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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董事會績效評估報告
致廣華控股有限公司：

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受廣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敬稱”貴公司”)之委託對 貴公司執行董事會及董事成員績效外部評估，評估資
料年度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專案之董事會績效評估係
由本公司參考國內外董事會績效評估較佳實務發展之工具。內容包括九大構面：
建構有效能的董事會、董事會之有效運作、專業發展與進修、企業前瞻、履行職
責、經營階層之管理、公司文化之創造、與利害關係人之溝通及績效評估。董事
成員評估內容包含六大構面：對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董事職責認知、專業發
展與進修、履行職責、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本公司之評
估方式係結合資料分析、問卷及訪談等三種方式進行，並依據評估結果出具績效
評估報告。
本公司之職責為依據於 2022 年 1 月 27 日簽訂之委任書內容對 貴公司之公
開資訊、董事會議事錄、現行政策及其他可得之輔助文件進行檢視，並結合董事
自我評估問卷與訪談結果一併列入評估考量以編製本報告。至於 貴公司提供資訊
之正確性及完整性，為 貴公司之責任。本服務僅為提供 貴公司董事會及董事成
員各構面效能之評估及優化方向建議，不涉入 貴公司各類制度之設計協助、管理
決策協助、或資訊系統與行動方案之導入等，專案團隊成員嚴格遵循本公司之獨
立性規範，以提供 貴公司獨立客觀之評估意見。
本公司經評估後認為 貴公司董事會已依據相關法令及國內公司治理指標制
定相關政策及流程。 貴公司之董事會由具備相關專業與能力之董事組成，並依據
其經驗進行適當之工作分配，以有效運作董事會及功能委員會相關職能，整體評
估結果介於良好至優異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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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評估內容說明
一、評估範圍：
1. 董事會績效評估
2. 董事會成員績效評估

二、評估資料期間：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三、評估方式：
本次績效評估方式結合問卷、資料分析及訪談三種方式進行。茲說明如下：
1. 問卷
為維持評估之客觀性及資料之保密性，董事自我評估問卷之發出與回收
皆由本公司專案團隊直接與各董事以郵件方式進行。
(1) 問卷類別及填寫人員如下：
-

董事會效能考核自評問卷：由全體董事填寫

-

董事成員效能考核自評問卷：由全體董事填寫

(2) 本公司檢視各董事填寫回覆之問卷內容並進行彙總。
(3) 董事填寫完畢之問卷由本公司進行保管，並僅限於本公司專案團隊做
為評估 貴公司董事會及董事成員相關構面之設計及執行效能之用，
非經填寫人員授權，不會提供予第三人進行查閱。
2. 資料分析
(1) 由本公司提供與董事會及董事成員評估構面相關之資料清單予 貴公
司專案窗口協助進行資料準備及提供。
(2) 由本公司蒐集公開資訊相關資料。
(3) 由本公司針對公開資訊及 貴公司提供之資料進行檢視及分析。
3. 訪談
(1) 本公司依據評估問卷回覆內容及資料檢視結果，彙整所發現之差異或
需進一步瞭解之訪談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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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司與 貴公司提供之董事訪談名單進行一對一訪談，以進一步瞭
解董事對董事會及董事成員效能之看法及建議。
4. 報告交付：
(1) 本公司整合上述資料分析、問卷及訪談結果，彙整並分析 貴公司評
估期間董事會及董事成員績效之評估結果及改善建議。
(2) 依貴我雙方事先約定，以郵件方式交付評估報告草稿予 貴公司董事
長進行確認。
(3) 待 貴公司確認無誤後，本公司出具並交付正式之效能評估報告正本
予 貴公司。

四、評估類別
本次董事會及董事成員績效評估之構面及各構面之衡量題數列示如下：
1. 董事會績效評估
本次董事會績效評估包含九大構面及共計 88 個衡量題目，各構面及衡量
題數如下圖所示：

董事會績效評估九大構面
建構有效能的董事會
董事會之有效運作

9
24

7

專業發展與進修
企業前瞻

2

履行職責

6

經營階層之管理

8
8

21
3

公司文化之創造
與利害關係人之溝通
績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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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董事會成員績效評估
本次董事會成員績效評估包含六大構面及共計 27 個衡量題目，各構面及
衡量題數如下圖所示：

董事會成員績效評估六大構面
對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2

3

董事職責認知
5

專業發展與進修

9

履行職責
3

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

5

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五、評分等級
本績效評估報告之評分方式係依評估項目性質，合併考量資料檢視分析、問
卷及訪談結果，並將評分等級分為五級：
優異

良好

普通

需改善

需重大改善

不適用

5

4

3

2

1

不計分



優異：符合國際治理較佳實務



良好：符合國內治理較佳實務



普通：符合國內法規或一般標準



需改善：未符法令或一般標準規範，但情節不嚴重



需重大改善：具嚴重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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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整體綜合評估結果與優化建議
一、董事會綜合評估結果

董事會績效評估九大構面評估結果
建構有效能的董事會
董事會之有效運作

4.58

4.62

專業發展與進修
4.71

4.65

企業前瞻
履行職責

4.44

4.71
4.64

4.68
4.46

經營階層之管理
公司文化之創造
與利害關係人之溝通
績效評估

建構有效能的董事會
4.58
績效評估
董事會之有效運作
4.71
4.62
與利害關係人之溝通
4.65
公司文化之創造
4.71
經營階層之管理
4.64

專業發展與進修
4.44
企業前瞻
4.68
履行職責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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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會成員綜合評估結果

董事會成員績效評估六大構面評估結果
對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4.76

4.79

4.63

董事職責認知

4.71

專業發展與進修
履行職責

4.80

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

4.81

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對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4.76
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4.79

董事職責認知
4.71

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
4.63

專業發展與進修
4.81
履行職責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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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體評估結果說明：
1. 貴公司整體董事會績效評估結果：
(1) 董事會執行好的項目如下：
 董事會由多樣專業背景且豐富資歷之董事與獨立董事組成，新任
獨立董事具備財務、法律、科技與汽車產業等多元背景，可對公
司重要決策提供具建設性之建議。
 獨立董事未兼任多項職務，以行動投注充分時間於董事職責之履
行。
 董事長致力塑造注重公司治理與資訊透明之文化，鼓勵董事對公
司發展方向及策略制定提供專業意見，並建立董事需在充分理解
議題的情況下始進行討論及決策的環境。
 董事會議案資料於會議前發出後，獨立董事以其自身經驗及專業
進行判斷並於會議上提出意見；董事間可就對議案提出之看法或
觀點差異進行討論，因此討論結果亦較為公允。
 經營團隊專注公司業務發展與績效改善，不論新技術導入、策略
擬定過程等重要事項，均讓獨立董事清楚了解，並諮詢及尊重獨
立董事所給予之意見及建議。
 於董事會會議後，董事長會就產業趨勢、公司計畫推行進度、發
展方向等向董事報告。董事如有疑問，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亦在場
說明。
 董事會休會期間之董事訊息交流，係透過即時通訊軟體群組、電
子郵件或視訊會議等保持即時溝通。如有重要議題，則會透過視
訊會議充分討論，具有相當高之機動性與即時性。
(2) 董事會可優化的項目建議如下：
 有關公司治理、企業風險管理、誠信經營、ESG/節能減排/環保/
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情形等重要事項於實務雖有安排推行，但未於
董事會作正式報告，可能致使外部董事對相關運作之掌握度不足。
 經了解董事於就任時公司已提供關於董事職責及規定應提供董事
之就任參考資料。有鑑公司營運據點主要在大陸地區，受限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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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新任外部董事不易安排實地參訪，可能影響其對公司業務運
作、議事運作、重要利害關係人溝通、工作環境、產業及各項投
資等之掌握速度。
 因應公司治理 3.0 永續發展藍圖規劃，於 2023 年由風險管理委
員會或審計委員會督導企業風險管理機制之設計及運作，因公司
目前並未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依風險組織架構須由審計委員會
監督企業風險管理，除優化現有企業風險管理機制外，宜考量整
體風險構面及項目，規劃不同階段之重點監督項目。
2. 貴公司整體董事會成員績效評估結果如下：
(1) 董事成員執行好的項目如下：
 董事成員皆具備相關背景、經歷、技能及知識以確實履行董事職
責。
 董事成員之平均董事會議出席率超過 100%(不含委託出席)，整
體會議出席情形良好。
 董事成員透過多元管道溝通，包括當面、視訊會議、社群媒體及
電子郵件等，不受空間或疫情限制且具效率。
 董事成員間互動良好，董事長返台亦透過會面或餐敘方式與獨立
董事交流與討論公司營運狀況。
(2) 董事成員各構面效能評估結果良好，尚無需立即採行優化措施事項。

四、優化建議：
1. 於年度開始前預先規劃年度各次例行會議議案(包含報告案及討論案)，其
中公司重要事項之運作情形雖非法規規範必要提董事會討論項目，建議可
評估其重要性，採循序漸進方式定期(例如：每年)安排相關運作情形報告，
以利董事掌握實際運作成效，並可就董事提供之回饋意見分階段優化相關
作業。
2. 優化新任董事就職指引機制，例如於外部董事就任時，可安排說明公司內
部重要規章及組織運作，並佐以簡報、影片或書面資料等方式介紹公司產
業趨勢、競爭情報、業務、財務運作情形及經營環境與法遵之挑戰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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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董事不受空間影響更快瞭解公司業務，俾利職責之履行。
3. 視 貴公司未來功能性委員會設置情況，建議以審計委員會或風險管理委員
會之角度，優化現有企業風險管理機制，包含建立相關政策與運作程序，
並規劃年度對企業風險之監督重點，並確實納入定期督導項目。例如可將
策略風險、營運風險、財務風險、氣候/ESG 風險、投資風險等評估重要
性及優先順序，作為規劃年度重點督導項目之標的，並建立定期呈報審計
委員會或風險管理委員會風險管理執行情形之機制。

五、其他建議或回饋：
1. 於疫情緩和開放後，建議公司恢復以往每年安排董事前往營運據點開會與
參訪之活動。
2. 董事回饋期望內部董事可對公司營運現況提供更多資訊、所觀察之問題、
建議與方針，此可促使外部董事對公司營運之掌握，並可以其專業提供公
司更好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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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服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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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成 光 Rex Chu

執行副總經理 Partner

T +886 (2) 8101 6666 ext.07100
F +886 (2) 8101 6667 ext.07100
E rexchu@kpmg.com.tw

黃 宇 歆 Michela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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