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獨立董事與稽核主管及簽證會計師之溝通情形 

一、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方式： 

（1）本公司內部稽核主管定期於｢審計委員會｣會議中向獨立董事進行稽核業務報告，並與委員溝通稽核報告 

結果及其追蹤報告執行情形。 

（2）本公司簽證會計師於每季｢審計委員會｣會議中，針對本公司及海內外子公司財務報表核閱或查核情形向 

獨立董事進行報告。 

 

二、歷次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溝通情形摘要： 

本公司獨立董事對於稽核業務執行情形及成效，溝通情形良好。 

主要溝通事項摘錄如下表： （第二屆審計委員會自 109 年 06 月 18 日起~112 年 06 月 17 日止） 

 

日期 出席人員 溝通事項 溝通結果 

109 年 8 月 3 日 

審計委員會 

獨立董事 薛富井 

獨立董事 陳厚銘 

獨立董事 聶建中 

稽核主管 梁朝翔 

（1） 向獨立董事們報告 109 年第 2 季 

內部稽核查核結果。 

（2） 向獨立董事們報告內部控制制度 

「AX-107 財務報表編制流程 

管理作業」修正內容 

（1） 獨立董事們均瞭解報告內容。 

（2） 經說明後獨立董事們均瞭解 

本次修正內容。 

（3） 獨立董事們對於本次會議無意見。 

 



 

日期 出席人員 溝通事項 溝通結果 

109 年 11 月 5 日 

審計委員會 

獨立董事 薛富井 

獨立董事 陳厚銘 

獨立董事 聶建中 

稽核主管 梁朝翔 

（1） 向獨立董事們報告 109 年第 3 季 

內部稽核計畫執行情形報告 

（2） 向獨立董事們報告本公司 

「110 年度稽核計劃」內容 

（1） 獨立董事們均瞭解報告內容。 

（2） 經說明後獨立董事們均瞭解 

「110 年度稽核計劃」內容。 

（3） 獨立董事們對於本次會議無意見。 

110 年 3 月 23 日 

審計委員會 

獨立董事 薛富井 

獨立董事 陳厚銘 

獨立董事 聶建中 

稽核主管 梁朝翔 

（1） 向獨立董事們報告 109 年第 4 季 

內部稽核查核結果。 

（2） 向獨立董事們報告 109 年內部 

控制制度聲明書內容。 

（1） 獨立董事們均瞭解報告內容。 

（2） 經說明後獨立董事們均瞭解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內容。 

（3） 獨立董事們對於本次會議無意見。 

110 年 5 月 5 日 

審計委員會 

獨立董事 薛富井 

獨立董事 陳厚銘 

獨立董事 聶建中 

稽核主管 梁朝翔 

（1） 向獨立董事們報告 110 年第 1 季 

內部稽核計畫執行情形報告 

（2） 向獨立董事們報告內部控制制度 

「AX-103 股務作業」修正內容 

（1） 獨立董事們均瞭解報告內容。 

（2） 經說明後獨立董事們均瞭解 

本次修正內容。 

（3） 獨立董事們對於本次會議無意見。 

110 年 8 月 6 日 

審計委員會 

獨立董事 薛富井 

獨立董事 陳厚銘 

獨立董事 聶建中 

稽核主管 梁朝翔 

（1） 向獨立董事們報告 110 年第 2 季 

內部稽核計畫執行情形報告 

（1） 獨立董事們均瞭解報告內容。 

（2） 獨立董事們對於本次會議無意見。 

 



 

日期 出席人員 溝通事項 溝通結果 

110 年 11 月 5 日 

審計委員會 

獨立董事 薛富井 

獨立董事 陳厚銘 

獨立董事 聶建中 

稽核主管 梁朝翔 

（1） 向獨立董事們報告 110 年第 3 季 

內部稽核計畫執行情形報告 

（2） 向獨立董事們報告本公司 

「111 年度稽核計劃」內容 

（1） 獨立董事們均瞭解報告內容。 

（2） 經說明後獨立董事們均瞭解 

「111 年度稽核計劃」內容。 

（3） 獨立董事們對於本次會議無意見。 

111 年 3 月 21 日 

審計委員會 

獨立董事 薛富井 

獨立董事 陳厚銘 

獨立董事 聶建中 

稽核主管 梁朝翔 

（1） 向獨立董事們報告 110 年第 4 季 

內部稽核查核結果。 

（2） 向獨立董事們報告 110 年內部 

控制制度聲明書內容。 

（1） 獨立董事們均瞭解報告內容。 

（2） 經說明後獨立董事們均瞭解內部 

控制制度聲明書內容。 

（3） 獨立董事們對於本次會議無意見。 

111 年 5 月 10 日 

審計委員會 

（採視訊會議方式進行） 

獨立董事 薛富井 

獨立董事 陳厚銘 

獨立董事 聶建中 

稽核主管 梁朝翔 

（1） 向獨立董事們報告 111 年第 1 季 

內部稽核計畫執行情形。 

（1） 獨立董事們均瞭解報告內容。 

（2） 獨立董事們對於本次會議無意見。 

111 年 8 月 8 日 

審計委員會 

獨立董事 薛富井 

獨立董事 陳厚銘 

獨立董事 聶建中 

稽核主管 梁朝翔 

（1） 向獨立董事們報告 111 年第 2 季

內部稽核計畫執行情形。 

（2） 向獨立董事們報告內部控制制度

「AX-103 股務作業」修正內容。 

（1） 獨立董事們均瞭解報告內容。 

（2） 經說明後獨立董事們均瞭解 

「111 年度稽核計劃」內容。 

（3） 獨立董事們對於本次會議無意見。 

 



日期 出席人員 溝通事項 溝通結果 

111 年 11 月 8 日 

審計委員會 

獨立董事 薛富井 

獨立董事 陳厚銘 

獨立董事 聶建中 

稽核主管 梁朝翔 

（1） 向獨立董事們報告 111 年第 3 季

內部稽核計畫執行情形。 

（2） 向獨立董事們報告報告本公司

「112 年度稽核計劃」內容 

（3） 向獨立董事們報告修正內部控制 

制度「AX-101 董事會議事運作 

作業」內容 

（4） 向獨立董事們報告修正內部控制

制度「AX-104 內部重大資訊處

理作業」內容。 

（1） 獨立董事們均瞭解報告內容。 

（2） 經說明後獨立董事們均瞭解「112  

年度稽核計劃」內容。 

（3） 經說明後獨立董事們均瞭解本次內

部控制制度「AX-101 董事會議事運作作

業」修正內容。 

（4） 經說明後獨立董事們均瞭解本次內

部控制制度「AX-104 內部重大資訊處理

作業」修正內容 

（5） 獨立董事們對於本次會議無意見。 

 

 

 

 

 

 

 

 

 

 

 

 



三、歷次獨立董事與簽證會計師溝通情形摘要： 

本公司獨立董事與簽證會計師溝通情形良好。 

 

主要溝通事項摘錄如下表： （第二屆審計委員會自 109 年 06 月 18 日起~112 年 06 月 17 日止） 

 

日期 出席人員 溝通事項 溝通結果 

109 年 8 月 3 日 

第二屆第一次審計委員會 

獨立董事 薛富井 

獨立董事 陳厚銘 

獨立董事 聶建中 

稽核主管 梁朝翔 

會計主管 劉安倉 

公司治理主管 胡銘倫 

會計師 郭文吉 

會計師 呂湘瑩 

（1） 建議 109 年度提早規劃 

資產減損評估。 

（2） 與審計委員會溝通 107 年 

度國稅局調閱底稿及櫃買 

中心實際審查 108 年度 

財報主要議題。 

（1） 獨立董事建議，依照會計師 

意見，於 109 年 11 月底前 

完成初步資產減損評估。 

（2） 獨立董事皆瞭解及同意 

會計師提出之相關說明。 

109 年 11 月 5日 

第二屆第二次審計委員會 

獨立董事 薛富井 

獨立董事 陳厚銘 

獨立董事 聶建中 

稽核主管 梁朝翔 

會計主管 劉安倉 

公司治理主管 胡銘倫 

會計師 郭文吉 

會計師 呂湘瑩 

（1） 會計師針對 109 年年度 

財報查核程序及計畫 

進行說明，並針對 109 年 

關鍵查核事項與審計委員 

進行溝通。 

（2） 因應新冠肺炎，針對東莞 

子公司採行遠端工作模式 

查核程序進行說明。  

（1）） 獨立董事皆瞭解及同意 

會計師提出之計畫及 

相關說明。 

 



 

日期 出席人員 溝通事項 溝通結果 

110 年 03 月 23 日 

第二屆第四次審計委員會 

獨立董事 薛富井 

獨立董事 陳厚銘 

獨立董事 聶建中 

稽核主管 梁朝翔 

會計主管 劉安倉 

公司治理主管 胡銘倫 

會計師 郭文吉 

會計師 呂湘瑩 

（1） 會計師針對 109 年度查核 

結果向審計委員會報告。 

（2） 會計師針對查核過程中所 

發現，關於收入認列及年度 

盤點流程，提出建議。 

（1） 獨立董事皆瞭解及同意 

會計師提出之建議。 

110 年 11 月 05 日  

第二屆第七次審計委員會 

獨立董事 薛富井 

獨立董事 陳厚銘 

獨立董事 聶建中 

稽核主管 梁朝翔 

會計主管 劉安倉 

公司治理主管 胡銘倫 

會計師 郭文吉 

會計師 呂湘瑩 

（1） 會計師針對 110 年關鍵 

查核事項與審計委員進行 

溝通。 

（1） 獨立董事皆瞭解及同意 

會計師提出之說明。 

 

 

 

 

 



 

日期 出席人員 溝通事項 溝通結果 

111 年 3 月 21 日  

第二屆第八次審計委員會 

獨立董事 薛富井 

獨立董事 陳厚銘 

獨立董事 聶建中 

稽核主管 梁朝翔 

會計主管 劉安倉 

發 言 人 胡銘倫 

會 計 師 郭文吉 

會 計 師 林文欽 

（1） 就票據貼現或背書轉讓供應 

商等交易訂定除列條件，並 

列入內控內稽程序。 

（2） 因應海運延遲，建議適時調 

整預計到港日及風險天數之 

適當性，並列入內控內稽程 

序。 

（3） 按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建立 

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問答 

集」，子公司稽核人員應為 

專任人員。 

（1） 獨立董事皆瞭解及同意 

會計師提出之說明。 

111 年 8 月 8 日  

第二屆第十次審計委員會 

獨立董事 薛富井 

獨立董事 陳厚銘 

獨立董事 聶建中 

稽核主管 梁朝翔 

會計主管 劉安倉 

發 言 人 胡銘倫 

會 計 師 林文欽 

         康裕榮 

（1） 就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 

控制制度處理準則新修正 

說明。 

（2） 說明修正「產業創新條例 

第 10 條之 1 」。 

（3） 就永續報告書需編制相關 

規定說明。 

（1） 獨立董事皆瞭解會計師 

提出之說明。 

 



 

日期 出席人員 溝通事項 溝通結果 

111 年 11 月 8 日  

第二屆第十一次審計委員會 

獨立董事 薛富井 

獨立董事 陳厚銘 

獨立董事 聶建中 

稽核主管 梁朝翔 

會計主管 劉安倉 

發 言 人 胡銘倫 

會 計 師 郭文吉 

會 計 師 林文欽 

（1） 會計師針對 111 年關鍵 

查核事項與審計委員 

進行溝通。 

（2） 依據 IAS36 資產減損公報 

，建議管理當局針對現金 

產生單位，持續評估是否 

有減損跡象。 

（3） 說明金管會審計品質指標 

揭露架構及時程。 

（1） 獨立董事皆瞭解及同意 

會計師提出之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