

亭，同上註。 
78 「公平性測試標準」相較於前兩個測試方法係更廣泛的，因其係觀整體之環境以視是否有不

公平的情況，或公司的利益是否需要被保護。然此測試標準也未提供足夠的判斷標準，有些法

院結合了公平性標準與經濟範圍測試標準以降低標準的模糊性，然此做法反而使測試標準更具

不確定性。李柏亭，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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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ALI 所訂出之測試標準係規範於公司治理原則第 5.05 條，需判斷該機會於商

業活動中呈現給董事時是否會使董事合理相信該機會是提供給公司的或該機會

是否需要董事利用公司資訊並且其被合理期待應代表公司利益79。 

第三目 競業行為 

競業行為係指董事因經營公司之業務而知悉公司內部許多非公開之資訊或

營業秘密等，若董事自為經營或為他人經與公司具有競爭性質之業務而有可能利

用該資訊，並因此為自己或他人獲取財物上之利益，則對於公司顯失公平，因此

董事從事競業行為亦將使其陷入利益衝突之情況，而必須受到監督與司法審查80 

 

 小結 

由上述英國及美國對董事注意義務之規範觀察，美國實務對於注意義務審查

範圍重視客觀程序面向，即多著重於程序上之「義務」（procedural duty），「資訊

充足」（informed manner）決策以及是否「善意」（Good Faith）更接近主觀要件

之要求，即實務上對經營判斷法則之討論，法院得以透過對經營判斷法則要件之

涵攝操作，形同對被告審查密度作寬嚴調整，而非如英國偏向主觀實質之審查。 

因此「注意義務」（Duty of Care）之規範上，美國法與英國法最大不同點，

除了結構上根本性差異外，在內涵上，即在於對主觀要件之要求(即注意程度)81

之不同，英國法上的一般人標準下，誠實並合理(Honestly and Reasonably)之方式

執行業務係以客觀事實認定，再輔以主觀個人特別情形，從嚴視之。而美國法對

                                                 

 

79 李柏亭，同上註。 
80 林國彬，同註 59，頁 180。 
81 曾宛如，同註 32，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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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資訊充足於實務操作上則非常寬鬆認定，類似重大過失或明知之程度，對於商

業決策予以高度尊重，極小心避免事後評價之詬病。而對於忠實義務內涵則均對

於利害關係人之交易有較高密度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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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英國董事監督義務 

各國法制上，公司內部機關組織架構大致上可分為單軌制與雙軌制。前者公

司的經營與監督機關合而為一即公司內部僅設置董事會；而後者監督機關與業務

經營機關各自獨立，其中又可依兩者係上下隸屬關係或立於平行之地位的不同，

可細分為直立式與並列式兩種。單軌制以英美法系國家為主，德國則採監察人會

（Aufsichtsrat）與董事（Vorstand）雙軌直立制；至於日本則為董事會與監察人之

雙軌並列制82。 

英國公司型態從早期的特許公司演進到今日的股份有限公司，隨著公司型態

的改變，公司內部逐漸出現股東會和董事會等機關。公司之股權結構由股權集中

於少數股東逐漸分散，由於多數股東通常未實際參與公司營運，而是選任董事組

成董事會，並將經營權交由董事會及其所組成之經營團隊，因而產生企業所有與

企業經營分離之現象。英國公司法制採行單軌制，公司經營決策權與業務監督權

主要由董事會行使而無設置監察人，董事會可謂英國公司治理之核心83。 

 

 法規發展 

1973 年英國加入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後，為執行歐盟公司法相關指

令，英國政府於 1985 年對相關的公司法規重新加以整合，並制定所謂的 1985 年

公司法(Companies Act 1985)，惟英國現代公司法制重要變革，規範英國公司內部

機關除股東會外，僅設置董事會（Board of Directors）。公司必須由法定人數的董

事組成董事會，由董事會作為公司經營與監督的唯一機關。董事會的權限主要由

                                                 

 

82 同上註。 
83 郭大維，英國公司治理法制之研究——以董事為核心，月旦法學雜誌，151 期，頁 141，

2007 年 11 月。 



DOI:10.6814/THE.NCCU.LAW.009.2019.F10 

 

31 

 

公司章程予以規定，英國公司法規定，除若干重要事項外，其他有關股東會與董

事會之間權限的劃分，均可由公司章程予以規定84。詳言之，英國公司董事會內

部分為執行董事（Executive director）與非執行董事（Non-executive director）。由

執行董事行使公司經營管理權，而非執行董事則是指未擔任公司內部行政職務之

董事，其主要扮演諮詢、監督的角色，主要義務範圍包括：審查執行董事等達到

預定目標及表現並監督業績報告。確保財務資訊的完整性、財務控制和風險管理

系統是穩健及有防禦力(Robust and defensible)。並負責決定執行董事的適當薪酬

水準，必要時解任或不予續任執行董事85。 

雖然執行董事與非執行董事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但英國公司法認為非執行

董事對公司之承諾與一般質董事相同，所有的董事均對董事會所作之決定承擔相

同法律責任86，相關判決得參考 Dorchester Finance Company Limited v Stebbing87 

(1989) 案。另外，董事會之下會設置審計委員會（Audit committee）、提名委員

會（Nomination committee）以及報酬委員會（Remuneration committee）等各種專

門委員會，分工處理董事會之職務。而各種專門委員會之職務，則依董事會授權

或依章程之規定88。 

而為因應經濟競爭，英國政府自 1998 年起開始研議，至 2006 年大幅修改以

                                                 

 

84 Table A 1985, art 70. 
85A guide to directors’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Companies Act 2006 ,“Non-Executive 

Directors:Supporting Principle Non-executive directors should scrutinise the performance of 

management in meeting agreed goals and objectives and monitor the reporting of performance. They 

should satisfy themselves on the integrity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and that financial controls and 

systems of risk management are robust and defensible.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determining 

appropriate levels of remuneration of executive directors and have a prime role in appointing and, 

where necessary, removing executive directors, and in succession planning.” 
86 “There is no legal distinction between executive and non-executive directors. As a consequence, in 

the UK unitary board structure, NEDs have the same legal duties, responsibilities and potential 

liabilities as their executive counterparts…. . It follows that NEDs are subject to the codified duties of 

directors contained in the Companies Act 2006 in the same way as executive directors.” (What is the 

role of the Non-Executive Director? https://www.iod.com/news-campaigns/gdpr/articles/what-is-the-

role-of-the-nonexecutive-director 最後瀏覽日：2018/08/22) 
87 Dorchester Finance Company Limited v Stebbing (1989), BCLC 498. 
88 Table A 1985, art. 72. 

https://www.iod.com/news-campaigns/gdpr/articles/what-is-the-role-of-the-nonexecutive-director
https://www.iod.com/news-campaigns/gdpr/articles/what-is-the-role-of-the-nonexecutive-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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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公司法為主之英國公司法。依據該英國政府 2005 年公布有關東斯法修正

案之白皮書(White Paper 2005)，英國公司法改革四大重點，包括：（一）提高股

東參與公司事務以及公司治理之改善；（二）制定符合小公司需要的公司法；（三）

放寬法令的管制，以便利公司的設立與經營；以及（四）強調公司法結構的靈活

性。有鑑於董事義務在公司法中的重要性，新公司法案對董事義務提出一套完整

的規定，以取代現有普通法（Common Law Rules）與衡平法則（Equitable Principles）

之規定。此外，該法案亦強調公司法的內容和形式應該簡化，以減少執法的成本

與不必要的法律要求和管制，並提高公司設立和經營的自由，增加公司法規的靈

活性，以適應現代市場競爭的環境。根據 2006 年英國公司法第 174 條董事須盡

任一合理勤勉之人處於該地位之知識技能所能達到之注意、技能與努力之程度之

義務( The duty to exercise reasonable care, skill, and diligence)。 

 判決見解 

2000 年的 Re Barings plc (No 5)89案，Nick Leeson 是前霸菱銀行(Barings Bank)

的期貨交易員，在違反內部審計建議的情況下，以欺詐手段篡改了銀行賬戶，交

易虧損下竟報告巨額利潤。在日本神戶大地震後，股市陷入螺旋式下跌 (a 

downward spiral)，其損失始曝光。依 1986 年「公司董事解任法(Company Directors 

Disqualification Act 1986)」，法院以三位不稱職之霸菱董事未能監督該交易員之

違法活動，不適合關注公司的管理(Unfit to be concerned in the management of a 

company90)，解任之。 

高等法院(High Court)法官 Jonathan Parker J 於判決中指出，董事職責應該符

                                                 

 

89 Re Barings plc (No 5) [2000] 1 BCLC 523. 
90 Company Directors Disqualification Act 1986, section 6 “(1) The court shall make a disqualification 

order against a person in any case where it is satisfied—(b) that his conduct as a director of that 

company (either taken alone or taken together with his conduct as a director of any other company or 

companies) makes him unfit to be concerned in the management of a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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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三項原則：「1. 董事有持續的責任獲取和保持對公司業務的充分的知識和理解，

使他們能夠對公司適當履行職責。2.董事得將部分權力委予執行董事(或所謂高級

管理人)，並在合理程度上信任執行董事之能力和誠實，但不免除董事監督之責

任。3.無關於職權委任後監督責任之一般規則—董事是否已履行職責將取決於案

件的事實，包括董事在管理公司之具體行為91。」董事解任之不適應性，採取客

觀標準，即以是否符合「通常期待」之適當擔任而定92。 董事必須了解公司事務，

並與其他董事一起監督事務。而欠缺適當監測系統係違反上述標準的，董事固然

得授權，但仍對此承擔負責。此外，董事薪酬是決定董事必須承擔的責任程度之

相關因素93。 

非執行董事既立於公司業務執行之監督地位，其注意義務相關判決，2006 年

英國公司法指導手冊(A guide to directors’ responsibilitiesunder the Companies Act 

2006)中，提到 2003 年的 Equitable Life v Bowry94案，原告為美商公平人壽保險

公司(Equitable Life)主張公司前非執行董事未能對公司之執行董事的行為進行充

分的監督控制過失違反董事一般義務致生公司損害。法院認為公司對非執行董事

「合理依賴」其與執行董事和其他專業人員履行職責之見解，於法律上仍有爭議

且實務上敏感。期待非執行董事能合理地判斷董事會決策和監督行政管理的獨立

                                                 

 

91 Alexia Staker &Alice Garton, Directors’ Liability and Climate Risk: National Legal Papers for 

Australia, Canada, South Afric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Commonwealth Climate and Law Initiative 

(2018), at 19. ”There is no general rule in relation to the duty to supervise the discharge of delegated 

functions – whether directors have satisfied the duty will depend on the facts of the case, including the 

directors’ specific role in managing the company.”. 
92 See supra note 89.”the objective standard that should ordinarily be expected of people fit to be 

directors of companies.”. 
93 See supra note89.”Unfitness was determined by the objective standard that should ordinarily be 

expected of people fit to be directors of companies. Directors must inform themselves of company 

affairs and join in with other directors to supervise those affairs. Having no adequate system of 

monitoring was therefore a breach of this standard. Directors may delegate functions, but they 

nevertheless remain responsible for those functions being carried. Furthermore, the degree of a 

director's remuneration will be a relevant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degree of responsibility with which 

a director must reckon.”. 
94 Equitable Life v Bowry [2003] EWHC 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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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這顯然是有爭議的95，駁回原告之訴。而針對非執行董事之義務審查標準，

依 2006 年公司法第 174 條第 1 項規定96，董事負有合理注意義務其中包括 duty 

of skill 和 duty of diligence；同條第 2 項並補充，所謂「合理(reasonable)」係依一

般人之期待一個擔任公司董事職務者之相當勤奮行使之知識、技能和經驗以及董

事本身擁有的知識、技術、經驗。使用「合理」一詞，可確保董事行為標準不會

在如此不切實際的高水準下，從而抑制人們成立公司和就任董事。然而具有特殊

技術之董事將根據第 174 條第 2 項(b)款的要求應具備特別注意，表現其適當能

力，與其專門領域之相關問題愈有更高程度注意之要求，例如：就董事而言，作

為會計師，顯然與會計財務有關事項即須有特別注意義務。蓋任何以特定、專門

的職權擔任董事的人都相信他們有能力履行這一職責。反之，若董事管理公司僅

對行使一般職權，無論以個人身份，還是多數決，所期望的知識、技能和經驗標

準將是董事之一般注意標準。 

 小結 

2006 年修訂之英國公司法對於董事責任規範極為彈性，以因應不同背景及

能力之人擔任董事，在委任董事之獲准無須知識或能力測試，除有同法第三章所

規定之受限制資格，任何人均可出任公司的董事。惟針對公開公司，倫敦證券交

易所上市規則要求上市公司確保董事集體擁有適當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以管理業

務。董事應確保他們知悉法律上對其之行為要求以及行為標準，以符合以下聲明：

「任何受任董事者均必須瞭解他被要求履行職責的性質。這項職責的性質將取決

                                                 

 

95 John Davies ,A guide to directors’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Companies Act 2006, at 41. ”The extent 

to which a NED may reasonably rely on the executive directors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is one which the law can be fairly said to be developing and is plainly ‘fact sensitive’. It is 

plainly arguable, I think, that a company may reasonably at least look to NEDs for independence of 

judg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the executive management.”. 
96 Id., at 41.”Section 174(1) CA 2006 now states that a director must exercise reasonable care, skill and 

di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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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公司的規模和業務，以及董事所承擔的經驗。」 

除了非執行業務董事，2006 年英國公司法97亦規定，審計委員會應監督公司

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制度，至少每年對其有效性進行審查，並在年度報告中報告

審查情況。監督和審查範圍應涵蓋所有重要事項之控制(Material controls)，包括

財務、業務和法令遵循。審查公司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體系及公司內部稽核職能

的有效性為審計委員會的主要作用和職責之一，應以書面形式提出98。審計委員

會應監測和審查內部稽核活動的有效性。在沒有內部稽核職能的情況下，審計委

員會應每年考慮是否需要內部稽核職能，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並應在有關年度

報告中說明99。 

根據 2016 年英國財務報告委員會(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之公司治理規

範(UK Corporate Governance Code)，公開公司(A listed company)董事會應保持健

全的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制度，監督公司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制度100，至少每年

對其有效性進行審查，並在年度報告中報告審查情況。監督和審查範圍應涵蓋所

有重要事項之控制(Material Controls)，包括財務、業務和法令遵循。除公司另有

由獨立董事或董事會組成之風險委員會專責審查公司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體系

                                                 

 

97 The Companies Act 2006, C.2.3. “The board should monitor the company’s risk management and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 and, at least annually, carry out a review of their effectiveness, and report on 

that review in the annual report.14 The monitoring and review should cover all material controls, 

including financial, operational and compliance controls.”. 
98 The Companies Act 2006,C.3.2. “The main role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audit committee should 

be set out in written terms of reference18 and should include: to review the company’s internal 

financial controls and, unless expressly addressed by a separate board risk committee composed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or by the board itself, to review the company’s internal control and risk 

management systems; to monitor and review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pany’s internal audit 

function;”. 
99 The UK Corporate Governance Code (2016/04), at 19. “The audit committee should monitor and 

review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nal audit activities. Where there is no internal audit function, the 

audit committee should consider annually whether there is a need for an internal audit function and 

make a recommendation to the board,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absence of such a function should be 

explained in the relevant section of the annual report.”. 
100 Id, at 5. “The board should establish formal and transparent arrangements for considering how they 

should apply the corporate reporting, risk management and internal control principles and for 

maintaining an appropriat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mpany’s aud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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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審計委員會應審查公司的內部財務控制101。 

依 2018 年 7 月財務報告委員會之公司治理規範102重申董事會應確立公司的

目的、價值和策略，並使之符合公司文化。所有董事必須以誠信為本，以身作則，

弘揚理想與企業文化。建立審慎有效的控制框架，使風險得以評估和管理。再者，

2018 年揭露指導和透明度規則原始資料  (The Disclosure Guidance and 

Transparency Rules sourcebook , DTRs) 則要求上市公司在其公司治理報表中提供

對其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系統的描述。關於風險管理、內部控制和有關財務和業

務報告的指導意見以及對審計委員會的指導103，提供了進一步說明。 

綜上，英國公司裡的執行董事與非執行董事負相同法律責任外，其判斷依據

亦相同，原則為一般人合理期待之客觀判斷；例外對於個案中董事具特殊專業知

識時，採取主觀判斷。非執行董事固然授權予被授權人(例如：執行董事、高階經

理人)，惟並不因此免除其法律責任，尤其係監督責任，審查標準仍仰賴具體案件

事實。 

由 2000 年 Barings Bank 案之觀察，非執行董事能夠主張合理信賴被授權人

(例如：執行董事、高階經理人)之前提，係「具備適當監測系統」以避免員工舞

弊違法，要求董事隨時監督其委任職務之履行。相當於負於董事的公司內部控制

                                                 

 

101 See supra note 99, at 18. ”The main role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audit committee should be set 

out in written terms of reference18 and should include: The board should monitor the company’s risk 

management and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 and, at least annually, carry out a review of their 

effectiveness, and report on that review in the annual report.The monitoring and review should cover 

all material controls, including financial, operational and compliance controls.”. 
102 The UK Corporate Governance Code(2018/04), at 4. “The board should establish the company’s 

purpose, values and strategy, and satisfy itself that these and its culture are aligned. All directors must 

act with integrity, lead by example and promote the desired culture.”. 
103 See supra note 99, at 25-26. “Disclosure and Transparency Rules：DTR sub-chapter 7.1 concerns 

audit committees or bodies carrying out equivalent functions. DTR 7.1.1 R, 7.1.1A R and 7.1.3 R set 

out requirements relating to the composition and functions of the committee or equivalent body:DTR 

7.1.3 R states that an issuer must ensure that, as a minimum, the relevant body must:  

1.monitor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process and submit recommendations or proposal to ensure its 

integrity; 

2.monito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ssuer’s internal quality control and risk management systems and, 

where applicable, its internal audit, regarding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of the issuer, without breaching its 

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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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之建置與維護義務，即董事必須實施監督制度，以便對高級管理人員進行充

分監督，此外 Jonathan Parker J 法官所提出董事三項義務中提及「在合理程度」

上信任執行董事之能力和誠實，即要求董事「保持對所收到意見的參與和批判態

度」，董事若對專業顧問、專家、職員及其他董事過於依賴，盲目聽從意見或未

能對其進行適當審視或評估即違反監督責任104。 

 

又 2003 年的 Equitable Life v. Bowry 案，原告主張公司得「合理依賴」非執

行董事履行與一般執行董事相同職務、能合理地判斷董事會決策和監督行政管理

的獨立性105，並要求非執行董事違反一般董事義務時負責之見解，並未獲得法院

認同，蓋非執行董事之表現很可能適時參考董事主觀特別標準予以評估。根據

Commonwealth Climate and Law Initiative(CCLI)2018 年 4 月份的法律分析報告，

董事即使有意識到風險(Climate Risk)下授權經理人執行業務(或是所謂執行董事)，

卻未為實施健全監督控制系統，以確保所委派的責任得到充分執行亦有違反公司

法第 174 條之虞106。 

  

                                                 

 

104 Alexia Staker &Alice Garton,COMMONWEALTH Climate and Law Initiative(2018), at 20; Victor 

Joffe; David Drake; Giles Richardson; Daniel Lightman; Timothy Collingwood, Minority 

Shareholders: Law, Practice, and Procedure (2015), at 22. 
105 Alexia Staker &Alice Garton, Directors’ Liability and Climate Risk: United Kingdom - Country 

Paper (2018), at 21. “The extent to which a NED may reasonably rely on the executive directors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is one which the law can be fairly said to be developing and 

is plainly ‘fact sensitive’. It is plainly arguable, I think, that a company may reasonably at least look 

to NEDs for independence of judg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the executive management.”. 
10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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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國董事監督義務 

 

董事在股權分散之公司對於一般日常事務介入甚少而偏向建議性質，因此相

較於直接做成決策，更應重視的是對於公司整體經營有無適當監督。美國司法實

務即認為董事負有對公司業務執行及決策決定之監督義務，惟監督義務之內涵及

執行業務之彈性以及董事應盡責任兩者間如何平衡？我國公司法對於董事注意

義務及忠實義務繼受美國法而來，美國法對於董事監督義務之審查標準，值得做

為我國增強董事義務及董事監督功能之參考。 

美國法的監督義務不限於叫做「Duty to Monitor」，實務案件中包括 Stone 案

及 Citigroup 案，均曾見原告主張董事應負 Duty of Oversight；近年學者文章中亦

常使用 Oversight liability107，本文以為可能與 Duty to Monitor 長期至於注意義務

之內涵以下有關，在監督義務性質仍為爭議問題的形況下，使用其他名稱以避免

先入為主的立場。 

實質規範內容上，在美國法中 Duty to Monitor，係董事會有義務建立適當而

有效之內控制度以監督實際經營團隊免於違法之注意義務，監督管理階層乃董事

會原則性功能，課予董事監督義務目的即期待董事應對公司的營運內容及方式應

有基本了解（Rudimentary Understanding）、應參與公司事務（Corporate Affairs）

的一般性監督、應經常出席董事會、以及應定期檢視財務報表。故當董事於前述

作為過程產生懷疑時，應調查致其產生懷疑之情事為何、應反對明顯違法或有疑

義的行為、以及當錯誤無法被改正時應予辭職108，此要求與董事適時提出質詢並

                                                 

 

107 Anne M. Tucker, Who's the Boss: Unmasking Oversight Liability within the Corporate Power 

Puzzle Delaware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 (DJCL), Vol. 35, No. 1 (2010). 
108 Stephen M. Bainbridge, Caremark and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34 J. CORP. L. 967(2009).蔡

昌憲，從內控制度及風險管理之國際規範趨勢論我國的公司治理法制：兼論董事監督義務之法

律移植，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41 卷第 4 期，頁 1845，20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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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之義務密不可分，因此美國學者有將「公司建立有效內控制度」歸類為調查

質詢義務(Duty to Make Inquiry)者，亦屬注意義務之內涵，如 Solomon 教授認為

Duty to Make Inquiry 係上位義務之槪念，而建立公司內控系統係其下位槪念109。 

為釐清監督義務之性質與內涵，本文首先將美國明文法部分做介紹後，再針對美

國董事監督義務內涵建構具關鍵影響的指標案件為說明。 

第一、模範商業公司法第 8.30 條加諸董事一般性注意義務，董事會成員或

董事會之委員會在獲得有關其決策職能或專注其監督職責的時，應如同謹慎處理

類似職位的人會在類似情況下合理相信係適當之注意履行其職責。根據本條美國

律師公會商法類之公司法委員會又出版美國公司董事指導手冊（Corporate 

Director's Guidebook），提供公司董事指引以履行其對公司之義務及了解現代公司

治理原則如何運作，著重於個別董事應扮演之角色、董事會及主要委員會之功能。

該手冊雖主要以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為對象，其對一般公司董事亦同樣適用110。關

於董事會之角色，該手冊依據模範商業公司法之體系，認為應強調董事之監督責

任而非管理責任，監督責任包含確保公司採取的任何決策都能符合法令並維持會

計財務及其他內部控制措施等。在履行監督義務時，董事指導手冊建議董事會應

設置一個有效率的制度，可以將公司管理部門之決策以及法令遵循之相關事項通

報董事會111。指導手冊第 2 條規定，公司從事商業活動之中心目標在於創造及增

進股東之財產價值，為達成此一目標，董事活動之主要功能有二：一為做決定

（Decision-making），另一為監督（Oversight）。做決定之功能主要包括形成公司

政策與策略目標，及對特定事項採取作為。監督之功能包括持續監督公司業務及

                                                 

 

109 林國彬，同註 59，內文註 38。Lewis D. Solomon, Corporations Law and Poicy—Materials and 

Probles, West Group (1998). 
110 楊竹生，論董事注意義務中監督公司業務執行之義務，中原財經法學，13 期，2004 年 12

月，頁 31。 
111 H. Lowell Brown, The Corporate Director' Compliance Oversight Responsibility in the Post 

Caremark Era, 26 Del. J. Cor. L. 1, 70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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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特別應注意：公司之業務表現、計畫與策略、風險評估與管理、符合法律

義務與公司政策、提供股東之財務報表及其他報告之品質、及其他有必要詢問或

調查之事項。由於公司之權力由董事會行使，公司之業務與事務由董事會管理或

其管理係受董事會指導，故而公司之董事會或其下之委員會負責監督公司之管理

部門112。 

第二、美國法律協會之公司治理原則（American Law Institute -Principl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明白的規定董事遵從法令之義務。該公司治理原則第

2.01(b)(1)條規定：公司在開展業務時，如同自然人一般，在法定的限制範圍內行

事113。有關公司是否遵守相關法令，有說法認為，宜視成本與效益分析（Cost-

Benefit Cost）之結果而定，然該條不採用成本與效益分析之立場，即不以從事違

法行為所取得之收益和違法行為一旦被發現時之損害兩相比較，以決定是否從事

違法行為114。 

公司治理原則第 3.02(a)(2)條規定：公開發行公司之董事會其功能之一即為

監督公司業務之行為以評估公司業務是否經適當管理115。公司治理原則第 4.01(a)

條規定：董事或經理人有義務以公正的方式真誠地履行其職務，並以其合理相信

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與以一般謹慎之人被合理地期望在類似之地位、類似的情

況下行使其職權。其義務包括在合理的情況下，董事或經理人產生警覺性時有提

                                                 

 

112 楊竹生，同註 110，頁 31。 
113 ALI Principle §2.01(b)(1): The corporation, in the conduct of its business, is obliged to the same 

extent as a natural person to act within the boundaries set by law. 
114 公司治理原則第 2.01(b)(1)條之評釋中舉例說明如下：F 公司係公開發行公司，年度營業收

益為三至五百萬美金，F 公司希望取得 P 公開發行公司之供給合約，預期該一供給合約於兩年

期間對 F 公司所產生之收益為五百萬美金，P 公開發行公司之副總經理對 F 公司之董事表

示，如 F 公司支付其兩萬美金，F 公司將取得該一供給合約，F 公司董事了解使一行為係違反

法律規定，但考慮被查獲之機率極低，故同意由 F 公司支付兩萬美金予 P 公開發行公司之副

總經理，則 F 公司之行為違反公司治理原則第 2.01(b)(1)條之規定。詳細可參考 ALI, Principl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2.01, cmt. g (1994);黃崧嵐，同註 30，

頁 83，內文註 166。 
115 ALI Principle §3.02(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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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或安排進行調查的義務。此類調查的程度應以董事或經理人合理認為有必要的

範圍內為之。董事或經理人在執行其任何職務（包括監督職能）時，有權依賴第

4.02 和 4.03 條所規範之資料及人員（依賴董事、經理人、高級僱員、專家、其

他人員與董事會下設之委員會）116。 

第三、來自美國民間之自治規範建議，可參考美國企業圓桌論壇（The 

Business Roundtable）之公司治理原則，由近 150 家美國主要民間企業之負責人

（CEO）參與該論壇，在政府公共政策形成之過程中扮演積極提供企業立場意見

的角色。該論壇於 2010 年修正其之前所提出之公司治理原則117，於前言中指出

幾項有關董事監督義務之指導原則： 

1. 公開公司董事會的首要職責是選任一名總經理，並在日常工作中監督總經理

和管理部門在其主管的工作中誠實運作。 

2. 在董事會的監督下，管理層有責任制定和實施公司的戰略計劃、識別、評估

和管理風險。 

3. 在審計委員會和董事會的監督下，管理層有責任編制財務報表，以公正地反

映公司的財務狀況和經營業績，並及時揭露投資者所需要的訊息以評估公司

的財務和財務狀況並避免不必要的風險。 

                                                 

 

116 ALI Principle §4.01(a): 

A director or officer has a duty to the corporation to perform the director's or officer's functions in 

good faith, in a manner that he or she reasonably believes to be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 and with the care that an ordinarily prudent person would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exercise in a like position and under similar circumstances. This Subsection (a) is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Subsection (c)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where applicable. 

(1) The duty in Subsection (a) includes the obligation to make, or cause to be made, an inquiry 

when, but only when, the circumstances would alert a reasonable director or officer to the need 

therefor. The extent of such inquiry shall be such as the director or officer reasonably believes to 

be necessary. 

(2) In performing any of his or her functions (including oversight functions), a director or 

officer is entitled to rely on materials and persons in accordance with §§4.02 and 4.03 (reliance on 

directors, officers, employees, experts, other persons, and committees of the board). 
117 The Business Roundtable, 2010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vailable at 

https://www.businessroundtable.org/resources/2010-principles-of-corporate-governance1 (last 

visited: 2018/10/19) 

https://www.businessroundtable.org/resources/2010-principles-of-corporate-governanc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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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董事會通過其審計委員會所聘請獨立會計師事務所對管理層編制的財務報表

並進行審計，以及發表意見，認為這些報表符合公認會計準則的公平陳述，

最後重要的是，監督公司與外部審計員的關係。 

並且在 2010年新修正公司治理原則第三章，說明董事如何履行其監督功能，

該原則認為董事會的組成需要擁有各種背景和經驗，由符合公司需求的人擔任，

且由於公司對特定背景和經驗的需求可能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因此董事會應該監

督董事們提供給董事會的技能和經驗的組合，並評估董事會作為一個團體是否擁

有必要的工具來共同合作或合議，以有效履行監督職能。董事會應該考慮為這個

過程中實施一個結構化的框架，比如使用詳細的具體資格技能列表，並確定現任

董事和董事候選人為董事會帶來的專業為何。另外公開發行公司應由具有獨立性

之外部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該委員會之功能除了解公司所受到之風險、定期檢

視公司內部控制系統之妥適性、監督公司的財務報告流程外，應不定期檢視公司

有無遵循法令以及公司重要決策有無經過正當程序118。 

除此之外，美國聯邦量刑準則將企業採行法令遵循計畫(Compliance Program)

之有無納入檢方起訴及法官量刑之考量因素，詳細規定可參照第四章討論監督義

務之客觀範圍的內容。 

上述法規固然勾勒了董事監督義務的範圍與內容，然針對董事監督義務性質，

美國法院的見解，尤其係德拉瓦州法院對現行的公司治理實踐具有巨大影響力，

法官的意見和評論充分影響董事行為的規範和最佳做法，往往比法律責任的威脅

更為嚴重119。依照案件事實可分為董事本身違反法律或是董事以外之人違反法律

而董事怠於監督之行為，前者違反美國公司治理原則第 2.01(b)(1)條規定之董事

守法義務，後者違反同法第 3.02(a)(2)條及第 4.01(a)條之董事監督義務，參照下

                                                 

 

118 Id. 
119 Eric J. Pan, Rethinking the Board's Duty to Monitor: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the Delaware 

Doctrine, 38 Fla. St. U. L. Rev. 209, 210 (2010), at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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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二-3。 

依美國公司治理原則第 2.01(b)(1)條規定之董事有遵守法律之義務，董事若

涉及違反法律之行為，即有違反「董事守法義務」之虞。而同法第 3.02(a)(2)條及

第 4.01(a)條則係關於董事以外之人違反法律而董事怠於監督之行為，本文稱為

「董事監督義務」。因此吾人可以以違反法律的行為人是董事或董事以外之人區

分為「董事守法義務」和「董事監督義務」(參照下圖表二-3)。依循上述分類將

幾則美國法院針對董事監督義務之重要判決為說明。 

 

圖表 二-3

 

 

 

違反法令之人

董事 董事守法義務
美國公司治理原則第

2.01(b)(1)條規定

董事以外之人(包括其他
董事)

董事監督義務
美國公司治理原則第

3.02(a)(2)條及第4.01(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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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th v. Robertson (1909) 

第一目 案件事實 

Robertson 遊樂公司在紐約州經營遊樂場，惟其在星期日營業之行為，不符

合當時該州規範。某次該公司被他人恐嚇要求支付八百塊美金，否則將該公司此

等行為大肆張揚以阻饒該公司營業活動。公司董事為了繼續在星期天營業，於是

同意支付該恐嚇之款項120。因此股對 Samuel L. Robertson 等董事提起訴訟，主張

被告 Samuel L. Robertson 應向公司賠償其為避免違法行為被揭露而被恐嚇之金

錢121。被告 Robertson 則抗辯係為公司最大利益始支付 800 美元贖金，並且在付

款之前，他諮詢了公司副董事長(Associate Directors)及出納 Hofheins 先生。 

第二目 法院見解 

法院點出本案爭點在於董事交付贖金行為是否違法，端視所欲防止的「星期

天營業」是否屬於違法行為？若是違法行為則交付贖金者亦屬於違法濫用公司資

產，反之則非屬濫用。 

法院見解認為星期日營業依當時刑法(Penal Code)第 259、263、265 條，並有

前案 United Vaudeville Co. v. Zeller(58 Misc. Rep. 17)以及 People v. Poole(44 id. 

                                                 

 

120 Roth v. Robertson, 64 Misc. 343 (N.Y. Misc. 1909).at 343-344.”Money paid by an officer of an 

amusement company to persons who had threatened otherwise to take steps to prevent the corporation 

from conducting its business on Sunday, for the purpose of buying their silence, is improperly 

expended and must be refunded to the corporation by the officer who paid it at the suit of a stockholder 

of the corporation.” 
12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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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之見解，星期日即安息日營業係違法之行為，則為掩護違法行為所付之款項

即屬非法之支出，董事不得以該支出係為公司最大利益著眼來作為抗辯的理由。

122縱然原告有可能當時早已知悉，法院仍強調被告董事所涉者係法律所不許之行

為，從公共政策的考量來看，自應嚴格要求董事負責，若不如此，法院將會創造

一個危險的先例，有鑑於事態之嚴重，縱然原告股東對於被告之行為早已知悉，

甚至不表反對，也仍應允許原告要求被告償還公司支付之金額123。因此本案法院

的判決要旨，即係要求董事行為必須符合法律目的，即要求董事遵守法律，縱使

為公司追求最大利益，仍無礙此目的之落實。遵循法令，使公司之行為合法可說

是對董事執行職務最低行為標準。 

 

 Miller v. American Tel. & Tel. Co. (1974) 

第一目 案件事實 

本案原告為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的股東，控訴其公司董事長及大部

分董事，AT＆T 未能收回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NC）欠公司在 1968 年民主黨全

國大會期間所提供的通信服務之未償還債務約 150 萬美元124。原告認為除了浪

                                                 

 

122 Id, at 345. ”It was, and must be treated as, an illegal payment. It was something more than an ultra 

vires transaction, it was one bad in morals, and so evidently so that the plea that the payment was made 

for the supposed interest of the corporation cannot be deemed any excuse in law.” 
123 Id, at 346. “ For reasons of public policy, we are clearly of the opinion that payments of corporate 

funds for such purposes as those disclosed in this case must be condemned, and officers of a 

corporation making them held to a strict accountability and be compelled to refund the amounts so 

wasted, for the benefit of stockholders, irrespective of the question as to who assented to or counseled 

their payment. To hold any other rule would be establishing a dangerous precedent, and tacitly 

countenancing the wasting of corporate funds for purposes of corrupting public morals. The questions 

here involved are too broad and far reaching to permit an appeal to the doctrine of estoppel to defeat a 

salutary enforcement of official responsibility.” 
124 Miller v. American Tel. & Tel. Co., 507 F.2d 759 (3rd Cir. 1974). at 761.” Plaintiffs, stockholders in 

America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mpany (‘AT&T’), brought a stockholders' derivative action in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Pennsylvania against AT&T and all but one of its directors. The suit centered 

upon the failure of AT&T to collect an outstanding debt of some $1.5 million owed to the company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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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公司資產之外，沒有勤勉地追收債務之董事係違反了聯邦通訊和董事之受託義

務；甚至根據 1934 年通信法案(The 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第 202 條(a)，無

視債務行為係涉嫌構成公司對 DNC 的「貢獻」125。聯邦地方法院駁回了控訴，

法院指出，催收帳款程序完全由董事酌情決定，在沒有指稱董事的行為「明顯違

法，不合理或違反信託義務」的情況下，法院不會推翻其決定，認為公司債權之

行使與否係董事決策之範圍，受到經營判斷法則的保護，然而原告不服提出上訴

126。 

 

第二目 法院見解 

因此該案之爭點即為：董事催收帳款與否固然係其決策範圍，然而在其決策

之範圍內行使職權所為決定若生公司損害，是否仍可能違背受託義務應負賠償責

任？第三巡迴法院判決認為，如果原告的上訴只涉及單純的債權債務關係，那麼

合理的適用經營判斷法則而支持地方法院判決股東不能干涉董事的決策。然而，

如果「決定不收取公司應有帳款」本身就是違法行為，則應適用不同的規定。本

案上訴法院引述 Roth 案之見解：「即使使公司受有利益，非法行為也可能構成違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DNC’) for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provided by AT&T during 

the 1968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125 Id, at 761. “ Plaintiffs' complaint alleged that ‘neither the officers or directors of AT&T have taken 

any action to recover the amount owed’ from on or about August 20, 1968, when the debt was incurred, 

until May 31, 1972, the date plaintiffs' amended complaint was filed. The failure to collect was 

alleged to have involved a breach of the defendant directors' duty to exercise diligence in 

handling the affairs of the corporation, to have resulted in affording a preference to the DNC in 

collection procedures in violation of § 202(a) of the 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 47 U.S.C. § 202(a) 

(1970), and to have amounted to AT&T's making a ‘contribution’ to the DNC in violation of a federal 

prohibition on corporate campaign spending, 18 U.S.C. § 610 (1970).”. 
126 Id. ”On motion of the defendants, the district court dismissed the complaint for failure to state a 

claim upon which relief could be granted. 364 F.Supp. 648 (E.D.Pa.1973). The court stated that 

collection procedures were properly with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directors whose determination would 

not be overturned by the court in the absence of an allegation that the conduct of the directors was 

‘plainly illegal, unreasonable, or in breach of a fiduciary duty . . ..’ Id. at 651. Plaintiffs appeal from 

dismissal of their compl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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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紐約州法的受託義務。(Even though committed to benefit the corporation, illegal 

acts may amount to a breach of fiduciary duty in New York.)」認為董事有法令遵循

之受託義務，而本案原告所稱董事怠於催收之 150 萬帳款，確實有濫用公司資產

做非法之競選捐款行為。而當時聯邦法律明文規定禁止公司在政治活動上捐獻，

董事此種違法行為不能援以經營判斷法則以予保護127。 

 In re Wells Fargo & Co. Shareholder Derivative Litig(2017) 

第一目 案件事實 

本案是富國銀行（Wells Fargo）股東向公司董事以及高階經理人所提出之代

表訴訟，原告指控在 2011 年至 2017 年期間，被告董事明知或默示富國銀行員工

非法為客戶創造數百萬存款和信貸，而且客戶並不知情或未經這些客戶同意。原

告聲稱，銀行董事試圖以交叉銷售(Cross–Selling)的方式欺騙銀行的客戶，即向潛

在或現有客戶銷售富國銀行產品128。為實現銀行大力宣稱的「八大(Great Eight or 

Gr-eight)」銷售目標，被告對銀行行員實施嚴格的配額制，行員為因應此壓力，

被迫從事為銀行客戶非法大量開戶。富國銀行的交叉銷售策略十分成功，充分影

響了銀行的財務業績和市場投資人對公司的評估，提高了銀行股價，為銀行高層

帶來巨額報酬，因此縱然違法，被告仍非常積極地促進和延續這些涉及證券詐欺

                                                 

 

127 Id, at762. “ The fact that shareholders are within the class for whose protection the statute was 

enacted gives force to the argument that the alleged breach of that statute should give rise to cause of 

action in those shareholders to force the return to the corporation of illegally contributed funds. Since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by corporations can be checked and shareholder control over the political use of 

general corporate funds effectuated only if directors are restrained from causing the corporation to 

violate the statute, such a violation seems a particularly appropriate basis for finding breach of the 

defendant directors' fiduciary duty to the corporation.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directors cannot 

be insulated from liability on the ground that the contribution was made in the exercise of sound 

business judgment” 
128 In re Wells Fargo & Co. Shareholder Derivative Litig., N.D.Cal., August 24(2018), at 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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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等違法行為129。 

第二目 法院見解 

本案爭點事實上主要是在 1934 年證券交易法(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Rule 10(b)(5)中的要件討論，尤其是主觀要件，也就是當事人明知違法

(Scienter)之要件，該違法行為違反受託義務外，也同時涉及其他董事對違法董事

與員工之監督(Oversight)義務。 

法院得出結論認為，原告具備廣泛而詳細的指控及證據似乎有理由表明，大

多數的被告係有意識地無視其受託義務，甚至是很有可能發生的監督義務。本案

Tigar 法官並引述 Citigrunp 案的主觀要件要求：「董事有合理了解業務及其風險

或有意識地忽視監督和監督業務的責任130」，並突出強調特定的危險信號(或稱紅

旗警示，Red Flags)131被忽視。法院認為原告有證明相關重大事實以及被告主觀

具有明知（Scienter），並且支持大多數被告有意無視其董事監督受託義務的推論。 

                                                 

 

129 Id,at 1081. 
130 Id, at 1088. “ In denying the motions, the Court concluded that “[t]he extensive and detailed 

allegations in the complaint plausibly suggest[ed] that a majority of the Director Defendants” had 

“consciously disregarded an obligation to be reasonably informed about the business and its risks 

or consciously disregarded the duty to monitor and oversee the business.” Id. at 15 (quoting In re 

Citigroup Inc. S'holder Derivative Litig., 964 A.2d 106, 125 (Del. Ch. 2009)).”. 
131 法院提出七個包括董事的國會證詞、洛杉磯時報的報導等等事實，指出董事主觀上應知悉公

司之不法開戶行為，有意地違反其受託義務及監督義務。 ”The Court specifically noted that the 

following “red flags” supported its conclusion: (1) the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of Mr. Stumpf 

regarding the Board's knowledge of the company's issues with cross-selling; (2) communications 

between employees and Board members regarding the allegedly fraudulent activity; (3) the various 

lawsuits against the company that included allegations of impropriety in account creation; (4) the Los 

Angeles Times article documenting the fraudulent account creation scheme; (5) regulatory 

interventions by government agencies; (6) widespread employee terminations seemingly aimed at 

silencing whistleblowers; and (7) the importance of cross-selling as stated in Wells Fargo's financial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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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監督義務 

 Lutz v. Boas (1961) 

第一目 案件事實 

Lutz 一案係外部董事怠於執行監督功能遭德拉瓦州法院要求損害賠償之案

例132。 

該案中共同基金公司之外部董事，對該公司與投顧公司所簽訂之管理契約並

未審議即自動同意、未詳細檢視其向美國證期會提出之資料、完全不知公司之決

策、亦不知公司是否有遵照決策意旨行事、對於公司所買賣之證券投資組合也沒

有參與討論、亦不知公司中何人操作證券之買賣、且容許投顧公司未經過該公司

董事之諮詢即主導共同基金公司之運作。 

第二目 法院見解 

本於前述諸多不作為之事實，法院因而認定公司之外部董事完全怠於職務133，

對公司之損害應連帶負起損害賠償責任，須賠償因銷售和回購相同證券而導致的

損失以及由於過度成交而支付佣金。另外法院針對外部董事之身分特別強調其認

為外部董事具有與德拉瓦州公司的普通董事相同的責任，他們的外部地位是公司

                                                 

 

132 Lutz v. Boas, 171 A.2d 381 (Del. 1961). 
133 Id, at 610.” I am satisfied that these directors are liable because I think it is clear that had they 

discharged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s to general supervision they would have discovered these violations 

of Funds' investment policy. It is evident that the negligence of these directors can be considered a 

proximate cause of this loss to Funds. I therefore conclude that these directors are, to the extent 

indicated, jointly and severally liable with the Slayton defendants and Model. The amount of their 

liability under this item will be determin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ascertainment of Model's liability 

under this aspect of the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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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創立，但並未減少其義務134。 

 Graham v. Allis-Chamers Mfg. Co (1963) 

美國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早在 1963 年之 Graham v. Allis-Chalmers Mfg. Co.案，

即曾闡明董事會監督義務之適用前提，在於企業內部之違法活動具有被察覺可能

性。若無使人起疑之事由，董事並無義務建置並運作一個公司內部之間諜控制系

統，以偵查本無理由信其存在之不法行為135。然而審計委員會不應該是負責風險

監督的唯一機構，並且董事會可能會決定將對某些類型風險的責任分配給其他委

員會（例如賠償委員會的賠償風險）或整個董事會。 

第一目 案件事實 

前因 Allis-Chalmers 公司涉及違反聯邦反托拉斯法（休曼法第一條）價格限

定行為（Price-fixing），該公司某些中級主管遭到聯邦司法部起訴，後以認罪協商

定案。在刑事部分結束後，股東對公司之董事及四位非董事經理人起訴，主張董

事個人及整體（Individually and as a Group）違反注意義務，原告主張被告董事對

於公司經理人違反聯邦反托拉斯法之行為係屬知情，惟證據調查顯示被告並非明

知（Actual Knowledge）上述違法行為，故原告轉而主張被告因不作為未設立公

司內控監督機制而未能發現經理人之違法行為，應對公司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136。 

                                                 

 

134 Id, at 608.” The non-affiliated directors had the same responsibility as that of the ordinary directors 

of a Delaware corporation. Their non-affiliated status is a creation of the Investment Company Act, but 

it does not lessen their obligations.”.  
135 王志誠，董事之監督義務－兆豐銀行遭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裁罰一．八億美元案之省思，

月旦法學雜誌，259 期，頁 12-13，2016 年 11 月。 
136 Graham v. allis-chamers(1963) ,188 A.2d 127.下稱「graham 案」。 



DOI:10.6814/THE.NCCU.LAW.009.2019.F10 

 

51 

 

第二目 法院見解 

德拉瓦州最高法院認為，董事可以合理的信賴公司經理人係誠實正直，除非

有合理事證可引起董事之懷疑，否則董事無須於欠缺任何足以引起懷疑之事證下，

於公司內部設置監督系統（System of Espionage）以發現公司之違法行為，若無

上述事證者，則公司董事並無法律上之義務「假設」公司受僱人將有違法行為137。

因此本件判決認為董事並無設立受僱人行為合法性之內部監控之積極義務。依此

Graham 案闡明董事會監督義務之適用前提，乃企業內部之違法活動，具有「被

查覺的可能性」。 

嗣後美國法律協會之公司治理原則於第四章第 4.01 條（a）項將該前提納入

董事注意義務規範內138：「公司之董事及公司之董事及經理人有義務基於善意履

行其職責，以其合理相信公司最佳利益與以一般謹慎之人被合理期待於相同地位、

立於相同之情況方式為之。本條適用時（a）項受（c）項即商業經營判斷法則所

拘束。（1）（a）項之義務包含調查或使人的義務。但只有當情況會合理之董事或

經理人產生警覺性，而因此有調查必要時才義務。 

Clark 教授認為上述判決所採之理由尚有商榷必要，其認為若一個內控機制

係針對公司全體人員或整體運作而設計規劃者，對一個理性員工而言，應不至於

有被侮辱之感覺；甚且法院所引用之條文恰足以解釋為「董事可以合理的信賴公

司紀錄及報告（Records Andreports）」，因此一個內部監控系統，正是產生上述紀

                                                 

 

137 Graham v. allis-chamers ,188 A.2d 127(Jan24, 1963), at 130-31.法院認為係依 DEL. GEN. CORP. 

LAW § 141（f）即可推出董事對經理人可以有此種信賴，法院並認為，若董事在發現有經理或

受僱人員明顯違法或有違法嫌疑時，仍怠於採取行動，不論係故意或過失，均應對公司因此所

受到之損害負責。 
138 ALI PRINCIPLES OF CORP. Gov. § 4.01 (a) A director or officer has a duty to the corporation to 

perform the director's or officer's functions in good faith, in a manner that he or she reasonably believes 

to be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and with the care that an ordinarily prudent person would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exercise in a like position and under similar circumstances.This Subsection 

(a) is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Subsection(c)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where 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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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與報告之適當方式，顯然其不同意法院於本判決所採之見解139。 

 

 Francis v. United Jersey Bank (1981) 

第一目 案件事實 

本案中再保險經紀公司（Pritchard & Baird）股東共有四人，由父親 Charles 

Pritchard 及其妻子與兩個兒子組成，皆為公司之董事。P＆B 主要經營再保險經

紀業務，與保險公司之間簽訂合約以分擔他們承擔的風險。再保險經紀人通常從

銷售保險的公司那獲得大筆付款，中間拿出佣金，並將剩餘的付款轉給再保險公

司，以便定期處理大量資金。Charles Pritchard 養成了從公司資金中借錢的習慣，

這很奇怪，但可能合法。他確保在每年年底償還貸款，所以當時沒有問題。然後，

1973 年，Charles Pritchard 離世了，由他的遺孀和兒子們經營公司。其妻子在

Charles Pritchard 還活著時並沒有參與公司活動，在他去世後，她成了一名酗酒

者。而兒子保留了他們父親從公司借錢的做法，但是挪用大量的金額導致 P＆B 

破產，於是該公司的破產管理人對疏忽監管的 Charles Pritchard 妻子及由美國聯

合澤西銀行管理 Charles Pritchard 的遺產提起訴訟。對於 Charles Pritchard 妻子

起訴之主要理由為其擔任公司董事執行職務時有過失，且因其為積極參與公司經

營，擔任董事時僅到辦公室一次，對公司業務無基本認識，未能閱讀公司財務報

表，亦為做任何努力以卻保公司遵循法令，有違董事之受託義務140。 

 

                                                 

 

139 林國彬，董事忠誠義務與司法審查標準之研究—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為主要範圍，政大法學

評論，100 期，頁 149，2007 年 12 月。 
140 Francis v. United Jersey Bank, 432 A.2d 814 (N.J. 1981), at 816-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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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法院見解 

本案爭點為：公司董事是否由於未能防止其他董事以及股東盜用公司資產的

疏失而承擔個人責任。該案法院認為公司之董事應該保持謹慎的態度盡其通常之

注意義務，即一個普通謹慎的董事在管理自己的事務時採取決策。法院除了要求

董事誠實坦誠地行事外，還認識到合理謹慎的性質和程度取決於公司的類型、規

模和財務資源。重要的是董事至少應該對公司的業務有一個基本的了解，因此，

董事應該熟悉公司所從事業務的基礎知識。如果一個人覺得他沒有足夠的商業經

驗來證明他履行董事職責，他應該通過詢問獲得知識或拒絕成為董事。董事有持

續的義務了解公司的活動。否則，他們可能無法參與公司事務的整體管理。由於

董事有調查知道事實的義務故無法抗辯其不知而免除董事責任。董事之管理作為

並非要求董事對公司日常活動詳細檢視，而是對公司事務和政策進行全面監督。

例如，建議董事定期出席董事會會議、通過定期審查財務報表來保持對公司財務

狀況的熟悉程度，檢視之程度應依公司之性質以及公司之業務而定。一般董事若

要免於責任，必須真誠地依賴公司法律顧問的意見或書面報告提供有關公司的財

務數據，並由獨立公共會計師或會計師或會計師事務所編制或根據財務報表、會

計帳簿或公司報告，以代表他們對股東負責。然而，對財務報表的審查可能會引

起進一步調查這些報表所揭示事項的義務。當發現違法行為時，董事有責任提出

異議並且如果公司不糾正行為，則有義務提出異議。於特殊的情況下，履行董事

義務之行為並不限於制止非法行為或辭職，有可能需要諮詢律師或阻止其他董事

之行為141。因此本案法院認為 Charles Pritchard 的妻子作為一名董事，有義務檢

視其公司之年度財務報表，若其有檢視財報，將有機會發現其兒子挪用公司資金

                                                 

 

141 Id, at 82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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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其借款。故 Charles Pritchard 的妻子對公司具有監督義務，應對公司之業務

有基本之認識並加以監督，並要求董事若以合理之努力探查發現其他董事之違法

行為，有義務阻止，然 Charles Pritchard 的妻子違背此義務142。 

 In re Caremark(1996)143 

Graham 案闡明董事會監督義務之適用前提，乃企業內部之違法活動，具有

被查覺的可能性。Caremark 案則進一步解釋，董事會不僅有義務在一旦查覺違法

活動的明顯跡象之際應有所行動，亦有義務獲取充分資訊並對違法活動保持警戒

144。 

第一目 案件事實 

該事件係起因於 Caremark 公司受僱員工違反聯邦法及州法中關於醫療衛生

之相關規範，經調查後，該公司受到高額罰金之處罰，股東因此對董事會成員提

起訴訟，主張董事會未積極監督公司之運作，而使公司員工進行違法行為145。 

第二目 法院見解 

Graham V. Allis-Chalmers 案之見解，於 1996 年 Caremark 判決中已有所改變

146：「本院自近年法院併購案件中觀察，公司法對董事會的重要性日漸具增；第

                                                 

 

142 Id, at 824-826. 
143 In re Caremark Intern. Inc. Derivative Litigation,698 A.2d 959 (Sep25,1996)。下稱「Caremark 

案」。 
144 蔡昌憲，同註 108，頁 1846。 
145 In re Caremark Intern. Inc. Derivative Litigation,698 A.2d 959 (Sep25,1996), at 961. 
146 Id, at.969. ”How does one generalize this holding today? Can it be said today that, absent some 

ground giving rise to suspicion of violation of law, that corporate directors have no duty to assure that a 

corporate information gathering and reporting systems exists which represents a good faith attempt to 

provide senior management and the Board with information respecting material acts, events or 

conditions within the corporation, including compliance with applicable statutes and regulations? I 

certainly do not believ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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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分即時的資訊係德拉瓦州公司法第 141 條下欲符合董事監督義務之基本事

實；第三，聯邦組織量刑準則增訂後，對所有公司的潛在影響，任何理智地試圖

以善意履行公司治理責任者，都必須考慮到這準則之發展以及對其提供的加強懲

罰和減少制裁的機會。鑒於上述發展，本院認為最高法院在 Graham 案中，關於 

『間諜(Espionage)』 的聲明即公司董事會儘對於合理通知下始可能履行義務，

而無需確保公司中存在著合理設計之『資訊及報告系統（Information and Reporting 

System）』，以便向經理人和董事會提供及時、準確的資訊，足使經理人和董事

會各在其範圍內，就該公司遵守法律及其業務表現的情況，作出正確的判斷，是

一個錯誤的結論。」 

惟該內部監控通報系統應執行到若干細節步驟，則又應回歸到經營判斷事項

之原則，亦即董事會至少要基於「善意（Good Faith）」作成決定並設置該內部監

控通報系統，並使該系統可以有效的提供及時的資訊147。 

第三目 小結 

Graham 案闡明董事會監督義務之適用前提，乃企業內部之違法活動，具有

被查覺的可能性148。Caremark 案法院擴張之，董事會除對明顯違法跡象採取適當

行動外，亦有義務獲取充分資訊並對違法活動保持警戒，董事負有義務本於善意

(Good Faith)，盡力確保一個適當之公司內部資訊蒐集及報告系統之存在，否則董

事會之監督及管理決策即非本著合理、及時之資訊(informed)作成。董事會「持續

性或系統性」怠於監督，且該持續性行為「欠缺善意」，即被告董事不得主張經

                                                 

 

147 Id, at.970. ”Obviously the level of detail that is appropriate for such an information system is a 

question of business judgment. …. But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board exercise a good faith judgment that 

the corporation's information and reporting system is in concept and design adequate to assure the 

board that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will come to its attention in a timely manner as a matter of ordinary 

operations, so that it may satisfy its responsibility.”. 
148 蔡昌憲，同註 108，內文註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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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判斷法則，有違反監督義務之可能149。 

依此構成董事監督責任要件包括：（1）董事完全未實行任何通報或資訊蒐集

系統或控制措施；或（2）董事確已實施如此的系統或控制措施，卻有意地不去

監督或監管該等系統或措施的運作，以致於董事未能得知其應注意的風險或資訊。

且原告欲使董事在未盡董事監督義務而違反其注意義務之情形負起法律責任，即

原告欲推翻經營判斷法則之推定，須先證明「欠缺善意」主觀要件該當，或可能

董事對員工之違法行為係明知（knew）；或可能董事應知而未知（should have 

known）該違法行為。此外原告另須證明董事未盡善意之努力（took no steps in a 

Good Faith effort）以防止該違法行為，最後董事上述之消極不作為與公司之損害

間有「因果關係」150。 

此外，審理 Caremark 案的德拉瓦州衡平法院 William T. Allen 前院長於本

案擴張董事監督義務範疇，透過受託義務的究責引導企業對於法令遵循更加重視，

同時為避免法院過於介入商業決策，引用經營判斷法則之要件拘束原告。換言之，

實務法官不應審查董事決定之合理性（即經營判斷法則之核心目的），對於無涉

利益衝突之董事僅基於主觀惡意行事始應負責151。 

關於如何滿足受合理告知有關公司資訊之義務要求，該案判決既表示，公司

董事會須自我確認存在於公司之資訊蒐集與通報系統係經合理設計，來提供高階

經理人及董事會自身及時且精確的資訊；這些資訊足以讓管理階層及董事會各自

在職責範圍內，同時就公司之法令遵循及業務表現，均可作出在受到充分告知基

                                                 

 

149 王志誠，同註 135，頁 5-18 頁。 
150 See supra note145, at.971.”In order to show that the Caremark directors breached their duty of care 

by failing adequately to control Caremark's employees, plaintiffs would have to show either (1) that the 

directors knew or (2) should have known that violations of law were occurring and, in either event, 

(3) that the directors took no steps in a good faith effort to prevent or remedy that situation, and (4) 

that such failure proximately resulted in the losses complained of, although under Cede & Co. v. 

Technicolor, Inc., Del.Supr., 636 A.2d 956 (1994) this last element may be thought to constitute an 

affirmative defense.” 
151 蔡昌憲，同註 108，內文註 108。 

https://1.next.westlaw.com/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Y&serNum=1994054453&pubNum=0000162&originatingDoc=I32074127369a11d98b61a35269fc5f88&refType=RP&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sc.History*oc.DocLink)
https://1.next.westlaw.com/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Y&serNum=1994054453&pubNum=0000162&originatingDoc=I32074127369a11d98b61a35269fc5f88&refType=RP&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sc.History*oc.Doc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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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下之判斷（Informed judgments）。因此，美國學者有認 Caremark 案的判旨要

求董事會應確保其能被提供充足的資訊來履行其監督義務；該案所指涉之義務範

圍，已超過單純的法令遵循，而實已包含商業風險管理152。法院似應發展法令遵

循層面以外之修正版 Caremark 案主張的審查標準，以此審查董事是否違反涉及

風險管理的監督義務153。學者對此有認為154，Caremark 案的標準難以使董事積

極從事監督義務，蓋 Caremark 案的標準對監督義務的內涵說明不夠具體，使董

事不願積極對經營階層做調查並進行監督。 

 

 Guttman v. Jen-hsun Huang(2003)155 

第一目 案件事實 

NVIDIA 係一繪圖處理器與相關軟體的製造、行銷公司。在 2001 年，美國

證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對該公司從 2000 年以來的財務報

表編製展開調查，該公司隨即也展開內部查核程序，並重編財報。原告股東認為

被告董事之怠於監督以致財報出錯，使得公司可能因違反證交法而被訴求償，且

為處理相關訴訟及證管會的調查，公司支出也大幅增加；此外，該公司的信譽也

因此一事件受到影響。為填補公司所受之損害，該等股東遂代表公司向七位現任

董事及部分高階經理人員起訴請求賠償156。 

                                                 

 

152 Stephen M. Bainbridge, Caremark and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34 J. CORP. L. 967, 972 

(2009), at 980. 
153 Id, at 968 .“Risk management and law compliance differ only in degree and not in kind. Even so, 

some of those differences matter. Accordingly, courts need to develop a modified regime for deciding 

Caremark claims that do not involve law compliance issues.”. 
154 Jennifer Arlen, The Story of Allis-Chalmers, Caremark, and Stone: Directors' Evolving Duty to 

Monitor (2008). NYU Law and Economics Research Paper No. 08-57.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1304272  
155 Guttman v. Jen-Hsun Huang, 823 A.2d 492 (Del. Ch. 2003).下稱「guttman 案」。 
156 邵慶平，公司不法行為中董事監督義務與守法義務的探討—兼論誠信義務的發展與定位，現

https://ssrn.com/abstract=1304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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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法院見解 

本案訴訟過程主要爭點在於股東代表訴訟資格問題及系爭董事義務之性質。

前者涉及訴訟程序，依德拉瓦州公司法（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第

141 條規定，公司業務應由「董事會經營或在其指揮下進行之」157。股東若認公

司董事對公司有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事由，應要求董事會代表公司對董事提起訴

訟，原則上不得逕自代表公司提起訴訟。惟德拉瓦州法院於 Rale 案158中強調，

董事會能否「公正地評估」股東要求起訴之利弊而不受不當因素左右屬法院審查

範圍。本案中，原告股東若能釋明公司所有之董事均極有可能因違反受託義務，

而須對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吾人自然無法期待由該等董事組成之董事會對於公

司應否對他們個人提起訴訟一事，公正地做出合乎公司最大利益之決定，因此股

東自可逕行向法院提起代表訴訟。 

 

實體上依德拉瓦州公司法第 102 條(b)(7)規定，公司章程中得明訂減輕或免

除董事因違反注意義務而生損害賠償責任之規定，惟該免責條款不能及於董事因

違反忠實義務或因有違誠信（Not in Good Faith）之作為或不作為所生之責任159，

許多公司(包括 NVIDIA)之章程均增列此一條款。據此，若原告股東對被告董事

                                                 

 

代會計論壇學術研討會，頁 5，2007 年。 
157 Del. Code Ann. tit.8 ”141(a)The business and affairs of every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is 

chapter shall be managed by or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 board of directors…… .”. 
158 Rales v. Blasband, 634 A.2d 927 (Del. 1993). 
159 See Del. Code Ann. tit.8, 102(b)(7)“A provision eliminating or limiting the personal liability of a 

director to the corporation or its stockholders for monetary damages for breach of fiduciary duty as a 

director, provided that such provision shall not eliminate or limit the liability of a director: (i) For any 

breach of the director's duty of loyalty to the corporation or its stockholders; (ii) for acts or omissions 

not in good faith or which involve intentional misconduct or a knowing violation of law; …… “. 

關於本條規定之相關說明，另可參閱邵慶平，董事法制的移植與衝突—兼論「外部董事免責」

作為法制移植的策略，台北大學法學論叢，57 期，182-183 頁，200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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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訴者僅係涉及注意義務的問題，基於公司章程之免責條款，被告董事自無庸負

責160。若被告董事違反忠實義務或有違善意的可能，原告股東始有要求董事自負

賠償責任的機會。故本案爭點即在於原告股東所主張之類似 Caremark 案中董事

怠於監督而生之責任(A Caremark claim)，其究係違反何一類型之受託義務？ 

原告主張董事未能監督公司編寫財務報表的過程，以確保所產生的報表具有

完整性並符合法律標準。法院認為類似 Caremark 案中董事怠於監督責任，對原

告而言舉證十分困難。Caremark 案闡明監督責任標準，需要表明董事們由於欠缺

善意地履行他們的職責而違背了他們的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161。「惟有在董

事會持續性地或系統性地怠於監督，例如根本未嘗試確保一合理之資訊收集與報

告系統存在，才會構成欠缺善意的情形，也才有責任成立之可能」162，換言之，

本案法院解讀 Caremark 案之怠於監督而生的賠償責任，必須董事違反善意(Good 

Faith)之要求。又善意的要求是履行忠實義務的必要條件，因此董事若有違反善

意要求之行為，即屬違反忠實義務163。法院在該判決註三十四164中特別強調，唯

有當公司董事本於善意為公司謀求最大利益時，才能認為該董事係忠實地執行職

務。 

而原告股東的主張是否已能釋明被告董事確有怠於監督而違反忠實義務的

情事？就此，本案法院認為原告在其訴狀中並未提出任何具體的指摘，而僅係空

                                                 

 

160 同註 156。 
161 See supra note 155, at.506.”the opinion articulates a standard for liability for failures of oversight 

that requires a showing that the directors breached their duty of loyalty by failing to attend to their 

duties in good faith.”. 
162 See supra note 56, at 971 .“in my opinion only a sustained or systematic failure of the board to 

exercise oversight-such as an utter failure to attempt to assure a reasonable information and reporting 

system exists-will establish the lack of good faith that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to liability.” 
163 See supra note 155, at 505. ” Although the Caremark decision is rightly seen as a prod towards the 

greater exercise of care by directors in monitoring their corporations' compliance with legal standards, 

by its plain and intentional terms, the opinion articulates a standard for liability for failures of oversight 

that requires a showing that the directors breached their duty of loyalty by failing to attend to 

their duties in good faith.”. 
164 See supra note 155, Footnotes 34。”A director cannot act loyally towards the corporation unless 

she acts in the good faith belief that her actions are in the corporation's best interest. For this reason, the 

same case that invented the so-called “triad” of fiduciary d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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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說明，並不足採，因此駁回原告之訴。故衡平法院似乎認為董事怠於監督之

責任係忠實義務之違反165。 

 Stone v. Ritter (2006)166 

第一目 案件事實 

美南(AmSouth)為註冊德拉瓦州之公司，美南銀行為其百分之百持股子公司。

2004 年，美南及美南銀行繳付 4000 萬元罰款及 1000 萬元民事賠償以解決由美

國密西西比南部地區檢察官辦公室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Office, USAO)、聯邦

儲備委員會、金融犯罪執法網(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 FinCEN) 和

阿拉巴馬銀行部門等政府及監管方面的調查，主要為銀行雇員未能按聯邦銀行保

密法(Bank Secrecy Act, BSA)和各式反洗錢」(Anti-money-laundering, AML)規範之

要求提交 「可疑活動報告(Suspicious Activity Reports, SARs)」，然而對美南董事

卻無罰款或監管。 

美南公司股東主張早於 2000 年有「至少一位」員工懷疑執業律師 Louis D. 

Hamric 與任職於紐約互惠人壽保險公司(Mutual of New York)的註冊投資顧問

Victor G. Nance 二人，涉及一項可疑非法活動，惟該公司卻未能及時向主管機關

申報可疑活動報告。2004 年 10 月 12 日，FinCEN 和聯邦儲備委員會按其實施反

洗錢計畫並未充分，未提交 SARs 而聯合評估了對美南的 1000 萬美元的民事賠

償，在 FinCEN 的具體決定中，其結論是「美南的反洗錢計畫欠缺適任董事會和

管理監督167」，而美南對此結論未否認亦未承認。因此美南股東認為 15 位前董事

                                                 

 

165 See supra note 155, at 506 “[Caremark’s] opinion articulates a standard for liability for failures of 

oversight that requires a showing that the directors breached their duty of loyalty by failing to attend to 

their duties in good faith.”. 
166 Stone ex rel. AmSouth Bancorporation v. Ritter, 911 A.2d 362(Nov 6, 2006). 下稱「Stone 案」。 
167 Id, at 366.“AmSouth’s [AML compliance] program lacked adequate board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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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任董事怠於管理監督違反監督義務而應賠償公司損失168。 

第二目 法院見解 

首先在德拉瓦州公司法第 102 條(b)(7)規定公司章程得載豁免條款前提下，

本案董事的潛在個人責任取決於他們的行為是否得該當美南公司章程中所載條

款予以豁免。法院認為德拉瓦州公司法第 102 條(b)項(7)規範，係針對董事「注

意義務所生的金錢賠償責任」，而「非出於善意」或「違背忠實義務」的行為，

則非豁免範圍。而判斷董事對於「欠缺善意」履行其監督義務之潛在個人責任標

準，法院見解由過去 Graham 案、Caremark 案到最近的 Disney 案觀察，逐漸發

生改變。 

Graham 案法院認董事們沒有責任設置和運行一個公司的間諜制度找出他們

沒有理由懷疑存在的不法行為；而 Caremark 案則推翻上述看法，董事會必須以

善意作出判斷，認為該公司的資訊和報告制度在概念和設計上是足夠的，以確保

董事會能夠及時地注意到適當的資訊，以此作為通常業務執行，始滿足其監督責

任169。然該善意並非要求董事對所有細節均瞭若指掌170。德拉瓦州最高法院亦在

Disney 案中重申欠缺善意之行為就其性質與惡性均較違反注意義務者為重大171，

並明確指出董事明知違法仍作為或不作為及董事有意識地怠於 (Conscious 

                                                 

 

oversight,”. 
168 See supra note 166. ”Shareholders brought derivative action on behalf of corporation against 15 

present and former directors, alleging that they had failed to ensure that a reasonable federal Bank 

Secrecy Act compliance and reporting system existed.”. 
169 See supra note 166,at 368. To the contrary, the Caremark Court stated,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board exercise a good faith judgment that the corporation’s information and reporting system is in 

concept and design adequate to assure the board that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will come to its attention 

in a timely manner as a matter of ordinary operations, so that it may satisfy its responsibility.”. 
170 Id. The Caremark Court recognized, however, that “the duty to act in good faith to be informed 

cannot be thought to require directors to possess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all aspects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enterprise.”. 
171 See supra note 166,at. 369.”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definition(s) of bad faith recently approved 

by this Court in its recent Disney24 decision, where we held that a failure to act in good faith requires 

conduct that is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from, and more culpable than, the conduct giving rise to a 

violation of the fiduciary duty of care (i.e., gross neg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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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regard)盡其責任者均係欠缺善意之典型行為172。本案法院並歸納 Caremark 案

所闡明對董事怠於監督所生賠償責任之判斷標準：一、董事完全沒有建置任何報

告或資訊系統或控制制度。二、董事雖已建置該等系統或控制制度，卻有意識地

怠於(Consciously Failed)監督或控制其運作，致董事無法了解應注意之風險或問

題。且該欠缺善意之行為違反董事忠實義務173。 

原告主張美南公司之董事完全未能本於善意建置種種措施及程序來確保公

司遵守銀行保密法與反洗錢法令係違反上開義務。惟衡平法院認為原告未主張本

案具「警示紅旗」的存在174。此外，最高法院亦認為原告的主張是以後見之明，

試圖將壞結果的發生與惡意(Bad Faith)的存在劃上等號；此主張帶有缺陷，即其

未能認知到：即使董事能善意地執行監督任務，也未必能讓員工不會違反刑法，

亦未必能使公司不會身陷嚴重的財務責任，或必能避免前開二種情形不發生175。 

在缺乏警示紅旗的情況，就衡量監督層面是否本於善意而論，實不可在員工

                                                 

 

172 Id, at. 369.” A failure to act in good faith may be shown, for instance, where the fiduciary 

intentionally acts with a purpose other than that of advancing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 

where the fiduciary acts with the intent to violate applicable positive law, or where the fiduciary 

intentionally fails to act in the face of a known duty to act, demonstrating a conscious disregard for his 

duties. There may be other examples of bad faith yet to be proven or alleged, but these three are the 

most salient”. 
173 See supra note166,at. 370. ”We hold that Caremark articulate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predicate 

for director oversight liability: (a) the directors utterly failed to implement any reporting or 

information system or controls; or (b) having implemented such a system or controls, consciously 

failed to monitor or oversee its operations thus disabling themselves from being informed of risks or 

problems requiring their attention. …Where directors fail to act in the face of a known duty to act, 

thereby demonstrating a conscious disregard for their responsibilities,they breach their duty of 

loyalty by failing to discharge that fiduciary obligation in good faith.”. 王志誠，同註 135，內文註

25。 
174 Id, at 370. ”The Court of Chancery found that the plaintiffs did not plead the existence of “red 

flags”—“facts showing that the board ever was aware that AmSouth’s internal controls were 

inadequate, that these inadequacies would result in illegal activity, and that the board chose to do 

nothing about problems it allegedly knew existed.”(「警示紅旗」意指：「相關事實顯示出：董事會

曾意識到美南公司的內控制度已有不當；這些不當的情形將導致非法行為的出現；董事會卻仍

選擇對被聲稱其已知存在的問題置若罔聞。」) 
175 See supra note 166, at 373.”With the benefit of hindsight, the plaintiffs’ complaint seeks to equate a 

bad outcome with bad faith. The lacuna in the plaintiffs’ argument is a failure to recognize that the 

directors’ good faith exercise of oversight responsibility may not invariably prevent employees from 

violating criminal laws, or from causing the corporation to incur significant financial liability, or both, 

as occurred in Graham, Caremark and this very case.”. 

http://www.westlaw.com/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Y&serNum=1997158544&originatingDoc=I4f9ccfc26dfa11dbab489133ffb377e0&refType=RP&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vr=3.0&rs=cblt1.0&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sc.UserEnteredC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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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某些行為導致非預期之不良結果後，即進行事後猜測(Second-guessing)；而

應視董事是否有「確保一個合理之資訊蒐集及通報系統的存在」等行為而定176。

而法院根據 KPMG 的報告指出美南公司確實已建立有效報告制度177，故原告主

張不成立。 

第三目 小結 

首先 Stone 再次肯定 Caremark 案之司法審查標準，善意行為之欠缺（The 

Lack of Good Faith Conduct）怠於行使董事監督義務者始生違反監督責任。而判

斷是否本於善意，法院不可在員工從事行為致生非預期之不良後果後，即進行事

後猜測（Second-guessing）；而應視董事是否有「確保一個合理之資訊蒐集及通報

系統的存在」等行為確認之。 

由此可見，本案法院承認董事監督及法令遵循必有其功能上的極限；亦即，

無論法令遵循是如何積極有效地執行，其仍有本質上的侷限性。從而，論者有謂，

此點將有助於公司於違法情事發生後，主張其已基於善意執行法令遵循，利用此

種抗辯來免除責任178。 

第二，本案法院透過對過去 Graham 案、Caremark 案及 Disney 案累積對於

董事怠於監督之審查標準必須「欠缺善意」要件分析，認為善意要求本質上係受

                                                 

 

176 See supra note 166,at 369-370. ”In the absence of red flags, good faith in the context of oversight 

must be measured by the directors’ actions “to assure a reasonable information and reporting system 

exists” and not by second-guessing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employee conduct that results in an 

unintended adverse outcome.”. 
177 See supra note 166, at. 372-373. ”The KPMG Report—which the plaintiffs explicitly incorporated 

by reference into their derivative complaint—refutes the assertion that the directors “never took the 

necessary steps ... to ensure that a reasonable BSA compliance and reporting system existed.” KPMG’s 

findings reflect that the Board received and approved relevant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delegated to 

certain employees and department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filing SARs and monitoring compliance, and 

exercised oversight by relying on periodic reports from them. Although there ultimately may have been 

failures by employees to report deficiencies to the Board, there is no basis for an oversight claim 

seeking to hold the directors personally liable for such failures by the employees.”. 
178 Rebecca Walker, Board Oversight of a Compliance Program: The Implications of Stone v. Ritter, 

1910 PLICORP 143, 146-47 (2011), at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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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義務中對忠實義務之要求179。依此學者多數認為美國法院至此將董事監督義務

性質由注意義務轉向為忠實義務180。然而有學者批評，Stone 案重新對監督義務

以及善意義務定性，造成善意義務與忠實義務適用上的混淆，並指出將監督義務

整合至善意義務下之概念，可能造成兩者混淆誤用的可能181。Stone 案有可能擴

大董事責任的範圍，並預測違反善意案件會比違反注意義務案件受到更嚴格的審

查並造成責任風險，並強調未來不遵守危險警示(紅旗警示)是發生潛在個人責任

的重要新來源182。 

 

 AIG v. Greenberg(2009)183 

第一目 案件事實 

本案乃美國國際集團（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下稱「AIG」）股東作為

原告，其對該集團的前任董事兼管理階層、以及負責 AIG 財務報告之會計公司，

所提起之代表訴訟。原告主張 AIG 前任董事怠於維持公司內控制度之有效運作，

致生管理階層之操縱市場(big-rigging)、詐欺及不當的會計手段，使得公司受到嚴

                                                 

 

179 Id. The failure to act in good faith may result in liability because the requirement to act in good 

faith “is a subsidiary element[,]” i.e., a condition, “of the fundamental duty of loyalty.” It follows 

that because a showing of bad faith conduct, in the sense described in Disney and Caremark, is 

essential to establish director oversight liability, the fiduciary duty violated by that conduct is the duty 

of loyalty. 
180 王志誠，同註 135，頁 15。 
181 Stephen M. Bainbridge, Star Lopez & Benjamin Oklan, The Convergence of Good Faith and 

Oversight, 55 UCLA L. Rev. 559, 605 (2008). 
182 Martin Petrin, Assessing Delaware's Oversight Jurisprudence: A Police and Theory Perspective,5 

Va. L. & Bus. Rev. 433, 439-440 (2011), at 500.” Nevertheless, the possible erosion of director 

protections continued to raise concern. Consequently, commentators pointed to Stone's potential to 

expand the scope of director liability, predicted that good faith cases would get greater scrutiny than 

care cases and create liability risks, and highlighted the non-observance of red flags as a significant 

new source of potential personal liability.”. 
183 In re American Intern. Group, Inc v. Maurice R. Greenberg and Howard I. Smith ,965 A.2d 763(Feb 

10, 2009).下稱「AIG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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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損害；此乃違反忠實義務 (Duty of Loyalty)下的「董事監督義務」(Fail to 

Monitor)184。 

第二目 法院見解 

關於 AIG 董事們進行之一系列的詐欺陰謀，本案原告雖未能提供直接證據

證明被告對充斥於 AIG 的諸多詐欺交易，有所知悉185；惟本案法院認為此等詐

欺行為牽涉層面甚廣，由法院來看被告顯不可能毫不知情。進一步而言，本案二

被告既身兼公司的管理階層及董事故意容認不適當的內控制度存續，且故意未監

督其等下屬的法令遵循情形186。法院認為被告因其於公司內地位而得以知悉，不

可能對不法交易之進行毫無所悉。其次，二名被告於企業中皆直接控制涉及詐欺

及違法活動之公司內各部門。準此，法院依據二名被告於公司內的角色及控制力，

推論本案被告董事應有所知悉187。本案法院判斷延續 Stone案下監督義務之標準，

董事從事系爭不法行為時，是否知悉該公司內控制度及法令遵循乃不適當，並容

任不當之法令遵循機制存續；以及知悉有不法行為，卻未能讓 AIG 董事會全體

                                                 

 

184 Id. ”Holdings：1. stockholders stated breach of duty of loyalty and failure to monitor claims 

against corporation's former senior vice chairman of general insurance and former vice chairman of 

investments and financial services”. 蔡昌憲，從經濟觀點論企業風險管理與董事監督義務，中研

院法學期刊，12 期，頁 116，2013 年 3 月。 
185 See supra note 183,at 782 .“Although the Stockholder Plaintiffs provide detailed allegations about 

the illegal transactions and schemes that proliferated at AIG, they are not able to tie all of the 

defendants directly with specific facts to all of the schemes.”. 
186 Id. “Even the transactions that cannot be tied to specific defendants support the inference that, 

given the pervasiveness of the fraud, Greenberg and his Inner Circle knew that AIG was engaging in 

illegal conduct.”. 
187 See supra note 183,at 798-99.”Similarly, given Matthews' sensitive position and overall power and 

influence within AIG(served on AIG's board for almost thirty years and was Vice Chairman of 

Investments and Financial Services), I cannot assume at this stage in the litigation that AIG Financial 

Products, a subsidiary under Matthews' supervision, took part in a scheme to collude with competitors 

in rigging markets without Matthews knowing about it…. Thus, I cannot, on a motion to dismiss, 

assume that AIG engaged in very large sales of reinsurance to its own subsidiaries without Tizzio's 

knowledge. Taken together, the magnitude, frequency, and riskiness of these transactions suggests top-

level involvement by Greenberg's Inner Circle, especially by the member of that circle who was Senior 

Vice Chairman of General Insurance and sat on AIG's critical reinsurance security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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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注意到該不法行為188。 

實際上，即使董事們沒有直接參與不法行為計劃，他們也知道這些計劃並且

故意不阻止之。在這方面，法院認董事負有受託義務下，在意識到應該引起獨立

董事（包括審計委員會）注意之不當行為時，卻選擇隱瞞之189。根據第 12 條 (b) 

(6)未能監督而違背忠實義務對股東舉證責任要求極困難，但股東原告與本案已

達成。雖然按最高法院見解董事們必須明知不監督或監督公司內部控制使自己無

法被告知需要他們注意的風險或問題時始承擔責任。固然成立此責任需要「明知」，

惟經其他事實支持，得以推論董事們明知他們未盡職務。因此股東對董事們違反

受託責任之主張成立190。被告董事違反忠實義務下有效維持內控制度及法令遵循

的監督義務191。 

第三目 小結 

法院認定被告因身兼公司之管理階層及董事故意容忍默認不適當之內部控

制制度存續，且故意未監督渠等下屬之法令遵循情形，既身處公司內特殊地位合

理推測不可能對不法交易之進行毫無所悉，應已違反董事忠實義務下有效維持內

                                                 

 

188 See supra note 183,at.799.”Our Supreme Court has recognized that directors can be liable where 

they “consciously failed to monitor or oversee [the company's internal controls] thus disabling 

themselves from being informed of risks or problems requiring their attention.”. 
189 Id. ”Indeed, for present purposes, it is inferable that even when Matthews and Tizzio were not 

directly complicitous in the wrongful schemes, they were aware of the schemes and knowingly failed 

to stop them. In that regard, I find it inferable that Matthews and Tizzio were aware of misconduct that 

should have been brought to the attention of AIG's independent directors (including the Audit 

Committee) but chose to conceal their knowledge, despite having a fiduciary duty to speak.”. 
190 See supra note127, at 799. ”Although I fully recognize the difficulty of pleading a breach of the 

duty of loyalty based on a failure to monitor, even under a Rule 12(b)(6) standard, the Stockholder 

Plaintiffs have done so here…. And although satisfaction of this standard requires scienter, the pled 

facts support an inference that Matthews and Tizzio were “conscious of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not 

doing their jobs.” Therefore, the fiduciary duty counts against Matthews and Tizzio stand.”. 
191 See supra note 183. ”Holdings: The Court of Chancery of the State of Delaware, Strine, Vice 

Chancellor, held that:1 stockholders stated breach of duty of loyalty and failure to monitor claims 

against corporation's former senior vice chairman of general insurance and former vice chairman of 

investments and financial services;2 stockholders stated breach of duty of loyalty and failure to 

monitor claims against corporation'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 in regard to big rigging on 

municipal derivatives;…”. 



DOI:10.6814/THE.NCCU.LAW.009.2019.F10 

 

67 

 

部控制制度及法令遵循之監督義務192。亦即若董事對於監督公司內控制度及法令

遵循的欠缺「明知或可得而知」，即應有所作為來改善；卻故意不作為，導致因

未盡監督義務而產生諸多不法情事，則該董事應為其違反忠實義務下之監督義務

的行為負賠償責任。然而，法院依此推論來執行監督義務之情形可說是僅在 AIG

案知非常態事實背景下才可能發生，即法院係就個案被告董事們多年業界累積豐

富專業知識與經驗前提下，始推論出決策程序參與後渠等必有所知悉知結論，因

此學者猜測於不執行公司經營事項之獨立董事，前開推論似無成立之餘地193。 

 In re Citigroup (2009)194 

第一目 案件事實 

花旗集團於次貸危機及金融海嘯之衝擊下，面臨作業風險、市場風險及信用

風險，導致嚴重虧損195。因此花旗股東主張董事違反其受託義務，未能充分保護

公司免受次貸市場的影響196，根據 Caremark 案法院見解，董事若未基於「善意」

嘗試遵循既定程序或確保充分和適當的公司信息和報告系統存在，使公司及股東

能夠充分了解花旗集團對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風險，即應負個人責任197。 

                                                 

 

192 王志誠，同註 135，內文註 29。 
193 Eric J. Pan, A Board’s Duty to Monitor, 54 N.Y.L. SCH. L. REV. 717, 725 (2009), at 736. 
194 In re Citigroup Inc. S'holder Derivative Litig., 964 A.2d 106 (Del. Ch. 2009).下稱「Citigroup

案」。 
195 王志誠，同註 135，內文註 30。 
196 See supra note 194. ”Background:Shareholders of financial services corporation brought derivative 

action against officers and directors, alleging that directors breached their fiduciary duties by failing to 

adequately protect corporation from exposure to subprime lending market”. 
197 Id., at.123-124.” In their answering brief, plaintiffs allege that the director defendants are personally 

liable under Caremark for failing to “make a good faith attempt to follow the procedures put in place or 

fail[ing] to assure that adequate and proper corporate information and reporting systems existed that 

would enable them to be fully informed regarding Citigroup's risk to the subprime mortgage market.” 

https://1.next.westlaw.com/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Y&serNum=2018232104&pubNum=0000162&originatingDoc=I93410e64594a11df9b8c850332338889&refType=RP&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sc.History*oc.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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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法院見解 

最高法院認為原告並未滿足董事監督義務賠償責任成立之要件198，法院認為

董事監督職責的目的是確保合理的報告和資訊系統的存在，使董事瞭解並防止可

能導致公司損失的不法行為。在「不監督員工欺詐或犯罪行為」和「未能辨別公

司商業風險範圍(Failing to Recognie the Extent of a Company's Business Risk)」之

間存在顯著差異。董事應該根據德拉瓦州法律確保有合理的資訊和報告制度，使

公司內部詐欺或犯罪行為得以知悉。允許董事干預和防止詐欺或其他有使公司暴

露損失風險之不法行為199。雖然似可謂董事們有同樣的職責來告誡監督商業風險，

但加諸董事以 Caremark 案中董事怠於監督而生之責任類型 (Caremark-type 

Duties)來監控商業風險卻有根本上不同的。花旗集團業務既係承擔和管理投資商

業風險，對於董事因未能監管 「過度」的風險而施加監督責任，將會讓法院在

董事的商業判斷的核心進行事後評估。根據德拉瓦州法律監督義務的目的不是要

讓董事，甚至是專家董事，對無法預測未來和正確評估商業風險加諸個人責任200。

原告欲主張董事違反忠實義務，須證明董事係「惡意、明知或有意地」違反揭露

規定(The Disclosure Violation was made in” Bad Faith, Knowingly or Intentionally.”)

惟原告未提出具體事實，被告在知情或惡意的情況下對財報或應公告資訊作出任

何虛假陳述或重大遺漏。因此駁回原告之訴。 

詳言之，關於董事責任標準，法院區分（1）董事會不明智或疏忽之決定

                                                 

 

198 See supra note 194,”Holdings: The Court of Chancery, William B. Chandler III, Chancellor, held 

that: shareholders did not show that demand was futile as to breach of fiduciary duty claims”. 
199 Id, at 131.”Such oversight programs allow directors to intervene and prevent frauds or other 

wrongdoing that could expose the company to risk of loss as a result of such conduct.”. 
200 Id, at131.” Citigroup was in the business of taking on and managing investment and other business 

risks. To impose oversight liability on directors for failure to monitor “excessive” risk would involve 

courts in conducting hindsight evaluations of decisions at the heart of the business judgment of 

directors. Oversight duties under Delaware law are not designed to subject directors, even expert 

directors, to personal liability for failure to predict the future and to properly evaluate business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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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 was Ill Advised or Negligent)導致虧損，以及（2）董事會應注意而未注

意得以避免之損失201。在前一類案件中，董事訴訟是根據經營判斷法則來分析，

如果董事採用合理的程序並考慮所有資訊，則可以防止司法對決定進行事後猜測。

因此，為確立監督責任，原告必須證明董事明知他們沒有履行其受託義務，或者

董事表現出有意地無視他們的責任，例如未能履行已知的行為義務。原告對董事

主張 Caremark Claim，即董事由於未能充分意識次貸所生風險，對公司負有個人

責任。而德拉瓦州法院素來透過經營判斷法則與受託義務予以檢視，這些理論適

當地側重於「決策過程」而不是對決定結果進行實質性評價。避免法院產生事後

偏見(Hindsight Bias)以適當評估公司決策者是否作出正確或錯誤的決定。「董事

之決定若是客觀經由充分資訊下、合理過程；主觀未違反重大過失者，法院即應

基於經營判斷法則精神不得對該決定結果做事後審查」。如果法院肯定股東原告

在董事對未能監控商業風險負責之理論成立，此後見之明的評估破壞了德拉瓦州

法律的衡平態度。董事與經營階層商業判斷的本質是決定公司如何評估風險和報

酬間之權衡。尤其係通過承擔風險來獲得回報的金融機構，本即願意承擔更多風

險使公司與投資人獲得更高報酬。此種風險存在幾乎任何商業交易中各方均知悉，

法院幾乎不可能於事後確定公司董事是否正確評估風險，從而做出正確的商業決

策。在任何投資中，回報率都有可能低於預期，遠低於預期之機率於實務上較少

出現。當投資結果不佳時，決策者可能機率極小正確地評估了這筆交易，但卻不

幸實際發生了之巨大損失。決策者也可能不恰當地評估投資帶來的風險，並且公

司因此遭受了巨大損失。商業決策者必須在現實世界中運作，信息不完善、資源

有限、前景未卜，加諸董事對於錯誤商業決策的責任會削弱他們通過承擔商業風

險為投資者賺取報酬的能力。。本案花旗集團之稽核與風險管理委員會(Audit and 

                                                 

 

201 See supra note 194,at122.”an unconsidered failure of the board to act in circumstances in which due 

attention would, arguably, have prevented the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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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Management Committee)主要在於協助董事會履行其監督義務，但當時所出

現之警訊並無法證明花旗集團之董事為惡意，充其量僅能證明渠等作成錯誤之商

業決策。固然董事應負監督義務，但並非課予董事必須因錯誤預測未來或衡量商

業風險而負賠償責任。亦即，董事雖未能適當評估公司商業風險、監督企業之風

險管理，並非屬 Caremark 案所認定監督義務之原始範疇，故不得據此追究董事

個人之責任。是故，董事之監督義務並不及於商業風險之監督202。 

 

第三目 小結 

最高法院亦於結論中承認當時美國經濟，特別是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出現問題，

花旗集團遭受了驚人的損失。可以理解投資者希望找到某人對這些損失負責，並

且通常帶有責備之意，希望迫使那些負責人解釋他們的不法行為。幸運的是，德

拉瓦州法律對於公司董事經理人違背職責以建構完整審查制度。這項法律經過數

百年的改進，無疑包含了許多危機，我們絕不能讓希冀透過將損失責怪某人使我

們忽視法律目的。授予董事和經理的自由裁量權允許他們通過承擔風險而長期將

股東價值創造最大化，而無需擔心公司遭受損失時，他們將承擔個人責任。然而，

這法則同時昭示當公司遭受損失時，股東可能無法讓董事承擔個人責任。 

Citigroup 案於金融海嘯的背景下，進一步說明董事監督義務範圍是否已從內

控制度與法令遵循擴及至風險管理層面，以及該義務與商業判斷法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s, BJR）的關聯性為何。如上述，Caremark 案後學者203認為監督義

                                                 

 

202 Robert T. Miller , The Board’s Duty to Montor Risk after Citigroup,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Business Law, 12 U. Pa. J. Bus. L. 1153(2010), at1158.” The oversight claim in Citigroup, 

however, was premised on a supposed failure by the board to detect and prevent not illegality or fraud 

by corporate employees but merely excessively risky business decisions by such employees”. 
203 蔡昌憲，同註 108。「就董事監督義務之範圍演化部分，學者 Bainbridge 認為 Caremark 案

的判旨要求董事會應確保其能被提供充足的資訊來履行其監督義務；該案所指涉之義務範圍，

已超過單純的法令遵循，而實已包含諸如商業風險管理等議題。其進而主張法院似應發展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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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要求董事在資訊充分下之監督範疇，除單純法令遵循外，更包含商業風險控制。

而法院亦應因應此擴張範圍發展相關審查標準。然而 Citigroup 案審理法官及部

分學者則持相反意見，認為過度擴張董事監督義務至風險管理的範疇，可能造成

法院對公司之風險承擔的商業決策進行事後猜測，此將違反德拉瓦州法院對於商

業判斷法則之預設立場。因此董事會若未執行有效的企業風險管理，若依

Citigroup 案判決來看，此涉及董事監督義務與商業判斷法則間之關聯性，惟該案

審理法院謹守商業判斷法則之界線，作出董事監督義務不包括風險管理的認定。 

首先 AIG 案與 Citigroup 案原告均主張被告違反「Caremark 案所衍生之董

事監督義務」，惟二者客觀事實並不一致。申言之，AIG 案董事乃未能監督員工

之詐欺及違法行為，此屬違反董事監督義務之內控制度及法令遵循部分；然而，

Citigroup 案中之董事未能適當評估公司商業風險，乃未能監督企業風險管理。

前者法院認為被告因身兼公司之管理階層及董事故意容認不適當之內控制度存

續，且故意未監督渠等下屬之法令遵循情形，既身處公司內特殊地位合理推測不

可能對不法交易毫無所悉，應已違反董事忠實義務，後者法院認為原告要求董事

對公司商業風險範圍負監督責任，係違反經營判斷法則之設置目的，即董事承擔

風險長期為股東創造最大利益而免於對不如預期之結果負個人責任。 

美國德拉瓦州法院對於董事監督義務客觀範圍至今發展：第一，似乎未接受

部分學者自 Caremark 案後，將董事監督義務擴張至公司商業風險控制之見解。

第二，董事對於違法員工是否應與對公司股東負責？吾人不應由於 AIG 案原告

勝訴而一概予以肯定，事實上如同學者觀察，該勝訴結果有其個案因素，即法院

似乎認定董事經營高層與違法員工係具有相當程度知悉默認，甚至有共犯結構存

在下，做出董事應予負責之決定。並非董事均需對員工違法行為造成公司損害均

                                                 

 

遵循層面以外之修正版 Caremark 案主張的審查標準，以此審查董事是否違反涉及風險管理的

監督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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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負監督疏失之個人責任，在德拉瓦州法院對於經營判斷法則之堅定立場下，原

告仍背負著「被告董事係欠缺善意 (即明知或可得而知)之主觀要件」之舉證責任

沉重壓力。 

然而 Citigroup 案法院對董事監督義務客觀範圍之保守見解，招致不少學者

批評204，有認為此判決一出似乎忽略董事會係公司主要經營管理者的原則，竟鼓

勵董事完全不需要對公司績效負責，法院應透過擴大董事負責適用及範圍以敦促

董事強調監督責任205，另有學者認為應該透過擴大監督義務範圍以管制金融機構

承擔過度之商業風險。 

根據 Caremark 案和 Stone 案董事會違反了監督義務，原告必須證明董事「完

全沒有(Utterly Failed)」執行任何報告或資訊系統或控制來監督公司業務，或是實

施了這樣一個系統或控制，董事卻「有意地(Consciously Failed)」忽略其業務，從

而無法被告知其應注意之風險或問題。無論哪種情況，董事們都必須「知道(Knew)」

他們沒有履行他們的受託義務，即表現出「有意地漠視(A Conscious Disregard)」

自己的責任。因此「明知(Scienter)」成為監督義務(Oversight liability)的基本構成

要件。 

而 Citigroup 案既要求原告提出具體事實證明被告「不僅欠缺善意，甚至必

須係惡意忽略其應注意之商業風險」，始違反監督義務。然而除非透過告密信或

監聽等方式，證明人們的心理主觀狀態幾乎是不可能的。另外，Citigroup 案並對

於經營判斷法則建立之法院審查界限不包含公司董事決策(包括商業風險之承擔)

之立場，予以堅定重申。有學者認為擴大監督義務範圍需要改變對董事決定不予

實質審查之原則和修正德拉瓦州公司法第 102 條(b)(7)，蓋 Stone 案董事監督業

                                                 

 

204 See supra note 202, at1155. 
205 Eric J. Pan, A Board’s Duty to Monitor (Benjamin N. Cardozo Sch. of Law, Working Paper No. 

281, 2009, at 26. “Simply as a matter of logic, at worst Citigroup gives boards no incentive to monitor 

risk; it does not give boards “incentives ... to take no responsibility” for such matters, which is a quite 

different thing. Id. A legal rule may fail to encourage certain conduct without thereby discouraging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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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作為忠實義務內涵，由於明知的要件，並無加諸董事更多責任，德拉瓦州公司

法第 102 條(b)(7)之注意義務豁免條款至少應排除監督義務，如此在注意義務下

的監督責任指控(Duty-of-Care Oversight Claims)原告減輕面對「惡意」主觀要件

之舉證責任，而僅須證明董事「過失或重大過失(Negligence or Gross Negligence 

Claims)」即可，始為擴大董事監督義務之範圍。而多數學者縱認為 Citigroup 案

法院未界定應向委員會報告的資訊類型，以便其履行其監督職能，或有微詞，應

加強受託義務確保董事會努力收集有關公司的正確信息等，然肯定對於董事經營

公司之業務決定法院應予以尊重之立場206。 

 

 小結：董事監督義務的美國判決見解分析 

針對董事監督義務，除 2017 年的 Frago 案係董事本身涉及證券詐欺之違法

行為外，其餘案件事實，本文均挑選針對「員工違法時之董事監督義務」責任成

立要件，即董事監督義務的主客觀要件，做一致性的分析，參考以下圖表二-4： 

  

                                                 

 

206 See supra note 202, at 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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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二-4 

案件名稱 案件事實 主觀要件 客觀事實 

Graham 董事未設立公司

內控監督機制而

未能發現經理人

之違反托拉斯法

行為 

一般謹慎(§4.01) 1. 企業有

可察覺的違

法情形 

2. 董事沒

有以系統發

現之 

Caremark 董事會未積極監

督公司之運作，

而使公司員工進

行違反藥事相關

規範之行為 

 本於善意

(Good Faith) 

 明知(Knew) 

 應注意未注

意之過失

(Should Have 

Know) 

未盡力維持系統

存在、不努力防

止該違法行為(To 

no Step in a Good 

Faith Effort) 

Guttman 董事怠於監督以

致財報出錯 

善意 未嘗試確保系統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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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  董事未能監督員

工違反洗防法及

時向主管機關申

報可疑活動 

善意 

Ex：有意識的怠

於(Conscious 

Disregard) 

完全未建置制度 

怠於監控系統 

AIG 董事怠於維持公

司內控制度之有

效運作，致生管

理階層之違法操

縱市場 

 知悉(故意) 

 可得而知(過

失) 

容忍不適當的內

控制度存續，且

默認未阻止下屬

違反法令之情形 

Citigroup 董事未能有效維

持內控制度使公

司免受次貸風暴

危機 

 應注意未注

意(過失) 

 重大過失 

非客觀經充分資

訊、合理程序之

決策(反面解釋) 

Frago  董事明知員工違

法開戶行為而未

阻止 

明知 

(Scienter) 

董事無視其受託

義務，放任員工

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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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表可知，美國法院對於董事監督義務的主觀要件，由 Graham 案謹守法

規的一般謹慎之人的注意義務，到 Caremark 案中董事在明知或應該要知道的時

候(即應注意而未注意的過失情形)始生賠償責任，並同時開始要求具備善意

(Good Faith)的前提下確保系統存在或努力防止違法行為發生，似乎趨向嚴格。然

而觀察 Guttman 案以及 Stone 案的判決見解，對於善意的實務操作事實上相當寬

鬆，所謂欠缺善意，按 Stone 案法官舉例，意旨有意識的(Conscious)怠惰，可知

對於善意之標準似乎更傾向類似「故意」的性質，嗣後 AIG 案要求知悉或可得

而知，維持一貫的寬鬆見解。然而在 Citigroup 案中又再度提及被告應注意而未

注意之過失作為主觀要件，並說明欠缺證據證明被告具重大過失，僅係疏忽或是

不明智的決策並不足以違反監督義務，再度將「過失」納入違反監督義務的主觀

要件中。至於 Frago 案，本文以為法官涵攝主觀要件時依據 1934 年證交法 Rule 

10(b)(5)規定，若依此認為監督義務之主觀要件必須具備明知似乎流於速斷。 

故美國法院見解自 1963 年至今，對於董事監督義務之責任成立上主觀要件

法院審查標準逐漸趨於寬鬆，由過去的故意過失均有成立之餘，實務操作至今，

尤其加入善意要件後，趨近於僅限於「故意」始有責任成立可能。 

接著似乎應該要討論法院見解累積而來勾勒出的董事監督義務客觀範圍，然

而分析美國判決時常遇到以客觀事實判斷主觀要件是否符合的審查方式，畢竟，

若不透過客觀上所蒐集之證據拼湊出事實，涉及個人內心活動的主觀意圖係非常

難判斷的。故主觀要件的要求是必連動法院在調查案件客觀事實的重點並成為案

情爭點。 

因此在客觀要件分析的過程中，對於董事以外之人的違法行為，董事成立監

督義務的時機與防免程度，我們必須觀察跟主觀「善意」要件相關的「經營判斷

法則」及「紅旗警示」的應用。 

「經營判斷法則」係針對程序上舉證責任分配之規定，依據美國公司治理原



DOI:10.6814/THE.NCCU.LAW.009.2019.F10 

 

77 

 

則第四章第 4.01 條（a）項規定207董事具有注意義務並受商業經營判斷法則所拘

束。且只有當情況會合理之董事或經理人產生警覺性，而因此有調查必要時才有

負有義務。調查之程度應以董事或經理人合相信有必要之範圍內為之。 

而該原則觀察美國法院適用情形，首先在董事守法義務案件中，miller 案法

院認為僅有在董事合法前提下，才能合理的適用經營判斷法則而不能干涉董事的

決策，反之若董事本身違反守法義務，是沒有適用經營判斷法則的餘地。 

至於董事監督義務，在 Guttman 案，法院由於認定董事監督義務係注意義務

之內涵，經營判斷法則作為注意義務的舉證責任分配規範，自得適用在其架構之

下的董事監督義務案件中。然而 Caremark 案中法院一方面認為董事會「欠缺善

意」下的怠惰行為始有違反董事監督義務，似乎將監督義務排除於注意義務，而

更接近忠實義務或獨立的善意義務；然而一方面又認為「持續性或系統性」怠於

監督行為，不得主張經營判斷法則，有違反監督義務之可能。因此被學者批評立

論基礎搖擺，增加董事成立監督責任的不確定性。 

而將經營判斷法則說明的最詳細者，莫過於 2009 年的 Citigroup 案，法院將

董事責任標準，區分（1）董事會不明智或疏忽之決定(Decision was Ill Advised or 

Negligent)導致虧損，以及（2）董事會應注意而未注意得以避免之損失。前者即

有經營判斷法則適用餘地。因此，原告必須證明董事明知他們沒有履行其受託義

務，或者董事表現出有意地無視他們的責任，例如未能履行已知的行為義務。經

營判斷法則著重於「決策過程」而不是對決定結果進行實質性評價。避免法院產

生事後偏見(Hindsight Bias)以適當評估公司決策者是否作出正確或錯誤的決定。

當「董事之決定若是客觀經由充分資訊下、合理過程；主觀未違反重大過失者，

                                                 

 

207 ALI PRINCIPLES OF CORP. Gov. § 4.01” (a) A director or officer has a duty to the corporation to 

perform the director's or officer's functions in good faith, in a manner that he or she reasonably believes 

to be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and with the care that an ordinarily prudent person would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exercise in a like position and under similar circumstances.This Subsection 

(a) is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Subsection(c)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where 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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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即應基於經營判斷法則精神不得對該決定結果做事後審查」。似乎在主觀若

為非重大過失下均得討論經營判斷法則，尤其在風險管理控制議題上，更是賦予

董事較大決策權限。 

至於紅旗警示(或紅旗測試、危險警示)美國學者認為隨著法院對主觀要件要

求「善意」義務而來，即要求董事建立系統並且適當注意內外部資訊去確保董事

具備阻止危險(Red Flags)發生的能力而生。當發生董事「在何種形況下應該注意

有些事情將要發生並且發動額外的行動(Red Flags are the issue in the second 

category of cases-those raising questions about when the board should have known that 

something was going on and taken “extra” action.208)」即應該討論是否有紅旗警示

存在。例如：發生重大事件指向內部控制、法遵系統或是外部之瑕疵。紅旗警示

亦會出現於當問題發生在足以引起董事注意的一段時間。簡言之，所謂紅旗警示

(Red Flags)，國內又翻譯作「危險警示」，即係指公司發生了一段時間的董事應予

以注意之警訊事件，若案件事實中曾出現此種現象，則法院將提高董事注意程度。

董事必須回應該違規紅旗警訊，當公司出現麻煩並引起董事注意，董事必須查詢

或適當要求必須的資訊。固然德拉瓦州最高法院並未真的審理過所謂紅旗案件

(red-flag case)，然而根據 McCall v. Scott209和 In re Abbott Laboratories Derivative 

Shareholders Litigation210兩個關鍵案件判決中均說明由於董事因為忽略紅旗警訊

而違反善意義務(Good-faith Obligations)。 

然而在董事監督義務上建立善意要件的 Caremark 案並未使用紅旗警示測試，

事實上本文觀察紅旗測試在美國法院實務操作是案件客觀事實的審查準則，而非

判斷是否符合善意義務的標準，只能說若是系爭案件事實中出現紅旗的警訊，董

事的監督義務範圍會由維持系統的被動立場提升成主動關心詢問確認、並防止該

                                                 

 

208 Hillary A. Sale, Monitoring Caremark's Good Faith ,32 Del. J. Corp. L. 719, 752-753 (2007), at733. 
209 McCall v. Scott,239 F.3d 808 (6th Cir. 2001) 
210 In re Abbott Laboratories Derivative Shareholders Litigation,325 F.3d 795 (7th Cir. 2003). 



DOI:10.6814/THE.NCCU.LAW.009.2019.F10 

 

79 

 

違法情形之主動出擊的具體作為性質。第二，對善意義務為公司實現最大利益之

目的延伸而來，董事建置維持公司內部制度及法遵系統並防免下屬違法並無法充

分滿足該目的，所謂違反主觀善意義務內涵應該是當受託人以「表現出對公司及

其股東的利益缺乏真正忠誠的方式行事時，就會出現缺乏善意的情況」211，而紅

旗警示測試要求董事有主動查詢並且對於途中產生之員工衝突必須具一絲不苟

的態度，儘是具體化善意義務的表現。 

因此，透過紅旗警示的考量，董事若未能對紅旗警示做出回應可能會導致監

督責任，但是原告證明存在紅旗並且董事無視這些紅旗現象之舉證責任十分沉重。

尤其在對於何謂紅旗警示現象日前還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的情形下，這通常會導

致法院駁回股東對紅旗的指控，例如發現的問題處於公司內部較低層級的時候，

法院可能視為黃旗而已212。Stone 案中，法院即認為原告舉證不足，本案並無紅

旗的警訊情況，就衡量監督層面是否本於善意而論，實不可在員工從事某些行為

導致非預期之不良結果後，即進行事後猜測(Second-guessing)；而應視董事是否

有「確保一個合理之資訊蒐集及通報系統的存在」等行為而定。 

而 Wells 案中針對董事對他人違法行為的監督義務部分，Tigar 法官則提出

具體特定的危險信號(即紅旗警示，Red Flag)被董事所忽視。法院提出七個包括

（1）關於董事會對公司交叉銷售問題的國會證詞; （2）員工與董事會成員之間

就涉嫌欺詐活動進行的溝通; （3）針對公司的各種訴訟，其中包括在創建賬戶方

面存在不當行為的指控; （4）洛杉磯時報文章紀載欺詐性帳戶開戶方案; （5）

政府機構的監管; （6）廣泛裁員似乎為了在使舉報人沉默;（7）富國銀行財務報

                                                 

 

211 See supra note 204, at 734.“A lack of good faith then can occur when fiduciaries act in a manner 

that “demonstrates a faithlessness or lack of true devo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 and its 

share-holders.”. 
212 Claire Hill and Brett McDonnell, Reconsidering Board Oversight Duties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2013 U. Ill. L. Rev. 859, 875 (2013), at875. Available at 

https://scholarship.law.um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186&context=faculty_articles  

https://scholarship.law.um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186&context=faculty_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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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所述的交叉銷售的重要性213。均足以使法院認定被告對於各種重大事件，主

觀具有明知（Scienter），並且支持大多數被告有意無視其董事監督受託義務的推

論。 

綜上所述，法院見解目前對於董事監督義務，較無疑問的，若係違法行為致

生董事守法義務違反係不得主張經營判斷法則。再者，根據 Francis 案之結論，

董事應對其他董事違法行為負責，若怠於監督同仁亦有成立對公司之監督義務之

餘地。且對於員工違法行為在一定前提下，亦有違反監督義務之可能。根據目前

判決累積見解，所謂的董事監督義務之客觀範圍，似乎可推測為係「董事在並非

重大過失之前提下，原則受經營判斷法則推定保護：原告先證明公司內部存在紅

旗警示，則董事被賦予積極調查並排除該違法情形之作為義務；反之，則董事儘

有建置並維持內部制度與法遵系統有效運作之被動義務，依此客觀程序及充分資

訊下而生的決策，縱使商業上失敗，亦不構成違反監督義務。」。 

 

  

                                                 

 

213 See supra note131 “(1) the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of Mr. Stumpf regarding the Board's 

knowledge of the company's issues with cross-selling; (2) communications between employees and 

Board members regarding the allegedly fraudulent activity; (3) the various lawsuits against the 

company that included allegations of impropriety in account creation; (4) the Los Angeles Times article 

documenting the fraudulent account creation scheme; (5) regulatory interventions by government 

agencies; (6) widespread employee terminations seemingly aimed at silencing whistleblowers; and (7) 

the importance of cross-selling as stated in Wells Fargo's financial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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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法下之董事義務 

股份有限公司以聚集多數人之資金形成大資本為目的。股東人數眾多而不克

使所有股東均參與公司經營，亦不符效率。故公司經營須設專責、法定必備之執

行機關，而生企業所有與經營分離之現象214。依公司法規定公司業務之執行，除

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視向外，均應由董事會決之；並須設置三人以

上215。董事既身居公司經營中樞，董事行為對公司、股東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影響

甚大，為防止董事不法及怠慢，公司法因而課以董事嚴格責任，除公司法第 23

條公司負責人之一般責任外，另有競業禁止(第 209 條)、違反禁止收回收買或收

執違反責任(第 167 條第 5 項)等等216。 

依現行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經 2010 年修法後確立董事負有注意義務及忠

實義務217，其修法理由亦說明係參考英美法董事義務內涵而來，相較於英美法對

於董事義務長期理論發展及實務累積之前提，我國不論歷史背景、社會經濟或是

實際市場環境、公司經營模式均大相逕庭，將英美法下之董事義務制度運用於我

國係一大法律移植之挑戰。 

因此經過第二章對英美法董事義務大略發展及內涵為淺析後，本章將聚焦我

國董事義務由個別規範到一般性義務之發展及修法後所生疑義，包括過去同質論

及異質論之爭議、董事責任係個人或團體責任、經營判斷法則等配套制度的引進

等，並觀察後續法院實務見解。 

 

                                                 

 

214 柯芳枝，公司法論(下)，頁 1，2013 年 1 月。 
215 公司法第 202 條、第 192 條。 
216 黃清溪，公司法基礎理論---董事篇，頁 84，2016 年 1 月。 
217 公司法第 8 條，第 2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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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我國董事與公司之法律關係 

關於公司與董事間法律關係，涉及其權利義務內容，欲探討董事對公司之義

務，必須先釐清董事與公司之法律關係，始能建構董事受託義務之理論基礎。 

參照我國公司法第 192 條第 4 項218規定學者通說及實務見解219均認我國公

司與董事間為委任契約220。且依民法第 535 條，「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

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為之。」依公司法第 196 條之規定，董事報酬由股東會決議訂之，因此原

則董事與公司之間為有償委任關係。 

然而 2001 年修法前依民法第 535 條董事與公司委任關係下之注意義務，於

修法後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之注意義務內涵是否與過去相同？即我國修法

後我國立法者對於董事注意義務就係仍於源於委任契約？抑或改由信賴關係發

展之受託義務內涵？其區別實益主要在於判斷標準及經營判斷法則之繼受問題，

前者以契約債務不履行之主觀歸責事由，我國目前採「抽象輕過失」作為董事是

否違反注意義務之判斷標準；後者則參酌「重大過失」之主觀要件，並以經營判

斷法則為衡平，兩者對於董事主觀注意程度有顯著差異，前者顯然高出許多。 

根據 2001 年的修法理由中明文提到董事義務之修正參考英美法規範而來，

英美法通說的董事與公司間雙方關係為代理行為，董事之受託義務來自於股東與

董事間的信賴關係，且該信賴關係並非契約性質。然而，對應到我國法代理行為

充其量僅為中性行為，按代理權之授與，僅在賦予代理人以一種資格或地位，代

理人不因其代理行為而享有權利或負擔義務，不生利或不利之問題，屬於所謂「法

                                                 

 

218 公司法第 192 條第 4 項：「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

定。」 
219 例如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2191 號民事判決：「按股份有限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為有償

委任，此觀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三項及第一百九十六條之規定即明。」 
220 梁宇賢，公司法論，頁 403，2015 年 9 月，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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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上中性行為」221。欲發生當事人權利義務變動即所謂債之發生，根據是否經由

當事人自由意志約定可分為意定與法定，而我國董事的受託義務既然源自信賴關

係，則信賴關係是否係源自於董事與公司之間意定契約關係而來？或是已超出契

約理論所能解釋之範圍？探討我國修法主要目的除了引進英美法的董事忠實義

務概念外，即為使無償委任之董事亦負擔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提高受任人之

注意義務，似乎違反對價關係的契約法原則，要求無報酬之受任人對委任人負擔

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恰可證明公司股東與董事之間的關係具備與一般委任契約

所沒有的信賴關係。因此本文以為，我國公司法 2001 年修法後，確實加諸董事

有別於契約法的受託義務，我國公司法下判斷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之主觀要件時，

或許應參酌考量董事與公司間特殊信賴關係，而非單純僅以契約法上的抽象輕過

失為標準。 

 

第二節 董事受託義務與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之關係 

2001 年增訂之公司法第 23條第 1項之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與原本就規

定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Duty of Care)引發了忠實義務與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究竟是否相同之爭議。 

同質論者222認為公司負責人所應負的「忠誠義務」與「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是基於同質理論構造，委任是本於雙方互相信賴而創造的法律關係，董事忠誠義

務並非創造委任關係的特別義務，只是明確的將民法上受任人的注意義務具體轉

化為董事的法定義務，僅是原委任關係上之注意義務之再宣示。日本學者也有認

為所謂忠誠義務僅是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中特別之義務，而個別獨立加以規定，

                                                 

 

221 王澤鑑，民法總則，頁 494，2010 年 4 月。 
222 梁宇賢，公司法論，頁 403，2015 年 9 月，七版。 



DOI:10.6814/THE.NCCU.LAW.009.2019.F10 

 

84 

 

與善管義務基本上為相同義務，而藉由公司法的修正及整理更加嚴格化罷了223。 

而本文基於以下理由採異質說： 

一、理論基礎不同：忠實義務是基於公司與公司負責人間深刻的信賴及信任，

公司負責人既然受公司或股東的託付，就必須把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樣的程

度已經超乎簡單的過失與否所能涵蓋。忠實義務係對於董事在執行職務時所為之

行為規範，屬董事義務之一環，其與注意義務則為董事所應盡之注意標準顯不相

同。 

二、設立目的不同：「忠實義務」在避免董事濫行職權，圖利個人而犧牲公

司的利益衝突防制義務；而「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則是要求公司負責人以相當

程度的注意來執行業務。兩者性質互異，目的也不同。 

三、法律效果不同：違反注意義務時可能產生侵權行為或是債務不履行之責

任；而忠實義務違反時，並非以其過失做為歸責事由，而是以「企業倫理」的法

制化，透過法條的宣示，藉以嚴格要求公司董事公正的執行其職務。 

四、自外國立法例上觀察：美日法制上，兩者亦屬不同概念。日本於昭和年

間引進歐美忠誠義務之規定後，同時也針對注意義務與忠誠義務是否為同質或不

同之義務有分歧之討論，而近來異質論為日本學界有力之見解，董事為競業行為、

利益衝突之交易或決定董事報酬時，依據董事之忠誠義務規範之，而董事之注意

義務則經由經營判斷法則加以緩和。 

因此 2001 年修法增訂忠實義務，應係將忠實義務獨立於善良管理人注意義

務之外的概念。我國學說多引用外國立法例檢討，而本文除借鏡英美法外，以下

簡單觀察實務對於注意義務和忠實義務的見解。 

固然關於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之忠實義務、注意義務之異同，我國法院同

                                                 

 

223 陳怡如，同註 25。 



DOI:10.6814/THE.NCCU.LAW.009.2019.F10 

 

85 

 

質說之見解224在過去曾引起學者的討論225。該判決謂：「按有關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依條文之結構及前述參考

日本學說及我國學說固宜採所謂之『異質說』，即認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

務』及『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確有區別，惟公司負責人在實際經營公司之

各種各類不同行為中，本即難區分各該行為是否違反所謂『忠實義務』、『忠誠義

務』、『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等，是以英美法中即不強加區而逕以一概括之

“Fiduciary duty”稱之。」似有誤會，事實上美國法院對於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卻

有區分，其不論目的、內涵、要件、免責事由或舉證責任分配均有所差異226。臺

北地院 93 年度重訴字第 144 號民事判決即指出：「依條文之結構及前述參考日

本學說及我國學說固宜採所謂之『異質說」，即認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

及『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確有區別。」 

目前最高法院指出「惟按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其

受有報酬者，亦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

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此觀公司法第 23 條

第 1 項、民法第 535 條及第 544 條規定自明。而所謂忠實執行業務係指公司負責

人執行業務，應充分取得並了解資訊，為公司謀取最大利益並防免公司受有損害；

所謂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則係指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忠於職守之受任人，

依交易上一般觀念所用之注意而言。是以公司負責人、受有報酬受任人依上述公

司法及民法規定所負義務，與民法第 184 條規定之侵權行為責任自有不同。227」

                                                 

 

224 臺北地方法院 93 年度重訴字第 144 號民事判決。 
225 劉連煜，同註 6，現代公司法，頁 110；廖大穎，公司負責人之注意義務與商業判斷原則的

適用──台北地院九十三年度重訴字第一四四號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 1 期，111-118

頁，2010 年 2 月。 
226 劉連煜，同註 6，現代公司法，頁 110。 
227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472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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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目前實務亦漸採異質論。 

 

第三節  我國注意義務之內涵 

規範我國董事注意義務，歸納實務案件請求權基礎類型，包括有償委任契約

而生的注意義務(民法第 535 條)、信賴關係下的注意義務(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

以及侵權行為法的注意義務(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 

通常學說說明公司負責人之注意義務內涵係指，公司負責人在決策過程中，

要審慎評估，不可有應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情形228；實務見解則認為「其須盡注

意之程度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即社會上一般誠實、勤勉而具備相當知識及經驗

之人，所應具備之注意229」，較類似契約責任下的注意義務。且修正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後，無論董事間是否受有報酬，於執行職務均應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以下簡稱注意義務)，係就知不論報酬均要求負抽象輕過失者，係違反對價關係

的契約法則的，此觀民法第 535 條之規定自明，因此似乎能說我國在針對董事注

意義務的內涵要求，已內化了信賴關係中僅有利於委託人之精神。 

且根據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在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修法後確實加諸

董事有別於契約法的受託義務，採取信賴關係下的董事注意義務責任性質，則我

國公司法下判斷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之主觀要件時，或許應參酌考量董事與公司

間特殊信賴關係，而非單純僅以契約法上的抽象輕過失為標準。 

 委任契約下的注意義務 

在我國法規範中公司法第 192 條第 4 項230及第 196 條之規定，董事與公司間

                                                 

 

228 劉連煜，同註 6，現代公司法，頁 108。 
229 最高法院 42 年度台上第 865 號判例。 
230 公司法第 192 條第 4 項：「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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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償委任關係，委任契約除注意義務外的法定義務包括：依委任人指示(民法

第 535 條)、親自處理義務(民法 537 條)、報告義務(民法第 540 條)、交付義務(民

法 541 條)和支付利息與損害賠償責任(民法 542 條)等。 

我國實務明確認定董事與公司間屬「有償委任」231關係而對於董事負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程度，即抽象輕過失。判斷上，對於抽象輕過失實務上採客觀標

準，即從客觀事實而不問行為人之主觀意圖，來判斷公司負責人有無違反其注意

義務。最高法院 79 年度台上字第 1203 號民事判決232即謂：「行為人過失責任之

最重者，莫過於『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亦即學者所謂『抽象的輕過失』，

申言之，行為人注意之程度，依一般社會上之觀念，認為具有相當知識及經驗之

人對於一定事件所能注意者，客觀的決定其標準；至行為人有無盡此注意義務之

知識或經驗，在所不問。」對此我國有學者233表示支持此客觀說見解，並認為應

該參考美國法對注意義務做更細緻類型化。另有學者認為該標準類似英國法上

The General Knowledge，而衡量善良管理人在同一情形下之「當為行為」234則與

Skill and Experience that may Reasonably be Expected of a Person Carrying Out the 

Same Functions as are Carried Out by that Director 相當，惟並未對於若董事具有較

高專業知識則需盡個人特別能力程度始符合該注意義務之主觀標準235。 

然此基於委任關係基礎下所生注意義務違反，既屬債務不履行，原則應由被

告證明已依債之本旨履行債務，由債務人負舉證責任，依此董事違反注意義務之

訴訟中，應由董事首先就已盡注意義務履行債務為證明，方盡舉證責任。此舉證

分配原則觀察美國法，如上所述係透過「商業判斷法則」做衡平，以免董事(受任

                                                 

 

231 最高法院 101 年度 台上 字第 700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4 年度 台上 字第 582 號民

事判決。 
232經法源法律網統計至今被引用 103 次。

http://fyjud.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list.aspx(最後瀏覽日：2018/08/16) 
233 劉連煜，同註 6，現代公司法，頁 109。 
234 最高法院 87 年重訴字第 349 號判決。 
235 曾宛如，同註 32，頁 22。 

http://fyjud.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lis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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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僅單純因成果不符股東預期即有賠償風險，因此凡基於充分資訊所為之決策

即應推定為善意且係為股東(委任人)之最佳利益，依此我國基於委任關係下董事

注意義務，實務上是否亦有適用經營判斷法則？ 

實務方面曾有我國不適用經營判斷原則之見解236，幸得國內學者對於經營判

斷原則之研究方興未艾，甚將經營判斷法則、整體公平性標準及強化司法審查三

者一併納入受託義務審查過程中之舉證責任分配進行細緻化檢討237，實務近年確

實逐漸接受並用運用於判決中： 

台北地院 93 年度重訴字第 144 號判決首先提到經營判斷法則238並認為被告

違背法令規定，選擇當時尚不具第二類電信事務許可執照之公司簽約，更未進行

詢價或比價程序，從而被告抗辯稱與該公司簽約係屬「經營判斷法則」法院認無

理由而駁回。 

而 98 年高等法院239亦嘗試採用經營判斷法則，做為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的

審查標準：「關於注意義務，美國法院於經營者注意義務違反的審查上，採用所

謂『經營判斷法則』，可供參考。依美國法律協會所編寫的『公司治理原則』規

定，當董事之行為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而基於善意作出經營判斷時，即認其已滿

足應負之注意義務：『……與該當經營判斷事項無利害關係。……在該當情況下，

董事等有合理理由相信渠等已於適當程度上，取得該當經營判斷事項所需之相關

                                                 

 

236 台北地方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4844 號民事判決。 
237 黃朝琮，受託義務審查規則與舉證責任分配，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48 期，頁 121-192，

2015 年 7 月。 
238 台北地院 93 年度重訴字第 144 號判決：「又公司負責人在經營公司時，若已經盡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惟因經營判斷錯誤，事後公司雖然發生損失，則仍不可反推公司負責人未盡其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此即英美法所謂「經營判斷原則」（Businessjudgmentrule）。……據此我

國法院在判斷公司負責人所為之營業行為是否符合「經營判斷法則」，似可採取與美國法院相同

之營業標準，即 1.限於經營決定（abusinessdecision）；2.不具個人利害關係且獨立判斷

（disinterestedandindependence）；3.盡注意義務（duecare）；4.善意（goodfaith）；5.未濫用裁量

權（noabuseofdiscretion）。若公司負責人為經營行為當時若具備此五項經營判斷法則，則可推

定其具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無庸對公司及股東負損害賠償責任。」 
239 高等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307 號 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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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董事等合理地相信其之經營判斷符合公司最佳利益』。」而近年實務

240在操作經營判斷法則上更為細緻，「關於注意義務，美國法院於經營者注意義

務違反的審查上，採用所謂『經營判斷法則』；依美國法律協會所編寫的『公司

治理原則』，當董事之行為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而基於善意作出經營判斷時，應

認其已滿足應負之注意義務：『（一）與該當經營判斷事項無利害關係。（二）在

該當情況下，董事等有合理理由相信渠等已於適當程度上，取得該當經營判斷事

項所需之相關資訊。（三）董事等合理地相信其之經營判斷符合公司最佳利益。』

是董事等應負有『一般審慎之人於同樣地位及類似情況下，被合理期待行使之注

意』義務，類似於我國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4 年

度重上字第 1 號民事判決，更細緻討論經營判斷法則設置目的：「為促進企業積

極進取之商業行為，應容許公司在經營上或多或少之冒險，司法應尊重公司經營

專業判斷，以緩和企業決策上之錯誤或嚴格之法律責任追究，並降低法律對企業

經營之負面牽制，此即為美國法上所稱『商業判斷法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

故當公司董事已被加諸受託義務，則董事在資訊充足且堅信所為決定係為股東最

佳利益時，則全體股東即必須共同承擔該風險，而不得以事後判斷來推翻董事會

之決定。」並點出部分經營判斷法則要件：「法院不應立即事後猜測（Second Guess）

而予以違法之認定，即使該經營決定是一個錯誤，而且其結果也確實讓公司因此

遭受虧損，董事會亦不因此而負賠償責任，除非公司股東可以證明董事（會）於

作成行為之當時，係處於『資訊不足』之狀況，或係基於『惡意』所作成，或參

與作成決定之董事係具有重大利益衝突之關係等等。易言之，當董事之行為符合：

1.董事對於經營判斷之事項不具利害關係。2.就經營判斷事項之知悉程度，為其

在當時情況下合理相信為適當者。3.合理相信其經營判斷符合公司最佳利益，而

                                                 

 

240 臺灣高等法院 98 年度上字第 1307 號民事判決、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重勞訴字第 13

號、民事判決臺北地方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985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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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善意作出經營判斷時，即認其已滿足應負之注意義務，即便董事經營決策嗣

後造成公司虧損，亦應免負損害賠償責任。」另外實務曾發生董事長將自己所有

之房屋出租與任職公司，並以公司名義向家族企業承租轎車，違反公司內部控管

與稽核制度支付大筆租金241，法院認為「即使依較寬鬆之美國經營判斷法則，亦

顯然難認符合被上訴人公司最佳利益，且有重大之違反利害關係，自屬違反公司

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致公司受有損害，依公司

法第二十三條第 1 項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以上究屬個案判斷之偶然，抑

或法院實務上已正式承認經營判斷法則補充適用於我國董事注意義務，仍需持續

觀察。 

學者固然有採否定說我國法上對於董事主觀注意義務之標準以採抽象輕過

失之最嚴格標準，與美國對於董事注意義務之寬鬆認定背景不同，不應貿然引進

經營判斷法則。 

然而我國既修法引進英美法之受託義務，即不應僅以一條蓋括性條文為足，

而應將其法律效果即司法審查標準一併作參考，逐漸完善我國董事義務體系242。

且學者認為我國公司法下董事與公司間委任關係，與英美系尊重專業之企業文化

及董事與公司間司法上屬於較為被動之委任關係有本質上不同。故若僅有冠冕堂

皇之判斷標準，卻無如美國法下具體之操作標準，欲透過公司第 23 條第 1 項達

到監督董事決策之目的實不可行，此規定形同具文243。 

                                                 

 

241 高等法院 98 年度上字第 1307 號民事判決：「上訴人(註：董事長)明知其間有相當利害關

係，卻未利益迴避，將自己公司原使用之一一一號三樓租予被上訴人(註：任職公司)，又向自

己家族公司、並未經營車輛租賃業務之卡丁公司，承租四輛賓士汽車，且違反被上訴人公司內

部控管、稽核制度，一次付款高達六百二十三萬五千元予素食之家、卡丁公司之負責人黃慧

菁，即使依較寬鬆之美國經營判斷法則，亦顯然難認符合被上訴人公司最佳利益，且有重大之

違反利害關係，自屬違反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致公司受

有損害，依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 1 項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同年被告上訴經最高法院駁

回(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882 號民事裁定)。 
242 王文宇，同註 7，頁 29。 
243 王文宇，企業併購法總評，月旦法學雜誌，第 83 期，頁 79，200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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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公司法上董事注意義務既然修法者基於信賴關係受託理論而生，實務上

亦不乏有應用經營判斷法則之案例，引進經營判斷法則既能鼓勵董事勇於任事、

基於司法對商業決定之尊重，避免事後諸葛(Second Guess)而判定違法244，本文

認為董事注意義務違反的訴訟中，承認經營判斷法則對被告董事減輕舉證責任之

規定，應為適當。 

侵權行為下的注意義務 

過去我國實務在公司法修正第 23 條第 1 項前，董事個人責任之建構其性質

多為侵權行為，不論故意過失，執行職務侵害他人權利，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董事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實則侵權行為與違反公司法董事注意義務，

字面上均採「抽象輕過失」，即要求董事符合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二者似乎一

致，惟與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重申董事受託義務之立法目的有別，前侵權行為

者係為現代社會生活畫下對個人主觀要求之最低標準，而公司法則係為了強調公

司與董事間受託義務下經營公司事務之標準，尤其實務對於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之侵權行為採取法定特別義務說，即對董事而言為無過失責任，不論係故意過

失均有可能違反侵權行為下的注意義務。 

舉太電掏空案245為例，法院認為董監應負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第 20 條之一

的財報不實責任，其一「董監事並未善盡內部管控監督之職責」；其二「董、監

事違反確保財務報告正確性之法定義務」，北院認為：「被告董監事執行財務報告

編製、查核承認之職務時，並未善盡其等實質審查之內部監察義務，致未發現、

無法及時查出經營管理階層不法舞弊行為，使太電公司內部控制無法發揮作用，

公司治理淪為空談，從而，被告董監事依公司法第 8 條規定為公司負責人，執行

                                                 

 

244 劉連煜，同註 6，現代公司法，頁 113。 
245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94 年度金字第 22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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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職務違反法定義務，自應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因

該條項為法定特別責任，不論執行業務有無故意過失，均有適用，另外，被告董

監事未善盡內部管控監督義務之過失行為，構成侵權行為，太電公司與被告董監

事更應依民法第 28 條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四節  我國忠實義務之內涵 

所謂忠實義務，我國判決指出「係公司負責人因受公司股東信賴而委以特殊

優越之地位，故於執行業務時，自應本於善意之目的，著重公司之利益，依公司

規定之程序做出適當之經營判斷，避免自身利益與公司利益相衝突246。」似乎肯

定董事與公司間具有一定程度信賴關係。學說則將忠實義務定義為解決公司與負

責人間利害衝突，公司董事處理公司事務必須出自為公司最佳利益之目的，不得

圖謀個人或他人之利益，做公正誠實之判斷247。 

此外公司法有關董事之特別規定248應優先適用於民法。針對董事行為義務之

個別規定，首先針對利害關係交易，我國原則禁止自己代理與雙方代理，公司法

第 223 條規定應由監察人代表公司為之；且有利害關係之董事應迴避表決(公司

法第 206 條第 2 項準用第 178 條)。學者249認為透過監察人僅代表公司交涉，最

終決定機關仍回歸董事會或股東會，監察人僅為監督機關而非業務執行機關，實

務函示增添權責劃分困難，且監察人於企業界監督功能低落，因此要求董事充分

揭露，始為規範重點。 

再者，針對競業禁止問題，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

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董事

                                                 

 

246 台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字第 492 號民事判決。 
247 劉連煜，同註 6，現代公司法，頁 107。 
248 王文宇，公司與企業法治，頁 410，2000 年 5 月。最高法院 83 年度台上字第 2470 號民事

判決：「董監事與公司間之關係，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適用民法關於委任之關係，公司法第

一百九十二條第三項定有明文。故公司法對董監事與公司間之關係如有特別規定，即應優先適

用公司法之規定，而不再適用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 
249 曾宛如，同註 32，頁 28。王文宇，同上註，頁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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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時，股東會得以決議，將該行為之所得視為公司之所得。但自所得產生後逾

一年者，不在此限。 

關係人交易規範及競業禁止之規範目的均係為解決董事與公司利害衝突而

生，即為英美法下忠實義務之內涵，惟對於董事利用職務之便，對公司機會、公

司資訊(Corporate Opportunity ,Corporate Information )之濫用等情形相較英美法規

與判例細緻區分型態與審理標準，我國法規範則付之闕如。 

另外觀察實務見解認為忠實義務大致可歸納為二種類型，一為禁止利益衝突

之規範理念，一為禁止奪取公司利益之理念250。以公司負責人違反證交法內線交

易之行為違背忠實義務為例，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金上字第 6 號民事判決理由

中提到：「公司監察人利用職務上之權限與機會獲悉之重大消息，於公司股東及

證券市場投資人均不知情前，先行賣出所持有之公司股票以規避損失，其顯然考

量個人利益優先於公司利益，將原本應屬於基因公司全體股東之重大消息，挪作

個人規避損失之私益使用，此利用職務之便及資訊上不平等之優勢，即已違反證

券交易法第 157 條之 1 內線交易禁止之規定，顯為圖謀個人之不法利益，並損害

公司股東及投資人之權益，勘認違背負責人之忠實義務。」相當於美國法中董事

侵吞或利用公司之機會(Corporate Opportunity)類型。 

  

                                                 

 

250 台北地方法院 106 年度金字第 8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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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董事監督義務 

近期爆發兆豐銀裁罰案，使公司治理議題再次受到關注，特別針對董事監督

義務。對於強化董事會權限之際，亦應加重責任，權責相當始符合現代公司治理

之發展趨勢。期待董事積極作為，同時避免發生公司弊端，是以董事義務之內涵

必然擴張，鑒於各國針對董事監督義務之定位與內涵不同，而董事監督義務於我

國規範架構下應如何定位，即妥善闡釋其內涵以解決我國面臨之實務爭議。 

近年來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的觀念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起因

於各國陸續爆發企業經營管理危機，從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2001 年美國安

隆案（Enron）及 2002 年世界通訊弊案（WorldCom）等，暴露出企業管理上的

諸多問題。為協助企業邁向國際化及提升競爭力，並建立投資人對公司的信心，

各國均積極進行公司治理制度之改革。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

於 2013 年發布「強化我國公司治理藍圖」，提出形塑公司治理文化、促進股東行

動主義、提升董事會職能、揭露重要公司治理資訊及強化法制作業等五大計畫項

目、13 項具體措施，作為未來推動公司治理政策指引。為提升董事會運作效能、

落實監督，以保障股東權益及協助企業國際化，參考各國設置獨立董事之立法例、

審計委員會制度規定及相關作法等，於 2005 年修正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2 等

規定，引進獨立董事與審計委員會制度。 

然而日前兆豐案及樂陞案發生後，外界紛紛對於獨立董事監督公司之成效提

出質疑，亦就強化獨立董事職能等公司治理相關議題提出建議，為進一步促使獨

立董事發揮專業監督功能，金管會於 106 年發布「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

應遵循事項辦法」、「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及「公開發行公司

董事會議事辦法」部分條文，要求獨立董事至少一名應親自出席董事會、提名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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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任期已達 3 屆之獨立董事時，應公告及說明理由等，以回應外界對獨立董事

發揮專業監督功能之期待。 

實則加強監督功能董事會改革大致得分為組織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

成員組成改革（Compositional Reform）及監督之決策過程改革（Process Reform）

等面向251。三者相互牽連，難期待僅針對某面向獨立強化而達到良好成效。我國

立法者修法增設獨立董事並加強其權責，即透過董事會之成員組成及組織性改革

等手段來強化董事會功能，美國對於董事會決策以及董事會獲取資訊之過程更加

重視，252。例如 Duty to make informed business judgment，從 Smith v. Van Gorkom

一案判決之後，德拉瓦州法院對於涉及注意義務之訴訟就董事會「作成決定之過

程」，審查董事會於作成決定時是否為 Informed。且對於經營判斷法則中 Due 

Care(所謂合理注意)其審查客體為決策之「程序」過程是否合理，董事會是否已

踐行掌握並了解資訊之步驟程序253。Caremark 案254和金融海嘯後的 Citigroup 案

255，不論系判斷董事監督義務之客觀的合理決策過程，抑或是善意欠缺與否之主

觀心態，均強調董事會監督功能之所以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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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雖然為了完善公司治理目標，加強董事義務義務係多數實務及學說的共識，

然亦有學者懷疑依賴監督義務得否真的能加強公司治理和防止企業不當行為的

                                                 

 

251 蔡昌憲，同註 108，頁 1864。 
252 Nicola F. Sharpe, Process over Structure: A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pproach to Improving 

Corporate Boards, 85 Cal. L. Rev. 261, 274-75 (2012), at 276. 
253 Susan-Jacqueline Butler, Models of Modern Corpor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erman and 

U.S. Corporate Structures, 17 Arizo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555, 591(2000). 
254法院強調，相關且及時的資訊，乃董事會依德拉瓦州公司法第 141 條（Section 141 of the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之監督角色是否獲得履行的基本前提。更重要的是，不僅該

法院指明欲評估一項董事會之決策是否遵守注意義務，必須視該董事會之決策過程而定；論者

亦指出，Caremark 案判決確立董事具有基於善意來監督公司的積極義務。 
255 承審法院再次強調「合理過程」（rational process）以及「所有董事會可以合理獲得之重大資

訊」等標準，以凸顯合理決策過程的重要性。尚且，該案法院一再表明，履行監督義務時之主

觀上善意或過程的合理性（good faith or rationality of the process），乃判定決策過程是否適當，

而使得董事會毋需負責的重要關鍵。 
256 蔡昌憲，同註 108，頁 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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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原因包括：監督義務的審查標準可能過於不成熟和不連貫，無法提供董事在

監督之職責範圍提供有效的指導方針。且現代公司的規模和複雜性可能使董事成

功進行監督是有點不切實際的。最後，作為兼職的外部人員，獨立董事在公開公

司中的角色性質可能會使人們期望獨立董事具備有效監督大型公司日益複雜的

商業事務之專業知識或能力變得龐大不合理257。 

因此我國除修法增加獨立董事之權責外，思考如何明確化董事監督義務及違

反時之法律責任，以有效改善董事監督之過程。董事監督義務及義務違反時之究

責目的，除使其權責相符外，更透過究責機制的設計，強化董事盡力監督公司內

控制度及法律遵循之誘因258。 

 

第一節  監督義務性質 

我國與美日不論經濟發展、社會文化及法律制度均著實有異，即使繼受英美

法下的監督義務，應當針對自身情況加以調整董事監督義務之適用要件或範圍，

期達到董事監督義務之實效。以下首先就美國及日本的監督義務性質與規範出發，

試著分析我國法下監督義務性質。 

美國法監督義務性質 

美國董事監督義務之指標案例 Caramark 案中，法院指出董事一旦察覺有不

                                                 

 

257 Lisa M. Fairfax, Managing Expectations: Does the Directors' Duty to Monitor Promise More 

than It Can Deliver? 10 U. St. Thomas L.J. 416 (2012), at 416-417. 
258 蔡昌憲，同註 108，內文註 192。Michelle M. Harner, Ignoring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The 

Role of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in the Economic Crisis, 5 J. BUS. & TECH. L. 45, 47-48 (2010). 

at 53 (“Potential legal liability also influences corporate conduct.”). 以我國鄕林建設案為例，曾宛

如教授指出，「如果董事會對於總經理之選任及其報酬之決定尚可如此罔顧法紀，公司法將業務

執行權統括的交付董事會是否合宜便有可議。…不幸的是，目前法律政策上似乎有日漸加重董

事會角色之趨勢，卻未能對應的解決董事會實際運作時所暴露之問題。也未能對漠視公司法規

之董事為有效率之處置。」曾宛如，董事會與經理人是否真為公司之業務執行機關及業務執行

之輔助機關？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九十九年度重上字第一七四號判決及九十九年度重上字

第一六四號判決所凸顯之亂象論起，月旦法學雜誌，199 期，頁 181，201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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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活動之明顯跡象，不僅有義務採取適當活動，亦有義務獲取充分資訊，並對違

法活動保持緊戒。董事會無違反監督義務之成立，係基於董事會持續性或系統性

怠於監督，且持續性行為缺善意，始有違反監督義務之可能，其本質為注意義務。 

然而觀察 Guttman 案法院見解監督義務性質似乎有了轉變趨勢，由於依德拉

瓦州公司法第 102 條(b)(7)規定，公司章程中得明訂減輕或免除董事因違反注意

義務而生損害金錢賠償責任之豁免條款，許多公司之章程均增列此一條款，惟董

事違反忠實義務或善意義務則不在此免責條款範圍中。因此實務上，原告將必須

盡量主張董事違反忠實義務或善意義務，董事始有損害賠償之責任。再者，

Guttman 案法院，認為善意(Good Faith)係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之必要條件，

而董事若無完全建構任何報告或資訊系統或控制制度，或雖建立卻有意識怠惰

(Conscious Disregard)監督或控制之均違反善意(Good Faith)之要求，即法院審查

董事是否滿足監督義務係透過忠實義務中「善意(Good Faith)」要件。接著，Stone

案確認了上述見解，監督義務屬違反忠實義務中的「善意」，且補充說明衡量是

否善意不應於員工從事某些行為導致不可預期之後果即以事後諸葛角度審查之。

Stone 案法院則認為原告應舉證董事明知其違反「忠實義務」或「明知應作為而

不作為」，亦即德拉瓦州最高法院將董事監督義務之本質由 Caremark 案的注意義

務轉變為忠實義務之一環。蓋在二分法立場下，惡意怠於行使董事監督義務是善

意行為之欠缺(The Lack of Good Faith Conduct)，而善意之要求係忠實義務之子義

務，由法院對於監督義務賠償標準：一、董事無完全建構任何報告或資訊系統或

控制制度，二、雖建立卻有意識怠惰(Conscious Disregard)監督或控制之，可見法

院將「惡意」做為董事成立個人監督義務賠償之主觀構成要件，似乎即有將性質

轉變為忠實義務之意旨。據此，若原告股東對被告董事僅主張注意義務之違反，

基於公司章程之免責條款，被告董事自無庸負責。反之若被告董事有違反忠實義

務或善意(Good Faith)義務，原告股東才有要求董事自負賠償責任的機會。因此，

美國實務上而訴訟策略主張「監督義務」朝向忠實義務內涵發展，似乎是不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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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之趨勢。 

 

事實上無獨有偶的美國學者259試圖解釋法院重新定性監督義務的兩個主要

理由中，這兩個理由都希望提高董事個人責任。首先，第一個重要理由即是本文

上述的免責問題，希望避免免責法規所提供的避風港，例如德拉瓦州普通公司法

第 102（b）（7）條所規定的免責規定，使公司創造條款限制或消除了董事因違反

其受託義務而承擔金錢損害的責任。但是，這種法律不允許對違反忠實義務的這

方面限制，因此法院選擇了忠實義務以脫離法律賦予的保護。這種看法似乎特別

合理，董事因未能有效監督公司的不當行為不再有免責條款的保護。 

其次，許多人認為重新定性是由於希望制衡經營判斷法則的保護，這也增加

了董事個人責任的可能性。為了證明董事違反了他們的謹慎責任，原告必須推翻

經營判斷規則的推定，即推定董事的行為真誠並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然而此舉

證責任對於原告而言過於沉重。因此，經驗證據實證結果顯示，個人責任成立非

常罕見。 

然而，這兩種說法似乎與德拉瓦州法院聲稱欲降低董事承擔個人責任之可能

並不一致，固然 Caremark 案和 Stone 案的法院言辭強烈表明，希望限制董事對

監督違約行為承擔個人責任的程度，目的與手段的不一致，導致監督義務標準仍

搖擺不定缺乏明確性260。 

日本大和銀行案 

董事監督義務內涵與性質判斷之困難，同時曾發生在日本實務上。1995 年，

日本大和銀行海外紐約分行之職員以公司資金從事未獲授權的證券金融商品交

                                                 

 

259 Lisa M. Fairfax, Managing Expectations: Does the Directors' Duty to Monitor Promise More 

than It Can Deliver? 10 U. St. Thomas L.J. 416 (2012), at 416-417. 
260 Id, at 429-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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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時，發生相關業務負責人濫用職權、隱匿交易損失等違法行為261。銀行董事未

能建立內控制度來防免及偵測如此的違反行為，最後導致大和銀行蒙受鉅額虧損

（包含交易損失及遭美國有關機關裁罰之金額）即「大和銀行案（The Daiwa Bank 

Case）」。2000 年大阪地院指出，大和銀行董事因未建立適當的內控制度，致使未

能防免或偵測到公司有損害情事之發生該行董事違反監督義務。致此日本企業即

高度意識到建立內部統制體制之重要性。其後日本於 2002 年修正「商法特例法」

時，即以董事應盡之善管注意義務為基礎，認為其內容應包括建立確保員工遵守

法令及風險管理之內控制度，而明定委員會設置公司之經營機關負有建立內部統

制體制之義務262。2005 年公司法修訂參考大阪地院之見解將董事監督義務明文

化，修訂第 362 條 （Companies Act, Art. 362），明定董事負有建立內控制度之義

務，且該義務之範圍包含法令遵循 （Duty of Compliance with Laws and Regulations）

263。 

我國監督義務性質 

參考美日規定後，反觀我學者之態度，對於我國注意義務中是否內含董事監

督義務？肯定說認為注意義務本內含董事會負有建立適當而有效之內部控制制

度，以監督實際經營團隊免於違法之義務，且對於公司相關事務應提出適當之質

疑或詢問之責任(Duty to Make Inquiry)。相對地，另有採取保守態度的學者264認

                                                 

 

261 周奕，日本大和銀行被美國「驅逐出境」始末──繼「霸菱事件」又一國際金融醜聞，商業

周刊，416 期，頁 91，1995 年。 
262 王志誠，公司監察機關之權限範圍及跨越行使──企業集團內部監控法制之整合研究，月旦

法學雜誌，171 期，頁 25，2009 年。 
263 蔡昌憲，同註 108，內文註 161；另參見杜怡靜，台灣與日本關於公司內部治理機制改革之

比較──以公開發行公司為考察對象，月旦法學雜誌，184 期，頁 33，2010 年 9 月。「…於平成

十八年（二○○六年）在日本所施行的會社法中，要求所有的大公司，應將『公司之董事為確保

公司業務之適正執行，使其執行職務符合法令及章程之規定』作為其董事會決議應遵守之基本

義務（日公司法第三四八條第四項、第三六二條第五項）。此規定，即將內部控制機制之設置賦

予法律上之基礎，並要求大公司之董事會要決定公司設置內部控制機制的方針。」 
264 邵慶平，董事受託義務内涵與類型的再思考－從監督義務與守法義務的比較研究出發，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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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董事義務之內涵應如何界定？在何種情形下，始能認定董事怠於監督，而須對

公司負損害賠償之責？對於積極作為與消極不作為之未盡監督責任為相同評價

似有未洽。 

我國公司法體制上，本文認為監督義務內涵屬於董事執行日常事務之注意義

務，忠實義務目的係處理利害衝突，美國實務上迫於公司章程對於注意義務豁免

條款之現實情形考量始需要將其視為忠實義務內涵，引伸出「明知」主觀要件舉

證困難等困境，且我國學者對於注意義務內涵縱未承認有監督義務之明文，其論

述上多數均包括建立公司內控制度等監督行為265，或提及美國法院之見解，董事

會有義務建立適當而有效的內控制度以監督實際經營團隊免於違法（Duty to 

Monitor）266；或指出因應公司之日常經營已逐漸由董事轉為專業經理人之趨勢，

董事會雖為理論上公司之業務執行機關，但實務上董事會多依法將業務執行分工

予經理人時，董事注意義務之履行應著重於其在董事會之表現及有無透過董事會

建立完整的內部運作流程及監控相關缺失267；判斷重點將放在決策之董事會過程

或制度建置與運作維持而非決策本身。因此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所加諸董事之

注意義務應包括監督義務無疑。 

 

 

 

 

 

                                                 

 

大學法學論叢，66 期，頁 15-16，2008 年 6 月。 
265 林國彬，同註 59，頁 207，「以注意義務而言，較無爭議之行為標準包括監督義務、質詢義

務及在資訊充足之條件下作成經營判斷等。」；王志誠，同註 262，頁 36；楊竹生，同註 110，

頁 1-64。 
266 劉連煜，同註 6，現代公司法，頁 109。 
267 曾宛如，董事忠實義務於台灣實務上之實踐──相關判決之觀察，月旦民商法雜誌，29 期，

頁 153，2010 年 9 月。 



DOI:10.6814/THE.NCCU.LAW.009.2019.F10 

 

101 

 

第二節  監督義務之責任主體 

董事個人 

美國法上多起對於監督義務之案件均以現任董事、前任董事或職員等個人為

被告，而法官對於監督義務之性質認定為個人責任應無懸念，Graham 案股東主

張董事應為公司涉及反托拉斯違法行為負責（Derivative action on behalf of 

corporation against directors and four of its non-director employees for damages 

allegedly sustained by corporation by reason of anti-trust violations.）。Caremark 案被

告為「董事及非董事之公司員工個人」（Directors and four of its non-director 

employee）。在 Guttam 案268原告針對涉及內線交易、未能防止財報不實發生之會

計違法情形之「董事」（Directors）違反受託義務。至於 Stone 案269，原告主張「八

位現任及七位前任董事（Present and Former Directors）」應該對違法職員負責。

AIG 案係股東對「前董事及非董事之職員」主張對於不實財報未盡監督責任違反

受託義務而向其求償。Citigroup 案中則是原告針對「員工及董事」未能保護公司

免於次貸風暴市場之影響違反受託義務。 

我國有認為，現行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已非公司機關僅為董事會之構成員，

除另有依委任內容，其法定任務僅出席董事會行使表決權，無權亦無義務獨立執

行業務，當不負責270。而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為任務懈怠責任，需有惡意

或過失，始生責任。惟反對學者認為董事此種同時具備機關(Vorstand)性質，行為

代表公司(公司法第八條)；又具有個人(機關擔當人)(Vorstandsmitgleder)特質，獨

立與公司建立法律關係(公司法第 192 條)，可充分解釋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

                                                 

 

268 同註 155。 
269 同註 166。 
270 黃清溪，同註 216，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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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機關違反義務時，董事亦負擔個人之連帶賠償責任。則董事乃董事會成員，

為公司法定必備執行業務機關。 

至於我國實務見解，太電掏空案271中，法院指出董事不得以並未親自編製本

件不實財務報告、非執行業務或善意信賴會計師查核而免責：「董事會對公司經

營狀況、業務執行情形知之甚詳，對於財務報告上記載財務及業務情形應盡實質

之內部監查義務。縱非由董事親自編造，然董事應就公司之執行業務人員負有內

部監察之權限及責任，會計師並非公司執行業務人員，其進行查核簽證屬於外部

監控機制，此與董事應為內部監察權限責任，核係二種不同監控機制，仍應各依

法定職責執行職務發揮功能，是董事（會）就公司財務報告仍須為實質審核通過

確認。準此，董事自不得以財務報告已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卸免自己應盡編造實質

審核財務報表責任。」承認「董事會」有維持財報正確之義務，而董監事則有監

察義務，若未履行則涉及侵權行為之損賠責任（公司法第２３條第 2 項）：「董事

會為財務報告法定編製者、監察人為財務報告法定審查者，依法負有確保財務報

告正確性之法律義務。被告董監事執行財務報告編製、查核承認之職務時，並未

善盡其等實質審查之內部監察義務，致未發現、無法及時查出經營管理階層不法

舞弊行為，被告董監事依公司法第 8 條規定為公司負責人，執行上開職務違反法

定義務，自應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 

惟亦有認為內控制度建置與維持並非董事個人責任：幸福人壽案272即認為維

持內控制度有效運作係董事會共同責任而非董事個人：「保險業內控辦法係為確

保保險業健全經營，要求保險業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102 年 7 月 16 日裁

處亦以上訴人未建立、檢討修訂以有效發揮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為據，依上說明，

被上訴人並未違反上訴人斯時之不動產處理程序，若仍造成上訴人受有損害，是

                                                 

 

271 同註 246。 
272 同註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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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上訴人之不動產處理程序制度未臻完善，或係稽核室未發揮效能所致。而依照

保險業資產管理自律規範第 11 條規定：『董事會應遵照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

度實施辦法通過內部控制制度，並應考量下列各事項，以監督公司是否依投資政

策及相關法令執行。』，亦即內部控制制度之制定或修改，乃上訴人董事會之職

責範圍，此為兩造所不爭執，鄧文聰固然身為董事長，亦無從為董事會全體負修

改內部規範之責，既非鄧文聰、李廣進、潘善建及杜建志等之權責，上訴人自難

以受該裁處而向其等究責。」 

本文以為，該法院見解對「董事會」建置內控制度之責任似有誤會，保險業

內控辦法要求「保險業」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董事會應遵照保險業內部控

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通過內部控制制度之相關規定，應認為係董事監督義務之

重要內涵。蓋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各位董事經會議體形式做成決議之「共識決」

決策方式，是為達成共識所為之制度設計，個別董事仍須對公司負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並非指稱單一董事無法做成決議，即認定其對內控制度建置與維持無

須負責。對於保險業內控辦法要求「保險業」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正確理

解似乎應該是「全體董事」必須一併對公司負起維持公司內稽內控制度有效維持

之責。 

相反地，實務見解亦有認為董事個人行為應由公司董事會負責之情形，例如

鄉林建設案273中經理人請求給付獎金，公司主張董事會已否決該辦法，獎金發放

失所附儷，法院認為固然僅經由董事長批准獎金辦法，惟既為公司之代表人（法

定代理人），其所為不論係法律行為或事實行為，均為公司之行為。作為公司經

營者，董事會理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監督並全盤兼顧管理人之管理或思

慮未及之處，就年報等詳加審閱，避免怠忽監察職責，此為董事會之責任。由上，

                                                 

 

273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三 360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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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表冊、營業報告書、損益表、年報等，既經董事會通過、監察人查核，不論

董事是否全部參與，董事會均應對其內容之真實負責，否則無以保障股東權益及

公司利益。從而被上訴人依據系爭獎金辦法所支領之獎金，係公司依據其法定代

理人所批准之簽呈（含系爭獎金辦法）所發給，非僅是董事個人之決定，並依法

定程序由董事會編製相關表冊、報告，經會計師、監察人審查通過，復揭露於公

司年報內，經股東會決議通過，足以證明兩造間已就上揭獎金之發給成立合意。 

本文以為，監督義務既屬董事受託義務，就受託義務理論而言，凡討論受託

義務即係基於個人責任而來，無論係依照英美法中信託關係、代理關係甚致我國

的委任關係，若係董事會具有團體責任，董事會屬於公司最高業務執行機關，不

具備法人地位，何有權利能力而言，枉論究責？且公司股東殊難想像在利害衝突

下向董事會主張賠償。 

另外針對銀行，實務上肯認銀行董事會，負有建立內部控制制度之義務274，

而對於董事個人之監督義務，必須涉及職權範疇始有賠償義務275。然而學者認為

就現階段欠缺董事監督義務之法定內涵下，關於內部控制制度建置之相關規定，

應得認為係董事監督義務之重要內涵276。 

本文以為，賦予董事個人監督義務，對董事個人並非僅生不利影響，董事對

於建置相關內控制度及其有效運作若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實務上即可能

認為董事已盡其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監督義務，不失將董事行為規範具體化，更能

使董事於實務上執行業務時，有所依歸，而降低因違反注意義務所帶來之賠償責

                                                 

 

274 臺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上字第 1036 號民事判決：「按銀行法第四十五條之一第 1 項規定及銀

行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第四條第 1 項規定，是則負有確保建立並維持企銀內部適當有

效之控制及稽核制度義務者，為合議制之董事會，並非董事長個人，自不得因丁、丙曾任企銀

之董事長，即謂其負有單獨建立並維持該行適當有效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之義務。其等既未負

有單獨建立並維持該行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之注意義務，縱該行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有所缺

失，亦難逕以認其等有故意或過失可言。」 
275 同註 246。 
276 楊竹生，同註 110，頁 52-54；洪秀芬，董事會獨立經營權限及董事注意義務，政大法學評

論，94 期，頁 247，200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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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風險。 

 

獨立董事 

我國獨立董事制度制定，立法者考量企業環境不宜遽然全面強制設置獨立董

事，本有一定彈性。金管會於 2011 年進一步擴大強制設置獨立董事的範圍，希

望透過董事會成員獨立性之提升，以強化我國公司治理效能。惟董事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對公司負有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由於獨立董事亦屬董事，在法

無明文排除下，自然與一般非獨立董事者，負有相同的義務與責任。 

美國的 Lutz 案認為外部董事具有與德拉瓦州公司的普通董事相同的責任，

他們的外部地位是公司法的創立，但並未減少其義務。因而外部董事，對該公司

與投顧公司所簽訂之管理契約並未審議即自動同意、未詳細檢視其向美國證期會

提出之資料、完全不知悉公司之決策、亦不知悉公司是否有遵照決策意旨行事、

對於公司所買賣之證券投資組合也沒有參與討論、亦不知公司中何人操作證券之

買賣、且容許投顧公司未經過該公司董事之諮詢即主導共同基金公司之運作，本

於前述不作為之事實，法院認定外部董事完全怠於職務，對公司之損害應連帶負

起損害賠償責任。 

英國雖然區分執行董事與非執行董事，但英國公司法認為非執行董事對公司

之承諾與一般質董事相同，所有的董事均對董事會所作之決定承擔相同法律責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2003 年的 Equitable Life v Bowry 案法院認為「期待非執行董

事能合理地判斷董事會決策和監督行政管理的獨立性，這顯然是有爭議的」，似

乎英國法院操作 2006 年英國公司法第 174 條第 1 項要求董事負有合理注意義務

的客觀審查標準態度較為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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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國在太電掏空案277中被告抗辯其為外部董事，法院指出所謂『外部董事』，

係相對於『內部董事』而言，指為同時兼任公司經營團隊職務之董事，為自公司

法相關規定並未區分內部董事或外部董事，對於董事編造財務報告之義務為相同

規範觀察，可見無論何種董事皆須負相同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程度甚明。被告辯稱

非內部董事非執行業務董事主張免責云云，恐無其據。因此針對財報真實性亦屬

獨立董事之義務。 

又鄉林建設案中公司總經理高達三千萬以上之酬金是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其中董事會組成包含二位獨立董事，依證交法第 14 條之 3 規定，獨立董事對於

董事會決議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者，應於會議紀錄載明，強調獨立董事監督公司

運作之功能；而本案均未提出保留意見。受學者質疑該公司董事會「七名董事中

有四名董事心知肚明三千萬以上之高薪自何而來，但二名獨立董事若未曾詢問，

更加使人質疑獨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所能揮之功能。278」該二名獨立董事似可能

因未履行證交法第 14 條之 3 第 1 款「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以及第 3 款

「涉及董事或監察人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該案原告當時乃總經理兼董事）等

法定義務，而或有監督義務違反之虞279。縱然身為獨立董事仍須對公司內部控制

制度失靈負責。 

綜上，法院實務認為公司法等相關法令，並未特別限制獨立董事職權之行使

範圍，獨立董事之權限與一般董事相同，故不得以不能參與決策致不能監督公司

業務狀況之情形為辯，而免除其依公司法第 23 條所應負之義務。 

學者對此有不同意見，有認為對執行業務相對不熟悉之獨董課予過重責任。

比較日本大和銀行案判決對於違反注意義務，致未能建置內控制度以偵測未經授

                                                 

 

277 同註 245。 
278 曾宛如，同註 258，頁 180。 
279 蔡昌憲，同註 108，頁 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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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交易損失的董事，課予鉅額的個人責任，日本商界反彈後推動董事責任限定

的修法。隔年(2001 年)即修改商法，容許得透過股東會決議將董事之個人責任限

於董事年薪的一定倍數，但不得排除故意不法行為或重大過失者280。另有學者表

示，董事會功能與管理階層對事務瞭解程度不同，區分獨立董事與執行業務董事

之法律責任，獨董應參考外國立法例設立免責事由281。對於過度強調受託義務之

重要性，將降低專業人士擔任獨立董事之誘因，亦使擔任者管理態度保守，反不

利公司股東利益，對於甫引進獨立董事制度之發展極為不利，故建議增訂「外部

董事免責」制度。由於獨立董事與內部董事職務性質不同，責任亦應有差異，參

考日本修法容許得以章程或股東會決議等方式讓獨立董事之民事責任獲得減免

282。 

本文以為針對金控與銀行業，其內控辦法第 19 條規定應將內部稽核報告交

付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查閱，除另有規定外，應於查核結束日起二個月內報主管

機關，設有獨立董事者，應一併交付。金控及銀行業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前將次

一年度稽核計畫以書面交付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核議，並作成紀錄，如未設審計

委員會者，並應先送獨立董事表示意見。年度稽核計畫並應經董事會通過；修正

時，亦同。第 42 條亦規定內部稽核人員及法令遵循主管，對內部控制重大缺失

或違法違規情事所提改進建議不為管理階層採納，將肇致所屬金融控股公司（含

子公司）或銀行業重大損失者，均應立即作成報告陳核，並通知獨立董事及監察

人（監事、監事會）或審計委員會，同時通報主管機關。可見獨立董事立法者期

待其發揮監督機制，公司內稽報告查閱之職務內容，其對日常營運熟悉度不及一

般董事，亦得透過例行報告予以了解，復賦予其檢查權，對此似不得以欠缺專業

                                                 

 

280 黃百立，日本董事注意義務之研究，中原財經法學，19 期，頁 292-293，2007 年。 
281 林仁光，董事會功能性分工之法制課題──經營權功能之強化與內部監控機制之設計，臺大

法學論叢，35 卷 1 期，頁 237，2006 年。 
282 邵慶平，同註 159，頁 169、190-19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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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不熟悉公司事務卸責。 

監察人 

在只有監察人而無獨立董事之公司，監察人在職權行使上可否適用董事監督

義務(其本質內涵為建立並有效維持內控制度)之司法審查標準？理論上，我國監

察人之職權包括業務監督與會計監督283。惟公開發行公司之內控制度乃由經理人

所設計，並經董事會通過（內控準則第 3 條第 1 項參照）。且公開發行公司董事

會透過內部稽核單位之輔助，來檢查及評估內控制度之績效。基本上，此等內部

稽核人員本應有一定之獨立性（內控準則第 16 條第 1 項參照）；然而，此單位隸

屬於董事會，且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及內部稽核之具體實施，均應經董事會通過

（內控準則第 4 條第 1 項、第 11 條第 1、2 項、第 13 條第 4 項參照）。學者認為

284按上述法規，在我國建立並有效維持內控制度似主要屬董事之業務監督權或內

部監查權之範疇。因此，在我國未設有獨立董事之公司，其監察人對內控制度有

無同意權或表達意見權，誠不無疑問285。 

由我國實務而言，太電掏空案286法院認為股份有限公司之監察人得隨時調查

公司業務財務狀況及查核簿冊文件，或對於董事會編造提出各種表冊調查實況等

事務，因須具備會計等專門知識，若監察人在行使上開廣泛之監察權時，若因不

具備專門知識者，則得委託會計師審核之。公司法第 218 條第 2 項及第 219 條第

2 項定有明文可參。查，本件監察人從未因自己欠缺專門知識，於行使上開監察

權現實委由會計師審核；雖太電公司歷來之財務報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但監察

人有隨時查閱公司財務業務狀況及查核簿冊文件之實質查核權，權限範圍遠大於

                                                 

 

283 王志誠，同註 262，頁 17。 
284 蔡昌憲，同註 108。 
285 杜怡靜，同註 285，頁 38；王志誠，同註 262，頁 7-8。 
286 同註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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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電公司委託會計師辦理有關財物之查核簽證事項，是監察人自亦不得以太電公

司歷年來財務報告已經會計師簽證為由卸免自己應盡之實質監察義務。被告所辯，

顯屬無據。 

關係人土地交易案287中，上訴人雖以其僅為監察人，在董事會中無發言權、

決定權，亦無異議及作為之權利為抗辯。遭法院直指按公司與監察人之為民法委

任；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監察人得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董事會或董

事執行業務有違反法令、章程或股東會決議之行為者，監察人應即通知董事會或

董事停止其行為；監察人執行職務違反法令、章程或怠忽職務，致公司受有損害

者，對公司負賠償責任；監察人對公司或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而董事亦負其

責任時，該監察人及董事為連帶債務人288。又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44

條第 1 項規定：「監察人應熟悉有關法律規定，明瞭公司董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及各部門之職掌分工與作業內容，並列席董事會監督其運作情形且適時陳述意見，

以先期掌握或發現異常情況」、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

執行及董事、經理人之盡職情況，並關注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執行情形，俾降低

公司財務危機及經營風險」。監察人職司公司業務執行之監督與會計之審核，負

有通知董事會停止其違法行為之權限，竟對董事會召集程序一再出現違法情事予

以容認而未見有所作為，已難辭怠忽職務之咎。案件事實部分，該名監察人於董

事會就董事長、副董事長、董事等人討論購買系爭土地議案時雖同時列席，惟對

本件重大影響被上訴人利益之議案是否符合內部控制制度，從未置有一詞，．．．。

顯見監察人對於購買系爭土地事宜，並未依法忠實執行監督職務。則其就公司因

購買系爭土地所受之損害，應依公司法第 226 條、民法第 185 條規定負連帶責任

                                                 

 

287 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重上字第 53 號民事判決。 
288 公司法第 216 條第 3 項、第 218 條第 1 項前段、第 218 條之 2、第 224 條、第 226 條分別定

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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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在力霸掏空案中290，公司在假扣押裁定中主張監察人怠於履行監督義務，依

民法第 184 條第 1、2 項（違反保險法第 146 條之 2、第 146 條之 3、第 146 條之

8、第 168 條、第 168 條之 2 保護他人法律）、第 544 條及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

等規定，請求連帶賠償損害，惟法院認定，另案刑事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與

本案起訴所主張之原因事實無關，原告縱因被告之其他行為（即上開未盡監察人

監督義務）而受損害，得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要不得於刑事訴訟程序中提起附帶

民事訴訟。是原告對被告提起本件附帶民事訴訟，其起訴要件不完備，為不合法，

爰依民事訴訟法第 249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以裁定駁回其訴291。 

2007 年財報不實案件292中原告訴追公司監察人責任，法院肯認監察人之事

前監督義務，以發現、阻止掏空公司之不法行為。事後亦未盡其查核帳簿表冊之

監督義務，造成公司對外公告之系爭財報有虛偽隱匿之情事，有違公司負責人之

善良管理人義務之重大過失。 

綜上，多數法院見解似乎傾向監察人係具有監督義務，違反者亦有賠償責任，

然僅有監察人而無獨立董事之公司的內控制度是否受監察人監督？董事監督義

務之適用要件及範圍是否適用於監察人？此等問題均尚待未來再作進一步的研

究。 

本文初步認為，監察權及監督義務具有性質上不同：公司法所賦予監察人相

關監察權為對公司經營事務事前的防範；至於監察人之監督義務則係對事後的究

責，監察人縱有監察權亦不影響其有成立監督義務之餘地。監督義務做為注意義

務的具體內涵，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

                                                 

 

289 同註 287。 
290 力霸、東森集團各被告違反證券交易法等罪案件新聞稿，最高法院新聞稿，發稿日期：105

年 9 月 2 日，頁 4。 
291 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重訴字第 19 號民事裁定。 
292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6 年度金上字第 1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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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作為公司負責

人即有監督義務。然而監察人依公司法第 8 條第 2 項，股份有限公司之監察人，

僅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作為公司負責人。亦即作為公司「職務負責人」所負的監

督義務與一般負責人應有所區別，監察人並未參與日常董事會決議，僅在公司法

所賦予其職務範圍內應做適當監督公司內稽內控制度之維持，依金控及銀行內稽

內控辦法第 32 條規定，法遵單位必須每半年定期向董事會及監察人(或審計委員

會)報告，如發現有重大違反法令或遭金融主管機關調降評等時，應即時通報董

（理）事及監察人（監事、監事會）等內涵；再者，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第 4 條規定，公開發行公司應以書面訂定內部控制制度，並經董事會通過，董事

異議且紀錄書面聲明，公司應將異議意見連同經董事會通過之內部控制制度送各

監察人。由上述規範觀察，固然內稽內控制度之建立本身監察人並無權決策，然

立法者仍期待監察人能充分掌握公司日常運作情況，對於內控制度之運作加以監

督，固然其責任範圍不應與一般董事等同視之，然監察人仍需在公司法及相關辦

法所賦予「職務範圍及監察權行使之範圍內」監督公司營運及職員業務執行情況，

負公司法賦予公司職務負責人在職務範圍內的監督責任。然而監察人具體必須達

到何種程度的行為始稱作符合其職務範圍內的監督義務，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與

實務案例的累積。 

 

法人股東 

另受學者關注的係法人董事之代表人及其法人股東的究責問題，法人董事制

度係屬我國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之特殊立法293，至 2018 年修法中亦曾討論廢

                                                 

 

293 廖大穎，評公司法第 27 條法人董事制度──從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一年度上字第八七○號與板

橋地方法院九十一年度訴字第二一八號的啟發，月旦法學雜誌，112 期，頁 198，2004 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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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蓋該制度衍生問題不勝枚舉，代表人行使法人董事職務時，因故意或過失致

有害公司之營運，法人與其代表人之法律責任如何釐清與追究即屬一例。 

首先按法律關係，一般而言學者多認為董事職務之委任契約係存於法人董事

與其當選為董事的公司之間，故該法人董事所指派之代表人與其被指定代表執行

職務之公司間，理論上並無存在委任之法律關係。則法人董事指派之代表人對於

其被派往之公司是否負有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之受託義務？ 

花蓮企銀案最高法院294認為董事長與公司間係具有委任關係，依法應具專業

資格，自難諉稱不知公司虧損，卻利用職務之便及內控疏漏、事後稽核制度未落

實之際，違反花蓮企銀所訂頒之公司章程，領取各項獎金，且明顯違反報酬之上

限，致使花蓮企銀遭金管會裁處四百萬元罰鍰。且法人亦應連帶負責：「太平洋

公司為花蓮企銀之法人股東，蔡志浩為太平洋公司指派具有代表該公司之代表人，

太平洋公司自應依民法第二十八條規定連帶負賠償責任。」 

學者指出於「債權相對性」原則下法人董事指派之代表人與其被派往之公司

間法理上無契約關係，實務過去亦採此見解295，則該代表人對該公司似不負有受

託義務，將造成原告可能無法依公司負責人之受託義務追究代表人的責任之不當

結果。縱然實務運用上如上述花蓮企銀案或是證券交易法第 157 條短線交易等，

不乏要求行使職權之自然人負責，為欠缺法理支持，學者因而有提出類推適用事

實上董事（De Facto Director）之見解，以「事實上董事」之認定使該自然人代表

與該法人董事負同一責任與義務296，法人董事指派之代表人，符合公司法第 8 條

                                                 

 

仁光，公司法第二十七條法人董監事制度存廢之研究，臺大法學論叢，40 卷 1 期，2011 年。 
294 最高法院 101 年台上第 1342 號判決。 
295 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532 號民事判決：「又上訴人既係依被上訴人公司之法人股東即弘

勝公司或北大公司之指定，代表其行使董事職務，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公司間，自不生民法之委

任關係，上訴人主張其與被上訴人公司間有委任之法律關係，顯有誤會。」 
296 劉連煜，同註 6，頁 114（「所謂事實上董事，指非董事而事實上有執行董事業務之實質內涵

者，例如一般常見之公司總裁。」）；郭大維，公司經營者的傀儡遊戲──論公司治理下幕後董事

之規範問題，月旦法學雜誌，184 期，頁 17，2010。（「幕後董事之責任係一間接責任

（secondary liability）。唯有公司董事違反其義務，幕後董事始可能承擔法律上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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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規定，則此等實質董事亦屬公司負責人，應負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之注

意義務下的監督義務297。或以受託義務之發生作為論據298。無論如何多數學者亦

贊同法人董事指派之代表人，與其所派往之公司間，至少承認具有「類似」忠實、

注意義務之存在299。 

至於公司法第 27 條第 2 項的法人股東自然人代表當選董事，按法律關係，

一般學者多認為董事職務之委任契約係存於法人董事代表之自然人與其當選為

董事的公司之間，故該法人與其被指定代表執行職務之公司間，理論上並無存在

委任之法律關係。則法人對於公司是否負有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之注意義務下

的監督義務？觀察實務見解多以侵權行為責任下的共同侵權行為(民法 185 條)，

要求法人股東與當選董事之自然人一同對公司負注意義務。 

本文以為原則上法人股東亦應負責，蓋就比較法而言，美國法針對該法人股

東要求其對於指派自然人選任董事該「指派行為」負注意義務。又觀察我國實務

上法人股東代表董事與其法人股東間關係密切，股東縱未擔任公司董事，對於所

指派之自然人擔任董事，在公司董事會中的決策，具有事實上指揮監督權力，其

對公司影響力不容小覷，且法律關係性質上通常為委任關係，則代表董事作為受

任人有向委任人報告之義務，對於公司事務之熟悉及理解程度不亞於法人代表董

事，則責任亦應等同視之。於法理上法人代表董事與法人股東對公司均應負監督

責任，至於具體規範可以討論的包括：民法第 28 條規定、公司法上的實質董事

概念等等，或是參考實務做法，以共同侵權行為(民法第 185 條)作為法規依據。 

                                                 

 

297 蔡昌憲，同註 108，頁 1856。 
298 曾宛如，同註 267，頁 148-149。 
299 劉連煜，同註 6，現代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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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 

同樣受到實務關注的300除了公司董監事有監督義務外，經理人違反法令遵循

義務，導致公司遭受主管機關罰款，經理人對公司應否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上字第 765 號民事判決指出：上訴人為被上訴人之經

理人暨法令遵循專員，而系爭土地之投資及法令遵循等為其職責範圍，上訴人就

不動產投資事務範圍內，為公司法第 8 條第 2 項之負責人。上訴人既為統理不動

產投資事務之經理人暨法遵專員，明知保險法 146 條之 2 即時利用之規範仍未審

慎評估投資系爭土地，購入後不依原約定行使買回權，又未積極利用，限期開發

或處分，違反保險法第 146 條之 2 規定之利用收益行為，終致被上訴人受金管會

裁罰 180 萬元，未盡經理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被上訴人受有裁罰損害，

被上訴人自得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34 條、民法第 554 條等規定向上訴人請求損

害賠償。 

又事後證明，雖然經理人違反法令遵循義務，但公司並未因此受有損害（公

司雖遭罰款，但交易後仍有利潤），經理人是否仍需對公司所受罰款，負擔損害

賠償責任？造成公司受有金管會裁罰損害，而被上訴人於 96 年 9 月 13 日以 3 億

6,445 萬元購入系爭土地，嗣於 100 年 10 月 31 日以 5 億 1 千萬元出售，被上訴

人獲利約 1 億 4 千多萬元，則係土地增值所致，與系爭土地被上訴人於購入後 2

年內未能即時利用並有收益，因違背法令義務之行為而遭金管會裁罰，原因事實

                                                 

 

300 池泰毅，Case Report：幸福人壽 v 前任不動產開發部協理（忠實義務），璞實法律事務所，

2016 年。 

http://www.cawlawfirm.com/cawlawfirm/2016/12/29/%E2%96%A0-case-

report%EF%BC%9A%E5%B9%B8%E7%A6%8F%E4%BA%BA%E5%A3%BD-v-

%E5%89%8D%E4%BB%BB%E4%B8%8D%E5%8B%95%E7%94%A2%E9%96%8B%E7%99%BC

%E9%83%A8%E5%8D%94%E7%90%86%EF%BC%88%E5%BF%A0%E5%AF%A6%E7%BE%A

9 (最後瀏覽日：2018/09/17) 

 

http://www.cawlawfirm.com/cawlawfirm/2016/12/29/%E2%96%A0-case-report%EF%BC%9A%E5%B9%B8%E7%A6%8F%E4%BA%BA%E5%A3%BD-v-%E5%89%8D%E4%BB%BB%E4%B8%8D%E5%8B%95%E7%94%A2%E9%96%8B%E7%99%BC%E9%83%A8%E5%8D%94%E7%90%86%EF%BC%88%E5%BF%A0%E5%AF%A6%E7%BE%A9
http://www.cawlawfirm.com/cawlawfirm/2016/12/29/%E2%96%A0-case-report%EF%BC%9A%E5%B9%B8%E7%A6%8F%E4%BA%BA%E5%A3%BD-v-%E5%89%8D%E4%BB%BB%E4%B8%8D%E5%8B%95%E7%94%A2%E9%96%8B%E7%99%BC%E9%83%A8%E5%8D%94%E7%90%86%EF%BC%88%E5%BF%A0%E5%AF%A6%E7%BE%A9
http://www.cawlawfirm.com/cawlawfirm/2016/12/29/%E2%96%A0-case-report%EF%BC%9A%E5%B9%B8%E7%A6%8F%E4%BA%BA%E5%A3%BD-v-%E5%89%8D%E4%BB%BB%E4%B8%8D%E5%8B%95%E7%94%A2%E9%96%8B%E7%99%BC%E9%83%A8%E5%8D%94%E7%90%86%EF%BC%88%E5%BF%A0%E5%AF%A6%E7%BE%A9
http://www.cawlawfirm.com/cawlawfirm/2016/12/29/%E2%96%A0-case-report%EF%BC%9A%E5%B9%B8%E7%A6%8F%E4%BA%BA%E5%A3%BD-v-%E5%89%8D%E4%BB%BB%E4%B8%8D%E5%8B%95%E7%94%A2%E9%96%8B%E7%99%BC%E9%83%A8%E5%8D%94%E7%90%86%EF%BC%88%E5%BF%A0%E5%AF%A6%E7%BE%A9
http://www.cawlawfirm.com/cawlawfirm/2016/12/29/%E2%96%A0-case-report%EF%BC%9A%E5%B9%B8%E7%A6%8F%E4%BA%BA%E5%A3%BD-v-%E5%89%8D%E4%BB%BB%E4%B8%8D%E5%8B%95%E7%94%A2%E9%96%8B%E7%99%BC%E9%83%A8%E5%8D%94%E7%90%86%EF%BC%88%E5%BF%A0%E5%AF%A6%E7%BE%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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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係屬二事，上訴人自不能以被上訴人嗣後售出系爭土地獲有利益，即認被

上訴人遭金管會以系爭裁處書裁罰 180 萬元並無受到損害，而解免其違反保險法

規定未盡注意義務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所應負之責任。 

 

第三節 監督義務之客觀範圍 

 

亞洲公司治理協會（Asian Corporate Governance Association, ACGA）於 2011 

年 2 月發表「ACGA 臺灣公司治理白皮書」而指出，董事會有效性（board 

effectiveness）乃我國目前待加強的公司治理關鍵議題之一。實際上，我國雖有內

控制度、法令遵循、甚至含括風險管理的相關法令，然實務上落實法令遵循制度

情形並未確實，導致重大弊案層出不窮，頻生內控失靈而致公司損害的事件，影

響我國投資大眾、社會安定及交易秩序。事實上，隨著現代公司規模逐漸擴大，

股權分佈日益分散，公司治理上所有權與經營權分散成為常態。董事經公司委任

而作為公司的「經營者」，其受任處理之事務不僅包含作成公司業務的相關重大

決策，也兼及對員工執行業務行為之監督與管控。因此企業對於法令遵循制度之

落實與董事監督功能具有相當關係，我國立法者近年來雖針對公司治理的相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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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性委員會外，或許如何同步透過董事監督義務以強化企業內控制度及法令遵

循的落實，亦屬目前刻不容緩的重要課題。換言之，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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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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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藉由同步協調強化組織性、成員組成以及監督之決策過程等董事會改革的

三要素，作為全面地強化我國董事會監督功能的藍圖，或始能深化董事會改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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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董事會的實質有效性，進而提升我國的公司治理。 

法規範對於董事監督義務之態度必須寬嚴有度，董事使能於企業營運中發揮

最佳監督功能，過寬欠缺嚇阻力道，過嚴則降低擔任動機。因此對於監督義務之

內涵研究，即涉及董事監督義務之範疇縮減或擴大，端視立法者與執法者對於董

事義務採取寬鬆或嚴格態度而有所不同。 

按美國 Caremark 案對監督義務的客觀範圍定義為：「建立及有效維持資訊通

報系統，並避免公司內部經理人及員工產生不法行為」。而「資訊通報系統」即

可謂現今企業採行之法令遵循在內的內控制度301。該判決中揭示董事有義務確保

其公司具有法令遵循機制，且有義務監督公司調查有疑義的活動。可見建置維護

內控制度及法令遵循系統是重要的董事監督義務內涵，因此我國多半對於董事應

做的客觀監督行為之明文規定多屬此類。 

 

 明文法規：維持內控制度之有效性 

監督義務屬注意義務之一環，我國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的「注意義務」302，

以及證交法第 14 條之一第 1、3 項等規定之解釋，似可作為董事監督義務於我國

的現行規範基礎。 

另外對於董事本身守法義務，我國學者303認為現行公司法第 193 條第 1 項：

                                                 

 

301  Rebecca Walker, Board Oversight of A Compliance Program: The Implications of Stone v. Ritter, 

1910 PLICORP 143, 146 (2011); Pan, supra note 102, at 725. 
302 王志誠，同註 262，頁 36，「從公司負責人執行職務應盡善管注意義務之觀點，解釋上應可

認為董事必須依公司規模、營業範圍與特性等因素，以建立完善之內部控制制度之義務，防止

舞弊情事之發生；理論上，法院似得發揮法官造法之功能，透過判決於個案中構建董事負有建

立完善內部控制制度之義務，並為善管注意義務之一環…。」 
303 蔡憲昌，同註 108，頁 1863，內文註 172；邵慶平，同註 264，頁 27-28（「惟從我國公司法

第一九三條規定來看，該條既僅規定『執行業務，應依照法令』，而對於『法令』之範疇未有任

何特別的說明或限制，解釋上自應包括所有法律命令，而不依不同法律命令之性質的差異，而

有區別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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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執行業務，應依照法令…。」其「法令」似亦可解釋包含國內外法令，

藉此作為董事完整之法令遵循義務的請求權基礎。 

然而對於董事監督義務，尤其係維持內稽內控制度運作之有效性規範應有更

詳細的分析。 

首先所謂內控制度，依據內控制度依據美國內部稽核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l 

Auditors,簡稱 IIA） 2013 年 1 月立場聲明書「有效風險管理與控制的三道防線

(The Three Lines of Defense in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304」所提出

有效實踐風險評估之三道防線，第一道防線為營運管理305；第二道防線為「風險

管理和遵守法規職責」，藉由營運管理來促進和監督有效風險管理方法的實施，

協助風險負責人確認可能承受風險，整合並報告整個企業的風險相關訊息，是為

風險管理。再者遵守法規部分，監控未遵守適用法律和法規的風險。為確保符合

法規，向第一道防線提供必要協助及訊息。並向管理層和董事會報告公司合規狀

況，係法遵部門重要責任。最後第三道防線則為內部稽核306。 

法令遵循作為內控制度的第二道防線，董事對於建置公司內部的法令遵循制

度以及維持有效運作是預防公司員工違法最佳的防範方式之一，亦係充分履行董

事監督義務之職責。然而法令遵循制度在各行業間型態大相逕庭，本文礙於篇幅

及能力，挑選近年修法的銀行業法令遵循制度做討論。 

                                                 

 

304https://na.theiia.org/standards-

guidance/Public%20Documents/PP%20The%20Three%20Lines%20of%20Defense%20in%20Effectiv

e%20Risk%20Management%20and%20Control.pdf (最後瀏覽日：2018/08/26) 
305 加強風險評估的三道防線，匡騰 Quantum Compliance https://tw.usequantum.com/3-lines-of-

defense-risk-assessment-software/ (最後瀏覽日：2018/08/26)「在營運管理原則下，因應系統運作

和流程而制定出的一套控制管理，該控制管理須確保內部運作符合法規，同時突顯流程缺陷和

潛在風險，因此，控制管理具有充分的管理和監督權。在此前提之下，營運管理自然成為第一

道防線。作為第一道防線，營運經理面對『擁有和管理』風險。他們須負責維護內部控制，並

負責執行日常的風險和控制程序。管理層還需確認、評估、控制和減輕風險，對內部政策及程

序的制定和實施進行指導，確保所進行的活動與目標一致。他們同時還須負責執行矯正措施來

解決流程和控制缺陷。」 
306 同上註。 

https://na.theiia.org/standards-guidance/Public%20Documents/PP%20The%20Three%20Lines%20of%20Defense%20in%20Effective%20Risk%20Management%20and%20Control.pdf
https://na.theiia.org/standards-guidance/Public%20Documents/PP%20The%20Three%20Lines%20of%20Defense%20in%20Effective%20Risk%20Management%20and%20Control.pdf
https://na.theiia.org/standards-guidance/Public%20Documents/PP%20The%20Three%20Lines%20of%20Defense%20in%20Effective%20Risk%20Management%20and%20Control.pdf
https://tw.usequantum.com/3-lines-of-defense-risk-assessment-software/
https://tw.usequantum.com/3-lines-of-defense-risk-assessment-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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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業的特性 

金融業涉及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乃至國家安全，做為特許非自由競爭的行業，

其壟斷性必然影響市場機制正常發揮作用。又銀行接觸客戶財務之信息性質極隱

私敏感，亦應重視資訊安全機密保護，然而銀行專業門檻高、信息披露度相對低，

市場上之資訊不對稱投資大眾難以對金融機構風險和業績作出準確判斷。因此，

透過政府外部監管，調節壟斷性帶來的市場機制相對失靈現象，減輕信息不對稱

造成的評價和監督困難具相當重要性。 

自業務性質而言，金融業尤其是銀行業有著特殊風險。與一般的工商企業不

同，高負債和無抵押負債經營是銀行營運的基本特點，存款戶隨時得要求提兌，

這種特殊的經營方式容易造成風險聚集放大，一旦出現擠兌現象或其他的營運危

機，所危及的往往不僅單個銀行，而生骨牌效應，對於銀行機構不信任心態，會

拖累其他銀行乃至整個銀行體系擠兌，引發系統性金融危機。因此金融監理機構

對銀行頁之規範密度自較其他行業之高，若要瞭解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法令遵循

機制之外部監理規範，銀行業可說是一般公開發行公司指標。如今金融市場全球

化以及活躍的金融創新促進金融業迅速發展，加劇金融體系承擔的風險，甚至超

越金融機構本身所能負擔者，傳統監管制度挑戰激增，加強對銀行業監管係各國

監管機構及專家學者們的共識。國家金融監管機構對銀行業的外部監管與銀行業

金融機構的自律監管是相輔相成的。外部控制上，自 2009 年開始，全球金融規

管強度提高，伴隨而來之違規裁罰金額不斷攀升。據英國金融行為監理總署(FCA)

的統計，2013-2017 年全球計有 13 家重要銀行，先後遭主管機關罰 1 億美元以上

的鉅額罰鍰，此一國際金融的嚴格監理規管趨勢也直接衝擊我國金融機構，例如

2016 年 8 月間國內兆豐銀行因未遵循美國反洗錢相關規定，被重罰美金 1.8 億

元，創下台灣金融史上的罰款新高，我國銀行逐漸意識國際金融監理遵循趨勢所

帶來之壓力。國際上金融機構的法遵業務逐漸扭轉傳統法規諮詢的被動角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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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因應國際趨勢修法後法遵部門亦被賦予更為積極的責任。 

 美國對銀行內控制度的規範 

按美國聯準會 2008 年 10 月的函令 SR 08-8 /CA 08-1168 即闡明：關於銀行

法令遵循風險管理，與其他風險管理項目(如信用風險、市場風險等)不同之處在

於，銀行可以針對其他風險項目訂定風險忍受度(Risk Tolerance)，但對於法令遵

循風險，其風險不僅難以轉嫁，且可容許犯錯或容忍風險的範圍極為有限，因為

銀行必須遵守應適用之法規及行業標準，一旦犯錯甚或可能遭吊銷執照或刑事責

任的懲罰。美國聯準會主要是透過金融檢查，對業者強調有效且全面的法令遵循

風險管理，及監理大型且業務複雜的金融機構之必要性。可見銀行業於市場上與

其他企業類別不同之處，其特許行業有提高監管密度之必要。 

對於銀行業之法令遵循制度規範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具有原則性建議，

2005 年 4 月，BCBS 進一步彙整各國銀行業專家的意見，發布了最終版的「銀行

法令遵循及其功能」(Compliance and the Compliance Function in Banks)的指導性

原則共十點。除對「銀行法令遵循功能」做出明確定義：「係指一個可以辨識、

評估、提出建議、監控及報告銀行法令遵循風險的獨立功能。所謂法令遵循風險，

即是當銀行未能遵守相關法令、規章、行為準則及道德標準時，將導致銀行蒙受

被訴追或被主管機關裁罰的風險，或遭受財產上、名譽上損失之風險。307」外；

規定銀行董事會有責任監督法令遵循風險，並應核准銀行法令遵循政策，以章程

                                                 

 

307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Consultative Document‐ The compliance function in 

banks 3,(issued for comment by 31 Jan 2004, Oct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bis.org/publ/bcbs103.pdf (最後瀏覽日：2018/08/26) 

 (原文為：A bank’s compliance function can be defined as follows: “An independent function that 

identifies, assesses, advises on, monitors and reports on the bank’s compliance risk, that is, the risk of 

legal or regulatory sanctions, financial loss, or loss to reputation a bank may suffer as a result of its 

failure to comply with all applicable laws, regulations, codes of conduct and standards of good practice 

(together “laws, rules and standards”)". 

http://www.bis.org/publ/bcbs1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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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正式文件授權設立法令遵循專責單位，董事會(或其授權之董事會下設委員會)

應至少每年一次審視法令遵循政策及其執行情形，以評估是否已有效管理全行之

法令遵循風險。銀行高階經營層應為銀行的法令遵循風險之有效管理負責。高階

經營層有責任以書面方式建立明確的法令遵循政策，確實執行，且應至少每年一

次將法令遵循執行情形呈報董事會，以評估該政策是否妥適，並針對法令遵循政

策提出必要之修正建議。如有重大違法事件應即呈報董事會(或其授權之董事會

下設委員會)。高階經營層有責任建立持續有效的法令遵循功能，作為法令遵循

分，並採取必要措施以確保其可靠性，並遵守獨立性、充分合理資源及明訂法尊

單位之職責、與內部稽核單位分工作業程序、跨境管理、委外注意事項等法令遵

循功能原則。 

司法審查程序上，1991 年美國司法部修改美國聯邦量刑準則（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Commission Guidelines Manual）第八章關於法人等團體之量刑標準規

定，將企業採行法令遵循計畫(Compliance Program)之有無納入量刑之考量因素。

賦予法官裁量企業不法行為罰金額度之裁量空間，根據該章規定，若企業對於應

適用之相關法律規定於不法行為發生前已訂有法令遵循計畫以預防、偵測並報告

不法行為，並有效實施落實其計畫規範者，可大幅減輕其罰責，並規定企業應在

其授權範圍內為其員工或代理人之行為負責308。依據聯邦量刑指導原則，欲建立

                                                 

 

308 U.S. Sentencing Guidelines Manual §8B2.1 (2015) Effective Compliance and Ethics Program “ 

(a) To have an effective compliance and ethics program, for purposes of subsection (f) of §8C2.5 

(Culpability Score) and subsection (b)(1) of §8D1.4 (Recommended Conditions of Probation - 

Organizations), an organization shall— 

(1) exercise due diligence to prevent and detect criminal conduct; and 

(2) otherwise promote a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that encourages ethical conduct and a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Such compliance and ethics program shall be reasonably designed, implemented, and enforced so that 

the program is generally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and detecting criminal conduct. The failure to prevent 

or detect the instant offense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 program is not generally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and detecting criminal conduct.”. Available at https://www.ussc.gov/guidelines/2015-

guidelines-manual/2015-chapter-8(last visited：2018/08/09);馮震宇，企業當責與社會當責，當責

不可忽略法令遵循，能力雜誌，頁 62，2008 年 4 月;吳瓊佩，我國銀行法令遵循制度之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頁 12，2014 年 7 月。 

https://www.ussc.gov/guidelines/2015-guidelines-manual/2015-chapter-8
https://www.ussc.gov/guidelines/2015-guidelines-manual/2015-chapte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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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理有效之內部機制以阻止發覺並通報公司之違法行為，公司應至少採取下列

步驟： 

（a）為建立一個有效的法令遵循和職業倫理的內部控制制度，公司應 

（1）盡職調查以防止和發現犯罪行為; （2）以其他方式促進鼓勵道德操守

和遵守法律承諾的公司文化。這種促進公司法令遵循和員工職業倫理的內部控制

制度應合理設計，實施和執行，以便該內部控制制度通常能有效預防和發現犯罪

行為。未能防止或發現即時犯罪並不一定意味著該控制制度不能有效預防和發現

犯罪行為。 

（b）董事應盡職調查和建立職業倫理的公司文化並遵守（a）款所指的法律

的要求，最低限度要求：（1）公司應制定標準和程序（內部控制制度）以預防和

檢測犯罪行為。（2）（A）本公司的董事應了解法令遵循和職業倫理之內部控制制

度的內容和操作，並對法令遵循和職業倫理計劃的實施和有效性進行合理監督。

（B）公司的董事應確保組織具有有效的法令遵循和職業倫理規範，如本指導原

則所述。另外董事應指定高級管理人員中的具體人員全面負責法令遵循計劃。（C）

公司內的特定個人應被授予內部控制制度的日常營運責任。具有營運責任的個人

應定期向高級管理人員報告，並酌情向董事會或旗下之委員會報告法令遵循與職

業倫理計劃的有效性。為履行這種營運責任，應給予這些人足夠的資源，適當的

權力，並直接進入董事會或或旗下之委員會報告。（3）公司相關人員應盡合理努

力，盡職調查個人從事非法活動或其他與不符法令遵循和職業倫理的行為。（4）

（A）公司應採取合理步驟，通過開展有效的培訓計劃，向（B）項所述的個人定

期和實際地交流標準和程序以及內部控制制度的其他方面。（5）公司應採取合理

的步驟 - （A）確保遵守公司能遵守法令和道德規範，包括監督和審計以發現犯

罪行為; （B）定期評估組織法令遵循和職業倫理內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 （C）

擁有一個匿名或保密機制的系統，由此公司的員工可以報告潛在或實際犯罪行為

的投訴，而不用擔心遭到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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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對於公司之規模，該指導員則在附註中表示：總體上，公司為滿足本指

導原則的要求（包括內控制度標準和程序的必要特徵）而採取的行動的形式和範

圍取決於組織的規模。對於大型公司應該投入更多正式的業務和更多的資源來滿

足本指導原則的要求，適當時，一個大型公司應該鼓勵小型公司（尤其是那些與

大型公司建立或試圖建立業務關係的公司）實施有效的內控制度。而小型公司為

滿足本指導方針的要求，小型公司應表現出與大型公司一樣的道德行為承諾和遵

守法律的承諾。但是，一個小型公司可能會無法滿足本指導方針的要求，尤其資

源少於大型組織所擁有的。小型公司可以以非正式性和使用較少資源滿足本指導

原則之要求：（I）董事會直接管理公司的內控制度來履行其監督法令遵循和職業

倫理的責任；（II）透過員工會議培訓員工，並在管理公司時定期「走動」或持續

觀察進行監督；（三）利用現有人員，而不是單獨聘用員工來執行內控制度309。 

另外美國沙賓法案(Sarbanes-Oxley Act)規範，公開發行公司的管理階層應建

立與維持一套財務報告之內部控制制度，並且必須在公司年度報告中評估此內部

控制制度。而沙賓法案也授權美國聯邦證管會 (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 SEC)，要求證券交易所及店頭市場，對於通報員工或他人

之財務不法行為並未建立遵循程序之公司，不准該公司的證券掛牌交易。在美國

司法部部分，也要求檢察官在起訴董事前，要考慮包括：董事是否獨立審視企業

決策而非盲目的核准該決策？董事是否在充分獲悉資訊下為決策？董事是否確

保法令遵循通報系統足以正確並及時提供管理階層決策判斷所需之資訊？等項

目310。 

2006 年，美國司法部增修的 McNulty Memo 進一步要求檢察官於決定是否

                                                 

 

309 U.S. Sentencing Guidelines Manual § 8B2.1, cmt. 2.(C) (2016). 
310閻書孝，從兆豐銀事件談-企業法令遵循與董事監督義務，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http://www.cga.org.tw/main/f_2_01_news.aspx?news_aid=1958(最後瀏覽日：2018/08/26) 

http://www.cga.org.tw/main/f_2_01_news.aspx?news_aid=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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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企業職員或代理人起訴時，應考量公司之法令遵循計畫是否有效規劃並執行311；

公司是否配置足夠的人力以稽查、紀錄、分析並充分運用法令遵循的執行成效；

公司員工是否充分了解法令遵循計畫並認同公司的遵法承諾與決心；法令遵循計

畫是否能偵測出公司所處產業特性最可能發生的違法行為；董事是否獨立審視企

業決策而非盲從地核准？董事決策前是否已獲充分資訊？董事是否確保法令遵

循通報系統足以正確並及時地提供管理階層決策判斷所需之資訊？將美國判例

包括 Caremark、Guttman、Stone 等案件上的累積見解明確列為起訴及裁判的量

刑標準之一、法院據此視為董事是否已盡監督義務之審查標準。 

綜上，對於公司法令遵循計畫是否有效執行係董事監督義務之重要判斷指標，

亦得稱是董事監督義務之重要內涵。 

 

 我國法遵制度採階層管理 

我國對於企業法令遵循制度，按規範主體不同，對於特許行業、公開發行公

司及一般企業有不同強度之監管。規範密度最高為金融業，在法令遵循之制度化

最為完整及國際化，尤其銀行涉入營業活動多元，應避免舞弊違法事項亦多，諸

如：洗錢與資助恐怖份子之防制、利益衝突之防免、資料保密、對客戶提供諮詢

顧問服務之適合度等。法源自因管制密度高而多元，包括重要法律、主管機關所

訂的規章與準則、市場慣例、同業公會提出的實務守則、與銀行內部的行為準則

等。這些規定不乏超越法定界線，而包括更高的道德規範與公平交易原則，即便

未違法而實質上屬於有意的避法行為者，亦將使銀行暴露在高度法令遵循風險之

                                                 

 

311 III. Charging a Corporation: Factors to Be Considered ：A. General Principle  5. the existence 

and adequacy of the corporation's pre-existing compliance program 

https://www.justice.gov/sites/default/files/dag/legacy/2007/07/05/mcnulty_memo.pdf (最後瀏覽日：

2018/09/17) 

https://www.justice.gov/sites/default/files/dag/legacy/2007/07/05/mcnulty_mem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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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應加以管理。 

最寬鬆規定者為非公開發行之公司，透過公司法第 193 條第 1 項：「董事會

執行業務，應依照法令…。」其「法令」之解釋理論上或許不限於我國法，外國

法令亦應遵守，藉此作為董事完整之法令遵循義務的請求權基礎。 

再者，次寬鬆者，一般公開發行之上市櫃股份有限公司依 2002 年證交法第

14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公開發行公司、證券交易所、證券商及第十八條所定之

事業應建立財務、業務之內部控制制度。」該條第 2 項規定之授權制訂內控準

則，相輔相成以落實內部控制的規範完整性。 

2016 年修正「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第 2 條規定312亦要求所有上

市櫃公司治理須遵守相關法律與章程之規定。董事會對公司建致內控制度並維持

有效性之規定，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30 條：「上市上櫃公司宜委任專

業適任之律師，提供公司適當之法律諮詢服務，或協助董事會、監察人及管理階

層提昇其法律素養，避免公司及相關人員觸犯法令，促使公司治理作業在相關法

律架構及法定程序下運作。」、上市上櫃公司訂定道德行為準則參考範例第 2 條：

「各上市上櫃公司考量其個別狀況與需要所訂定之道德行為準則，至少應包括遵

循法令規章（公司應加強證券交易法及其他法令規章之遵循。）」，公開發行公司

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3、4、22、23、24 條等規定，均一併補充董事監

督義務之內涵。首先第 3 條規定，公開發行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係由經理人所設

計，董事會通過，並由董事會、經理人及其他員工執行之管理過程，其目的在於

促進公司之健全經營，以合理確保營運績效、報導可靠、及時、透明及符合規範

且遵循相關法規。第 4 條則規定公開發行公司應以書面訂定內部控制制度，含內

                                                 

 

312 上市上櫃公司建立公司治理制度，應遵守法令及章程之規定，並依下列原則為之：一、保障

股東權益。二、強化董事會職能。三、發揮監察人功能。四、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五、提昇

資訊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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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稽核實施細則，並經董事會通過，董事異議且紀錄書面聲明，公司應將異議意

見連同經董事會通過之內部控制制度送各監察人。公開發行公司設置獨立董事者，

內部控制制度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公開發行公司

設置審計委員會者，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應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董事

會決議。第 22 條規定公開公司應督促其內部單位及子公司每年至少辦理自行評

估一次，再由稽核單位覆核各單位及子公司之自行評估報告，併同其所發現之缺

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作為董事會及總經理評估整體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及出

具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之主要依據。 

而判斷內控制度是否有效亦或重大缺失係依據自評結果，以公司之內部控制

制度是否能合理確保：(第 23 條) 

一、董事會及總經理瞭解營運之效果及效率目標達成程度。 

二、報導係屬可靠、及時、透明及符合相關規範。 

三、已遵循相關法令規章。 

首次公開發行應向金管會申報公告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並依規定刊登於年

報、股票公開發行說明。設置審計委員會者，應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經董事會

通過(第 24 條)。 

肯認董事會對於公司負有持續監督評估內部控制制度之結果，確保董事會及

總經理瞭解營運之效果及效率目標達成程度、公司報導係屬可靠、及時、透明及

符合相關規範並已遵循相關法令規章。換言之，要求董事會對公司營運成充分知

悉後負責、財報真實擔保義務和法律遵循義務等，於內控制度合理運作良善下，

對公司治理至關重要環節知之甚詳，並對股東負責。 

而我國對於公司法令遵循制度規定最為完善者亦莫過於銀行業，吾人得透過

調整董事監督義務之客觀範圍，加強銀行業法律遵循功能透過內部監管得以及時

察覺舞弊或不法事件，亦符合外部國家主管機關監管之要求，使銀行機構得以免

於鉅額罰鍰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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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對銀行業法令遵循功能定位，金管會民國 102 年 4 月 2 日函文313呼應上

述聲明書之原則，我國銀行內部控制制度亦分為三階段，其中「自行查核」為第

一道防線，「法令遵循與風險管理」為第二道防線，「內部稽核」為第三道防線，

為使內部控制制度能有效及適當的運作，由第一道、第二道防線進行風險監控，

第三道防線進行獨立監督，三道防線各司其職。法令遵循制度既作為公司內控制

度第二道防線，在整個內部控制架構下，法令遵循制度在事前將法規、公司內規

等規範進行辨認，並與公司內部相關單位溝通，衡量法規如何落實，最後提出建

議應如何實行才能達到法規的要求314。 

內控的第二道防線法遵及風控功能，最早於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後，當時

銀行業主管機關財政部參酌國外 Compliance Officer 制度，由信用合作社先行試

辦獲成效，遂於 1998 年修正「信用合作社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315，

明定信用合作社應建立遵守法令主管制度，並依該項實施辦法第 9 條第 2 項之授

權，發布「信用合作社遵守法令主管制度之實施事項」，明訂所有信用合作社應

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遵守法令主管制度。 

2010 年 3 月，金管會基於監理一致性、法律安定性及修法成本考量，將原

本依各業法之授權規定分別訂定的金融控股公司、銀行、信用合作社、票券商、

及信託業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彙整訂定「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

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將原「遵守法令主管制度」改稱為「法令遵循主管

制度」，且關於總行法令遵循單位之定位，明定隸屬於總經理。公布施行後，新

法中所稱銀行業包含銀行、信用合作社、票券商及信託業，使原本規範金控公司、

銀行、信用合作社、票券、信託等各產業之內稽內控辦法均皆廢止不再適用，改

                                                 

 

313 銀局(國)字第 10200061321 號。

http://www.trust.org.tw/law/WebLawDetail.asp?pno=37&sno=1582 (最後瀏覽日：2018/09/17) 
314 劉德明，證券商如何建立有效的法令遵循制度，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委託研究計畫

書，頁 13，2008 年 10 月。 
315 吳瓊佩，同註 308，頁 12。 

http://www.trust.org.tw/law/WebLawDetail.asp?pno=37&sno=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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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下稱內控辦法)」辦理

法令遵循作業。除銀行業外，證券暨期貨業、保險業等金融業之法令遵循制度之

規範大致雷同，惟仍有根據業者規模、業務性質及組織特性等所顯現出法令遵循

風險之差異，而稍有差別化規範316。以下主要討論金控、銀行之內控辦法。 

現今金融市場全球化以及活躍的金融創新促進金融業迅速發展，也加劇金融

體系承擔的風險，甚至超越金融機構本身所能負擔者，傳統監管制度挑戰激增，

加強對銀行業監管係各國監管機構及專家學者們的共識。國家金融監管機構對銀

行業的外部監管與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自律監管是相輔相成的。外部控制上，自

2009 年開始，全球金融規管強度提高，伴隨而來之違規裁罰金額不斷攀升。據英

國金融行為監理總署(FCA)的統計，2013-2017 年全球計有 13 家重要銀行，先後

遭主管機關罰 1 億美元以上的鉅額罰鍰317，此一國際金融的嚴格監理規管趨勢也

直接衝擊我國金融機構，例如 2016 年 8 月間國內兆豐銀行因未遵循美國反洗錢

相關規定，被重罰美金 1.8 億元，創下台灣金融史上的罰款新高，我國銀行逐漸

意識國際金融監理遵循趨勢所帶來之壓力。 

尤其金融業中法律遵循義務更應重視，國際上金融機構的法遵業務逐漸扭轉

傳統法規諮詢的被動角色，我國因應國際趨勢修法後法遵部門亦被賦予更為積極

的責任。法遵部門與金融機構內部的風險管理部門須共同負責風險控制架構的獨

立監管(Co-owner of Risks)，法遵部門不僅需要做好法令遵循，更要能夠建立法遵

風險評估的標準並有能力執行之。對於銀行內部控制之三道防線中的除自我監督

和稽核外，法律遵循及風險管理成為日前改革重要標的318。 

2017 年爆發兆豐裁罰案後，金管會針對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

                                                 

 

316 吳瓊佩，同上註，頁 47。 
317 同註 3。 
318 孫欣、章友馨，同註 2，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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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制度實施辦法再度修正，金管會表示，審酌當前金融環境，對金融機構應建

立吹哨者保護制度、強化法遵與風險控管機制及建置資安專責制度等有所期待。

因此為強化第二道防線之法遵部門功能，銀行局於 2017 年 3 月修正上述內控辦

法，其中特別明訂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之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除兼任法務單位

主管與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專責單位主管外，不得兼任內部其他職務，並且對於

銀行設有國外營業單位者，要求法遵單位應督導國外營業單位蒐集當地金融法規

資料，並建立法令遵循風險之自行評估及監控機制。2017 年 12 月，銀行局再度

修正實施辦法，對於前一年度資產規模在一兆元以上的大型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

法遵主管不得兼任法務長，以求建立法遵部門的獨立性與專業性。此一修法共修

正六條新增三條，實施辦法自 99 年 3 月 29 日訂定發布以來，歷經五次修正。茲

為周延集團層次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畫之對象、增進評估銀行採行風險導向內

部稽核制度之有效性、強化一定資產規模以上銀行為差異化之法遵風險管理機制、

建立金融機構內部檢舉制度，並提高銀行業對資訊安全之重視等重要政策目標319。 

其中重要修法第 32 條及新增第 34 條之一主要參考 2005 年巴塞爾銀行監理

委員會(BCBS)發布「銀行的法遵和法遵功能」(Compliance and the Compliance 

Function in Banks)指導文件所提出銀行法令遵循之十點原則，包括銀行董事會應

至少每年檢討一次法令遵循執行及風險管理情形、銀行管理層應向董事會陳報法

規遵循議題及其管理計畫，且銀行的法遵功能應獨立並防範利益衝突且可取得充

分資訊及獨立陳報，法遵部門應有能力進行辨識、評估、監控、測試及報告法遵

風險等「法遵功能」(Compliance Function)，以及母行應與海外營業單位共同合作

符合當地法遵要求等，法遵業務應當被視為銀行中的核心風險管理活動之一等，

                                                 

 

319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制稽核度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2018 年 3 月，金管會

網站。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12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

no=201803310002&aplistdn=ou=newlaw,ou=chlaw,ou=ap_root,o=fsc,c=tw&dtable=NewsLaw)(最後

瀏覽日：2018/8/10)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12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1803310002&aplistdn=ou=newlaw,ou=chlaw,ou=ap_root,o=fsc,c=tw&dtable=NewsLaw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12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1803310002&aplistdn=ou=newlaw,ou=chlaw,ou=ap_root,o=fsc,c=tw&dtable=News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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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法遵人員及單位之獨立性，並參考 2008 年美國聯邦準備委員會(Fed)對銀行

發出「大型銀行的複雜法遵風險管理架構及監控 」之監理指導函令。規定金控

及銀行業之「總機構」應設立一隸屬於總經理之法令遵循單位，負責法令遵循制

度之規劃、管理及執行，並指派高階主管擔任法遵主管，至少每半年向董事會及

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報告，如發現有重大違反法令或金融主管機關調降評等應即

時通報董事會。第 2 項則針對銀行業前一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資產總額達新

臺幣一兆元以上者，應設置專責之法令遵循單位，得兼辦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

關事項。但不得兼辦與法令遵循制度之規劃、管理及執行無關之法務或其他與職

務有利益衝突之業務。其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得兼任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專責

單位主管。但不得兼任法務單位主管或內部其他職務。以強化我國大型銀行業之

法令遵循效能。另為使制度更具彈性，調整國外營業單位法令遵循主管應具備之

資格條件及在職訓練規範。再者強化大型銀行業應建立全行之法令遵循風險管理

及監督架構，新增的第 34 條之一，資產總額達新臺幣一兆元以上之銀行業應建

立全行之法令遵循風險管理及監督架構，包括建立全行法遵風險管理架構、獨立

法令遵循組織及權責320。報告及監督方面，考量法令遵循單位及內部稽核單位依

據本辦法第三十二條第 1 項及第十條第 1 項規定，原已對董事會及監察人或審計

委員會負有定期報告之責，為強化該等報告之效能，特於第 1 項第九款及第十款

明定報告內容應包含之事項。即「法令遵循單位依第三十二條第 1 項至少每半年

向董事會及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報告之法令遵循事項，應針對全行境內外營運情

形，提出法令遵循風險管理之弱點事項及督導改善計畫及時程，董事會應提供充

                                                 

 

320 其架構原則及權責規定如下：一、法令遵循單位應建立辨識、評估、控制、衡量、監控及獨

立陳報法令遵循風險之程序、計畫及機制，以全面控制、監督及支援國內外各部門、分支機構

及子公司之個別營業單位、跨部門及跨境之相關法令遵循事項。二、法令遵循單位應依據業務

分類或法令遵循重點設置適當數量之專業單位，以負責該項業務或法令相關之國內外營業單位

監督、法令遵循執行及支援事項。三、法令遵循單位得依風險基礎方法評估各單位法令遵循主

管之設置並強化法令遵循主管之獨立性，屬法令遵循風險較低之單位得不單獨設置法令遵循主

管而由總機構法令遵循單位負責，不受第三十二條第四項前段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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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資源及對營業單位建立適當獎懲機制，以循序建立全行法令遵循文化。」以及

「內部稽核單位依第十條第 1 項至少每半年向董事會及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報

告之稽核業務事項，應包括法令遵循單位辦理績效及全行法令遵循程度之評估意

見。」 

另外參考英國行為監理總署(FCA)監理手冊第十八章關於金融機構應建立

吹哨者保護機制之適用範圍及規範內容，訂定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應建立內部

檢舉制度，修正第 34 條之二、第 47 條。又參考金管會 106 年函示321，以及美國

紐約州金融署(NYDFS)發布之「金融服務業網路安全規範」(Part 500)相關規定，

增訂條文第 38 條之一並修正第 27 條，銀行業應設置資訊安全專責單位及主管，

前一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資產總額達新臺幣一兆元以上者，應設置具職權行

使獨立性之資訊安全專責單位（應獨立於資訊單位且組織地位相當），並指派協

理以上或職級相當之人擔任資訊安全專責單位主管，且明定資訊安全專責單位及

主管之權責。 

其他修正包括將設有國內子公司之銀行業納入應建立集團層次防制洗錢及

打擊資恐計畫之對象的第 8 條、第 15 條之一考量銀行採行風險導向內部稽核制

度，應以具備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為前提，金管會審查時，相關評估應非僅限於

評估申請者最近一年內部控制之執行情形，故為更全面綜合評估銀行整體內部控

制制度之有效性，爰修正第 2 項第四款，刪除「且最近一年內部控制執行無重大

缺失，或缺失已具體改善」等文字，以達本會推動風險導向內部稽核制度，強化

業者公司治理之政策目標。第 34 條則考量國外營業單位規模、業務不一，為兼

顧實務之執行情形，刪除國外營業單位應建置當地法規資料庫規定。 

 

                                                 

 

321 106 年 4 月 5 日銀局(國)字第 162119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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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銀行業內控辦法下之董事監督義務 

故對於高度監管之金控及銀行業部分，2017 年的內控辦法修正主要著力於

加強法遵單位之獨立性、吹哨者制度引進及資安系統建置，至於董事會責任於法

規上較無過多變動，包括： 

1. 內控制度建置 (第 5 條)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之內部控制制度，應經董事會通過，如有董事表示反

對意見或保留意見者，應將其意見及理由於董事會議紀錄載明，連同經董事會通

過之內部控制制度送各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修正時，亦同。 

2. 內控制度維持 (第 5 條之一)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董事會應認知營運所面臨之風險，監督其營運結果，

並對於確保建立及維持適當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負有最終之責任。 

3. 行為準則建置(第 7 條) 

董事會與經理人應建立內部行為準則，包括訂定董事行為準則、員工行為準

則等事項。 

4. 損害通知提報督導子公司責任(第 7 條之一) 

董事行為準則至少應包括董事發現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有受重大損害之

虞時，應儘速妥適處理，立即通知審計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或監

察人並提報董事會，且應督導所屬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通報主管機關。 

5. 接受內稽單位報告(第 10 條) 

金控及銀行應設立隸屬董事會之內部稽核單位，以獨立超然之精神，執行稽

核業務，並應至少每半年向董事會及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報告稽核業務。 

6. 獨董、監察人內稽報告閱覽(第 19 條)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應將內部稽核報告交付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查閱，除

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應於查核結束日起二個月內報主管機關，設有獨立董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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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一併交付。 

7. 接受內稽單位提報改善覆查報告(第 26 條) 

內稽單位對金融檢查機關、會計師、內部稽核單位（含母公司內部稽核單位）

與內部單位自行查核所提列檢查意見或查核缺失及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所列應

加強辦理改善事項，應持續追蹤覆查，並將其追蹤考核改善情形，以書面提報董

事會及交付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並列為對各單位獎懲及績效考核之重要項目。 

8. 董事長聯名出具內控聲明書、董事會通過並揭漏申報(第 27 條) 

董事長、總經理、總稽核及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聯名出具內部控制制度聲明

書，並提報董事會通過，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將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內

容揭露於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網站，並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9. 法遵主管重大事件通報董事及接受日常報告、提報法遵事項予董事會

(第 32 條第 1 項)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之總機構應設立一隸屬於總經理之法令遵循單位，負

責法令遵循制度之規劃、管理及執行，並指派高階主管一人擔任總機構法令遵循

主管，綜理法令遵循事務，至少每半年向董事會及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報告，如

發現有重大違反法令或遭金融主管機關調降評等時，應即時通報董事及監察人，

並就法令遵循事項，提報董事會。 

10. 訂定國外法遵主管資格評估辦法、訓練辦法提報(第 32 條第 5、6 項) 

前項法令遵循單位及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之設置，規定如下：金融控股公司

及銀行業總機構法令遵循單位主管及所屬人員、國內外營業單位、資訊單位、財

務保管單位及其他管理單位之法令遵循主管應具下列資格條件之一：一、曾任金

融機構法令遵循人員或主管，合計滿五年者。 

二、參加主管機關認定機構所舉辦三十小時以上課程，並經考試及格且取得

結業證書。三、國外營業單位法令遵循主管係自當地聘任者，依董事會通過之評

估辦法自行評估，或經當地主管機關審查認可，足證其已具備熟知當地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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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能力。前二項在職訓練為自行舉辦之訓練方式應提報董事會通過，總機構

需留存相關人員上課紀錄備查。 

11. 半年定期報告法遵、稽核事項(第 34 條之一) 

適用第三十二條第 2 項第一款之銀行業應建立全行之法令遵循風險管理及

監督架構，其架構原則及權責規定如下： 

九、法令遵循單位依第三十二條第 1 項至少每半年向董事會及監察人或審計

委員會報告之法令遵循事項，應針對全行境內外營運情形，提出法令遵循風險管

理之弱點事項及督導改善計畫及時程，董事會應提供充分資源及對營業單位建立

適當獎懲機制，以循序建立全行法令遵循文化。 

十、內部稽核單位依第十條第 1 項至少每半年向董事會及監察人或審計委員

會報告之稽核業務事項，應包括法令遵循單位辦理績效及全行法令遵循程度之評

估意見。 

12. 檢舉制度建置義務(第 34 條之二)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為促進健全經營，應建立檢舉制度，並於總機構指定

具職權行使獨立性之單位負責檢舉案件之受理及調查。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對

檢舉人應為下列之保護：一、檢舉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不得洩漏足以識別其

身分之資訊。二、不得因所檢舉案件而對檢舉人予以解僱、解任、降調、減薪、

損害其依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或其他不利處分。檢舉案件之受

理及調查過程，有利益衝突之人，應予迴避。第 1 項檢舉制度，至少應包括下列

事項，並提報董（理）事會通過：一、揭示任何人發現有犯罪、舞弊或違反法令

之虞時，均得提出檢舉。二、受理之檢舉案件類型。三、設置並公布檢舉之管道。 

四、調查與配合調查之流程、迴避規定及後續處理機制之標準作業程序。五、

檢舉人保護措施。六、檢舉案件受理、調查過程、調查結果與相關文件製作之紀

錄及保存。七、檢舉案件之處理情形，應適度以書面或其他方式通知檢舉人。被

檢舉人為董（理）事、監察人（監事）或職責相當於副總經理以上之管理階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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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告應陳報至監察人（監事、監事會）或審計委員會複審。金融控股公司及

銀行業調查後發現為重大偶發事件或違法案件，應主動向相關機關通報或告發。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應定期對所屬人員，辦理檢舉制度之宣導及教育訓練。 

13. 風管程序建立與檢討義務(第 35 條)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應訂定適當之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建立獨立有效風

險管理機制，以評估及監督整體風險承擔能力、已承受風險現況、決定風險因應

策略及風險管理程序遵循情形。前項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應經董事會通過並適時

檢討修訂。 

14. 風管單位建置與定期接受報告、緊急報告(第 36 條)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應設置獨立之專責風險控管單位，並定期向董事會提

出風險控管報告，若發現重大暴險，危及財務或業務狀況或法令遵循者，應立即

採取適當措施並向董事會報告。前項獨立專責風險控管單位之設置，信用合作社

得指定一總社管理單位替代。 

15. 董事長聯名出具資安聲明書、提報董事會(第 38 條之一) 

銀行業資訊安全專責單位負責規劃、監控及執行資訊安全管理作業，每年應

將前一年度資訊安全整體執行情形，由資訊安全專責單位主管與董事長、總經理、

總稽核聯名出具資訊安全整體執行情形聲明書，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提

報董（理）事會。 

16. 制定金檢報告規範程序(第 39 條)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應確保金融檢查報告之機密性，其負責人或職員除依

法令或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不得閱覽或對執行職務無關之人員洩漏、交付或公

開與金融檢查報告全部或部分內容。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

制定金融檢查報告之相關內部管理規範及作業程序，並提報董（理）事會通過。 

17. 重大違法獨董、監察人知悉 (第 42 條) 

內部稽核人員及法令遵循主管，對內部控制重大缺失或違法違規情事所提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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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建議不為管理階層採納，將肇致所屬金融控股公司（含子公司）或銀行業重大

損失者，均應立即作成報告陳核，並通知獨立董事及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同時

通報主管機關。 

18. 國外重大檢查通報董事會義務(第 42 條之一)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於主管機關或國外分支機構當地主管機關檢查結束

或收到檢查報告後，總機構之內部稽核單位應依重大性原則，即時通報董事及監

察人，並提報最近一次董事會報告。報告事項應包括檢查溝通會議內容、主要檢

查缺失、遭金融主管機關調降評等、主管機關要求採行之重大缺失改善方案或可

能採行之處分措施。 

根據金融主管機關之相關內控辦法、上市櫃公司內控準則和證交法等由上述

規範可知，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包括獨立董事)應對公司內部及其此公司之內部

控制制度、公開報導真實正確性及業務執行合法性負責。鑑於忠實義務主要在處

理董事與公司間之利益衝突事項，故董事之監督義務宜定位為注意義務之一環。

但建置內部控制制度非監督義務之全部內涵，即使董事會已依法令建置及運作內

部控制制度，但非可證明其已完全善盡監督義務，尚應適當監控董事長及高管人

員是否確實履行，以確保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 

第二目 我國實務見解 

觀察我國實務對於董事監督義務中是否包括法律遵循，法院有採肯定說者，

引用「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1 規定」，公開發行公司應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其目

的在於促進公司之健全經營，並合理確保下列三項目標之達成：營運之效率及效

果、財務報導之可靠性、相關法令之遵循…。另外，董事、監察人均職司公司內

部控管監督之職責，為公司治理之重要機制，以及「公司法第 202 條、第 193 條、

第 218 條、第 218 條之 1、第 218 條之 2 等規定」，認為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

察人並未落實及有效執行公司內部控制，及未善盡內部控管監督之職責，即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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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上開法定義務之疏失。且兼具有確保財務報告真實性之義務，依「證券交易法

第 36 條」定期對外公告申報財務報告時，應踐行必要法定程式，以半年報、年

報而言，應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等必要程式，從

而，董事會為財務報告法定編造者，構成董事會之董事執行上開法定職務時，應

依法令、章章程等相關規定辦理，復為「公司法第 193 條第 1 項、232 條規定」

所定，足見董事負有確保財務報告真實性或正確性之法律義務，此觀「證交法第

20 條、第 20 條之 1」將董監事列為不實財務報告之法定賠償義務人即可得知。 

 

第三目 小結 

我國建置內稽內控之監督義務內涵相關明文法規，多以公開發行公司及金融

業為規範對象，蓋涉及廣大投資人、債權人、員工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而

有強調內部控制重要性之必要，規定董事會應通過內部控制制度，以確保達成營

運之效果及效率、報導（公司內部與外部財務報導及非財務報導）具可靠性、即

時性、透明性及符合相關規範、法令規章之遵循等目標322；另金融業涉及經濟發

展、社會穩定乃至國家安全，重視資訊安全機密保護，專業門檻高，尤其是銀行

業有與一般的工商企業不同之風險，依此金管會對於金融控股公司、銀行業及保

險業等金融機構另訂實施辦法，規定應建立內部控制制度，經董（理）事會通過，

並確保該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執行，以健全金融控股公司（含子公司）、銀行業及

保險業經營。 

法規上對於公開公司之董事會之內部控制不僅需設立公司內部作業辦法，對

於實際運作亦需負監督責任，為維持有效適當之內部控制制度運作，董事會不僅

                                                 

 

322 例如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4 條第 1 項：「要求公開發行公司應以書面

訂定內部控制制度，含內部稽核實施細則，並經董事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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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建立內部稽核制度、自行查核制度、法令遵循制度及風險管理機制，並應於內

部控制制度中，訂定對子公司必要之控制作業，並督促其子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

度。 

 實務案件類型 

董事監督義務的客觀負為除了法令遵循等內控制度的建置與維持外，本文觀

察我國實務判決案件類型，分為董事守法義務及董事監督義務，針對董事以外之

人違法的董事監督義務部分，又可分為員工違法、財報不實案件及其他內控制度

失靈問題。 

 

 董事守法義務 

學者將董事應遵守法規之義務稱為「董事守法義務323」， 因此本文將董事本

身行為違反公司法規範之案件類型，至於本款討論。 

首先是實務上關於公司董事代表公司為土地交易時，不符合公司內部辦法，

有利益衝突的違法情形，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重上字第 53 號民事判決指出：

「按公司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23 條第 1 項、第 193 條第 2 項、民法第 544 條、

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第 185 條第 1 項前段之規定，董事長、副董事長於簽呈上

批核，且就購買系爭土地違反公司『資產取得與處分辦法』已事先知情，上訴人

董事亦明知召集第 21 屆董事會第 18 次會議與法定程序未合，上訴人董事長、副

董事長、董事仍於公司經營權近期可能更易之情形下，無異議照案通過系爭土地

購買案，顯難認為已盡董事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管理處長明知購買系爭土地

                                                 

 

323 邵慶平，公司不法行為中董事監督義務與守法義務的探討-兼論誠信義務的發展與定位，現

代會計論壇學術研討會，2007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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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尚未進行評估及編列預算，卻仍擬定投資報告及簽呈作為召集董事會議依據，

並於 2009 開會時表示：『這次的投資所有作業程序都符合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程序』，且在內部稽核發現購買系爭土地之事前評估及核准程序未符合公司

規定時，猶飾詞辯稱：『資本支出並不因未編列預算而不得支出，此案既已經過

本公司最高治理單位董事會決議通過，即無違反內控之虞』，上訴人管理處長執

行購買系爭土地相關作業，顯有過失。董事另以董事會中已提出異議，且形成投

資所有作業需程序符合被上訴人資產取得與處分辦法之決議為抗辯。實則該董事

對管理處長謊稱投資作業程序符合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時並無書面異議，董

事並不了解公司財務狀況是否足以支應購地所需，購置系爭土地是否確實符合法

令、章程及內部控制規定。則其未釐清相關疑義前即率爾通過購地議案，除難認

其已盡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其對業務之執

行自有過失。本於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第 185 條第 1 項規定，董監均負有

對公司之連帶賠償義務324。」董事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不了解公司財

務狀況是否足以支應購地所需，且購置土地之程序是否確實符合法令、公司章程

及內部控制規定均未考量，而認為董事負有對公司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花蓮企銀董事長溢領案325中，董事長未履行其義務，而不當發放年終獎金，

致遭金管會要求花蓮企銀追回未果後，以其公司內控及稽核未能有效執行為由，

予以裁處罰鍰造成花蓮企銀之損害，自應對花蓮企銀負賠償責任。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342 號民事判決認為：「董事長依法應具專業資格，自難諉稱不知

公司均虧損，其卻利用職務之便及內控疏漏、事後稽核制度未落實之際，違反公

司章程，領取各項獎金，且明顯違反發放董事長報酬之上限，致使花蓮企銀遭金

管會裁處，上開行為，與花蓮企銀被裁罰受損害間，顯有相當因果關係。如非蔡

                                                 

 

324 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重上字第 53 號民事判決。 
325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342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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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浩溢領各項獎金及內控稽核之疏失，當不致被金管會裁罰，蔡志浩自應就其加

害行為負全部賠償責任。而太平洋公司為花蓮企銀之法人股東，花蓮企銀董事長

為太平洋公司指派具有代表該公司之代表人，太平洋公司自應依民法第二十八條

規定連帶負賠償責任。」本案董事長違反利害衝突避免之忠實義務和公司內控制

度失靈的監督義務。惟原告及法院似乎忽略除董事長外董事會其他成員之監督怠

惰亦應為董事長違法自肥舞弊行為致生公司損害負責。 

 

 員工違法行為 

又董事對於本身違法執行業務之行為致公司受有損害，公司依民法第 544 條

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即

公司)應負賠償之責。資有疑義者，當員工或經理人違法致生公司損害時董事是

否亦有責任？即是否董事監督業務疏失致生公司員工違法行為？蓋因公司對於

員工違法侵權行為應連帶負責所生損失得否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像董事個人

請求賠償？ 

董事會為會議體機關，基本上以多數決模式做出決策，固然符合民主精神，

亦易生責任歸屬困境，亦難以配合商場上瞬息變化的情勢；尤有甚者，許多大型

公司之董事會一年僅固定集會數次，每次歷時幾十分鐘至數小時，此種集會頻率

及討論模式更無法針對公司涉及之龐雜事務，一一作成決策。因此組織分工勢在

必行，則董事（會）固然作為公司「經營者」，除決策「重大」公司事務外，實

則對於下屬的監督與管控亦不容忽略。 

美國德拉瓦州法院曾在 Caremark 案判決中說道：董事不可能對其代理人的

所有大大小小決定投以關注，原告欲於訴訟中主張董事須對員工違法行為負「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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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責任」非常困難326！而在 Stone 案中法院亦表達了相同態度327。在 Caremark 案

中原告固然主張董事之個人責任惟受法院駁回，Stone 案中在董事並非全無作為

之情況下，亦未要求董事為違法員工負責，得以印證董事對「員工違法行為之具

體個案」監督責任其困難度。stone 案中法官引述 Caremark 案之判決：公司日常

經營係通過其代理人所做出的大多數決定均非受董事關注。從法律上而言，董事

會本身只需要授權最重要的公司行為或交易：合併、資本結構、主要業務變化、

CEO 的任命和薪酬等。（Most of the decisions that a corporation, acting through its 

human agents, makes are, of course, not the subject of director attention. Legally, the 

board itself will be required only to authorize the most significant corporate acts or 

transactions: mergers, changes in capital structure, fundamental changes in business, 

appointment and compensation of the CEO, etc.）因此要求董事為員工之違法行為

負責的立論，即使原告非常期盼勝訴，卻恐怕是公司法上最困難成立的指控。

（Consequently, a claim that directors are subject to personal liability for employee 

failures is “possibly the most difficult theory in corporation law upon which a plaintiff 

might hope to win a judgment.”） 

在我國實務上欲使董事對違法員工依公司法第 23 條負責，亦非屬易事。公

司董事長違法盜用公司大小章擅自將公司定存單與新光銀行設定質權，然公司屆

期未清償借款債務，銀行就定存單行使質權未果，始向法院提起給付訴訟，主張

縱設定質權行為，對公司不生效力，公司董事長係故意以無效質權設定行為詐取

高額貸款，公司應依民法第 28 條或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對董事長詐欺侵

                                                 

 

326 See supra note 56, at 968 “Delaware courts have recognized that “[m]ost of the decisions that a 

corporation, acting through its human agents, makes are, of course, not the subject of director 

attention.”39 Consequently, a claim that directors are subject to personal liability for employee failures 

is “possibly the most difficult theory in corporation law upon which a plaintiff might hope to win a 

judgment.”  
32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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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行為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並得與公司本件請求相抵銷。一審結果部分敗

訴，故銀行接續上訴；惟台灣高等法院認為328於 100、101 年間陸某固為公司董

事兼執行長，實際掌理公司，惟其係以不明之公司大小章，持偽造之公司董事會

議事錄，將系爭 1 億元定存單向新光銀行設定質權，擔保他人借款債務，上訴人

新光銀行以公司就定存單遭設質，未盡稽核、監督義務，與有過失，主張應免除

伊之賠償責任。法院則認為公司員工個人犯罪行為，要與執行職務無涉，且新光

銀行明知或可得而知該職員無權代理金豐公司就定存單公司設質，新光銀行應自

行承擔核准設定質權之風險，是新光銀行依民法第 28 條或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

規定，請求公司與董事長負連帶賠償責任，並據以為抵銷抗辯，自不足取，公司

對董事長違法行為無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之損賠責任。 

另外相類似案件法院亦持相同見解：「公司負責人應執行公司業務，致他人

受損害時，始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負賠償責任。惟偽造交易報價單，冒用公

司名義向上訴人下單，此乃員工個人之行為，且相關業務主管並未參與偽造詐欺

行為，故董事對離職之犯罪員工即無從監督，自非業務執行之行為，而無公司法

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之適用329。」 

實務上亦曾有中信職員將客戶強制停卡記錄送交聯徵中心，客戶主張名譽權、

隱私權受侵害，並認辜廉松董事長未盡監督該員工之義務，顯與中國信託公司有

共同侵權行為負連帶賠償責任。惟台灣高等法院判決330云：「依中國信託公司分

層授權辦法相關規定，中國信託公司之各項業務係授權各部門主管分層負責並管

理，關於停卡及送交持卡人信用資料予聯徵中心部分，應屬係為中國信託公司個

人金融總管理處信用控管處信用卡授信控管部之業務，…堪認董事長未參與信用

                                                 

 

328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重上字第 994 號民事判決。 
329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重上字第 846 號民事判決。 
330 臺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上易字第 559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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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授信、控管業務之執行，且該等業務執行亦無須經其等批准，況中國信託公司

將上訴人信用資料送交聯徵中心之行為並未無不法侵害上訴人名譽權及隱私權，

則該請求即屬無據。」對於董事是否應對職員個人侵權行為負責，我國多數法院

與美國法院類似，均會考慮並釐清董事職務範疇及事實上監督可能性。然而是否

已盡監督義務，並非僅討考量董事其職務範圍，而必須視該員工違法行為若在健

全並有效運作的內稽內控制度中是否得以被預防或發覺，若該員工違法行為是可

以被健全的內控制度所避免或及早發現而係因董事未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確保

公司內控制度有效性，始造成公司因該員工違法行為權利受損害或擴大損失，董

事自然無法免除其維持公司內控制度運作之監督責任。 

 公司財報不實 

觀察過去董事監督義務之違反多數伴隨涉及證券交易法規範（例如：財報不

實、內線交易等）之侵權甚或犯罪行為，因此原告多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185 條，及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公司負責人之侵權責任向董監請求連

帶賠償。除上述舉證責任之困難外，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之性質本有特殊侵權

行為和法定特殊責任之爭，對於故意過失主觀要件似有要求外，其請求權人是否

包括公司股東之內部人素有爭議，而增加判決結果之不確定性。 

 

太電掏空案331中法院認為董監應負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第 20 條之一的財報

不實責任，其一「董監事並未善盡內部管控監督之職責」；其二「董、監事違反

確保財務報告正確性之法定義務」，北院認為：「被告董監事執行財務報告編製、

查核承認之職務時，並未善盡其等實質審查之內部監察義務，致未發現、無法及

                                                 

 

331 同註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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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查出經營管理階層不法舞弊行為，使太電公司內部控制無法發揮作用，公司治

理淪為空談，從而，被告董監事依公司法第 8 條規定為公司負責人，執行上開職

務違反法定義務，自應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因該條項

為法定特別責任，不論執行業務有無故意過失，均有適用，另外，被告董監事未

善盡內部管控監督義務之過失行為，構成侵權行為，太電公司與被告董監事更應

依民法第 28 條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而針對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之請求

權人部分：「被告有以股東並非公司法第 23條第 2項請求權利人加以抗辯辯。．．．

惟查，善意投資資人因財務報告不實所行使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所請求填補之損

害並非公司資產減損，而係填補投資人以不適當價格買進公司股票所受損失，此

為個人財產法益之損害，而善意投資人為直接被害人，此與股東因公司資產減損

所受股東權益之之間接損失的情形根本不同，況善意投資人所行使的上開損害賠

償請求權為債權性質，並非股東權，而公司全部資產本應為全部債權人之共同擔

保，依債權平等原則，與公司其他債權人本有平等受償之權利。從而，本件財務

報告不實損害賠償債權並無劣後其他股東之情事。」詳細探究法院見解其認為「董

事會」有維持財報正確之義務，而董監事則有監察義務，若未履行則涉及侵權行

為之損賠責任（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董事會為財務報告法定編製者、監

察人為財務報告法定審查者，依法負有確保財務報告正確性之法律義務。被告董

監事執行財務報告編製、查核承認之職務時，並未善盡其等實質審查之內部監察

義務，致未發現、無法及時查出經營管理階層不法舞弊行為，使太電公司內部控

制無法發揮作用，公司治理淪為空談，從而，被告董監事依公司法第 8 條規定為

公司負責人，執行上開職務違反法定義務，自應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負

連帶賠償責任，因該條項為法定特別責任，不論執行業務有無故意過失，均有適

用，另外，被告董監事未善盡內部管控監督義務之過失行為，構成侵權行為，太

電公司與被告董監事更應依民法第 28 條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另外法院

亦認為注意義務中具備監察義務，若董事坐領高額薪酬，卻毫不關心公司經營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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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及財務業務等事項，相關議案均無異議照案通過、監察人復未盡實質審查監督

即有違反之：「被告領取太電公司之薪酬，並非無償受任，自應善盡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然董監事開會流於形式、相關議案均是無異議照案通過，完全並未進

行任何實質討論，董監事並未善盡實質審查內部監察義務。太電公司 88 年至 91

年系爭不實財務報告期間內任職之董監事，明知或可得而知本件海外轉投資公司、

相關背書保證行為、並以定存單證明文件沖銷暫付款方式及每季季末與每年年底

即產生鉅額美金定存等異常情形存在，竟任令太電公司申報公告系爭不實財務報

告，蓄意隱匿上情，自難免於故意責任；況太電公司董監事被告大都長期擔任董

監事職務，受有報酬，依法本應善盡董監事法定職責，確實踐履內部管控監督及

確保財務報告真實性法定義務，然董事會開會流於形式、相關議事均是無異議照

案通過，從未進行任何實質討論，形式上核可、通過系爭不實財務報告，明顯有

未善盡內部管控監督之重大疏失及實質審查財務報告責任，辜負公司及全體股東

之託付。」法院判決似又具有監督義務有受託人責任性質之旨。 

東森掏空案中最高法院指出332，東森國際公司董事許 o 明未忠實執行職務、

監察人未盡內部管控監督財務報告等文件編製審查之法定義務，致該公司申報並

公布之財務報告不實，且未據實揭露關係人交易。不法行為係造成授權人損害之

共同原因，自應連帶負賠償責任。同樣提及個人責任，成立侵權責任而非違反公

司法第２３條第 1 項注意義務為反之契約責任。 

同為財報不實案件，原告主張該 13 人董事為公司法第 8 條規定之負責人，

未能踐行法定職務而編製不實財務報告，或消極未盡監督義務而容任不實財務報

告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對外公告，造成投資人受有損害，應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及民法第 28 條規定與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又監察人依公司法第 23 條

                                                 

 

332 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698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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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及民法第 28 條規定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縱認非公司負責人，仍應依

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規定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台北地院認為原告依前開規定主

張權利，須就被告之責任成立要件及因果關係舉證證明之，其損失因果關係並未

盡舉證責任而駁回333。原告均因未盡舉證責任曾到敗訴之判決結果或駁回裁定。 

美國在 AIG 案中法院對於前董事即非董事之員工故意(Knowingly)容認不適

當之內部控制制度存續，且故意未監督下屬之法令遵循情形則認定為違反受託義

務。我國實務上亦曾發生類似 AIG 案主張財報不實之發生董事應負責之案件，

例如：抗告人(投保中心)主張：「公司負責人未能踐行法定職務而編製不實財務報

告，或消極未盡監督義務而容任不實財務報告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對外公告，造

成投資人受有損害，應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及民法第 28 條規定與係爭公司負

連帶損害賠償責任334」，針對董監部分法院廢棄原裁定，准許抗告人免供擔保實

施假扣押。 

2007 年另起財報不實案件335中，上訴人主張董監於系爭財報期間，負有確

保財務報告正確性之法定義務，其等未盡其內部管控監督義務，以發現、阻止他

董事掏空公司之不法行為並於系爭財報附註中予以揭露，造成公司對外公告之系

爭財報有虛偽隱匿之不法情事，係違背公司負責人之善良管理人義務之重大過失，

致使投資人誤信該公司財務、業務狀況健全，公司治理情形無重大缺失，因而買

進或繼續持有該公司股票，受有股票價格下跌之損害。則董監應就財務報告不實

造成之損害共同負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民法第 28 條、第 185 條、類推適用民

法第 28 條等之連帶賠償責任。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認為本件系爭不實財報

並未造成該公司股價（灌水）大漲之情，在不實資訊揭露後股價亦未大幅下跌，

                                                 

 

33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金字第 19 號民事判決。 
334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抗字第 683 號民事裁定。 
335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6 年度金上字第 1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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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難認系爭不實財報與上訴人間有損失因果關係。未就董事監督義務為細究。 

 

 其他內控制度失靈問題 

實務亦曾出現僅依公司法第２３條而未特別敘明係注意（忠實）義務違反之

第 1 項亦或是第 2 項之侵權連帶賠償責任：金雨於 2003 年向中央租賃融資，中

央租賃未依約撥付款，反將本公司所交付之保證票據，挪至其他金融行庫貼現自

用，以致金雨遭其他金融行庫票款追索，金雨為顧及票信被迫先行墊付。故金雨

對中央租賃公司及其董監事336以共同侵權行為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求償新台幣

66,800 仟元。2011 年一審337受駁回。針對金雨公司主張中央租賃之董監違反監

督義務對於詐欺締約並取得前開本票，締約後之融資來源、款項交付均未善加審

核監督等，台北地院理由略以：「原告所主張各該被告未積極參與該公司歷次董

事會等情縱屬實，亦為各該被告是否忠實履行對被告中央租賃公司及該公司股東

會應負之董事受託義務問題，此義務之違反與原告不相涉。．．．原告復未能舉

證證明其向被告中央租賃公司融資借款之確切程序有何曾送請該公司董事會審

核確認之情形，各該被告就此既無從審核，自難謂其等有何應注意能注意卻未注

意之過失存在。」 

在學說上公司法下的董事監督義務係信賴關係下的產物，然而實務上，對於

董事監督義務之請求權，可能的選項主要還係區分為侵權行為和債務不履行之契

約責任。侵權行為包括主張民法 188 條僱用人責任（其中已盡監督義務係屬僱用

                                                 

 

336 中央租賃公司之董事長陳田鈺、常務董事為中國國際商業銀行(現改為兆豊國際商業銀行)法

人代表蔡友才、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永慶、吳東亮、大眾國際租賃股份有限

公司法人代表陳田稻、董事為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楊兆麟...等人。 
337 公開觀測站 https://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b15ef073-1656-438d-aad7-

c6015e6396a2 (最後瀏覽日：2018/09/17)；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重訴字第 747 號民事判

決。 

https://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b15ef073-1656-438d-aad7-c6015e6396a2
https://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b15ef073-1656-438d-aad7-c6015e6396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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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抗辯）、第 184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185 條，或是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公

司負責人之侵權責任向董監請求連帶賠償；而契約責任則主張民法第 535 條、第

544 條及第 227 條受任人債務不履行責任，或是違反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公司

負責人之注意義務。 

契約責任於債務不履行發生損害賠償時，推定可歸責於債務人，應由債務人

負「不可歸責」之舉證責任338。與侵權行為債權人須舉證侵權人故意過失有別339。

因此在公司發生違反主管機關內稽內控之規範而受裁罰，顯然公司主張契約責任

較為有利。 

本文首見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主張並經法院認同者，當屬幸福人壽因土

地交易案遭受金管會裁罰後向董事長及其他董事求償340，主張其所參與之不動產

交易案，有法規限制，仍違法進行交易，致公司受有裁罰損害，而違反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應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34 條對公司負賠償責任，或依委

任關係負不完全給付之責任。對此台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字第 492 號判決認為

「有關『簽擬交易條件』及『取得或處分不動產作業收益及風險評估』等事項，

須由董事長、總經理、副總經理及不動產投資部協理共同負責審查且詳實評估不

動產投資案件之適法性，方可由董事長為交易案件之核准，可知上開交易案所進

行適法性評估，確屬董事應盡之職責範圍。董事明知交易條件違反保險法第 146

條之 7『同一人交易限額』規定，非但未促使上訴人遵守上開規範採行合法之途

徑，依法經過主管機關核准之後再行交易，反而為求規避一億元限額之規定。鄧

文聰為董事長最終核定上開交易案，自應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對公司負賠償

責任。．．．擔任董事之法務室經理未提出任何適法性疑義．．．不動產投資協

                                                 

 

338 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267 號民事判決。 
339 最高法院 58 年度台上字第 1421 號民事判決。 
340土地交易遭裁罰 幸福人壽向鄧文聰求償勝訴，中央社記者蕭博

http://www.cna.com.tw/news/asoc/201801100381-1.aspx (最後瀏覽日：2018/09/17) 

http://www.cna.com.tw/news/asoc/201801100381-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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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兼任該部門法令遵循人員，會簽核轉之制度設計，必須簽核人於公司不動產投

資交易條件及適法性加以監督、控管，均審核無誤後始轉呈他人，於簽呈上既已

簽名自當負責，自不得以其他法務人員亦未提供適法性建議，而為事後卸責之詞。」

因而認定包括董事長、兼任法務經理之董事和兼法遵之投資協理均未依法令執行

經理人及負責人之職務，已違反其身為保險業經理人應盡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幸福人壽另案，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4239 號民事判決則對於

幸福人壽（原告）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及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規定

主張，董事和總經理二人「未盡健全公司內稽內控相關機制及確保執行內稽內控

有效性之責任」，造成其因此遭金管會為 60 萬元及 120 萬元裁罰之損害，有違對

原告所應盡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具備損害原告之故意或過失，亦有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等節，法院指出既為被告二人所否認，則原告自應就此有利於己

事實，負舉證之責，而未舉證被告二人違反內控及稽核制度，亦未說明原告之內

控及稽核制度有何缺乏有效性或適切性之處，致公司發生裁處書所列之缺失，其

請求顯屬無據。 

上述 106 年度上字第 492 號高等法院判決341認為董事注意義務包括具有詳

實、謹慎評估不動產投資案件之適法性，惟台北地方法院在 105 年度訴字第 4239

號判決則對於內稽內控制度執行有效性作為董事個人注意義務之內涵，甚至承認

「監督義務」作為其子義務，似乎採取保留態度，二者看法頗有出入，未來實務

見解如何值得持續觀察。 

綜上，我國法院實務於董事積極或消極違反監督義務者，不論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民法第 184 條、第 185 條或第 188 條之規定，多數仍以侵權行為責任

為主；對於契約責任則多以委任契約中受任人債務不履行責任（民法第 544 條）。

                                                 

 

341 同註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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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則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對於公司負責人連帶賠償之侵權行為責任設有多重要

件且學說實務對於各要件之見解始終分歧，包括主觀要件是否必須、請求權人範

圍等，此外，基於訴訟策略考量，採取契約責任亦減輕原告之舉證責任，降低敗

訴機率，近年確實逐漸有原告在公司內稽內控制度失靈所生員工舞弊事件、董事

掏空案件中開始向董監及職務負責人（公司法第 8 條）主張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的注意義務違反，與本文認為監督義務屬於注意義務之內涵不謀而合，僅對於

監督義務之內涵仍容有討論空間，值得持續觀察。 

 

  風險控制層面之爭議 

既然我國明文規定董事會有建立並維持內控制度運作之義務，法律遵循作為

內控之重要內涵自當作為董事監督義務之內容，惟針對 2018 年修法內容首度提

到的「法令遵循風險監控機制」的概念，為改善董事決策時進行風險監督之誘因，

是否應將風險管理納入董事監督義務之範疇？ 

依公司法第 202 條，公司董事典型職責係在經營管理公司，決策時基於專業

知識為股東評估風險，做出最佳營運決策，創造股東最大利益。因此為了確保在

商業環境中穩定發展，董事應為企業建立敏捷、靈活的風險評估管理。又法律遵

循僅為公司內部控制之一環，「風險管理」與法律遵循並列銀行業內部控制之第

二道防線者，我國法上既規範公司董事對於公司有維持業務執行具遵守法規之義

務，則董事是否對於風險管理失當致生公司之損害負其個人責任？ 

日本 2005 年新制定之公司法第 362 條 （Companies Act, Art. 362），明定董

事負有建立內控制度之義務，且該義務之範圍包含法令遵循 （Duty of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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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Laws and Regulations）342。並將 （廣義）監督義務類型化為二：（1）違反

內控制度建構義務；（2）對於違法行為本身有認識可能性之違反董事監督義務。 

至於美國 Caremark 案後學者343一度認為監督義務要求董事在資訊充分下之

監督範疇，除單純法令遵循外，更包含商業風險控制。然而 Citigroup 案明確指

出風險管理非董事監督義務之範疇，固然董事應負監督義務，但並非課予董事必

須因錯誤預測未來或衡量商業風險而負賠償責任。 

然美國法下的監督義務性質為忠實義務，則 Citigroup 案中認為風險管理係

不屬於「忠實義務下」董事監督義務之範疇，惟此處應注意的是，美國董事監督

義務之性質與我國規範並不一致，在我國法規及法學理論下，董事監督義務作為

注意義務之內涵，對於我國監督義務是否應與美國法院採取相同見解，認為風險

管理並非董事之監督義務內涵，似乎不能等量齊觀。 

 小結 

我國董事對於「公司員工違法行為」及「內稽內控制度運作之有效性維持」

究竟是否為個人監督責任範疇？個人違法行為若係透過正常內控程序得以預防、

董事得以於職權範圍內知悉則應負責；反之，若非一般內稽內控制度將通報之常

態作業，亦難以期待董事察覺之，在公司之內控制度於董事監督得當，運作良好

之前提下，董事即以盡其注意義務，無須對員工之違法行為負責。由此可見，關

鍵在於公司內部控制機制是否有效，若有效運作，則董事無責，因此「內稽內控

制度運作之有效性維持」使為董事個人監督義務之討論重點。針對內部規範監督、

                                                 

 

342 蔡憲昌，同註 108，頁 1861；黃百立，日本董事注意義務之研究，中原財經法學，19 期，

頁 268-269，2007 年。 
343 蔡憲昌，同註 108，頁 1848。「就董事監督義務之範圍演化部分，學者 Bainbridge 認為

Caremark 案的判旨要求董事會應確保其能被提供充足的資訊來履行其監督義務；該案所指涉之

義務範圍，已超過單純的法令遵循，而實已包含諸如商業風險管理等議題。其進而主張法院似

應發展法令遵循層面以外之修正版 Caremark 案主張的審查標準，以此審查董事是否違反涉及

風險管理的監督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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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報正確性之保證等義務實務固屬董事會全體責任，董事權力自應包括提案董事

會修改內部規範，未盡其義務而使公司受裁處，如何稱其以盡監督義務？又有稱

「董事會」理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監督並全盤兼顧管理人之管理或思慮

未及之處，就年報等詳加審閱，避免怠忽監察職責，此為董事會之責任。實則應

為規範董事，公司法明訂公司行為由董事長等公司負責人代表，董事會之召開原

則由董事長為之均顯示法人行為由自然人運作之必要性。公司內稽內控制度之建

構既屬最高執行機關即董事會之責任，自當為所有董監之義務，始為妥適。擔任

董監事職務，受有報酬，依法本應善盡董監事法定職責，確實踐履內部管控監督

及確保財務報告真實性法定義務，如任由董事會開會流於形式、相關議事無異議

照案通過、或決策過程為經誠實、審慎評估提出意見，未進行實質討論，僅形式

上核可、通過均推諉為會議決議而無個人責任。甚或董事長利用職務之便及內控

疏漏、事後稽核制度未落實之際，違反公司章程和發放董事長報酬之上限，領取

各項獎金，利害衝突下自肥情事，除消極監督義務違反外，顯然同時未盡忠實義

務，致使公司遭裁處，若仍主張經董事會通過，監督公司內稽內控為董事會責任

非董事義務，實無助於我國改善公司治理、加強董監責任之政策目標。學者344亦

贊同以「董事個人」作為究責對象之認定，主張「公司法雖採董事會集體執行業

務制，然董事會之決議終究係出於董事個人義務之履行，故有無過失仍應就個別

董事予以認定，不得以董事會之決議推諉之。」 

綜上，公司董事對於「內稽內控制度運作之有效性維持」有個人監督責任，

對於違法行為，行為主體若為董事個人，則具有守法義務，除有違反對公司之注

意義務外，甚或個人職務上侵權行為責任。 

 

                                                 

 

344 曾宛如，同註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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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監督義務之主觀要件 

本文既然認為董事監督義務係隸屬注意義務之內涵，則依據我董事注意義務

之規範，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即規定應負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即抽象輕過失，

然而監督義務做注意義務之內涵，其主觀要件是否亦延續我國抽象輕過失的標準，

尤其針對監督義務中法律遵循之建置和維持，蓋違反我國公司法第２３條第 1 項

注意義務，縱無法證明公司損害，仍有同條第 3 項之歸入權行使。而該結果是否

適當，對非執行公司業務之董事是否過苛，殊值討論。 

美國法上監督義務違反時，雖稱為重大過失，實則在操作上僅須具備明知或

間接故意之主觀要件，因此對於我國董事監督義務之主觀要件，是否採取抽象輕

過失，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 

採取放寬標準的學者，首先質疑我國實務上獨立董事之監督功能，並認為若

公司能採董事會單軌制，明確區分公司決策機關與監督機關，對於雙方受託義務

內含亦能有更細緻之區辨。指出實務中非執行董事或獨立董事相對於執行或內部

董事對於公司營運情形生疏，其能否真的依據公司所提供之資料提出質疑，最後

能發揮監督功效不容樂觀。採董事會單軌制，將董事會形塑為政策決定機關，其

中非執行業務者（包括獨立董事）乃居於監督之地位，至於實際擔負業務執行者

為高階經理人（包括執行董事及其他不兼董事職之高階經理人）。此際，即可順

此角色定位決定各董事應負受託義務之內涵，尤指注意義務345。再者，參考美國

法院 Caremark 案與 Stone 案所得出之董事監督義務標準判斷，其等監督義務違

反之責任成立，須基於董事會持續性或系統性怠於監督，且該持續性行為欠缺善

意。質言之，在主觀要件上在美國法上監督義務之違反，須達到明知或間接故意

之程度始構成責任346。惟該主觀標準對於吸引人才擔任獨立董事、不使董事動輒

                                                 

 

345 蔡昌憲，同註 108，頁 1867；曾宛如，同註 258，頁 181。 
346 蔡昌憲、陳乃瑜，內部控制制度、董事監督義務及薪資報酬委員會──評最高法院九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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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咎之目標，滿足公司治理中董事「職權與責任」間達到平衡之需求，監督違反

時之責任成立與否建立高檢驗標準似乎背道而馳？尤其自樂陞案後，現任獨董們

逐漸意識到獨立董事責任在我國法下之沉重，頗與其報酬不符萌生去意，若無商

業判斷法則或董事免責配套制度，是否應思考監督義務違反之注意義務程度應達

至少類如「明知」之歸責事由，以某程度緩和其責任？我國現行公司法第 23 條

第 1 項之規定，齊頭式地要求董事須負較重之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程度。學者建議

縱使原本解釋上監督義務屬注意義務之一環，故監督義務違反之歸責事由應為抽

象輕過失。然而，倘為達成某程度緩和獨立董事責任之目的，此際或有必要另修

正公司法，明文將監督義務違反時之歸責事由減輕為間接故意或明知，以降低現

行規定中較重注意義務程度的要求347。 

實務上不論侵權行為責任下的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標準，或是基於委任關

係基礎下所生注意義務固然均採抽象輕過失，惟仍明確表示兩者迥異之性質348。

因此若欲調整董事之注意義務程度極需釐清兩者請求權基礎本質不同。按侵權行

為制度目的，以填補被害人經法律承認應受保護權利之損害，並為維持人類社會

共同生活而設，依此民法上構成侵權行為要求「有責性」之過失，指未盡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抽象輕過失）而言，且包括行為人對侵權行為之事實，預見其

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以過失論之「有認識過失」（疏虞過失）在內349。 

而基於董事與公司建立委任契約前提下的董事監督義務，源自我國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注意義務之內涵詮釋，本質係債務不履行責任，且採抽象輕過失之

                                                 

 

度台上字第一三○二號民事判決，月旦法學雜誌，203 期，頁 221，2012 年 4 月。 
347 蔡昌憲，同註 108，頁 1870。 
348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472 號民事判決：「所謂忠實執行業務係指公司負責人執行業

務，應充分取得並了解資訊，為公司謀取最大利益並防免公司受有損害；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則係指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忠於職守之受任人，依交易上一般觀念所用之注意而言。因

此，公司負責人、受有報酬受任人依公司法及民法規定所負義務，與民法第 184  條規定之侵

權行為責任自有不同。」 
349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129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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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嚴格標準，訴訟上復應由被告證明已依債之本旨履行債務，由債務人負舉證責

任，依此董事違反注意義務之訴訟中，應由董事首先就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履行債務為證明，方盡舉證責任。對董事而言，由其欠缺專業知識、不熟悉日常

業務之獨立董事而言著實困難，不但實質上注意程度較外國立法例嚴格，訴訟上

舉證責任亦更加沉重。然而此舉證分配原則觀察美國法，如上所述係透過「經營

判斷法則」做衡平，以免董事僅單純因成果不符股東預期即有賠償風險，而發展

對於董事監督義務採取「欠缺善意」主觀標準，且凡基於充分資訊所為之決策即

應推定為善意且係為股東之最佳利益。對於董事主觀要件要求即為寬鬆，相對的，

即對原告股東訴訟上的舉證責任之沉重壓力，成為極大求償障礙。受到不少學界

批評對於德拉瓦州董事過於寬鬆甚至到達「明知」的主觀標準操作以及原告實務

上如何舉證推翻已受經營判斷法則推定之董事主觀心態？ 

然我國董事監督義務基於注意義務而生，延續上述結論本文仍認為應引進經

營判斷法則。或可能以我國法上對於董事主觀注意義務之標準以採抽象輕過失之

最嚴格標準，與美國對於董事注意義務之寬鬆認定背景不同，不應貿然引進經營

判斷法則，惟正是因為我國對於董事之監督義務主觀標準極高，更應對於被告董

事舉證責任予以減輕，始為衡平。且董事監督義務之客觀內涵系要求董事須對制

度的建置與維持有效性負責，性質上係一個通案抽象的責任，並非要求董事必須

對公司各單位、各部門員工之日常工作情形均維持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是

當公司內控法遵制度無法辨識並預防員工違法行為，甚至不斷發生零星違法事件

受主管機關裁罰等等，均是針對該制度明顯有瑕疵，董事卻應注意而未注意之情

形，對公司應負監督義務違反之賠償責任。 

而對於獨立董事亦採與執行業務董事相同注意義務之主觀標準權責不平衡

之疑慮，無法達到鼓勵人才擔任獨立董事，實則近年實務獨董們透過一次次投保

中心的團體訴訟，法院判決之積累逐漸意識到獨立董事在我國法下其角色於公司

治理中之重要性，對於提升專業性、關心公司業務之積極度與相關法律之了解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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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性影響，針對獨立董事權責不符之困境，證交法第 14 條之二第三項於 2018

年 4 月修正將獨立董事執行業務權利明文化，公司不得妨礙、拒絕或規避獨立董

事執行業務。獨立董事執行業務認有必要時，得要求董事會指派相關人員或自行

聘請專家協助辦理，相關必要費用，由公司負擔之。其修法目的及為強化獨董之

專業監督能力，獨立董事知識有其侷限，而難以期待全面兼具會計、法律及公司

治理專業，宜令有其他專業意見供其審酌，以做出獨立客觀判斷，且避免因其薪

資有限無自行負擔律師會計師之能力及其他執行執行職務不當干擾。獨立董事雖

賦予資訊閱覽權(資訊取得權)，然實務上獲取資訊之來源仍多經公司經營者篩選，

立於被動地位。對此，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3 條之一亦修訂公司得設置

公司治理專職單位或人員(公司秘書)負責公司治理相關事務，其中職責包括：依

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宜，並協助公司遵循董事會及股東會相關法

令。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提供董事、監察人執行業務所需之資料、與經

營公司有關之最新法規發展，以協助董事、監察人遵循法令等。另外金管會 2018

年提出新版公司治理藍圖350共計 24 項具體措施，其中有 10 項與董事會結構、職

能發揮相關，期許董事會職能適當發揮公司治理推動核心，推動公司治理人員制

度以增加對董事之支援。未來透過公司治理長之協助，獨立董事之專業性及權利

應逐漸能符合與公司法上要求之監督責任對於學者提出之董事免責配套制度，或

是單獨將獨立董事之監督義務降低至「明知」程度，以緩和其責任之見解，本文

認為目前似無迫切需要，蓋我國現行法下實務操作的董事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標準並非如學者想像的嚴厲，例如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342 號民事判決

(花蓮企銀案)即指出：被告「有意識地利用職務之便及內控疏漏」，並對其系爭行

為將造成裁罰後果確有預見，被告行為時即使無直接故意，亦已有明知或間接故

                                                 

 

350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07&parentpath=0,648,806(最後瀏覽日：2018/08/16)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07&parentpath=0,648,806


DOI:10.6814/THE.NCCU.LAW.009.2019.F10 

 

156 

 

意的程度，則當然亦達到抽象輕過失的標準，而該當我國注意義務之主觀要件。 

依此我國董事監督義務，尤其獨立董事之監督義務，降低主觀判斷標準或免

責條款之必要性即有謹慎思考空間。第一，由獨立董事制度目的而言，我國於 106

年上市櫃公司即全面設置獨立董事，且金管會於新版公司治理藍圖中亦規畫推動

於 109 年至 110 年完成設置審計委員會，均為強化公司之內部監督機制，則獨立

董事之設立目的即期待作為獨立之監督方，亦計畫實現單軌制董事會；獨立董事

應提供專業、客觀意見協助董事會作出符合公司最佳利益之決策，防止公司利益

受侵害及弊端產生。如此對於獨董之監督義務要求，應予以加倍重視，實務上對

於其專業性與獨立性之不足，應予以組織制度上補強，包括賦予資訊閱覽權與公

司治理專業人員制度等等配套措施，而不應由於現實困境反而減輕獨董責任。第

二，對於美國德拉瓦州法院對於董事監督義務主觀標準採取「重大過失」甚至「明

知」，美國學者亦非均贊同之，由於第 102 條(7)(b)項對注意義務的豁免條款和經

營判斷法則之主觀善意推定等等，對於董事於訴訟程序上過度優惠，原告股東勝

訴情形微乎其微，我國不論實務學說將堵事與公司之法律關係定為委任關係下，

因而所生監督義務自應採抽象輕過失，然而對於舉證責任上對被告過於不利，而

有法院斟酌適用經營判斷法則之空間。或有論者可能認為，此係基於美國受託理

論下之產物，似不應貿然適用於採取委任契約解釋董事與公司法律關係之我國；

本文以為自制度目的出發，經營判斷法則制度目的主要為使董事承擔風險為公司

及股東創造長期、最大利益，而免於對不如預期之結果負個人責任351，在公司遭

受損失時縱然決策結果錯誤，董事在過程中受到司法檢視惟充分資訊下做出最佳

決定者，即不生法律民事賠償責任，避免股東基於非理性之情緒要求董事對公司

虧損負責，與受託理論關係較小，即便引進採取抽象輕過失之較高標準的我國應

                                                 

 

351 同註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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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至於生法律實務重大繼受問題，日前數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判決針對注意義務

將該法則做為輔助判斷標準可見一班。在董事監督義務判斷標準參考經營判斷法

則亦有助於法院未來對於注意義務與監督義務判斷之一致性，蓋監督義務本屬注

意義務內涵。同時我國公司法制上監督義務，相對過去操作董事之注意義務係較

為新穎之內涵下，降低對法院個案判斷上可能無所適從之困擾，對於實務見解安

定性亦有所助益，增進人民對司法信任度。 

 

第五節  違反監督義務之效果 

美國實務上迫於公司法第 102 條(b)(7)公司章程豁免條款之現實考量，對於

監督義務之內涵訴訟策略上原告逐漸由主張注意義務變成忠實義務而連帶法院

判決見解一併作出回應。 

我國公司法體制上，鑑於忠實義務主要在處理董事與公司間之利益衝突事項，

監督義務內涵屬於董事執行日常事務之注意義務，故董事之監督義務宜定位為注

意義務之一環。 

至於實務上，原告股東對於公司董事監督義務之請求權基礎，可能的選項可

區分為侵權行為和債務不履行之契約責任。侵權行為包括主張民法第 188 條僱用

人責任（其中監督義務係屬抗辯）、第 184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185 條，或是

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公司負責人之侵權責任向董監請求連帶賠償；而契約責任

則主張民法第 535 條、第 544 條及第 227 條受任人債務不履行責任，或是違反公

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公司負責人之注意義務。契約責任於債務不履行發生損害賠

償時，推定可歸責於債務人，應由債務人負「不可歸責」之舉證責任352。與侵權

                                                 

 

352 82 年台上 267 號判決：「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 1 項前項規定侵權行為以故意或過失不法侵

害他人之權利為成立要件，故主張對造應負侵權行為責任者，應就對造之有故意或過失負舉證

責任 (參照本院五十八年台上字第一四二一號判例) 。又在債務不履行，債務人所以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係以有可歸責之事由存在為要件。故債務人苟證明債之關係存在，債權人因債務人

不履行債務 (給付不能、給付遲延或不完全給付) 而受損害，即得請求債務人負債務不履行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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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債權人須舉證侵權人故意過失有別353。因此在公司發生違反主管機關內稽內

控之規範而受裁罰，顯然公司主張契約責任較為有利。觀察過去董事監督義務之

違反多數伴隨涉及證券交易法規範（例如：財報不實、內線交易等）之侵權甚或

犯罪行為，因此原告多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85 條，及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公司負責人之侵權責任向董監請求連帶賠償。除上述舉證責任之困

難外，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之性質本有特殊侵權行為和法定特殊責任之爭，對

於故意過失主觀要件似有要求外，其請求權人是否包括公司股東之內部人素有爭

議，而增加判決結果之不確定性。 

本文以為，首先自程序面觀察，理論上我國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對於債務

不履行之注意義務係須依債之本旨約定，基於委任關係基礎下所生注意義務違反，

既屬債務不履行，原則應由被告證明已依債之本旨履行債務，由債務人負舉證責

任，依此董事違反注意義務之訴訟中，應由董事首先就已盡注意義務履行債務為

證明，方盡舉證責任。此舉證分配原則美國法透過「商業判斷法則」做衡平，以

免董事僅單純因成果不符股東預期即有賠償風險，凡基於充分資訊所為之決策即

應推定為善意且係為股東之最佳利益。此法律移植之在地化調整過程，為董事監

督義務能否有效發揮實際效果之關鍵。日本於 2002 年修正「商法特例法」，董事

應盡之善管注意義務，建立確保員工遵守法令及風險管理之內控制度，委員會設

置公司之經營機關負有建立內部統制體制之義務，且日本判例法已發展出商業判

                                                 

 

任，如債務人抗辯損害之發生為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所致，即應由其負舉證責任，如未能

舉證證明，自不能免責 (參照本院二十九年上字第一一三九號判例意旨) 。二者關於舉證責任

分配之原則有間。」 
353 58 台上 1421 號判例：「侵權行為固以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之權利為成立要件，惟關於假扣

押裁定，因自始不當而撤銷，或因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二十九條第 2 項及第五百三十條第三項之

規定而撤銷者，債權人應賠償債務人因假扣押或供擔保所受之損害，同法第五百三十一條定有

明文，故債權人所負此項賠償損害責任，乃本於假扣押裁定撤銷之法定事由而生，債務人賠償

請求權之成立，即不以債權人之故意或過失為要件，至債權人對於分配表聲明異議，並對於他

債權人起訴雖受敗訴判決，但法律上既無該聲明異議人應賠償他債權人因此所受損害之明文規

定，則該他債權人對於聲明異議人如請求損害賠償，惟得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則辦理，亦即對

於聲明異議人之有故意或過失應負證明之責。」 



DOI:10.6814/THE.NCCU.LAW.009.2019.F10 

 

159 

 

斷法則適用於董事監督義務之情形354 

至於我國法院見解，幸福人壽另案355中，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重上字第

973 號民事判決指出：「為促進企業積極進取之商業行為，應容許公司在經營上

或多或少之冒險，司法應尊重公司經營專業判斷，以緩和企業決策上之錯誤或嚴

格之法律責任追究，並降低法律對企業經營之負面牽制，此即為美國法上所稱『商

業判斷法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應可作為判斷公司負責人是否已盡善良

管理人注意義務之參考。詳言之，法院不應立即事後猜測（Second Guess）而予

以違法之認定，即使該經營決定是一個錯誤，而且其結果也確實讓公司因此遭受

虧損，公司負責人亦不因此而負賠償責任，除非得以證明公司負責人於作成行為

之當時，係處於『資訊不足』之狀況，或係基於『惡意』所作成，或參與作成決

定者係具有重大利益衝突之關係等。當公司負責人之行為符合：(1)對於經營判斷

之事項不具利害關係。(2)就經營判斷事項之知悉程度，為其在當時情況下合理相

信為適當者。(3)合理相信其經營判斷符合公司最佳利益，而基於善意作出經營判

斷時，即認其已滿足應負之注意義務。是被上訴人受上訴人委任執行投資不動產

開發等業務，倘均已遵循上開法令及內部規範之程序處理，對於系爭房地投資案

並無利害關係，依其等所知悉程度已注意系爭房地有委請專業估價者進行鑑估，

所設定交易條件及交易價格，在當時情況下合理相信為適當，且善意相信符合上

訴人最佳利益，而核簽系爭簽呈，即應認已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又上訴人公司關於審定組織規程、重要規章及契約，以及決定不動產買

賣等，係屬董事會職權，此觀上訴人公司 100 年 12 月 5 日第 17 次修訂之章程第

23 條第 3、8、16 款規定甚明（見本院卷(三)第 169 頁），則上訴人公司關於不動

產投資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不夠完善，致未能有效發揮促進公司健全經營，以

                                                 

 

354 黃百立，同註 342，頁 246、263、311、314。 
355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重上字第 973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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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管理階層能辨識、評估、管理，及控制營運之風險，並保有適足之資本以因

應風險，應屬上訴人公司董事會職責。是以金管會雖以上揭理由裁罰上訴人，亦

應由上訴人公司董事會負最終責任，自難徒憑上訴人曾遭金管會裁罰 180 萬元，

即認被上訴人有何違反保險法第 148 條之 3第 1項及內控稽核辦法第 5條第 1項

第 4 款，且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被上訴人簽擬提案、核定系爭房地投資

案時，已遵守相關法令規範及上訴人公司內控規範、並注意各交易原則與方針及

風險管理措施，在主管機關發布各項投資限制規定之內操作運用資金，本乎善意

相信上開決策經營判斷符合上訴人之最佳利益，合於商業經營判斷法則，應認被

上訴人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2006 年間勤美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先透過齊林環球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齊林公司）以 13.9 億向統一安聯購買大廣三大樓不良債權後，再以 17

億元向齊林公司購買之決策，是否墊高交易價格，增加取得成本，藉此掏空公司，

造成勤美公司損害？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356認為按商業經營管理上，難免有所

失誤，是否所有之誤失，不問情形，均應令董事負其責任？如此對於董事是否過

嚴？是否會造成董事責任過大，令人對於擔任董事卻步，反而不利於公司經營及

管理。 

因此，為促進企業積極進取之商業行為，本文以為應容許公司在經營上或多

或少之冒險，司法應尊重公司經營專業判斷，以緩和企業決策上之錯誤或嚴格之

法律責任追究，並降低法律對企業經營之負面牽制，此即為美國法上所稱「商業

判斷法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故當公司董事已被加諸受託義務，則董事

在資訊充足且堅信所為決定係為股東最佳利益時，則全體股東即必須共同承擔該

風險，而不得以事後判斷來推翻董事會之決定。而我國公司法第 202 條之規定，

                                                 

 

356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4 年度重上字第 1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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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強調企業所有與企業經營分離原則，經營判斷法則乃確保由董事，而非股東經

營公司，若允許股東經常輕易請求法院審查董事會之經營管理決策，決策權最終

可能由董事會移轉至好訟成性之股東，其結果顯然與公司法第 202 條之立法意旨

相悖。而承認所謂經營判斷法則，將可鼓勵董事等經營者從事可能伴隨風險但重

大潛在獲利之投資計畫。 

此外，司法對於商業經營行為之知識經驗亦顯然不如董事及專業經理人豐富，

故司法對於商業決定應給予『尊重』，因此減少司法介入，自有必要。換言之，

法院不應立即事後猜測（Second Guess）而予以違法之認定，即使該經營決定是

一個錯誤，而且其結果也確實讓公司因此遭受虧損，董事會亦不因此而負賠償責

任，除非公司股東可以證明董事（會）於作成行為之當時，係處於『資訊不足』

之狀況，或係基於『惡意』所作成，或參與作成決定之董事係具有重大利益衝突

之關係等等。 

易言之，當董事之行為符合：董事對於經營判斷之事項不具利害關係。就經

營判斷事項之知悉程度，為其在當時情況下合理相信為適當者。合理相信其經營

判斷符合公司最佳利益，而基於善意作出經營判斷時，即認其已滿足應負之注意

義務，即便董事經營決策嗣後造成公司虧損，亦應免負損害賠償責任。 

本案齊林公司與勤美公司之買賣契約，齊林公司除移轉大廣三大樓不動產所

有權外，尚須將第三人無權占有完全排除及保證建物內基本電機公共設備完整無

缺，並須負責覓得承租人承租大樓，且租金不得低於 1 億元，足見非僅單純移轉

不動產所有權。再大廣三大樓位處台中市七期重劃區之中港路精華路段，周商業

繁榮極具開發潛力。被上訴人基於以上經營判斷，決定為勤美公司購得大廣三大

樓，其購置行為與被上訴人並無個人利害關係。參以估價事務所對於大廣三大樓

市值鑑定價格亦超過 17 億元（當時勤美委託不動產估價事務所鑑定價格為 20 餘

億元）以及未來開發前景之評估，由齊林公司先出面購得大廣三大樓，將使勤美

公司取得乾淨無瑕疵之大樓，被上訴人主張就上開行為之知悉程度已合理相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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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並確信係為公司之最佳利益等情，應為可採，應合於商業經營判斷法則。上

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墊高交易價格，使勤美公司受有損害云云，不足採取。爰維持

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357。惟最高法院358卻認為勤美公司嗣

後出售該大樓予南山人壽，獲利二十七億餘元，係因其後市場之獨立因素發生，

非得執以遽認勤美公司原所受三點一億元之損害已受填補，而並未就董事長是否

合於經營判斷法則深究，駁回高院判決。 

綜上本文以為董事違反監督義務其性質季為委任契約下的注意義違反，則應

適用債務不履行之法律效果，於訴訟程序上本應由債務人負舉證責任，及由董事

就已盡注意義務為證明，然理論上應透過商業判斷法則為衡平，而我國法院實務

對於公司負責人注意義務審查時，亦不乏透過商業判斷法則為標準，惟最高法院

對此尚未具體明確表態是否適用之見解。觀察案件類型上，公司發生疑似掏空行

為時，股東主張董事注意義務之違反後，董事以經營判斷法則抗辯最為常見。而

在監督義務是否能透過經營判斷法則做為董事之有效抗辯，於我國法上效果並不

顯著，蓋針對內稽內控制度之建立與維持，實務仍認為該責任歸屬係董事會而非

董事個人，與是否違反注意義務和忠實義務係不同法律事實須個別判斷。 

  

                                                 

 

357 同上註。 
358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406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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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訪談研究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方法 

方法論 

研究方法依照性質劃分，主要可分為兩種，分別是量化研（Quantitative 

Research）與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其中質性研究乃是源自於人類學

與社會學演化的結果。在質性研究的領域中，又可以細分許多不同的研究法，分

別是個案研究法、行動研究法、參與觀察法等。個案研究法主要透過觀察、描述、

分析的過程，能夠有效連結實務現象和學術理論。專門適合用於研究主題同時涉

及「如何」及「為何」的研究359。 

對象選擇原則 

兆豐銀行 2017 年 9 月傳出，因疑似洗錢而遭美國紐約州金融監理署重罰 1.8

億美元，這起事件引發對公司治理及董事監督義務之探討。兆豐銀行裁罰案之特

殊性，不在於裁罰金額，DFS 裁罰對象中，例如：美國保德信人壽在 1990 年代

曾不當銷售投資型保單，被監理機關裁罰與賠償保戶約 60 億；美國匯豐銀行於

2012 年違反洗錢防制法規，涉及墨西哥毒梟洗錢活動，被美國司法部裁罰 19.2

億美元；英國藥廠葛蘭素史克 2014 年因賄賂官員及醫生，被中國處以有史以來

最大罰款 30 億人民幣。又葛蘭素史克亦在美國上市，受美國外國貪腐處理法

(Foreign Corruption Practice Act)管轄，也被美國司法部裁罰 2,000 萬美元。其他

                                                 

 

359 同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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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法國巴黎銀行、摩根大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與德意志銀行，

均涉及法遵功能不佳受到數十億、甚至數百億美元的驚人裁罰等360。 

惟裁罰對象兆豐銀行之公股背景，背負特殊政策目標，係我國對美元重要外

匯交易中心；外部績效極佳，回顧 2008 至 2015 年間兆豐銀行的營業績效相當亮

眼361，兆豐銀行獲獎無數、董事長聲望高，而且獨立董事學經歷素質佳（信託公

會理事長黃 O 昌、經濟學家馬 O、金融研訓院副院長陳 O 隆）362，卻無法及時

發現並改正其內部控制制度之問題。詳言之，兆豐潛在內控制度之問題、分行和

總行間欠缺充分溝通，管理階層是否採取積極態度予以改善？又美國監理單位經

通知裁罰之際，董事長及經理知悉分行將受監理行動，似乎無明顯證據顯示已呈

報董事會，是否堪稱已採取適當決策，盡其注意義務？且既屬執行業務董事，公

司受 DFS 及金管會處分受有損失，消極未監督銀行法律遵循機制有效運作之不

作為，是否有違反注意義務、忠實義務或其他責任之虞？我國董事於現行法制下

是否有監督義務，其內涵及範圍為何?違反效果又如何？董事長及經理得否以董

事會通過內稽制度及法律遵循制度加以抗辯363？  

 

 個案背景分析 

研究個案選擇「2017 年兆豐銀行裁罰案」，主要係著眼於裁罰對象之特殊性，

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是由中國商銀及交通銀行合併組成，二家銀行均為我國具特

殊歷史地位之銀行。中國商銀改制民營（民國 60 年）前為「中國銀行」，其前身

                                                 

 

360 閻書孝，【專家觀點】從兆豐銀事件談-企業法令遵循與董事監督義務，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

理協會網站。http://www.cga.org.tw/main/f_2_01_news.aspx?news_aid=1958(最後瀏覽日：

2018/8/26) 
361 同上註：稅前淨利成長 131.56％、股本回報率(ROE)成長 27.78％、資產回報率(ROA)成長

16％，海外分行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獲利占銀行獲利 50％（遠高過同業平均的 30％）。 
362 同註 360。 
363 同註 354。 

http://www.cga.org.tw/main/f_2_01_news.aspx?news_aid=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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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溯至清光緒時期之戶部銀行及大清銀行。民國 17 年中央銀行成立前，中國銀

行被賦予代理國庫及發行鈔券之任務，中央銀行成立後則被指定為政府特許之國

際貿易及匯兌專業銀行。發展至今，以其專業之外匯經驗、全球廣佈之營運據點

及通匯網路、優良之資產品質、卓越之經營績效，成為國內首屈一指的銀行。交

通銀行創立於民國 5 年，民國初期奉命與中國銀行共同掌管國庫收支及辦理鈔券

發行。歷經政府特許之實業銀行（民國 17 年）、工業專業銀行（民國 64 年），至

民國 68 年改制為開發銀行，並於民國 88 年轉為民營型態，辦理中長期開發授

信、創導性投資與創業投資業務，歷年來致力配合政府經濟政策及經建計畫，協

助策略性及重要工業發展。 民國 90 年交通銀行與國際證券公司共同成立「交銀

金融控股公司」，之後納入中興票券及倍利證券，並於 91 年再加入中國產險及中

國商銀，同時更名為「兆豐金融控股公司」。 為擴大經營規模，強化市場占有率，

中國商銀與交通銀行於民國 95 年 8 月 21 日合併並更名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Meg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目前國內分行家數達 107 家，海外分行

23 家，支行 5 家，代表處(含行銷辦事處)4 處，加計在泰國之轉投資子銀行及分

行，合計海外據點達 37 處，全行員工約 5,524 人，資本總額超過新臺幣 850 億

元364。 

 

 兆豐銀行遭美裁罰案 

美國紐約州金融署(下稱 DFS)於 104 年 1 月至 3 月間對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下稱兆豐銀行)紐約分行辦理實地金融檢查，以 103 年 9 月為基準日，檢查該分

行的風險管理、營運控制、法令遵循和資產品質等，包含 101 年至 103 年間之匯

                                                 

 

364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網站，https://www.megabank.com.tw/about/about01.asp(最後瀏覽日：

2018/08/26) 

https://www.megabank.com.tw/about/about0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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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交易，也評估前次金檢(102 年)管理層承諾之改善方案，並於本(105)年 2 月 9

日將檢查報告函送該行，該報告指出紐約分行有未落實可疑交易之篩選、申報等

法令遵循(下稱法遵)缺失。 

兆豐銀行於本年 3 月 24 日將改善計畫回復 DFS，並於 5 月 18 日函報金管

會。DFS 嗣於 7 月 29 日告知該銀行紐約分行經理擬核處該行鉅額罰款。兆豐銀

行總經理暨代理董事長吳漢卿分別於 8 月 1 日及 8 月 4 日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下稱金管會)及財政部報告 DFS 即將裁罰之情。案經兆豐銀行與 DFS 協商，

於 8 月 19 日簽署合意處分令(Consent Order)365，DFS 核處兆豐銀行 1 億 8 千萬

美元之罰款（以匯率 32 計算，約合新臺幣 57.6 億元），並於 DFS 網站公佈合意

處分令及新聞稿，嚴詞批評兆豐銀行故意漠視法規，法遵缺失嚴重，其指出之主

要缺失包括：(1)防制洗錢人員及法遵主管對法規缺乏瞭解，且無專責法遵主管、

(2)法遵人員未全面監控可疑交易、(3)防制洗錢程序未能持續有效監控可疑交易，

不符法遵政策、(4)交易監控、客戶開戶及客戶盡職調查等之政策和程序不符聯邦

法規指引366。 

行政責任方面，兆豐銀行遭 DFS 裁罰一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

管會」）於 2016 年 9 月 14 日就該行經營管理及處理過程之缺失進行行政處分。

乃依據銀行法第 61 條之 1 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以 105 年 9 月 14 日金管銀控

字第 10560003852 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解除兆豐金控派任兆豐銀行之法人代

表董事職務。按處分書指出：「一、受處分人擔任兆豐銀行董事長期間，於 104 

年 10 月已知悉該行紐約分行極有可能遭美國主管機關採取監理行動，惟 104 年

11 月及 105 年 2 月紐約分行建議總行派員赴美溝通，其均未採納，而總行多年

來未有高層主管前去溝通，係 DFS 決定採取行動之原因之一，應對本案負決策

                                                 

 

365 Consent Order to Meg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of Taiwan 

https://www.dfs.ny.gov/about/ea/ea160819.pdf  (最後瀏覽日：2018 年 6 月 28 日) 
366 行政院，兆豐銀行遭美裁罰案相關部會督管責任查核報告，頁 1，2017 年 10 月 7 日。 

https://www.dfs.ny.gov/about/ea/ea1608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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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當之責。二、受處分人與紐約分行經理於 105 年 3 月 24 日共同署名回覆 DFS 

之檢查報告回覆改善計畫信函中表示，董事會、高階主管瞭解所列缺失之嚴重性，

惟經查當時該行尚未將檢查報告提報董事會，董事大多表示當時並未知悉缺失之

嚴重性，回覆 DFS 信函內容陳述不實。」亦即，認為兆豐銀行前董事長決策失

當，且回覆 DFS 之內容陳述不實，因而作成解除其於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兆豐金控」）所派任兆豐銀行法人代表之董事職務。惟前董事長蔡友

才不服該處分，乃循序提起行政爭訟。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度訴字第 1303

號判決該解除職務事件，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367。 

再者，針對董事民事責任部分，兆豐銀行於 2016 年 9 月 23 日董事會決議，

有關遭裁罰案將向前任公股董事求償，其民事訴訟對象為前董事蔡 O 才（公股

董事兼董事長）、吳 O 卿（公股董事兼總經理）二人，訴請求償金額為一億八千

萬美元加計金管會裁罰款新臺幣一千萬元368。原告於訴訟程序中聲請限制被告閱

覽相關機密文書，由台北地院做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重訴字第 1119 號

民事裁定，其中附表二即列舉原告就對被告之損害賠償事件，主張事實包括：1.

於美國聯邦準備銀行官員於 104 年 10 月 5 日至原告總行拜訪後，未採取任何積

極措施。2.未依原告紐約分行 105 年 2 月 12 日建議，即時派員至美國予 DFS 溝

通協商。3.忽視 DFS 於 105 年 2 月 9 日做成之檢查報告。4.未及時召集董事會向

董事會報告 DFS 於 105 年 2 月 9 日做成之檢查報告，並請董事會就該檢查報告

應如何回復做成決議。5.105 年 3 月 24 日回覆 DFS 於 105 年 2 月 9 日檢查報告

所列缺失之嚴重性。應依民法第 544 條、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負損害賠償

責任等情，被告則抗辯其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等，日前本案該損害賠償事

                                                 

 

367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新聞稿，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網站，

http://tpb.judicial.gov.tw/index.php?catid=12&cid=1&id=208&action=view (最後瀏覽日：2018 年 6

月 28 日) 
368 兆豐銀行新聞稿：105/9/23 董事會會議決議重點，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網站， 

https://www.megabank.com.tw/other/event_01.asp?sno=730 （最後瀏覽日：2018 年 8 月 26 日） 

http://tpb.judicial.gov.tw/index.php?catid=12&cid=1&id=208&action=view
https://www.megabank.com.tw/other/event_01.asp?sno=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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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仍在審理中。 

 

 對象背景說明及問題提出 

 訪談對象 

金融業做為特許非自由競爭的行業，其壟斷性影響市場機制正常發揮作用。

接觸客戶財務之信息性質極隱私敏感，亦應重視資訊安全機密保護，然而銀行專

業門檻高、信息披露度相對低，市場上之資訊不對稱投資大眾難以對金融機構風

險和業績作出準確判斷。因此，透過政府外部監管，調節壟斷性帶來的市場機制

相對失靈現象，減輕信息不對稱造成的評價和監督困難具相當重要性。自 2009

年開始，全球金融規管強度提高，伴隨而來之違規裁罰金額不斷攀升。因此銀行

業之董事監督義務除公司股東依循民刑事訴訟程序求償外，最為迅速而顯著之懲

處多來自行政部門之監管，各國主管機關對於境內之銀行機構法令遵循制度建置

及獨立性之要求，亦表現於定其金融檢查或裁罰上。 

董事監督義務除了於法規制度上之分析外，針對實務運作多數文獻均僅得引

用法院判決與以輔助，時則諸如銀行、保險、證券等特許行業，主管機關對其之

外部監管始為實務上之運作核心。透過訪談及分析銀行業之主管機關(即金管會

銀行局)的個案行政處分，了解銀行局對於董事監督義務內涵、定位、範圍之態度

與立場，對於董事於實務上執行職務比起法規制度解釋更有價值。 

因此以下向時任金融監督管理會法律事務處處長就有關兆豐裁罰案，董事監

督義務之內涵與範圍之內容為訪談，期能加以討論主管機關對董事監督義務之規

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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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問題 

一、針對目前我國法是否承認董事監督義務？及其性質為何？ 

1. 依目前公司法第 8 條及第 23 條董事負有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則監督義務

是否屬之？該監督義務的性質為何？ 

2. 金管會銀行局做出之金管銀控字第 10560003851 號裁罰案(即兆豐案)，得否

解釋為對於銀行法 45-1 條等相關規定，包括董事、經理及法遵主管等相關

人員個人「行政責任」？ 

二、董事監督義務之內涵與範圍？ 

1. 作為主管機關，針對董事個人民事責任部分，以兆豐案為例，董事長及經理

知悉分行將受美國紐約州金融署(DFS)監理行動卻未呈報董事會，未採取適當

決策，既屬執行業務股東，使公司因而受有損失，除有積極決策、陳述不實

之行為，違反公司法第 23 條董事責任之虞外；消極未監督銀行法律遵循機制

有效運作之不作為，是否違反個人監督義務之民刑事責任？ 

2. 董事長及經理未及時通報主管機關及董事會，是否違反該監督義務之民刑事

責任？ 

3. 金管會銀行局做出裁罰後，董事長、經理及相關主管得否「以公司董事會已

通過內稽制度及法律遵循制度」加以抗辯，分別免除其行政與民刑事責任？ 

資料蒐集與分析 

主要調查方式以書面形式向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務處處長為訪

談，並為質性分析。以下係主管機關對本文提出董事監督義務之訪談問題之回應： 

一、針對目前我國法是否承認董事監督義務？及其性質為何？ 

答：針對董事義務，首先臚列明文之董事責任，雖提及董事之過失責任，為

未承認係董事監督義務：董事之責任對外對第三人侵權行為責任(公司法第 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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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條)，對公司債應募人(公司法第 251 條第 2 項)。對內包括：對公司、董事

會決議不適法(公司法第 193 條)董事之過失(公司法第 23 條)及公司法各條列舉

(公司法第 13 條、第 15 條、第 16 條、公司法第 251 條第 2 項、公司法第 276

條)、董監連帶責任：公司法第 226 條、經營責任之解除：公司法第 231 條 

另外，主管機關所認知董事監督義務似依據民法第 188 條規範所定雇用人對

於受雇人之「監督」責任：認為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規定「受僱人因執行職務，

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

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

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此處規定僱用人對於受僱人損害賠償責任，若善盡選

任及監督之執行，則不需連帶負責。若僱用人為法人，係該法人負連帶責任，不

當然連結成為董事之責任。 

且董事的監督責任不宜逕連結該機構所受行政裁罰，宜就董事之注意義務、

忠實義務及法律規定，檢視是否有董事應負之「監督」責任：董事最重要行使職

權的方式，是出席董事會參與表決(公司法第 206 條第 1 項)。 

金管會法務處處長指出董事其責任內涵，包含民事、行政、刑事(第 8 條、

公司法第 23 條)，宜從公司法或是相關法律對於董事責任之要求觀察，有爭議時，

透過司法程序確認，不宜逕從主管機關對於該機構之行政裁罰檢視，因為行政裁

罰為該機構違反法令所定之行政上作為或不作為義務時，主管機關所為之裁罰，

重點在於客觀上是否有違規事實；主觀上是否有故意過失，此等要素與董事之責

任似無法等同視之。在法律沒有明文董事對於何種事項負有「監督」責任，處長

建議宜釐清該公司監督責任之內涵、董事之責任內涵，檢視公司應負之監督責任，

是否屬董事之責任。 

註：本文根據上述說明，認為主管機關於現行公司法僅針對董事具出席義務，

而相關法令並無監督義務明文規定的形況下，欲承認銀行董事具有監督義務採取

較保守的態度，行政機關之裁罰依據係對於未符合行政法規所生客觀事實予以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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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似無將內稽內控規範等行政法規內容視為董事監督義務內涵之立法意旨。將

董事所負擔之義務交由法院作解釋。 

2.金管會銀行局做出之金管銀控字第 10560003851 號裁罰案(即兆豐案)，得

否解釋為對於銀行法 45-1 條等相關規定，包括董事、經理及法遵主管等相關人

員個人「行政責任」？ 

答：金管會 105.9.14 金管銀控字第 10560003851 號及金管銀控字第

10560003852 號裁處書，係就兆豐銀行遭美國紐約州金融署裁罰美金 1.8 億元一

案，該行經營管理及處理過程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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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依同法第 61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解除

蔡○○之董事職務，並命該行解除總經理、紐約分行經理、督導副總經理、總稽核

及法遵長等人之職務。 

上開處分，包含對銀行處以罰鍰以及對銀行相關人員進行行政管制措施。就

罰鍰而言，為裁罰性之行政處分，處罰之對象為銀行，依據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雖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

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視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然而，負違規的行政責任者，

仍為銀行，並非渠等個人，法律構成要件未規定人員違規之效果時，不宜逕將認

定法人故意過失之元素，直接連結至個人之行政責任，課予行政責任，而宜從銀

行法令是否規定人員違規構成要件，以及各該人員之權責分析，例如董事依公司

法對於公司負有忠實及注意義務，違反時負民損害賠償責任，並非行政責任、受

僱人依據僱傭契約負責；人員違反公司內規範時由公司處理、違反公會自律規範

時由公會處置、違反法令時由主管機關處分； 

就行政管制措施而言，銀行法第 61 條之 1 所列各款在定性上為非裁罰性不

利益處分，並非行政罰。此種非裁罰性不利益處分的行政管制措施，係對於過去

違法狀態之糾正、終止或除去違背法秩序之現狀，或是向將來，促使義務人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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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或是使其實現與履行義務同一狀態，抑或為防止危害之發生或擴大，而不

以制裁過去為目的369。考量銀行法第 61 條之 1 法條結構與證交法第 56 條規定較

相近(證券商違法，解除董監經)，不同於證交法第 66 條(董監受僱人違法，解除

或停止業務執行)，亦即此處管制之對象為公司，只是以解除董事長職務或命公

司解除渠等人員職務之行政手段為之，並非對個人違規責任之處理。而依本條解

任之董監事或經理人，於五年內不再任金融機構之負責人，即達到前述防止危害

之發生或擴大之目的。至於金管會依銀行法第 61 條之 1 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4 款

規定，解除銀行董事職務及命令銀行解除經理人職務，屬行政處分，自包含對案

關人員應負行政責任之追究。 

 

二、董事監督義務之內涵與範圍？ 

1.因此作為主管機關，針對董事個人民事責任部分，以兆豐案為例，董事長

及經理知悉分行將受美國紐約州金融署(DFS)監理行動卻未呈報董事會，未採取

適當決策，既屬執行業務股東，使公司因而受有損失，除有積極決策、陳述不實

之行為，違反公司法第 23 條董事責任之虞外；消極未監督銀行法律遵循機制有

效運作之不作為，是否違反個人監督義務之民刑事責任？ 

答： (1)依據 106.3.22 修正發布之「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

制度實施辦法」，有關董事會職責規定如下： 

第 5 條之 1 規定：「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董（理）事會應認知營運所面臨

之風險，監督其營運結果，並對於確保建立及維持適當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負有

最終之責任。」 

第 7 條有關控制環境之組成要素規定：「控制環境包括…董（理）事會及監

                                                 

 

369 李建良，行政罰法中「裁罰性之不利處分」的概念意涵及法適用上之若干基本問題-「制裁

性不利處分」概念之提出，月旦法學雜誌，181 卷，頁 133-163，201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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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人（監事、監事會）或審計委員會治理監督責任。…董（理）事會與經理人應

建立內部行為準則，包括訂定董（理）事行為準則…」 

(2)兆豐案相關人員係因督導部門有所缺失，致遭本會處分，至於其是否違反

民刑事責任，則須視其違反之行政義務與所產生之損害是否具有因果關係，或是

否符合刑法相關構成要件，須由司法檢調機關依據體事實判斷之，尚難斷論具有

行政義務之違反即應負民刑事責任。 

 

2.董事長及經理未及時通報主管機關及董事會，是否違反該監督義務之民刑

事責任？ 

答： (1)依據 106.3.22 修正發布之「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

制度實施辦法」，有關董事通報義務規定如下： 

第 7 條之 1 規定：「前條第一款之董（理）事行為準則至少應包括董（理）

事發現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儘速妥適處理，立即通知

審計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或監察人（監事、監事會）並提報董（理）

事會，且應督導所屬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通報主管機關。」 

(2) 兆豐案相關人員係因督導部門有所缺失，致遭本會處分，至於其是否違

反民刑事責任，則須視其違反之行政義務與所產生之損害是否具有因果關係，或

是否符合刑法相關構成要件，須由司法檢調機關依據體事實判斷之，尚難斷論具

有行政義務之違反即應負民刑事責任。 

 

3.金管會銀行局做出裁罰後，董事長、經理及相關主管得否「以公司董事會

已通過內稽制度及法律遵循制度」加以抗辯，分別免除其行政與民刑事責任？ 

答：依銀行法第 45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銀行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

度。…」。同法第 129 條第 7 款規定，未建立內部控制制度或未確實執行，處新

臺幣 200 萬元以上 1000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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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通過內部控制、內部稽核及法令遵循制度，相關制度須完備，且須落

實執行。董事長及經理人若以「公司董事會已通過內稽制度及法律遵循制度」加

以抗辯，得否免除行政責任，須視制度是否完備及有無落實執行而定。至於得否

免除民刑事責任，須由司法檢調機關判斷。 

 

第二節  研究發現 

首先主管機關針對目前我國法承認董事監督義務採取較保守，甚至主管機關

所認知董事監督義務似依據民法第 188 條規範所定雇用人對於受雇人之「監督」

責任規定，僱用人對於受僱人損害賠償責任，若善盡選任及監督之執行，則不需

連帶負責。若僱用人為法人，係該法人負連帶責任，不當然連結成為董事之責任。

惟董事與公司間為委任關係，縱使係在員工違法案件中，亦係公司法人須負擔連

帶賠償，至於董事則依公司法第 23 條，若其亦違法執行職務始有連帶責任。且

董事是否盡監督義務並非行政裁罰所衡量之標準，宜就董事之注意義務、忠實義

務及法律規定，檢視是否有董事應負之「監督」責任。 

另外主管機關特別提及董事最重要行使職權的方式，是出席董事會參與表決

(公司法第 206 條第 1 項)。其責任內涵固然包含民事、行政、刑事(第 8 條、公司

法第 23 條)，宜從公司法或是相關法律對於董事責任之要求觀察，有爭議時，不

宜逕從主管機關對於該機構之行政裁罰檢視，而交由司法機關判斷，因為行政裁

罰為該機構違反法令所定之行政上作為或不作為義務時，主管機關所為之裁罰，

重點在於客觀上是否有違規事實；且未將主觀故意過失納入裁罰標準。 

而金管會銀行局針對兆豐案所為解任處分裁罰對象固然為兆豐銀行，惟裁罰

效果亦生對董事長之行政責任，即就兆豐銀行遭美國紐約州金融署裁罰美金 1.8

億元一案，該行經營管理及處理過程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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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依同法第 61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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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蔡○○之董事職務，並命該行解除總經理、紐約分行經理、督導副總經理、總

稽核及法遵長等人之職務。上開處分，包含對銀行處以罰鍰以及對銀行相關人員

進行行政管制措施。負違規的行政責任者仍為銀行，並非個人，法律構成要件未

規定人員違規之效果時，不宜逕將認定法人故意過失之元素，直接連結至個人之

行政責任，課予行政責任，而宜從銀行法令是否規定人員違規構成要件，以及各

該人員之權責分析，例如董事依公司法對於公司負有忠實及注意義務，違反時負

民損害賠償責任。然而銀行法第 61 條之 1 所列各款在定性上為非裁罰性不利益

處分，係對於過去違法狀態之糾正、終止或除去違背法秩序之現狀，或是向將來，

促使義務人履行義務，或是使其實現與履行義務同一狀態，抑或為防止危害之發

生或擴大，而不以制裁過去為目的370。考量銀行法第 61 條之 1 法條結構與證交

法第 56 條規定較相近(證券商違法，解除董監經)，不同於證交法第 66 條(董監受

僱人違法，解除或停止業務執行)，亦即此處管制之對象為公司，只是以解除董事

長職務或命公司解除渠等人員職務之行政手段為之，並非對個人違規責任之處理。

而依本條解任之董監事或經理人，於五年內不再任金融機構之負責人，即達到前

述防止危害之發生或擴大之目的。至於金管會依銀行法第 61 條之 1 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4 款規定，解除銀行董事職務及命令銀行解除經理人職務，屬行政處分，

自包含對案關人員應負行政責任之追究。 

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主管機關如認銀行業有「違反法令、章程或有礙

健全經營之虞」之情事，有必要予以緊急處置，應依銀行法第 61 條之 1 第 1 項

各款作成管制性不利處分；而其負責人行為苟復同時該當於銀行法第 8 章所示應

予行政處罰之構成要件者，則應援引銀行法該章規定予以行政處罰，如構成刑責

者，並依職權向偵查機關告發犯罪，但不得將之與同法第 61 條之 1 第 1 項管制

                                                 

 

370 李建良，行政罰法中「裁罰性之不利處分」的概念意涵及法適用上之若干基本問題-「制裁

性不利處分」概念之提出，月旦法雜誌，201006，181 卷，頁 13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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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利處分予以混淆，逕援引管制性不利處分規定作為非難銀行負責人過去行為

之依據。如僅因銀行法第 61 條之 1 第 1 項第 4 款解除銀行董事職務之處分與銀

行法第 8 章以下之行政處罰均對負責人之自由或權利加以限制，乃藉管制性不利

處分作為行政處罰，其結果自然不正確，不僅無助於公共利益之維持，更有害於

人民權利保障 (孫欣、章友馨 2018 年)371。而認該處分違法，但並未論及董事長

及其他董事之監督義務部分。 

 

 

第三節 小結 

 

兆豐銀行董事長固然於 2015 年 10 月已知悉該行紐約分行極有可能遭美國

主管機關採取監理行動，惟 2015 年 11 月及 2016 年 2 月紐約分行建議總行派

員赴美溝通，其均未採納，而總行多年來未有高層主管前去溝通，係 DFS 決定

採取行動之原因之一，應對本案負決策失當之責。復與紐約分行經理於 2016 年

3 月 24 日共同署名回覆 DFS 之檢查報告回覆改善計畫信函中表示，董事會、

高階主管瞭解所列缺失之嚴重性，惟經查當時該行尚未將檢查報告提報董事會，

董事大多表示當時並未知悉缺失之嚴重性，回覆 DFS 信函內容陳述不實。亦即，

兆豐銀行董事長決策失當，且回覆 DFS 之內容陳述不實固有抽象輕過失，違反

董事注意義務。 

然而應注意的是，針對其他董事是否易違反本身的監督義務，則需視兆豐銀

行其他董事是否針對當時內稽內控制度建置健全並充分發揮作用以盡其注意義

務。按監察院 2017 年 6 月 7 日公布之調查報告372指出，金管會接受監察院詢問

                                                 

 

37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度訴字第 1303 號判決。 
372 監察院 106 年財調字 002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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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對於兆豐銀行總行部分之說明提及，當時兆豐銀行尚未將檢查報告提報董事

會，除了董事長外，其他董事大多表示當時並未知悉缺失之嚴重性。據此，其他

董事固然對銀行海外分行之法遵情況違法事實欠缺「明知」之主觀要件，惟其他

董事受董事長隱匿該消息，是否有查證之積極作為義務？若其他董事固然為善意、

僅被董事長蒙蔽了，惟主觀上是否有過失？是否屬於其他董事應注意而未注意之

事?兆豐銀行的其他董事是否有董事監督義務違反？ 

首先參考美國判例見解所建立的紅旗警示(Red Flags)標準，即係指公司發生

了一段時間的董事應予以注意之警訊事件，發生重大事件指向內部控制、法遵系

統或是外部之瑕疵，若案件事實中曾出現此種現象，則法院將提高董事注意程度，

董事必須查詢或適當要求必須的資訊。再者，我國金控與銀行內稽內控辦法亦規

定，董事有維持內控制度運作有效性之明文法定義務，可謂董事監督義務之具體

內涵，兆豐銀行董事必須證明其已充分認知營運所面臨之風險，監督其營運結果，

並對於確保建立及維持適當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已盡注意義務，否則負有最終監

督義務違反之賠償責任。 

因此董事監督義務內涵既然必須讓公司有建立法遵制度而且有效運作，兆豐

董事是否對這個制度有效運作發揮影響？且必須考量兆豐銀行至 2016 年 8 月為

止，並非首次受主管機關裁罰而是第三次之「累犯」事實373，過去那段時間兆豐

銀行董事長以外，其他董事是否有察覺到公司內控制度已經出了問題，並曾試圖

解決或改進？均係吾人判斷董事監督義務之具體行為標準。 

按聯合報報導兆豐銀行遭美國紐約金融服務署重罰，兆豐金控和兆豐銀行於

2016 年 8 月 19 日深夜緊急召開臨時董事會，但兩場董事會均僅一、二十分鐘即

                                                 

 

373 「回顧兆豐銀行今年的裁罰案，先是 6 月因『假美鈔案』被金管會處以 300 萬元罰緩。再來

今年 8 月，大陸寧波分行因開立信用狀時，開狀時間比客戶與交易對手貨物進出時間晚，被中

國外匯管理局罰人民幣 50 萬元；到了昨（19）日又被紐約金融服務署（DFS）重罰新台幣 57

億元，創台灣金融史上最高罰金紀錄。」https://video.udn.com/news/546301(最後瀏覽日：

2019/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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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授權董事長談判鉅額罰金之權限。尤其，兆豐銀紐約分行是因涉違美國洗錢

法規，董事會在最後一刻才知道會被重罰鉅金，讓不少董事包括獨立董事質疑，

董事會被當成「橡皮圖章」，短短十幾分鐘就要董事們背書天價罰金374等語，可

知對於公司海外分行營運是否有效遵法，各個董事於平常營運公司業務過程中似

乎並未給予應有的注意與監督，又按監察院調查報告375亦指出，金管會認為兆豐

銀行總行以獲利為導向，對風險管理之重視程度不足。對海外分行管理功能不彰，

管理人力不足，未督導海外分行建立有效之法令遵循制度：稽核單位及負責海外

分行管理之企劃處未將重大訊息及時並充分提供董事會，未能落實公司治理。紐

約分行與巴拿馬地區分行間有顯著金融交易往來，總行對該等交易之可能風險未

予注意。董事會未加強對海外分支機構法令遵循及防制洗錢之督導。內部稽核未

能確保查核品質及督促海外分行改善缺失，未能將檢查報告重要缺失及時提報董

事會，工作報告流於形式。種種兆豐銀行當時內部控制制度已有失靈現象，然除

董事長外，其他董事並未對於總行交易風險及分行法令遵循制度有效監督，與我

國金控及銀行內稽內控辦法規定不符。 

且根據 DFS 報告，兆豐銀行在巴拿馬有兩個分行，一個在巴拿市，另一個

在巴拿馬箇朗（Colon）自由貿易區內，在 2013 年到 2014 年間，兆豐銀行紐約

分行與巴拿馬箇朗分行間的金融信用交易（Credit transactions）高達 59 億美元，

而與巴拿馬市分行的交易為 56 億美元，兩者合計高達 115 億美元（約新台幣 

3,800 億元），DFS 直指，兆豐紐約分行屢屢拒絕說明帳戶與相關業務內容。甚

至美國聯準會官員 2015 年 10 月到兆豐銀行拜訪時，也未獲得兆豐銀行重視，因

而對兆豐銀行加處高額罰款376。對於上述過去兆豐海外分行經 DFS 多次詢問、

                                                 

 

374 夏淑賢、邱金蘭，兆豐董事開砲：10 分鐘要我們背書 57 億，

http://udn.com/news/story/10263/1912709(最後瀏覽日：2016/08/23) 
375 監察院 106 年財調字 0021 號。 
376 https://finance.technews.tw/2016/08/27/nydfs-mega-bank/(最後瀏覽日：2019/02/19) 

http://udn.com/news/story/10263/191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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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之情況應足以作為類似美國實務上的紅旗警示事實，因此提高其他董事之監

督義務亦未嫌過苛，有要求董事積極主動詢問等作為義務，該等董事即使未明知

公司遵法情況及遭罰事實，據報載377，在 2016 年 3 月前，兆豐銀行董事會上也

完全沒討論過此事，且事發之後，僅以極短時間召開董事會即作出授權決議等情

況若屬實，均有違反董事注意義務及其下監督義務之虞。 

我國既未要求董事監督義務之主觀要件以「明知」為限，依公司法第 23 條

第 1 項我國董事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即抽象輕過失，一般董事即應負有具

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忠於職守之受任人，依交易上一般觀念所用之注意378，對風險

管理之重視程度不足、對海外分行管理功能不彰，管理人力不足，未督導海外分

行建立有效之法令遵循制度。對分行與巴拿馬地區該等交易之可能風險未予注意。

未加強對海外分支機構法令遵循及防制洗錢之督導等等均屬董事依其專業知識，

及金融業務一般觀念所得預見之，固然內部稽核未能確保查核品質及督促海外分

行改善缺失，未能將檢查報告重要缺失及時提報董事會，然董事對於公司定期工

作報告亦未為適當詢問，工作報告始會流於形式。依此董事會對當時內稽內控制

度建置健全並充分發揮作用難認以盡其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兆豐銀行日前僅針

對董事民事責任部分向前任董事長及經理人求償外，吾人亦不應忽略其他董事對

公司有積極監督作為義務，未盡一般交易觀念及相當知識經驗所要求之注意，具

抽象輕過失，似有違反董事監督義務。 

  

                                                 

 

377 同上註。 
378 同註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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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依現行公司法第 8 條及第 23 條第 1 項，公司負責人包含董事負有注意義務

及忠實義務，但針對「監督義務」，則付之闕如。是否承認「董事會」有為公司

建置內部控制制度、法令遵循制度之義務外，是否有適當監督其履行有效性之義

務容有討論空間；惟針對金融業，過去實務按銀行法第 45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

「銀行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其目的、原則、政策、作業程序、內部稽核

人員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委託會計師辦理內部控制查核之範圍及其他應遵守事項

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依前開規定授權訂定之 96 年 9 月 6 日修正前之銀行

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第 4 條第 1 項明定：「董事會應負責核准並定期覆

核整體經營策略與重大政策，董事會對於確保建立並維持適當有效之內部控制制

度負有最終之責任；高階管理階層應負責執行董事會核定之經營策略與政策，發

展足以辨識、衡量督及控制銀行風險之程序，訂定適當之內部控制政策及監督其

有效性與適切性」，是則負有確保建立並維持銀行內部適當有效之控制及稽核制

度義務者，為合議制之董事會，並非董事長個人。雖承認公司「董事會」有建立

內控制度之義務，均僅涉及公司董事會之會議體的責任，惟我國法制下董事個人

責任內涵仍具有討論空間。 

英國法上的董事監督義務之內涵，主要源自 2006 年英國公司法第 174 條董

事須盡任一合理之人處於該地位之知識技能所能達到之注意、技能與努力之程度

之義務( The duty to exercise reasonable care, skill, and diligence)。對於其性質，2006

年公司法修法後即降低區分董事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二分色彩，英國公司架構採

取單軌制，由非執行董事扮演諮詢、監督角色，審查執行董事之表現並監督業績

報告、確保財務資訊的完整性、財務控制和風險管理系統，並負責決定執行董事

的適當薪酬水準，必要時解任或不予續任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之法律責任與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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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董事相同，法院審查標準採取「原則客觀、例外主觀」：即 Re Barings plc (No 

5) 案英國 Jonathan Parker J 法官所稱：董事是否符合「通常期待」之適當擔任而

定(The objective standard that should ordinarily be expected of people fit to be directors 

of companies.)，例外董事具有特別專業者以其專業標準判斷。 

美國董事監督義務內涵學說主要仍認為即對應美國法中的「Duty to Monitor」，

董事會有義務建立適當而有效之內控制度以監督實際經營團隊免於違法之注意

義務，監督管理階層乃董事會原則性功能，課予董事監督義務目的即期待董事應

對公司的營運內容及方式應有基本了解（Rudimentary understanding）、應參與公

司事務（Corporate affairs）的一般性監督、應經常出席董事會、以及應定期檢視

財務報表。故當董事於前述作為過程產生懷疑時，應調查致其產生懷疑之情事為

何、應反對明顯違法或有疑義的行為、以及當錯誤無法被改正時應予辭職 ，惟

此要求與董事適時提出質詢並調查之義務相當，因此美國學者亦有將「公司建立

有效內控制度」歸類為調查質詢義務(Duty to Make Inquiry)者 ，無論如何均屬注

意義務。參考 Caremark 案法院見解亦認為監督義務本質屬於注意義務，惟依德

拉瓦州公司法第 102 條(b)(7)規定，公司章程中得明訂減輕或免除董事因違反注

意義務而生損害賠償責任之規定，惟該免責條款不能及於董事因違反忠實義務或

因有違誠信（Not in Good Faith）之作為或不作為所生之責任，實務上幾乎所有

公司章程均增列此一條款。因此原告股東對被告董事所訴者若僅係涉及注意義務

的問題，基於公司章程之免責條款，被告董事自無庸負責。實務上的困境，造就

美國德拉瓦州法由 Guttman 案至 AIG 案逐漸轉向認為董事監督義務係屬於忠實

義務之一環。 

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二者區別實益於美國法上在於免責途徑不同，忠實義務

得經過董事會通過免責，而注意義務則得在法院中透過經營判斷法則抗辯，透過

舉證責任轉換，給予董事免責之餘地。例如公司法第 209 條第 2 項，董事競業行

為本質為忠實義務違反，得透過股東會特別決議予以免責。相較英國法院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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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之人」之客觀標準審查董事是否已盡其義務，美國由於對於違反義務之主觀要

件要求門檻須達到至少「重大過失」之程度，而對於董事義務之認定採取寬鬆態

度。 

我國依目前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董事負有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至於監督

義務，然縱未有監督義務之明文，學說討論我國董事注意義務時多數均包括建立

公司內控制度等監督行為，或提及美國法上董事會有義務建立適當而有效的內控

制度以監督實際經營團隊免於違法（Duty to Monitor），依此多數學說見解認為監

督義務為注意義務之子義務，蓋忠實義務係處理董事與公司利害關係衝突問題。

實際上，參考我國金控銀行內控辦法及證交法相關規定，內稽內控制度之建立與

有效性維持本為公司負責人之注意義務內涵之一。 

而責任主體依證交法、金控銀行內控辦法中似於僅規範董事會之責任，然本

文以為不論參考英美法判決或是就受託理論而言個人董事均應具有監督義務，公

司始有追償實益。至於員工違法行為董事是否應負責，亦應是公司之內控制度是

否完善並有效而定，避免董事負擔不合理責任。 

而董事監督義務之主觀要件上，本文認為我國董事監督義務基於注意義務而

生，復鑒於美國目前對於董事採取重大過於寬鬆之認定，致股東程序舉證上遇到

極大障礙，我國應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即包含故意及抽象輕過失)。且日前

訴訟實務多數承認經營判斷法則之情況下，被告董事於程序中得減輕舉證責任，

負擔抽象輕過失亦應不致過苛。 

自 2008 年雷曼兄弟事件引發全球金融海嘯後，各國金融監管機關為防止銀

行再度因內部控制不當導致整體金融體系系統性崩潰，紛紛透過立法修正並加強

監理，要求銀行強化法令遵循制度。兆豐銀行 2017 年 9 月傳出，因疑似洗錢而

遭美國紐約州金融監理署重罰 1.8 億美元，這起事件引發對公司治理及董事監督

義務之探討。兆豐銀行獲獎無數、董事長聲望高，然而卻無法呈現銀行內部問題，

例如海外分行在洗錢防制之業務缺失、稽核人員有業務壓力、一人獨權的內部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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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風氣等，陸續於 2009 年起兆豐銀行外部監理失衡而受零星裁罰上得以觀察出

端倪，美國｢聯邦量刑原則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規定一個組織

(Organization)如果違法，法院得依該組織是否具備｢有效的法遵與道德制度｣

(Effective Compliance and EthicsPprogram)，裁量課刑輕重。而所謂｢有效的法遵

與道德制度｣，是指該組織：(1)有查核程序，以預防及偵測違法行為；(2)致力推

動道德操守與遵守法規的組織文化。英國 2018 年 7 月財務報告委員會之公司治

理規範重申董事會應確立公司的目的、價值和策略，並使之符合公司文化。所有

董事必須以誠信為本，以身作則，弘揚理想與企業文化。建立審慎有效的控制框

架，使風險得以評估和管理。董事會及高階管理階層應持續確保組織架構符合三

道防線原則，督導該架構之有效運作，並對其有效性負最終之責任。 

而對於董事監督義務經訪談實務研究結果，在行政責任方面透過主管機關解

任職務，固然快速卻不乏是否逾越了其外部監管立場之疑慮，董事個人之疏失，

不論作為或消極怠惰，均應由公司股東經法院向董事求償。金管會解任兆豐董事

長一案，經高等行政法院宣告處分違法，亦增添對於主管機關做行政外部監管裁

處時的不確定性。 

於我國法下討論董事監督義務，釐清修法後我國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引進

英美法的注意義務概念，具監督義務之內涵，區分董事守法義務與董事監督義務，

前者依據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及第 193 條規定，董事會執行職務應遵守法令，

且董事個人執行業務之違法行為，除違反對公司之注意義務外，甚或有生個人職

務上侵權行為之對第三人責任，故董事個人具有守法義務。而董事監督義務，則

係援引我國關於內稽內控制度的相關明文規定，公司董事對於「內稽內控制度運

作之有效性維持」有個人監督義務。 

尤其針對銀行業的法令遵循制度規範做較詳細的美國法介紹，輔以我國實務

見解歸納董事具體責任行為類型，希冀未來董事執行業務尤其對於監督義務之履

行能有所依歸，透過將責任要件明確化亦有助於董事避免涉訟風險並勇於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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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引進經營判斷法則對於違反董事監督義務之法律效果及訴訟上舉證責任規

範設計，寬嚴適當既生董事充分發揮監督功能之誘因與動機，又能避免權責失衡，

干預董事企業之經營。監督義務係內部監管手段，當董事違反監督義務，時常伴

隨公司內控制度失靈，若係公開發行公司市場投資人將蒙受其害，更甚者若為銀

行，則有生打擊對國家金融信心的連鎖效應，不可不慎，此時外部監控力量需及

時介入有內控問題的銀行，訪談金管會法務處處長藉以了解對於違反董事監督義

務與行政法規的交錯形況。藉由釐清現行法下的董事監督義務，以強化作為董事

監督義務中主要客觀範圍的企業內部控制度及法令遵循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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