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

錄

編

號 

4975 

狀

態 
NC092FJU00308002 

助

教

查

核 

 

索

書

號 
 

學

校

名

稱 

輔仁大學 

系

所

名

稱 

財經法律學系 

舊

系

所

名

稱 

 

學

號 
490676039  

研

究

生

(

中

) 

陳姿雯 

研

究

生

(

英

) 

Chen Tzu-Wen 

論 股份有限公司內部監察機制之研究 



文

名

稱

(

中

) 

論

文

名

稱

(

英

) 

Research on inside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the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其

他

題

名 

 

指

導

教

授

(

中

) 

王麗玉 

指

導

教

授

(

英

) 

 

校

內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校

外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全

文

不

開

放

理

由 

 

電

子

全

文

送

交

國

圖

. 

 

國

圖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 

 

檔

案

說

明 

 

電

子

全

文 

 

學

位

類

別 

碩士 



畢

業

學

年

度 

92 

出

版

年 
 

語

文

別 

中文 

關

鍵

字

(

中

) 

公司治理 獨立董事 獨立監察人 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審計委員會 監察委員

會 

關

鍵

字

(

英

) 

corporate governance  

摘

要

(

中

)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一般泛指公司管理與監督之方法，一方面使

公司能為有效之管理監督，調和各項權限之分配，以確保經營階層能以最佳

方式運用資金，另一方面更積極地追求公司及利害關係人全體之利益極大

化。該議題討論之重點，除外部市場機制之影響外，亦包含公司內部具有監

督權限之各項監察機制與經營管理機制。 公司治理之途徑，包括行政機關

監督機制、市場機制、會計師簽證等之外部監控；以及公司內部組織自我管

理與監督之內部監控途徑。公司內部組織管理與監督部分，包括董事會、法

定常設監察機關以及股東會與個別股東，依其職權又得分為內部經營管理機

制與內部監察機制。 我國股份有限公司內部之監察機制，包括監察人、股

東會、股東、檢查人。監察人為最重要的法定常設監察機關，其權限以監督

公司之業務執行及財務方面之合法性為主；而股東會得以決議之方式，間接

監督公司，少數股東及個別股東亦得透過法定權限之行使，發揮監督機能。

此外，在特定之情形下，法律規定得由公司或法院選任檢查人，以補充原有

監察機制之不足。由於我國公司具有股權集中於少數人手中之特性，其中亦

不乏家族企業，致使所有權與經營權多有重疊，因此董事與監察人幾乎為持

股較多之大股東所控制，或直接指派家族成員擔任之，致使監察人無法發揮

監察功能，同時少數股東亦無監察機能發揮之機會。再者，其他散戶亦多不

關心公司之營運狀況，即使有股東欲表示意見以監督公司，亦缺乏制衡力

量。此皆使公司內部監察機制失靈而有進一步檢討之必要。 欲強化公司治



理，使公司內部監察機制健全化為重要之環節，我國在落實公司治理之同

時，須對於公司內部監察機制現存之缺失檢討並改善之，因此本文欲研究我

國公司內部監察機制之運作，探討其良窳，並參考外國建構公司內部監察機

制之相關立法，以檢討我國公司內部監察機制所存在之缺失，並研擬改善之

措施。另外，我國欲以建立獨立董監事制度之方式，作為改善內部監察機制

之對策，因此本文並介紹獨立董事、獨立監察人制度之相關規範內容，另外

對於引進後可能產生之問題，包括獨立董監制度是否妥適、立法強制之可行

性亦加以探究與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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