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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之概念，因所觀察及研究之面向不同，故無法以簡單的定義一言

以蔽之；且公司治理之課題與範圍，各國亦有所不同。惟其基本概念，無

非在公司各組成機關間，不論其為內部或外部機關，求取一個平衡，使公

司資訊透明，監督機制得以有效運行，並保障股東及債權人等利害關係人

之權益。公司治理困難之處在於如何將其概念落實，無論係以制定具體法

規範，或者毋庸碰觸法規範之調整，而以宣示之方式，經由公司自我調整

以達功效。當然，若現行法之規定造成無論公司如何調整也無法達到目

的，自有修改法律規定之必要。 於各國公司治理之發展上，可大略的區分

為三種內部監督模式，即美國模式之單層體制、德國模式之雙層體制，以

及我國與日本所採行之並列體制。公司內部監督模式發展至今尚無孰優孰

劣之實證結果，正因為各國有不同之政治、歷史、文化、產業結構背景，

所發展之公司治理架構與課題亦不相同，基本上各種內部監督機制均有其

存在之空間與特點。雖近年來全球化之風潮將強勢經濟之美國公司治理模

式影響到其他各國，而帶動獨立董事設立之風潮，但採行獨立董事之國家

實則並非全盤將其納入既存體系之中。此乃因為在各國既存之公司組織模

式中，各個公司機關有其既存之功能設計、權利分配與制衡機制結構，欲

沿襲外國法制模式時，必須要考量到有無與固有公司組織機制發生衝突或

扞挌不入之處，而嘗試取其優點捨其優點，加以緩和後，始得納入既有體

制。 由於近年來我國公司頻傳公司負責人掏空資產、內部人進行非常規交

易以及地雷股事件，引發關於公司治理各方面議題之熱烈討論。我國主管

機關已針對上市上櫃公司，利用上市上櫃審查準則與相關內部控制之行政

命令，實質上強制上市上櫃公司設置獨立董事及獨立監察人，且；公司

法、證券交易法未來修正方向似有朝向美國型之功能性委員會及獨立董事

制度傾向，我國公司治理似有趨向美國化之現象。然而，以「強勢經理人

與弱勢所有人」之代理模式（agency model）為前提之美國公司治理架構，

是否為公司演化發展之最終模式？有鑒於美國、日本及其他歐洲國家之公

司治理之發展演進可知，一國之公司治理模式，所涉及的不僅是股東與經

營者間之關係，至少尚涉及債權人與員工等，故公司治理並非只是解決代

理問題之手段，尚有調和各種股份有限公司所涉及之各種利害關係之任

務。因此，隨著各國之文化、環境、政策、法律及產業結構等背景差異，



將左右其公司治理架構之不同。因此，我國主管機關引進美國型之獨立董

事與功能性委員會模式，未能整合協調現已存在之監察人制度，亦未就現

今企業實證調查其對設立獨立董事之意願，故仍有許多值得省思的空間。 

因此，本文乃嘗試建構一符合經濟效率公司內部治理體系之特徵。自此亦

得了解，我國監察人之監督機制之所以失靈，除權限不足外，主要癥結乃

在於獨立性欠缺，而此點絕非僅僅於監察人之「資格」上為形式上要求具

備獨立性要素即可奏效。由前述可知，不論是外部抑或獨立董事制度於我

國現行公司法制下並不適合強制設置。惟基於尊重企業自治之前提下，如

企業自行評估採行外部或獨立董事制度對其企業經營有助益者，於無礙於

經營與監督分離原則之要求下，似無禁止之理。另外，基於企業自治之公

司組織彈性化需求，及因應現今股份有限公司之規模相距甚大之情形，應

有區分立法以及選擇制立法之必要性，而於此等前提之下，公司組織在美

國型之單層體制與日本型之並列體制間為轉換時，實際運作上應如何調整

較為合理，亦須克服。因此乃藉由日本平成十四年之商法改正中關於大公

司之機關組織的修法經驗作為研究之對象及依據，探討於此種美國型與日

本型之內部監控模式交錯時，所面對之爭議及如何調和之問題。希冀將來

主管機關在探討我國監察人制度修法趨勢究竟要引進外部（獨立）董事、

外部（獨立）監察人制度時，亦應一併考量其他相關之要素，如此始能發

揮該制度之監控機能，以達改善我國公司治理之目的。 由於選擇制立法較

符合區分立法及公司組織彈性化之需求，是以，本文試以選擇制立法為前

提，提出我國公司監察制度之改革方向之芻議。惟有鑒於我國股份有限公

司組織採並列制有其政經、法律及文化上之歷史傳承，且全然採行單層體

制之公司治理所耗費之成本難以預計，因此，本文以為原則上我國公司監

察制度之改革方向，應以監察人制度之強化為近程改革主軸；遠程修法方

向因考量到全球化趨勢及跨國企業之需求，建議為並列制與單層制之選擇

制立法，且限定於一定規模之企業（如，有跨國性之資金需求）適用，使

公司自治原則獲得進一步之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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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卷第一期，民國八十四年十月。 32. 柯承恩 著，「我國公司監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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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的規則」，證交資料，第 458 期，台北（2000 年 6 月）。 40. 陳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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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交叉持股 VS.公司監控」，台大法學論叢，30 卷 1 期，台北（2001

年 1 月）。 56. 黃虹霞 著，「獨立董事與監察人」，萬國法律，第一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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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公司監察人監督之職責及其內部控制作業程序」，研究人員─陳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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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九十一年六月。 9. 徐培元 著，「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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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成文堂，1989 年，初版。 2. 末永敏雄 著，「コーポレート•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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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の諸相－長濱洋一教授還暦記念＞，（株）成文堂，１９９６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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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機関を中心とする大会社関連の改正」，ジュリスト，No.1229，

2002 年 9 月 1 日。 5. 加護野忠男 著，「経営学の視点からみた企業のガ

バナンス」，ジュリスト，No.1050，1994 年 8 月 1-15 日。 6. 伊藤智文 

著，「企業統治に関する商法等改正と監査役の実務対応」，商事法務，

第一六二七期。 7. 竹中正明 著，「アメリカの取缔役会˙常設委員会─

大企業のデータ分析を中心に」，商事法務第一四六號。 8. 竹下ちえ子 

著，「アメリカにする社外取締役の役割とコーポレイト˙ガバナス

（上）」，商事法務，第一三二七號。 9. 角田大憲 著，「取締役の人事?

報酬」，商事法務，No.1644。 10. 宍戸善一 著，「日米比較コーポレー

ト・ガバナンスと商法改正議論への示唆」，民商法雜誌，第一一七卷第

四˙五期，一九九八年。 11. 宍戸善一 著,「コーポレート•ガバナンス

に関する一考察」,法曹日報第五四卷第八號,平成 14 年 8 月 1 日。 12. 佐藤



敏昭 著，「社外監査役の役割と監査役制度の課題─アメリカにおける

監查委員会、社外取締役の議論を踏えて─」，現代英米会社法諸相─長

濱洋一教授還曆紀念，（株）成文堂，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初版第一

刷發行。 13. 河村貢＝河本一郎＝近藤光男＝中村稔＝若杉敬明，「日本の

会社のコーポレート・ガバナス」（座談會），ジュリスト第一Ｏ五Ｏ

號。 14. 松井秀數 著，「監察委員会の留意点」，商事法務第一六四六

期。 15. 始関正光 著，「平成十四年改正商法の解説」，商事法務第一六

四一期。 16. 神田秀樹、宮迴美明、久保利英明 合著，「企業統治に関す

る商法改正法の実務への影響」，商事法務，第一六一七期。 17. 前田庸 

著，「商法等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案要綱の解說 II~IV」，商事法務，一

六二二至一六二四號。 18. 「海外情報─EU における会社法〝現代化〞の

動き」，商事法務第一六五一期，2003.1.5.。 19. 倉澤康一郎 著，「監查

役制度改正の問題點」，收錄於「改正商法等の解說と實務」，稅務經理

協會出版，1993 年 10 月。 20. 森本滋 著，「社外監查役制度」，民商法

雜誌第一０八卷第四、五期（1993 年）。 21. 黑沼悅郎 著，「会社法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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