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運作情形
評估項目

是 否

一、公司是否依據「上市上櫃 V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訂定
並揭露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

二、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一）公司是否訂定內部作業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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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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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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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禁止公司內部人利用市
場上未公開資訊買賣有
價證券？
三、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董事會是否就成員組成 V
擬訂多元化方針及落實
執行？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本公司已制訂公司治理實務 無重大差異。
守則，均依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逐條審視，且依主管機關
頒佈範例與辦法制定之，有
關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可至本公司官網查詢。
摘要說明

本公司設有發言人、代理發 無重大差異。
言人機制及建置投資人關係
信箱，由發言人及代理發言
人處理相關股東問題，若涉
法律問題則由法律顧問處
理。
本公司股務委由股務代理機 無重大差異。
構辦理，並按月申報董、監
事及持股 10%大股東有關持
股數、質押增減等股份事項。
本公司與各關係企業間有明 無重大差異。
確規範與關係企業間之人員
、資產等之管理，並有專責
機構與透過內部控制及內部
稽核制度之執行做有效的風
險控管及防火牆機制。
本公司已訂定「內部重大資 無重大差異。
訊處理暨防範內線交易管理
作業程序」，並禁止公司內
部人利用市場上未公開資訊
買賣有價證券。
1.本公司於 103 年 04 月 01 無重大差異。
日董事會通過訂定「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於第三章
「強化董事會職能」即訂
有多元化方針。本公司董
事會成員之提名與遴選係
遵照公司章程之規定，採
用候選人提名制，除評估
各候選人之學經歷資格外
，並參考利害關係人的意
見，遵守「董事及監察人選
舉辦法」及「公司治理守
則」
，以確保董事成員之多
元性及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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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情形
評估項目

是 否

（二）公司除依法設置薪資報
酬委員會及審計委員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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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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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會計師獨立性？

摘要說明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2.本公司現任董事 5 席，董
事成員長於領導、經營判
斷、經營管理、危機處理
且具有國際市場觀者有董
事黃春發、徐明潭；長於
經營管理且具有國際觀者
有董事黃秀美；曾任工商
時報發行人的獨立董事彭
垂銘長於媒體事務；至於
獨立董事梁昇玉則於運輸
業務發展策略對本公司指
點良多。
3.本公司具員工身份之董事
占比為 40%，獨立董事占
比為 40%、女性董事占比
為 20%，2 位獨立董事任期
年資在 3 年以下，2 位董
事年齡在 65 歲以上，2 位
董事在 64~55 歲，1 位董
事在 55 歲以下。
4.董事會已就成員組成擬訂
多元化的政策揭露於公司
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
V 本公司除依法設置薪資報 無重大差異。
酬委員會及監察人外，並未 本公司109年設置
設置其他各類功能性委員 審計委員會。
會。
本公司已訂定董事會績效評 無重大差異。
估辦法及其評估方式，並明
定每年應至少執行一次，必
要時得委由外部專業獨立機
構或外部專家學者團隊執行
評估。
本公司於109年03月26日董
事會提報108年董事會績效
評估，並依評估結果作為遴
選 或 提 名 董事 時 之參考 依
據；並將個別董事績效評估
結果作為訂定其個別薪資報
酬及提名續任之參考依據。
整體績效評估結果為「好」
。
本公司依據會計師職業道德 無重大差異。
規範公報第10號「正直、公
正客觀及獨立性」之規定每
年 評 估 簽 證會 計 師之獨 立
性。針對有無重大間接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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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情形
評估項目

是 否

四、
上市上櫃公司是否配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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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公司是否建立與利害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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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說明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利益關係、有無融資或保證
行為、與董事或經理人有無
親屬關係及是否收受價值重
大之餽贈或禮物等事項進行
評估，並請簽證會計師出具
獨立聲明書，本公司確認簽
證會計師與本公司除簽證及
財稅案件之費用外，並無其
他財務利益及業務關係，簽
證會計師家庭成員亦不違反
獨立性要求。108年評估結果
已於108年12月26日向董事
會報告准予備查。
本公司經 107 年 11 月 13 日 無重大差異。
董事會通過，指定財務長擔
任公司治理人員，保障股東
權益並強化董事會職能。主
要職責為提供董事、監察人
執行業務所需之資料，協助
董事、監察人遵循法令，依
法督導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
會議相關事宜等。108 年度
業務執行情形如下：
1.協助董事會執行職務、提
供所需資料並安排董事及監
察人進修。2.協助董事會及
股東會議事程序及決議遵法
事宜。3.維護投資人關係。4.
擬訂董事會議程於七日前通
知董事，召集會議並提供會
議資料，議題如需利益迴避
予以事前提醒，並於會後二
十天內完成董事會議事錄。
5.依法辦理股東會日期事前
登記、法定期限內製作開會
通知、議事手冊、議事錄並
於修訂章程或董監事改選辦
理變更登記事務。
本公司設有發言人及其信箱 無重大差異。
，及於公司網站設置利害關
係人專區，以建立與利害關
係人保持暢通之溝通管道，
並妥適回應利害關係人所關
切之重要問題；並設有公司
內、外部檢舉管道及處理專
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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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情形
評估項目

是 否

六、公司是否委任專業股務代 V
辦機構辦理股東會事務？
七、資訊公開
（一） 公司是否架設網站， V
揭露財務業務及公司治
理資訊？

摘要說明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本公司委外專業股務代理機 無重大差異。
構辦理股東會事務。
本公司已設立網站並專人負 無重大差異。
責維護及更新資訊，即時揭
露財務業務及公司治理相關
資訊，本公司網址：
www.tsgroup.com.tw
本公司有架設中英文網站並 無重大差異。
指定專人負責資訊蒐集、更
新維護及揭露工作；另亦已
落實發言人制度，若舉行法
說會其相關過程將揭露於公
司網站中以供參考。

（二） 公司是否採行其他資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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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本公司已於 109 年 03 月 26 無重大差異。
了後兩個月內公告並申
日公告並申報 108 年度財務
報年度財務報告，及於
報告，已於規定期限內申報
規定期限前提早公告並
完成。第一、二、三季財務
申報第一、二、三季財務
報告與各月份營運情形均依
報告與各月份營運情
規定於期限內辦理公告並申
形？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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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情形：是。
摘要說明如下：
1.員工權益及僱員關懷：本公司人事制度均符合勞基法令規範並成立職工福利委
員會，並提供員工多元溝通管道以確保訊息即時傳遞與透明化，員工透過參與
各項組織共同監督管理，可確保其福利及權益並作為公司改善之依據。
2.投資者關係：本公司即時公告財務、業務及重大訊息於公司網站及公開資訊觀
測站，使投資者充分知悉並指定專人負責處理股東建議及問題回答。
3.供應商關係：本公司一向與供應商維繫良好關係與溝通。
4.利害關係人之權利：
本公司為保障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已建立各種良好之溝通管道，以誠信原則及
負責態度妥適處理，以維護其應有合法權益。
5.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發布之「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參考範例」之規定，參
與進修課程，並領有結業證書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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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情形
評估項目

職稱

姓名

進修日期

是 否

摘要說明

主辦單位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108.06.18
108.06.18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2019 年董監事不可不知的公司治理新規範和趨勢
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企業面對資訊安全治理之探討-以法律實務為中心

3
3

108.08.07

3

108.11.19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上市公司及未上市(櫃)公開發行公司內部人股權交易法
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律遵循宣導
臺灣證券交易所
有效發揮董事職能宣導會

108.05.29
108.11.14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公司治理與董事會運作
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企業財務資訊之解析及決策運用

3
3

108.04.26
108.05.15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108 年度防範內線交易宣導會
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臺灣證券交易所
ESG 投資推廣論壇

3
3

獨 立
梁昇玉
董 事

108.10.09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最新國內公司治理趨勢與落實控制環境執行面之解析

6

監察人 黃春照

108.07.17
108.07.2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區塊鏈的原理與應用
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人工智慧的原理與應用

3
3

108.04.26

3

108.11.19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108 年度防範內線交易宣導會
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臺灣證券交易所
有效發揮董事職能宣導會

108.03.27
108.06.24
108.06.26
108.08.19
108.09.16

107 年度營所稅申報要點及疑義解析
家族企業傳承與閉鎖性公司章程的規劃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
境外金融中心經濟實質法與台資企業與個人因應之道
國聯合會
因應新公司法修正之公司登記相關問題
以風險為導向之審計概念與小規模案件查核規劃實務分享

7
3
3
3
3

董事長 黃春發

董事

董事

徐明潭

黃秀美

獨 立
彭垂銘
董 事

監察人 徐維德

監察人 蔡士光

3

3

6.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公司依法訂定各種內部規章，進行
各種風險管理及評估。
7.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本公司與客戶維持穩定良好關係，以創造公司利潤。
8.公司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本公司已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
保險。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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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說明如下：
已改善者：
1.揭露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討論事由與決議結果，及公司對於成員意見之處理。
2.揭露員工工作環境與人身安全的保護措施與其實施情形。
3.制訂董事會成員及重要管理階層之接班規劃，並揭露其運作情形。
尚未改善者優先加強事項：
1.揭露禁止董事或員工等內部人利用市場上無法取得的資訊來獲利之內部規則與
落實情形。
2.設置審計委員會，並揭露審計委員會之年度工作重點及運作情形。
3.訂有內部稽核人員之任免、考評、薪資報酬，經提報至董事會或由稽核主管簽
報董事長之核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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