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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獨立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 
 

一、 依「日盛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則」，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立董

事組成，定期召開會議。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得請本公司相關部門經理人員、內部稽核人

員、會計師、法律顧問或其他人員列席並提供相關必要之資訊。 

二、 獨立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之溝通管道與機制： 

(一) 本公司於每會計年度終了前將次一年度之稽核計畫，經審計委員會核定後提報董事會

決議。 

(二) 每季向審計委員會報告稽核業務執行情形，包含本公司及子公司內外部稽核查核缺失

改善辦理情形、重大偶發或受裁罰事件及子公司稽核管理等，俾利獨立董事瞭解與掌握

稽核運作情形。 

(三) 對金融檢查機關、稽核處與內部單位自行查核所提列檢查意見或查核缺失，及內控制度

聲明書所列應加強辦理改善事項，持續追蹤覆查，並將其追蹤考核改善辦理情形，以書

面交付審計委員會。 

(四)  本公司稽核處對本公司及子公司之稽核報告，均於查核工作結束日起二個月內陳報審

計委員會各獨立董事查閱。 

(五) 本公司內部稽核規章之修訂，經審計委員會核定後提報董事會決議。 

(六) 本公司年度內部控制制度有效性之考核(出具內部控制制度聲明書)，經審計委員會核定

後提報董事會決議。 

(七) 本公司董事(獨立董事)與內部稽核至少每年舉行一次座談會，就內部控制制度缺失檢討

與相關議題充分溝通並做成記錄提董事會報告。 

(八) 獨立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溝通情形摘要： 

日期 溝通方式 溝通事項 
溝通及處理 

執行結果 

109.01.09 審計委員會 
陳報金管會檢查局所提檢查意見之改善情形報告

之審議 

通過，並提董事會審議。

109.01.09 審計委員會 
修訂「日盛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司檢舉

不誠信行為管理規則」 

修正後通過，並提董事

會審議。 

109.02.27 審計委員會 108 年第 4季稽核業務報告 
洽悉，已依建議意見辦

理並提報董事會。 

109.02.27 審計委員會 
陳報金管會檢查局所提檢查意見之改善情形報告

之審議 

通過，並提董事會審議。

109.03.19 審計委員會 
108 年度內部控制制度有效性考核及內部控制制

度聲明書之審議 

通過，並提董事會審議。

109.03.26 書面交付 陳報日盛產代子公司專案查核稽核報告 洽悉 

109.04.06 書面交付 續報金管會檢查局所提檢查意見之改善情形報告 洽悉 

109.04.23 審計委員會 
陳報金管會檢查局所提檢查意見之改善情形報告

之審議 

通過，並提董事會審議。

109.04.23 審計委員會 109 年第 1季稽核業務報告 
洽悉，已依建議意見辦

理並提報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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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溝通方式 溝通事項 
溝通及處理 

執行結果 

109.05.07 書面交付 陳報日盛證券子公司專案查核稽核報告 洽悉 

109.05.21 審計委員會 
陳報金管會檢查局所提檢查意見之改善情形報告

之審議 

通過，並提董事會審議。

109.06.02 書面交付 陳報日盛金控一般查核稽核報告 洽悉 

109.06.05 書面交付 續報金管會檢查局所提檢查意見之改善情形報告 洽悉 

109.07.30 審計委員會 109 年第 2季稽核業務報告 
洽悉，已依建議意見辦

理並提報董事會。 

109.08.07 書面交付 陳報日盛銀行子公司專案查核稽核報告 洽悉 

109.08.07 書面交付 陳報日盛銀行子公司專案查核稽核報告 洽悉 

109.08.10 書面交付 續報金管會檢查局所提檢查意見之改善情形報告 洽悉 

109.08.28 書面交付 陳報日盛產代子公司專案查核稽核報告 洽悉 

109.09.15 書面交付 陳報日盛證券子公司專案查核稽核報告 洽悉 

109.09.30 書面交付 續報金管會檢查局所提檢查意見之改善情形報告 洽悉 

109.10.28 書面交付 陳報日盛金控專案查核稽核報告 洽悉 

109.10.29 審計委員會 109 年第 3季稽核業務報告 
洽悉，已依建議意見辦

理並提報董事會。 

109.11.12 書面交付 續報金管會檢查局所提檢查意見之改善情形報告 洽悉 

109.11.19 書面交付 續報金管會檢查局所提檢查意見之改善情形報告 洽悉 

109.11.25 書面交付 陳報日盛銀行子公司專案查核稽核報告 洽悉 

109.12.03 書面交付 續報金管會檢查局所提檢查意見之改善情形報告 洽悉 

109.12.17 座談會 
109年度內部控制制度缺失檢討董事(含獨立董

事)與內部稽核座談 

洽悉，已依建議意見辦理，

並將會議紀錄提報董事會。

109.12.17 審計委員會 110 年度稽核計畫(草案)之審議 通過，並提董事會審議。

109.12.21 書面交付 續報金管會檢查局所提檢查意見之改善情形報告 洽悉 

109.12.31 書面交付 續報金管會檢查局所提檢查意見之改善情形報告 洽悉 

三、獨立董事與會計師之溝通： 

(一) 本公司年度財務報告及半年度財務報告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

始得提送董事會決議，審計委員會於進行財務報告審閱前，均會事先安排專案會議邀請簽

證會計師針對查核結果及擬出具之查核意見作一完整性報告。 

另，針對公司治理與內部控制，亦會邀請獨立董事及會計師與經營團隊參與討論及溝通，

且本公司相關部門經理人員亦列席備詢並適時提供相關之必要資訊。該專案會議結果為

獨立董事同意本公司『民國108年度財務報表案』提報109年3月19日 [第四屆第二十一次

審計委員會] 及『民國109年上半年度財務報表案』提報109年8月20日 [第四屆第二十六

次審計委員會]。 

(二) 本公司定期每年評估一次聘任會計師之獨立性，『會計師獨立性評估表』詳如下表。 

每年度委任簽證會計師均取得會計師及其查核小組人員出具獨立性聲明書以供本公司審

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審議，且本公司未有連續七年未更換會計師之情事。『民國109年度財

務報表會計師委任案』業經109年3月19日 [第四屆第二十一次審計委員會] 暨 [第七屆

第二十二次董事會] 委任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之簽證會計師，簽證會計

師為陳俊光會計師及鍾丹丹會計師決議通過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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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溝通方式 溝通事項 
溝通及處理

執行結果 

109.03.04 會計師與本公司治理單位溝通 專案會議 

金控暨子公司 108 年度財報

揭露關鍵查核事項及財報查

核結果 

洽悉 

109.08.12 會計師與本公司治理單位溝通 專案會議 

金控暨子公司 109 年上半年

度財報揭露關鍵查核事項及

財報查核結果 

洽悉 

 

【109年會計師獨立性評估表】 

受任會計師事務所：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陳俊光、鍾丹丹 

會計師獨立性評估標準     

評估項目 
評估

結果

是否符

合獨立

性 

1. 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有直接或重大間接財務利益關係 否 是 

2. 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或本公司董監事間有融資或保證行為 否 是 

3. 會計師是否考量客戶流失之可能性          否 是 

4. 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有密切之商業關係 否 是 

5. 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有潛在之僱傭關係  否 是 

6. 會計師是否收取與查核案件有關之或有公費 否 是 

7. 審計服務小組成員目前或最近兩年內是否擔任本公司之董監事、 經理人或對審計案

件有重大影響之職務  
否 是 

8. 會計師是否有對本公司提供可能直接影響審計工作的非審計服務項目 否 是 

9. 會計師是否宣傳或仲介本公司所發行之股票或其他證券 否 是 

10.會計師是否有擔任本公司之辯護人，或代表本公司協調與其他第三人間發生的衝突 否 是 

11.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之董監事、經理人或對審計案件有重大影響職務之人員有親屬關

係 
否 是 

12.卸任一年以內之共同執業會計師是否擔任本公司董監事、經理人或對審計案件有重大

影響之職務 
否 是 

13.會計師是否收受本公司或董監事、經理人價值重大之饋贈或禮物 否 是 

14.是否要求會計師接受管理階層在會計政策上之不當選擇或財務報表上之不當揭露 否 是 

15.是否為降低公費，對會計師施加壓力，使其不當的減少應執行之查核工作 否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