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度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公司是否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訂
定並揭露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V  本公司已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修訂「公司治理守則」，並於109/3/27呈董事會
決議通過，且揭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及公司網站中。 

二、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一）公司是否訂定內部作業程序處理股東建 

議、疑義、糾紛及訴訟事宜，並依程序實
施？ 

（二）公司是否掌握實際控制公司之主要股東及
主要股東之最終控制者名單？ 

（三）公司是否建立、執行與關係企業間之風險
控管及防火牆機制？ 

（四）公司是否訂定內部規範，禁止公司內部人利
用市場上未公開資訊買賣有價證券？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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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公司依內部作業程序設有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處理股東建議、疑議、糾紛及訴訟等事

宜，截至目前尚未發生糾紛及訴訟之情事。 
(二)本公司可掌握主要股東及主要股東之最終控制者名單之持股異動情形，並依法規揭

露，且日盛證券亦會提供相關資訊參考。 
(三)本公司與關係企業間之經營、業務、財務等亦訂定「子公司監理作業辦法」，並依

實際運作情形制訂相關管理規章，以落實其風險控管機制，且由稽核室或委由會計
師定期、不定期進行查核。 

(四)本公司訂有「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以規範內部人及任何基於職業而知悉本公司消息之人，禁止任何可能涉及內線交易
之行為，且揭露於公司網站中。本公司今年度向董監事及員工宣導企業誠信經營課程
資訊如下。 

訓練日期 訓練課程名稱 訓練時數 參與人數 
109/6/16 內部人交易宣導 30分 10 
109/10/15 職場暴力&企業誠信經營宣導 1小時 147 

 

三、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董事會是否就成員組成擬訂多元化方針及

落實執行？ 

（二）公司除依法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及審計委員

會外，是否自願設置其他各類功能性委員

會？ 

（三）公司是否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及其評

估方式，每年並定期進行績效評估， 且將

績效評估之結果提報董事會，並運用於個

別董事薪資報酬及提名續任之參考？ 

（四）公司是否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獨立性？ 

 

V 

 

V 

 

 

 

 

 

 

V 

 

 

 

 

 

 

V 

 

(一)1.本公司已於「公司治理守則」中明訂董事會成員組成多元化方針，其提名、評估與遴

選係遵照相關規定，並採用候選人提名制。 

2.目前董事會是由九位董事(含二位獨立董事)組成，多元化政策具體管理目標與達成情

形如下： 
董事員成員多元化具體目標 目標席次 達成席次 

不同產業背景資歷 3 3 
經營管理背景資歷 3 7 
國外公司背景資歷 1 2 
會計師、律師等專業人員資歷 1 1 
產學合作之公設單位或大專院校講師以
上人員資歷 

1 2 

註、上表達成席次，有董事符合多重資格情形，其董事相關
資料請參閱年報P.10~13說明。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是 否 摘要說明 

3.本公司具員工身份之董事占比為22%，獨立董事占比為22%，獨立董事任期年資均在3

屆以下，6位董事年齡在71~80歲、2位在50~59歲、1位在49歲以下，產業經驗/專業分

布情形請參閱上述2.說明。 

(二)本公司已於109/12/9設立企業社會責任功能性委員會，由汪忠平獨立董事、翁文彬獨立

董事、蕭向志董事擔任委員，並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規定辦理。 

(三)本公司尚未訂定「董事會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辦法」，未來將於適當時機訂定相關辦法。 

(四)本公司財會處每年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其評估結果已提報109/11/13董事會

決議通過；經財會處評估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簡明彥會計師及莊碧玉會計師非為

本公司利害關係人，且與本公司除簽證及財稅案件之費用外，無其他財務利益及業務關

係，皆符合本公司獨立性評估標準，請參閱註1.說明。 

四、 上市上櫃公司是否配置適任及適當人數之公司治

理人員，並指定公司治理主管，負責公司治理相

關事務(包括但不限於提供董事監察人執行

業務所需資料、協助董事、監察人遵循法

令、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

宜、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等)？ 

V 

 

 

 公司治理相關事務是由董事長室負責推動，以保障股東權益並強化董事會職能，且於

109/11/13董事會決議通過姚玉貞經理為公司治理主管，其已具備公開發行公司從事財會主

管職務經驗達三年以上，其進修情形請參閱註2.說明，主要職責為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

之會議相關事宜、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協助董監事就任及進修，提供董監執行業務

所需之資料及遵循法令等。109年度業務執行情形說明如下。 

1. 109年度完成召開2次薪資報酬委員會、6次董事會、1次股東會。 

2. 協助董事會及其所設委員會擬訂年度會議計劃、議事相關資料及製作議事錄。 

3. 協助股東會之召開，依法製作開會通知、議事手冊及議事錄等。 

4. 協助董事、監察人就任及持續進修。 

5. 提供董事、監察人執行業務所需之資料。 

6. 協助董事、監察人遵循法令。 

7. 辦理董監事責任保險，並於109/5/14向董事會報告。 

8. 其他依公司章程或契約所訂定之事項等。 

五、公司是否建立與利害關係人(包括但不限於

股東、員工、客戶及供應商等)溝通管道，

及於公司網站設置利害關係人專區，並妥

適回應利害關係人所關切之重要企業社會

責任議題？ 

V  本公司視不同狀況，責成發言人、環安衛、人力資源、營業及採購等部門與各利害關係人溝

通，並於公司網站設置「利害關係人專區」，提供相關聯絡資訊、溝通管道等，並適當回應

利害關係人所關切之重要企業社會責任議題，詳細內容請參閱本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六、公司是否委任專業股務代辦機構辦理股東

會事務？ 

V  本公司委任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辦本公司各項股務事宜。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是 否 摘要說明 

七、資訊公開 

（一）公司是否架設網站，揭露財務業務及公

司治理資訊？ 

（二）公司是否採行其他資訊揭露之方式（如

架設英文網站、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訊

之蒐集及揭露、落實發言人制度、法人

說明會過程放置公司網站等）？ 

（三）公司是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兩個月內公

告並申報年度財務報告，及於規定期限

前提早公告並申報第一、二、三季財務

報告與各月份營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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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公司網站已揭露有關財務、業務及公司治理等相關資訊，供投資人參考，網址為

www.texyear.com。 

(二)本公司已架設中英文網站，並責成相關部門人員負責蒐集及更新資訊。且落實發言人制

度，法人說明會相關資料已揭露於公司網站。 

(三)公司是依法令規定期限內完成公告並申報第一、二、三季及年度財務報告，與各月份營

運情形。有關上述資訊揭露，請參考公司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 

 

八、公司是否有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治理運作

情形之重要資訊（包括但不限於員工權益 

僱員關懷、投資者關係、供應商關係、利

害關係人之權利、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

形、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

情形、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公司為董事

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等）？ 

V  (一)員工權益：本公司一向以誠信對待員工，依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訂定相關規章，以

保障員工合法權益，請參閱年報P.63~64勞資關係說明。 

(二)僱員關懷：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定期提撥福利金，提供各項活動所需經費，每年舉辦

旅遊、慶生等補助，為全體員工投保團險及每年健康檢查；定期召開「勞資會議」，重

視勞資關係之和諧，尊重員工建議及訴求；落實OHSAS18001及6S管理，不定期辦理安衛

訓練，提高員工安全意識；為鼓勵同仁自我能力提升，提供在職訓練及進修訓練補助，

落實持續學習之企業文化。 

(三)投資者關係：本公司設有發言人制度負責與股東溝通，並依法公開揭露本公司相關營

運、財務等資訊，以保障投資者權益。 

(四) 供應商關係： 

1.本公司建立良好雙向溝通管道服務往來廠商，持續強化供應鍵管理及推動綠色採購，

遵守歐盟 ROHS 綠色環保規範，供應商所提供之料品不得含有有害物質，亦自我要求

在生產過程中不使用含有有害化學物質之原物料，並承諾提供之產品不含 REACH所公

告之高關注物質。 

2.要求承攬商符合 OHSAS18001或 ISO45001規定，以維護工作場所安全與員工權益。 
(五)利害關係人之權利：本公司與利害關係人，依據契約及相關規定履行權益義務，以維

護雙方之合法權益，並於公司網站設置「利害關係人專區」，提供相關資訊、溝通管道
等，以便其了解公司狀況。 

(六)董監進修之情形：不定期安排董監參與經濟、法遵等相關講座，或董監視需求自行參加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是 否 摘要說明 

外部進修課程；另簽證會計師每年至少一次向獨董、監察人報告法規變動相關資訊。 
(七)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本公司落實執行「組織全景及風險管理程序

書」規定，以降低風險。 
(八)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本公司與客戶維持穩定良好關係，並通過ISO9001品質系統，確

保本公司客戶政策執行成果，且定期完成客戶滿意度調查，以了解客戶需求。 
(九)公司為董監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為保障全體股東權益，並降低公司經營風險，公司每

年為董監及經理人購買責任保險，並提請於109/5/14董事會報告。 

九、請就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理中心最近年度發布之公司治理評鑑結果說明已改善情形，及就尚未改善者提出優先加強事項與措施。(未
列入受評公司者無需填列) 
本公司今年度改善措施如下： 
1. 本公司今年度向董監事及員工宣導企業誠信經營課程資訊如下。 

訓練日期 訓練課程名稱 訓練時數 參與人數 
109/6/16 內部人交易宣導 30分 10 
109/10/15 職場暴力&企業誠信經營宣導 1小時 147 

2. 已於上述評估項目第三之(一)項揭露說明現任董事會之多元化具體管理目標與達成情形。 
3. 指定姚玉貞經理為公司治理主管，並於109/11/13提請董事會通過後執行，且完整揭露當年度業務執行及進修情形。 
4. 持續推動董事及監察人依法進修，並至公開資訊觀測站申報。 
5. 成立「資安暨個資委員會」，並於109/11/13向董事會報告今年度資安風險管理架構、資訊安全政策與預防措施等執行狀況，請參閱註3.說

明。 
6. 成立「誠信經營委員會」，並於109/11/13向董事會報告今年度執行狀況，且修訂「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及增訂「檢舉處理程序

書」，並於109/12/9提請董事會決議通過。 
7. 成立「企業社會責任功能性委員會」，並於109/11/13向董事會報告今年度執行狀況，請參閱註4.說明。 

註：運作情形不論勾選｢是｣或｢否｣，均應於摘要說明欄位敘明。 

 

註 1:簽證會計師獨立性評估標準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是否符合

獨立性 

1. 簽證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有直接或重大間接財務利益關係 否 是 

2. 簽證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或本公司董事有融資或保證行為 否 是 

3. 簽證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有密切之商業關係及潛在僱傭關係 否 是 

4. 簽證會計師及其審計小組成員目前或最近二年度是否有在本公司擔任董事、經理人或對審計工作有重 否 是 



大影響之職務 

5. 簽證會計師是否有對本公司提供可能直接影響審計工作的非審計服務項目 否 是 

6. 簽證會計師是否有仲介本公司所發行之股票或其他證券 否 是 

7. 簽證會計師是否有擔任本公司之辯護人或代表本公司協調與其他第三人間發生的衝突 否 是 

8. 簽證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或對審計案件有重大影響職務之人員有親屬關係 否 是 

 

註 2:公司治理主管進修情形 

姓名 進修日期 主辦單位 進修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姚玉貞 109/12/9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企業經營管理實務：跨界轉型領導變革 3 

傳統產業之數位轉型 3 

 

註 3:資安風險管理架構、資訊安全政策與預防措施等執行狀況 

「資安暨個資委員會」是由蕭向志執行長擔任主任委員，曹連第副總經理擔任副主任委員，並由陳盛德經理負責統籌資訊安全暨個資等

相關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