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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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適 

用 

本公司係未上市上櫃之證券商，爰依「證券商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訂定本公司「公司治理守則」，

並於本公司網頁揭露。 

本公司係以「證券商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作為執行

公司治理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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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適 

用 

（一）本公司係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100%

持股之子公司，並由母公司指派董事出席

董事會行使權利，故無一般公司須處理股

東建議、疑義、糾紛及訴訟事項。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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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二）本公司已發行股份全數由富邦金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所持有。 

符合「證券商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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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三）本公司依「利害關係人授信以外交易概括

授權內部控管作業規範」、「富邦金融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司利害關係人交易管

理政策」、「董事會對於利害關係人交易審

議準則」、「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

子公司防火牆管理政策」及「人員兼任職

務管理準則」等內部規範辦理。 

符合「證券商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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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有關本公司內部人股權交易係遵循「富邦

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司內部人及

員工股權管理政策」規定辦理。 

符合「證券商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 

三、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董事會是否擬訂多元化政策、具體管理

目標及落實執行？ 
 

 V 

 （一）本公司董事由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指派，並依本公司沿用之「富邦金融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司指派或推薦轉投資

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作業辦法」規定辦

理，董事會成員整體具備營運判斷能力、

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經營管理能力、危

機處理能力、證券期貨及衍生性金融商品

專業知識、國際市場觀、領導能力、決策

能力、風險管理知識與能力，並具有專業

背景、專業技能及產業經驗等。 

符合「證券商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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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適 

用 

（二）本公司為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100%

持股之子公司，母公司富邦金融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業已設置「公司治理及永續委員

會」、「薪資報酬及提名委員會」及「審計

委員會」，另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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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適 

（三）本公司非上市上櫃公司，惟母公司富邦金

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已制定「富邦金融控

符合「證券商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用於個別董事薪資報酬及提名續任之參
考？ 

 

用 股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司指派或推薦轉投

資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管理政策」及「富

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司指派或

推薦轉投資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作業辦

法」等規定，本公司已沿用並依循辦理董

事會績效評估事宜。 

（四）公司是否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獨立性？ 

 V 

 （四）本公司每年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之獨立

性，並將評估結果提報本公司審計委員會

及董事會決議。 

符合「證券商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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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適 

用 

本公司由法遵暨法務部等單位負責公司治理相關

事務。 

符合「證券商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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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公司設有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並於外部網

站設置獨立董事信箱，建立與利害關係人之溝

通管道。 

2. 本公司員工可透過公司內部網站查詢管理階層

之聯繫方式；另本公司於官方網站設置「檢舉

信箱」，任何人(含員工)均可透過檢舉信箱向

符合「證券商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本公司提出檢舉。 

3. 本公司落實「客戶需求」為導向，訂定「客戶

申訴事件管理要點」、「ISO 10002客訴組織暨

管理作業要點」提升客訴處理流程之有效性及

效率，建立客戶申訴通報機制，全面提升客戶

服務滿意度。 

4. 本公司係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100％持

股之子公司，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已於

企業永續專區內設置專區。 

六、公司是否委任專業股務代辦機構辦理股東
會事務？ 

 不 

適 

用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全數由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所持有，本項目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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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一）依規定將相關財務資訊上傳至「公開資訊

觀測站」，並於本公司網頁揭露主要業務及

公司治理相關資訊。 

符合「證券商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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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二）其他資訊揭露之方式： 

1.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訊之蒐集及揭露：本公司

設有專責單位負責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財務

資訊。 

2.落實發言人制度：本公司設有發言人及代理發

符合「證券商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言人，代表本公司統一對外發言。 

3.法人說明會過程放置公司網站：本公司係富邦

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100％持股之子公司，富

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已於其網頁設置法說

會資訊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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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適 

用 

本公司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依證券交易法及證券商

管理規則相關規定於法定期間內公告並申報年度

財務報告，及於規定期限內公告並申報第一、

二、三季財務報告與各月份營運情形。 

本公司於相關規定期限內

公告並申報各季財務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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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員工權益：本公司對勞資間之協議與各項員工

權益維護措施，設有員工意見信箱，提供員工

建言管道；員工如有權益受損，或有其他意見

時，得以書面、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提

出申訴事項，亦可透過勞資會議勞方代表或集

團工會代表予以協助。 

2.僱員關懷：  

(1)社團活動及簡易運動中心：除各類型社團日

常活動外，為凝聚員工向心力及推廣運動

風氣，特辦理員工籃球、桌球等球類比

賽；另，鼓勵員工休憩時或下班後能就近

符合「證券商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運動，公司陸續於員工較集中之辦公地點

設置「簡易運動中心」，提供員工免費使用

桌球室、投籃機、跑步機及健身車等器

材，並開辦瑜珈、韻律舞及體適能等相關

課程，俾使員工得以適時放鬆身心和抒發

工作壓力。 

(2)健康檢查：為協助員工身體健康管理並預防

疾病，富邦提供員工優於法令週期及項目

的免費「定期健康檢查」福利，經由與多

家優質醫療院所合作，讓員工盡早了解自

己健康狀況及改善重點，以降低或避免疾

病發生。另為擴大照顧層面，與醫療院所

議約時亦要求員工眷屬及退休人員，得適

用團體優惠健檢方案。 

(3)免費紓壓與心理諮商：為增進員工福利，促

進健康、減輕壓力，爰於員工人數較多之

大樓聘請視障人士提供按摩服務，並與

「張老師」及「華心基金會」合作，由公

司付費提供員工免費心理諮商服務。 

(4)完善的員工福利：本公司提供節金發放制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度、婚喪生育補助、員工保險制度、退休

金制度、員工持股信託、員工急難救助和

撫卹等，同仁可自行至內部網站取得相關

規章資訊，以確保個人權益。 

(5)各項婚育照護計畫：本公司制定各項良好的

婚育制度、補助與照護計畫，例如：提供

優於法令之生產、育兒補助政策、哺集乳

室設施、不限子女人數的團保優惠、結婚

補助等。 

3.資訊宣導：前開各項計劃和福利措施，公司會

不定期透過內部網站或 E-mail公告予員工知

悉，公司亦會在勞資會議和職工福利委員會議

上向勞方代表進行宣導和說明，員工亦可於內

部網站取得相關資訊，並提供聯絡窗口專人諮

詢，以維員工知的權利，俾利提升滿意度與認

同感。 

4.投資者關係：本公司係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100％持股之子公司，富邦金融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已於其網頁設置投資人關係專區，本

公司如有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情事，係由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代為發

佈重大訊息，本公司另依規定將相關財務資訊

上傳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5.供應商關係：依據沿用「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暨子公司採購作業管理準則」、「富邦金

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司電子採購暨廠商

管理辦法」及「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

子公司供應商資恐防制作業程序」相關規範辦

理相關作業。 

6.利害關係人之權利：已於本公司「公司治理守

則」中訂定「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章節，並

由各權責單位辦理。 

7.董事進修之情形：本公司截至111年底仍在任之

董事進修時數均達六小時(含)以上。 

8.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本

公司成立專責之風險管理部，負責風險管理相

關工作。董事會轄下設置風險暨資產負債管理

委員會，在組織架構上獨立於各業務單位，以

落實執行風險管理制度。本公司風險管理組織

包括：董事會、高階管理階層、風險暨資產負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債管理委員會、風險管理部、各風險管理執行

單位，透過適當之權責劃分及專業分工，建立

從上而下共同遵守的風險管理文化，以確保風

險管理制度有效運作。 

9.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為落實企業之「客戶需

求」導向，建立客戶0800服務專線與話務系統

自動派線功能，以及意見回饋機制，提供客戶

問題諮詢及申訴管道，以客戶利益為優先並遵

守法令規範，善盡客戶資料保密及商品資訊透

明化之義務，以全面提昇客戶服務品質。 

10.公司為董事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本公司董事

之責任險已由母公司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統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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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