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溝通

第二届
日期

内部稽核主管沟通情形
沟通事项

2020.06.24
第二届第㇐次
审计委员会

稽核主管异动案
(原稽核主管离职，由公司治理主管向
各独立董事说明，并提案由稽核主管代
理人暂行职务)

2020.08.12
第二届第二次
审计委员会

例行性稽核工作执行情形报告
-2020 年 5-6 月
追踪改善情形报告
-2020 年 4 月不动产、厂房及设备管理
作业办法
-2020 年 5 月采购及付款循环

稽核主管任命案
2020.11.13
第二届第三次
审计委员会

例行性稽核工作执行情形报告
-2020 年 7-10 月
追踪改善情形报告
-2020 年 7 月生产循环
-2020 年 8 月资通安全检查

会计师沟通情形
沟通结果

沟通事项

沟通结果

独立董事审核代理稽核主管 本次与会计师无需沟通事项
－
人员之相关资格后，独立董事
无建议，经审议后，送董事会
决议
洽悉，并提董事会报告
林文钦会计师针对：
独立董事无建议，财报案送
(1)2020 年第 2 季合并财务报表核阅结果、 董事会决议
查核范围、舞弊事项评估、辨认显著风险
及关键查核事项进行报告
(2)法令倡导：
-上市公司财报编制能力
-证期局更新资金贷与评估
-财政部公布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员工防
疫隔离假薪资费用加倍减除办法

林文钦会计师针对：
利害关系人已自行回避，独立
(1)2020 年第 3 季合并财务报表核阅结果、
董事无建议，经审议后，送董
查核范围、舞弊事项评估、辨认显著风险
事会决议
及关键查核事项进行报告
洽悉，并提董事会报告
(2)法令倡导：
-公司治理 3.0-永续发展蓝图
-修正财报编制准则，增加揭露本年度及前
㇐年度监察人酬金信息，以及叙明公司薪
资报酬政策，109 年度个体财报适用

(1)独立董事提醒公司应注意
有关财报编制人力及 SAP 系
统之适足性
(2)独立董事提醒应留意是否
有三个月未收回之帐款
(3)公司评估已达免办理营所
税暂缴之条件，并预计于 8 月
底前完成办理
独立董事无建议，财报案送
董事会决议

董事请公司治理处持续留意
公司治理 3.0 的蓝图，持续强
化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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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内部稽核主管沟通情形
沟通事项

会计师沟通情形
沟通结果

沟通事项

沟通结果

-2020 年 9 月销售及收款循环

内部控制制度(含内部稽核制度)修订案
2021 年度稽核计划案

2021.03.24
第二届第四次
审计委员会

2021.05.12
第二届第五次
审计委员会

例行性稽核工作执行情形报告
-2020 年 11-12 月
-2021 年 1~2 月
追踪改善情形报告
-2020 年 12 月财务报表编制管理办法
内部控制制度(含内部稽核制度)修订案
2020 年度内控声明书

例行性稽核工作执行情形报告
-2021 年 3-4 月
追踪改善情形报告
-2021 年 3 月研发循环
内部控制制度(含内部稽核制度)修订案

独立董事无建议，经审议
后，送董事会决议
洽悉，并提董事会报告

林文钦会计师针对：
独立董事无建议，财报案送
(1)2020 年第 4 季合并财务报表核阅结果、 董事会决议
查核范围、舞弊事项评估、辨认显著风险
及关键查核事项进行报告

独立董事无建议，经审议后， (2)法令倡导：
送董事会决议
-公司治理 3.0
*强化董事会职能，提升企业永续价值
*提高信息透明度，促进永续经营
-金管会预计修正关于提列特别盈余公积，
若影响 109 年拟议盈余分配，应重新通过
董事会，或 110 年股东会修正公司章程后
始适用。
洽悉，并提董事会报告
林文钦会计师针对：
(1)2021 年第 1 季合并财务报表核阅结果、
查核范围、舞弊事项评估、辨认显著风险
及关键查核事项进行报告

独立董事请公司治理处持续
留意公司治理 3.0 的蓝图，持
续强化公司治理

独立董事无建议，财报案送
董事会决议

独立董事无建议，经审议后， (2)法令倡导：
独立董事请公司治理处持续
送董事会决议
-配合公司治理 3.0，上市公司自 111 年起 留意公司治理 3.0 的蓝图，持
按实收资本额分阶段实施申报年度自结 续强化公司治理
财务信息，若能在年度终了后 75 日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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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内部稽核主管沟通情形
沟通事项

会计师沟通情形
沟通结果

沟通事项

沟通结果

告经查核后的财务报告，则免公告自结数
-公司治理主管相关法令规定
法定事务、主管资格、可兼任但不得涉及
利益冲突及违反内控、集团得经董事会决
议指派同㇐人担任
例行性稽核工作执行情形报告
-2021 年 5-7 月

内部控制制度(含内部稽核制度)修订案
2021.08.11
第二届第六次
审计委员会

洽悉，并提董事会报告

林文钦会计师针对：
独立董事无建议，财报案送
(1)2021 年第 2 季合并财务报表核阅结果、 事会决议
查核范围、舞弊事项评估、辨认显著风险
及关键查核事项进行报告
独立董事无建议，经审议后， (2)法令倡导：
洽悉，独立董事无建议。
送董事会决议
-股东会若有影响负债或权益之议案(如现
金分派股息及红利、亏损拨补等)，应于该
议案业经电子投票 达法定决议门坎时予
以入账。
-修正所得税所施行细则第 82 条，增订经
董事会决议发放现金股利，经董事会决议
分配盈余日起，六个月内尚未给付者视同
给付。
-依公司治理 3.0，实收资本额未达 20 亿元
之上市公司应于 112 年 6 月 30 日前设置
公司理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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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届
日期
2017.09.26
第㇐届第㇐次
审计委员会
2017.11.09
第㇐届第二次
审计委员会
2017.12.21
第㇐届第三次
审计委员会
2018.01.24
第㇐届第四次
审计委员会

内部稽核主管沟通情形
沟通事项
内部控制制度(含内部稽核制度)修正案

会计师沟通情形
沟通结果

沟通事项

独立董事无建议，经审议后， 本次与会计师无需沟通事项
送董事会决议

沟通结果
－

例行性稽核工作执行情形报告
-2017 年第 3 季

洽悉，并提董事会报告

2017 年第三季合并财务报告(含 2017 独立董事无建议，财报案
年度财务报告关键查核事项)，并由刘建 经审议后，送董事会决议
依「内部控制制度自行检查管理办法」作成内 独立董事无建议，经审议后， 良会计师针对与会人员所提问题进行
讨论
部控制声明书 2016/10/1~2017/9/30
送董事会决议
2017 年度诚信经营执行情形报告

洽悉，并提董事会报告
本次与会计师无需沟通事项
独立董事无建议，经审议后，
送董事会决议

－

洽悉，并提董事会报告

-

内部控制制度(含内部稽核制度)修订案
2018 年度稽核计划案
例行性稽核工作执行情形报告
-2017 年第 4 季
2017 年度内部控制声明书

2018.03.16
第㇐届第五次
审计委员会

例行性稽核工作执行情形报告
-2018 年 1-2 月

2018.05.04
第㇐届第六次
审计委员会

内部控制制度(含内部稽核制度)修订案

2018.08.10
第㇐届第七次
审计委员会

例行性稽核工作执行情形报告
-2018 年 3-7 月
追踪改善情形报告

本次与会计师无需沟通事项

独立董事无建议，经审议后，
送董事会决议
国际财务报导准则第 16 号「租赁」之 独立董事无建议，财报案
评估报告暨 2017 年度财务报表案，并 经审议后，送董事会决议
洽悉，并提董事会报告
由刘建良会计师针对与会人员所提问
题进行讨论
独立董事朱念慈建议应增 本次与会计师无需沟通事项
列「研发保密内控」及「下
脚料稽核内控」，其余内容
经审议后送董事会决议
洽悉，并提董事会报告

2018 年第二季合并财务报告，并由刘 独立董事无建议，财报案
建良会计师针对与会人员所提问题进 经审议后，送董事会决议
行讨论，包含：(1)2018 年第二季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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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内部稽核主管沟通情形
沟通事项
-2018 年 5 月融资循环
内部控制制度(含内部稽核制度)修订案

2018.11.12
第㇐届第八次
审计委员会

2018.12.26
第㇐届第九次
审计委员会

2019.03.27
第㇐届第十次
审计委员会

例行性稽核工作执行情形报告
-2018 年 8-9 月
内部控制制度(含内部稽核制度)修订案

沟通结果

洽悉，并提董事会报告

2019 年度稽核计划案

独立董事无建议，经审议
后，送董事会决议

例行性稽核工作执行情形报告
-2018 年 10-12 月及 2019 年 1-2 月
追踪改善情形报告
-2018 年 10 月薪工循环
-2018 年 10 月薪资报酬委员会组织规程
-2018 年 12 月个人资料保护管理手册

沟通事项

沟通结果

财务报告核阅意见说明及讨论、
独立董事无建议，经审议 (2)2018 年适用 IFRSs 之影响【IFRS 9】
及(3)现金增资员工认股权之影响
后，送董事会决议
2018 年第三季合并财务报告(包含核阅 独立董事无建议，财报案
洽悉，并提董事会报告
结果、查核范围、舞弊评估、辨认显著 经审议后，送董事会决议
独立董事无建议，经审议 风险及关键查核事项)，并由刘建良会计
师针对与会人员所提问题进行讨论
后，送董事会决议

例行性稽核工作执行情形报告
-无
追踪改善情形报告
-2018 年 7 月生产循环
-2018 年 8 月销售及收款循环
-2018 年 8 月资通安全检查

2018 年度内部控制制度声明书案

2019.05.10
第㇐届第十㇐次

会计师沟通情形

本次与会计师无需沟通事项

-

刘建良会计师针对：
独立董事无建议，财报案
(1)2018 年度合并及个体财务报表查核 经审议后，送董事会决议
结果暨关键查核事项说明
洽悉，并提董事会报告
(2)国际财务报导准则第 16 号「租赁」
影响数报告
(3)税务天堂经济实质法案
独立董事无建议，经审议 与独立董事进行讨论
后，送董事会决议

内部控制制度(含内部稽核制度)修订案

独立董事无建议，经审议
后，送董事会决议

例行性稽核工作执行情形报告
-2019 年 3-4 月

洽悉，并提董事会报告

2019 年第 1 季合并财务报告(包含核阅 独立董事无建议，财报案
结果、辨认显著风险及关键查核事项)， 经审议后，送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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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内部稽核主管沟通情形
沟通事项

会计师沟通情形
沟通结果

审计委员会

2019.07.10
第㇐届第十二次
审计委员会

2019.08.13
第㇐届第十三次
审计委员会

2019.11.11
第㇐届第十四次
审计委员会

沟通事项

沟通结果

并由林文钦会计师针对与会人员所提
问题进行讨论
例行性稽核工作执行情形报告
-2019 年 5-6 月
追踪改善情形报告
-2019 年 2 月融资循环
-2019 年 3 月研发循环

本次与会计师无需沟通事项
洽悉，并提董事会报告

内部控制制度(含内部稽核制度)修订案

独立董事朱念慈及涂伟华
建议，人员甄选任用作业管
理办法尚有待厘清事项，暂
保留至下次会议讨论外，其
余程序书经审议后送董事
会决议

独立董事无建议，经审议后 林文钦会计师针对：
前次会议保留事项：人员甄选任用作业管理办 并同内部控制制度(含内部 (1)2019 年第 2 季合并财务报表核阅结
法(并由人力资源课列席说明)
稽核制度)修订案，送董事会
果说明主要查核内容；
决议
(2)法令更新：证券交易法第 14-5 条修
订暨明订财务报表编制人员之责任；
独立董事无建议，经审议
(3)海外资金回台相关规定，
内部控制制度(含内部稽核制度)修订案
后，送董事会决议
与独立董事进行讨论
例行性稽核工作执行情形报告
林文钦会计师针对：
-2019 年 7-10 月
(1)2019 年第 3 季合并财务报表核阅结
追踪改善情形报告
果、查核范围、舞弊事项评估、辨认
洽悉，并提董事会报告
-2019 年 3 月研发循环
显著风险及关键查核事项进行报告
-2019 年 4 月不动产、厂房及设备管理办法
(2)实质投资适用未分配盈余减除相关
-2019 年 5 月采购及付款循环
规定进行法令更新说明
内部控制制度(含内部稽核制度)修订案
独立董事无建议，经审议

-

独立董事无建议，财报案
经审议后，送董事会决议

独立董事无建议，财报案
提董事会报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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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内部稽核主管沟通情形
沟通事项

会计师沟通情形
沟通结果

沟通事项

沟通结果

后，送董事会决议
2020.01.10
第㇐届第十五次
审计委员会

例行性稽核工作执行情形报告
-2019 年 11-12 月

例行性稽核工作执行情形报告
-2020 年 1-2 月
2020.03.27
第㇐届第十六次
审计委员会

2019 年度内部控制制度声明书

内部控制制度(含内部稽核制度)修订案

2020.05.13
第㇐届第十七次
审计委员会




例行性稽核工作执行情形报告
-2020 年 3-4 月
追踪改善情形报告
-2020 年 2 月融资循环
-2020 年 3 月研发循环

本次与会计师无需沟通事项

-

洽悉，并提董事会报告
林文钦会计师针对：
(1)2019 年度个体及合并财务报表查核
洽悉，并提董事会报告
结果、查核范围、舞弊事项评估、辨
认显著风险及关键查核事项进行报
告
(2)法令倡导：
独立董事无建议，经审议 -主管机关对财报自行编制能力之函令、
后，送董事会决议
内控办法及审查时程
-实质投资适用未分配盈余减除及申请
退税办法草案
独立董事无建议，经审议
-法定盈余公积提列基础自 108 年度起
后，送董事会决议
变动

洽悉，并提董事会报告

独立董事无建议，财报案
经审议后，送董事会决议

独立董事提醒公司应先就
目前编制能力进行盘点，
以便达成主管机关之规定

林文钦会计师针对：
独立董事无建议，财报案
(1)2020 年第 1 季合并财务报表核阅结 经审议后，送董事会决议
果、查核范围、舞弊事项评估、辨认
显著风险及关键查核事项进行报告
(2)法令倡导：
-采用 IFRS 或 EAS 公报，因会计准则版
本变动致追溯调整当年度期初保留盈
余之未分配盈余减除项目

本公司审计委员会成立于 2017 年 8 月 21 日。
本公司稽核单位除每月将书面稽核报告送交独立董事并每季列席审计委员会报告稽核业务执行状况外，平时亦透过电子邮件及电话

李⾧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溝通





方式与独立董事进行沟通。
本公司签证会计师定期(每季)均列席审计委员会之会前会，并就本公司财务状况、审查财报过程、查核范围等向独立董事进行说明，
亦不定期评估国际财务报导准则(IFRSs)公报修订及发布、税务法令修订等项目向独立董事说明对公司之影响，本公司亦邀请会计师
列席审计委员会参与相关议案之讨论。独立董事可直接与签证会计师进行邮件/面对面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