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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目的 

依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之規定，薪報酬委員會應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與經

理人續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及結構，為落實公司治理並提升本公司

董事會功能，建立續效目標以加強董事會運作效率，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第三十七條規定訂定本辦法，以資遵循。本公司應參照本辦法及相關規定，訂定董事

會與經理人績效評估辦法，對於不同之受評單位亦得分別訂定適當之評估方式。 

第二條 規範 

本公司董事會與經理人之續效評估辦法，其主要評估週期丶評估期間丶評估範

圍及方式、評估之執行單位、評估程序及其他應遵循事項，應依本辦法之規定

辦理。各功能性委員會之規程應列入至少每年執行一次內部委員會績效評估之

規範。 

第三條 評估週期及期間 

本公司董事會與經理人每年應至少執行一次內部董事會與經理人績效評估，董事會

內部評估與經理人續效評估期間應於每年年度結束時，依據第六條及第七條之評估

程序及評估指標進行當年度績效評估。董事會內部績效評估結果，應於次一年度第

一季召開董事會前完成。 

第四條 評估範圍及方式 

本公司董事會與經理人評估之範圍，可包括整體董事會、個別董事成員丶功能

性委員會及經理人之績效評估。 

一、 董事會績效評估之方式： 

包括董事會內部自評丶董事成員自評或其他適當方式進行績效評估。 

二、 經理人績效評估之方式： 

由董事長依據各部門狀況訂定各經理人年度績效考核目標，擬訂之年度續

效考核目標應提報至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後，進行相關續效考核評估作

業。 

第五條 評估之執行單位 

本公司內部董事會與經理人績效評估之執行單位，應明確瞭解受評估單位之運作情

形，並具備公平、客觀且獨立之角色。功能性委員會評估之執行單位，因各功能性委

員會之運作情形略有不同，可視公司之部門組織結構，調整由不同執行單位評估，該

執行單位應具備公平丶客觀且由與受評單位之運作無直接利害關係之人或單位為之。

如公司設有由獨立董事組成之公司治理委員會或提名委員會者，宜由該等委員會為評

估之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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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評估程序 

本公司董事會與經理人續效評估程序說明如下： 

一、確立當年度受評估之單位及範圍（如：整體董事會（功能性委員會）、個別董事成

員丶各功能性委員會…等）。 

二、確立評估之方式（如：董事會內部自評丶董事成員自評或同儕評估） 

三丶挑選適當之評估執行單位。 

四丶每年年度結束時，由各執行單位收集董事會活動相關資訊，並分發填寫附表

一「董事會（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考核自評問卷」或附表二「董事成員考核自

評問卷」等相關自評問卷，最後由統籌之執行單位將資料統一回收後，針對

第七條評估指標進行記錄評估結果報告，送交董事會赧告檢討、改進。 

五、每年度由總經理依年度績效考核表予以檢視個別經理人所擔負之職責、續效

目 標 達 成 情 形 丶對 公 司貢獻程度等個人表現情形，並綜合考量公司整體

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等，完成各經理人績效評估作業，將績效考核結

果提報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 

第七條 評估指標及評分標準 

本公司應考量公司狀況與需要訂定董事會（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之衡量項目，並

至少應函括下列五大面向： 

一、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二、 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 

三、 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四、 董事的選任及持續進修。 

五、 內部控制。 

董事成員績效評估之衡量項目應至少含括下列六大面向： 

一、 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二、 董事職責認知。 

三、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四、 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五、 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 

六、 內部控制。 

經理人績效評估之指標，應依據公司各部門之運作與需求訂定符合且適於公司執行績

效評估之內容。評分之標準，依公司需求修正及調整，亦可依各衡量面向採比重加權

之方式評分。 

第八條 董事會遴選董事及經理人薪資報酬之參考 

本公司董事會遴選或提名獨立董事時，應將個別董事績效評估結果作為遴選之參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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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本公司各經理人薪資報酬丶薪資調整或晉升等，應將各經理人年度績效評估結果

作為參考依據。 

第九條 年報資訊揭露 

本公司宜於年報中揭露是否訂定董事會與經理人續效評估辦法丶評估標準、依據績效

評估標準執行之結果、董事與經理人個別薪資報酬之內容及數額與績效評估結果之關

聯性及合理性，並於股東會報告。 

第十條 揭露方式 

本公司所訂定之績效評估辦法均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及公司網站充分揭露，以備查詢。 

第十一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後施行，其修改時亦同。 

本辦法訂定於民國 111 年 0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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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董事會績效評估自評問卷 

騰雲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ＯＯＯ年度董事會績效評估自評問卷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備註 

A.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1. 各董事平均實際出席董事會情形（不含委託出席）。（出席

率 80％者３為中等） 
1 2 3 4 5 

 

2. 董事出席股東會情形。 

（例如：出席率達 1/2 者為３中等） 
1 2 3 4 5 

 

3. 董事於董事會前先閱讀及瞭解會議資料。 1 2 3 4 5 
 

4. 董事會與經營團隊有良好互動情形。 1 2 3 4 5 
 

5. 董事有確實督導公司遵循法令及實務守則情形。 1 2 3 4 5 
 

6. 公司之所有的董事都在董事會上做出有效的貢獻。 1 2 3 4 5 
 

7. 董事會持續推動訂定公司治理相關辦法、支持公司參與公

司評量、充分保障股東權益等，以提升公司治理。 
1 2 3 4 5 

 

8. 董事會成員對公司、公司經營團隊及公司所屬產業有足夠

之瞭解。 

1 2 3 4 5  

9. 董事能確實評估、監督公司存在或潛在之各種風險？董事

會是否對內控制度之執行與追蹤狀態予以討論。 
1 2 3 4 5 

 

10. 董事有與簽證會計師進行充分溝通及交流。 

（如遇有會計新公報實施或財報有重大調整事項時，需開

會討論。每年至少兩次董事會邀請會計師列席，針對年報

及半年報討論，以充分了解公司財務狀況）。 

1 2 3 4 5 

 

11. 董事會有定期且徹底的檢視經營團隊的管理績效，並及時

給予獎懲。 
1 2 3 4 5 

 

12. 董事會能充分且及時的取得企業營運的績效報告，並快速

掌握各項不利趨勢。 
1 2 3 4 5 

 

B. 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 

13. 董事會有建置公司的核心價值觀（紀律、使命、榮譽、願

景等理念），且能明確地設定公司所有策略性目標。 
1 2 3 4 5 

 

14. 公司有適當討論且訂定策略計劃、年度預算流程。 1 2 3 4 5 
 

15. 董事會召開頻率適當。 

（例如：每年至少召開六次者為３中等） 
1 2 3 4 5 

 

16. 公司提供給董事的訊息完整、及時，且具一定品質，使董

事會（包含獨立董事）能夠順利履行其職責。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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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備註 

17. 董事會之會議紀錄適當地記錄討論內容，以及適當的記錄

個人或集體的保留意見或關切。 
1 2 3 4 5 

 

18. 董事會安排的議程中，各項議案皆分配適當的討論時間，

以利董事有充分時間討論。 
1 2 3 4 5 

 

19. 公司提交到董事會決議的討論議案適當。 1 2 3 4 5 
 

20. 董事會議案中依法應提董事會討論事項已由全體獨立董

事出席。 
1 2 3 4 5 

 

21. 董事會提供良好的溝通管道，能適當的與獨立董事溝通。 1 2 3 4 5 
 

22. 各項董事會會議決議，有適當的執行後續追蹤。 1 2 3 4 5 
 

23. 相關議案若遇有需董事利益迴避者，董事是否自行迴避或

主席已確實要求該董事予以迴避，並作成會議紀錄。 
1 2 3 4 5 

 

24. 董事會、董事成員、各功能性委員會有定期且有效率的執

行績效評估。 
1 2 3 4 5 

 

C. 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25. 董事會已設置足夠的獨立董事席次，且其人數是否符合相

關規定。（例如：董事長與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為同一人或

互為配偶或一親等親屬者，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四人，

但董事席次超過十五人者，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五人，

並應有過半數董事未兼任員工或經理人） 

1 2 3 4 5 

 

26. 公司之獨立董事具備應有之專業知識，且於任職期間內確

實維持其獨立性。 
1 2 3 4 5 

 

27. 董事會建置適當且足夠的功能性委員會。 1 2 3 4 5 
 

28. 現在的各項功能性委員會，有能力履行董事會委任之職

責。 
1 2 3 4 5 

 

29. 公司依據公司發展需求制訂並落實董事會成員多元化之

政策。 
1 2 3 4 5 

 

30. 公司之董事間不超過二人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關係，使董事會成員能客觀獨立運作。 
1 2 3 4 5 

 

31. 董事會成員組程式否適當且已具備決策過程所需專業。 1 2 3 4 5 
 

D. 董事之選任及持續進修 

32. 公司制訂有嚴謹與透明之選任董事程序及接班人計劃。 1 2 3 4 5 
 

33. 董事會成員選任程序，依據公司董事成員多元化政策橫量

標準來進行。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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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備註 

34. 董事會成員選任程序，係將個別董事績效評估結果納入考

量。 
1 2 3 4 5 

 

35. 董事會成員選任程序，依公司實際需求，充分考量董事成

員支各項技能、知識和經歷範疇；獨立董事任期已連續三

屆者，應考量是否損及其獨立性。 

1 2 3 4 5 

 

36. 董事會對於新任董事是否有適當的就任說明，使新任董事

了解其職責及熟悉公司運作及環境。 
1 2 3 4 5 

 

37. 董事已在各自專業能力以外之範圍進修多元化課程，於每

年進行適當之進修時數。 
1 2 3 4 5 

 

38. 公司有一個正式董事培訓時數的紀錄與持續性的專業發

展計劃，讓董事可以強化其知識與技能。 
1 2 3 4 5 

 

E. 內部控制 

39. 董事會確實將對管理階層的風險評估與控制融入企業的

決策過程。 
1 2 3 4 5 

 

40. 董事會能有效的評估與監督各項內部控制制度及風險管

理的有效性。 
1 2 3 4 5 

 

41. 董事會通過之內部控制度是否包含五大要素／原則，且涵

蓋所有營運活動及交易循環之控制要素。 
1 2 3 4 5 

 

42. 公司之稽核主管是否列席董事會並提出內部稽核業務報

告，且將稽核報告（含追蹤報告）依規定交付或通知各審

計委員會及獨立董事。 

1 2 3 4 5 

 

43. 內部稽核人員之任免、考評、薪資報酬宜提報董事會或由

稽核主管簽報董事長核定。 
1 2 3 4 5 

新版公司治理藍圖策略目

標七及上市上櫃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第 3 條 

44. 會計師有提供非審計服務時，各項安排是否適當以確保會

計師的客觀性與獨立性。 
1 2 3 4 5 

 

45. 董事會的董事針對公司會計制度、財務狀況與財務報告、

稽核報告及其追蹤情形予以了解及監督。 
1 2 3 4 5 

 

F. 其他項目（請自行評估訂定） 

 
  

其他補充說明 

（例如對董事會運作之改善建議等） 

 

綜合評語 

 

董事長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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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１：本表格主要為原則性方向，提供公司參考，宜依公司需求及自身狀況適當調整指標內容，另問卷各項評估項目

之評估結果衡量標準，可以公司治理評鑑指標相關規定為基礎。 

註２：若各項指標的評估結果評分無充分表達，可於備註欄位說明。 

註 3：評估期間為受評年度自 01 月 0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註 4：執行評估期間，應於受評年度之次年第一季前完成。 

註５：評估結果分為５個等級之方式呈現，公司亦可視情況修改評估結果設計方式。評估等級原則說明如下： 

數字１：極差（非常不同意）／數字２：差（不同意）／數字３：中等（普通）／數字４：優（同意） 

數字５：極優（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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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董事會成員績效評估自評問卷 

 

騰雲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ＯＯＯ年度董事會成員績效評估自評問卷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備註 

A. 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1. 董事確實了解公司的核心價值觀。（例如：紀律、使命、榮

譽、願景等理念） 
1 2 3 4 5 

 

2. 董事對於董事會設定之公司所有策略性目標有明確的了

解。 
1 2 3 4 5 

 

3. 董事明確了解公司所處產業之特性及風險。 1 2 3 4 5 
 

B. 董事職責認知 

4. 董事已充分了解董事的法定義務。 1 2 3 4 5 
 

5. 新任董事已了解其職責及熟悉公司運作及環境。 1 2 3 4 5 
 

6. 董事對於執行董事職務時所獲取的公司內部相關資訊，確

實遵守保密義務。 
1 2 3 4 5 

 

C.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7. 董事實際出席董事會情形（不含委託出席）。 

（例如：出席率達80%者為３中等） 
1 2 3 4 5 

 

8. 董事於董事會前已閱讀及瞭解會議資料，以利董事會議時

能夠充分履行其職責 
1 2 3 4 5 

 

9. 董事投入於董事會相關事務之時間足夠 1 2 3 4 5 
 

10. 董事在董事會上做出有效的貢獻，例如對於議案提出具體

建議等 
1 2 3 4 5 

 

11. 董事收受會議紀錄時，詳細閱讀紀錄內容，並確認其已適

當地記錄討論內容及個人或集體的保留意見或關切 
1 2 3 4 5 

 

12. 董事對公司、公司經營團隊及公司所屬產業有清楚瞭解，

以進行專業且適當之判斷 
1 2 3 4 5 

 

13. 董事已確實評估、監督公司存在或潛在之各種風險，且對

內控制度之執行與追蹤情形予以討論 
1 2 3 4 5 

 

14. 董事未兼任多家公司的董監事職務 1 2 3 4 5 
 

D. 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15. 董事與經營團隊的互動情形良好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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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備註 

16. 董事與其他董事成員有良好的溝通 1 2 3 4 5 
 

17. 董事與簽證會計師已進行充分溝通及交流 1 2 3 4 5 
 

E. 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 

18. 董事具備董事會決策執行所需的專業 1 2 3 4 5 
 

19. 董事已在各自專業能力以外之範圍進修多元化之課程，於

每年進行適當之進修時數 
1 2 3 4 5 

 

20. 董事有持續強化其專業知識與技能 1 2 3 4 5 
 

F. 內部控制 

21. 相關議案若遇有需董事利益迴避者，董事已確實予以迴避 1 2 3 4 5 
 

22. 董事已有效的評估與監督各項內部控制制度及風險管理

的有效性 
1 2 3 4 5 

 

23. 董事針對公司會計制度、財務狀況與財務報告、稽核報告

及其追蹤情形能予以了解及監督 
1 2 3 4 5 

 

G. 其他項目（請自行評估訂定） 

  
 

其他補充說明 

（例如對董事會運作之改善建議等） 
 

綜合評語  

註１：本表格主要為原則性方向，提供公司參考，宜依公司需求及自身狀況適當調整指標內容，另問卷各項評估項目

之評估結果衡量標準，可以公司治理評鑑指標相關規定為基礎。 

註２：若各項指標的評估結果評分無充分表達，可於備註欄位說明。 

註 3：評估期間為受評年度自 01 月 0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註 4：執行評估期間，應於受評年度之次年第一季前完成。 

註５：評估結果分為５個等級之方式呈現，公司亦可視情況修改評估結果設計方式。評估等級原則說明如下： 

數字１：極差（非常不同意）／數字２：差（不同意）／數字３：中等（普通）／數字４：優（同意） 

數字５：極優（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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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自評問卷 

騰雲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ＯＯＯ年度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自評問卷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備註 

A.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1. 各委員平均實際出席功能性委員會情形（不含委託出席）

是否達 70％以上？（出席率 80％者３為中等） 
1 2 3 4 5 

 

2. 委員於會議前有閱讀及瞭解會議資料 1 2 3 4 5 
 

3. 各委員都在功能性委員會上做出有效的貢獻。 1 2 3 4 5 
 

4. 各功能性委員會有定期召開會議 1 2 3 4 5 
 

B. 功能性委員職責認知 

5. 功能性委員會的各項職權範圍明確且恰當。 
1 2 3 4 5 

 

6. 功能性委員會能確實評估、監督公司存在或潛在之各種風

險。 
1 2 3 4 5 

 

7. 功能性委員會能適時且專業客觀的提出建議提交董事會

討論，以供董事會決策參考。 
1 2 3 4 5 

 

8. 審計委員會與簽證會計師已進行充分溝通及交流（如遇

有會計新公報實施或財報有重大調整事項時，需開會討

論）。 

1 2 3 4 5 

 

9. 審計委員會有定期評估聘任會計師之獨立性及適任性 1 2 3 4 5 
 

10. 薪資報酬委員會有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監察人及經理

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董

事、監察人及經理人薪資報酬之決定不宜與財務績效表

現重大悖離） 

1 2 3 4 5 

 

11. 薪資報酬委員會有定期檢討公司董事績效評估標準且提

交董事會通過，並依據績效評估結果訂定董事薪資報酬 
1 2 3 4 5 

 

12. 提名委員會有制定董事會成員、監察人及高階經理人所

需之專業知識、技術、經驗及性別等多元化背景暨獨立

性之標準，並據以覓尋、審核及提名董事、監察人及高

階經理人候選人。 

1 2 3 4 5 

 

C. 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 

13. 公司提供予功能性委員會的資訊完整、及時，且具一定品

質，使功能性委員會能夠順利履行其職責。必要時有請相

關經理人員、內部稽核人員、會計師、法律顧問或其他人

員列席。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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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備註 

14. 功能性委員會討論的時間充分。 1 2 3 4 5 
 

15. 公司提交到功能性委員會決議的討論議案適當。 1 2 3 4 5 
 

16. 相關議案若遇有需成員利益迴避者，該委員已確實予以迴

避，並作成會議紀錄。（審計委員會或薪酬委員會之成員就

涉及自身有利害關係之議案時，應確實說明其利害關係之

重要內容，且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討論及表決時應

予迴避，且不得代理其他成員行使其表決權）。 

1 2 3 4 5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

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 9 條

及第 10 條及薪資報酬委員

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第

9 條之 1 修正 

17. 功能性委員會之會議紀錄適當地記錄討論內容，以及適當

的記錄個人或集體的保留意見或關切 
1 2 3 4 5 

 

18. 各項功能性委員會會議決議，有適當的執行後續追蹤 1 2 3 4 5 
 

19. 各功能性委員會有定期且有效率的執行績效評估 1 2 3 4 5 
 

D. 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20. 功能性委員會的成員組成適當並已具備決策過程所需專

業。 
1 2 3 4 5 

 

21. 功能性委員會成員於任職期間內確實維持其獨立性。 1 2 3 4 5 
 

22. 功能性委員會成員之選任案係依公司實際需求，充分考量

董事成員之各項技能、知識和經歷範疇，並將功能性委員

會績效評估結果納入考量。 

1 2 3 4 5 

 

23. 提名委員會有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進修計劃及董事與高

階經理人之繼任計劃。 
1 2 3 4 5 

 

E. 內部控制 

24. 審計委員會能有效的評估與監督各項內部控制制度及風

險管理的有效性 
1 2 3 4 5 

 

25. 審計委員會通過之內部控制制度有包含五大要素／原則，

且涵蓋所有營運活動及交易循環之控制作業。 
1 2 3 4 5 

 

26. 審計委員會對公司會計制度、財務狀況與財務報告、稽核

報告及其追蹤情形予以了解及監督。 
1 2 3 4 5 

 

F. 其他項目（請自行評估訂定） 

  
 

其他補充說明 

（例如對功能性委員會運作之改善建議等） 
 

綜合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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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１：本表格主要為原則性方向，提供公司參考，宜依公司需求及自身狀況適當調整指標內容，另問卷各項評估項目

之評估結果衡量標準，可以公司治理評鑑指標相關規定為基礎。 

註２：若各項指標的評估結果評分無充分表達，可於備註欄位說明。 

註 3：評估期間為受評年度自 01 月 0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註 4：執行評估期間，應於受評年度之次年第一季前完成。 

註５：評估結果分為５個等級之方式呈現，公司亦可視情況修改評估結果設計方式。評估等級原則說明如下： 

數字１：極差（非常不同意）／數字２：差（不同意）／數字３：中等（普通）／數字４：優（同意） 

數字５：極優（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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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年度績效考核表（管理職） 

騰雲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ＯＯＯ年度績效考核表 

適用對象：管理職                        

員工 
編號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到職 
日期 

   年  月  日 

項
目 

考    核    內    容 分數 自評 初核 複核 

目
標
達
成 

1. 依年度工作計劃之完成度 

（執行成果與目標符合程度） 
35    

2. 上級交付任務或專案達成狀況 20    

管
理
品
質 

1. 規劃能力 

（努力目標是否明確，各項任務制定作業程序與方

法、行動規劃以及預算編列等是否週延） 

5    

2. 組織能力 

（單位架構清晰且發揮功能與貢獻：含工作／人／

時／設備工具或物料、經費…等配置是否適宜） 

5    

3. 影響力 

（指揮與統合之運用、溝通協調、學習與培訓、激

勵同仁、改變與壓力之調適…等是否良好） 

5    

4. 控制能力 

（確定單位是否有效率、有效果地朝目標和策略前

進，含作業、財務、資訊之管理…等） 

5    

管 
理 
職
能 

1. 專業知識與技術能力 5    

2. 領導統馭能力 

（人員管理、組織效能提升） 
5    

3. 分析研判能力 

（問題解決、思考、判斷能力） 
5    

4. 自我成長能力 

（進修與吸收業務有關知識的積極度） 
5    

5. 願景實踐 

（個人工作目標與公司經營理念能否結合） 
5    

評     定     總     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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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評核人意見及希望： 
（被評人填並親簽） 

 

主管評語： 
（針對自評意見說明
或建議執行方案） 

初評主管 

（簽名／日期） 

複評主管 

（簽名／日期） 

註：考核等級（A+：96 至 100 分／A：86 至 95 分／B+：80 至 85 分／B：70 至 79 分／C：低於 7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