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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一一年度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東股數)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承認事項

五、討論事項

六、選舉事項

七、其他議案

八、臨時動議

九、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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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一一年度股東常會議程

一、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九日（四）上午九時整

二、地點：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 266 號會議室

三、股東會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四、主席致詞

五、報告事項

(一)民國一一○年度營業狀況報告

(二)民國一一○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三)民國一一○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四)修訂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報告

(五)庫藏股執行情形報告

(六)修訂「董事會議事規範」

(七)其他報告事項（內含股東提案情形報告）

六、承認事項

(一)請承認民國一一○年度決算表冊

(二)請承認民國一一○年度盈餘分配案

七、討論事項

(一)一一○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二)修訂「公司章程」

(三)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

(四)修訂「購置及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五)修訂「背書保證辦法」

(六)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七)修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八)擬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予員工案

-2-



(九)本公司擬辦理私募普通股案

八、選舉事項

選舉第十八屆董事、獨立董事

九、其他議案

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十、臨時動議

十一、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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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告事項

(一) 民國一一○年度營業狀況報告

說明：民國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第 15 頁)。

(二) 民國一一○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說明：

(1) 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決算報告書，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李典易會

計師、江采燕會計師查核簽證，並經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分別出具會計

師查核報告書及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二(第 16 頁)及

附件三(第 17~38 頁)。

(2) 敦請審計委員宣讀審查報告書。

(3) 敬請 鑒察。

(三) 民國一一○年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說明：

(1) 本公司董事會於民國 111 年 3 月 2 日決議通過一一○年度員工酬勞新台幣

7,753,961 元，另一一○年員工績效獎金已按季提撥及發放約新台幣

122,204,016 元，合計約 129,957,977 元；董事酬勞新台幣 17,446,412 元，全

數以現金方式發放；

(2) 董事會擬議配發員工及董事酬勞金額與認列費用年度估計金額無差異。

(四) 修訂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報告

說明：「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四(第 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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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庫藏股執行情形報告

說明：

  111 年 4 月 11 日(停止過戶日) 
項次 買回期次 第九次

1 董事會通過日期 110/5/25
2 買回目的 轉讓股份予員工

3 買回期間 110/05/26~110/07/25
4 買回區間價格(元) 36.26~81.48
5 預定買回數量(股) 1,000,000
6 已買回股份種類及數量 普通股715,000
7 已買回股份金額 41,976,973
8 本次平均每股買回價格(元) 58.71
9 已辦理銷除及轉讓之股份數量 715,000

10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 0

11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占已發行

股份總數比率(%)
0.00%

12 本次未執行完畢之原因
為兼顧市場機制不影響股價，本公司視股價變化

及成交量狀況採分批買回策略，故未執行完畢。

(六) 修訂「董事會議事規範」

說明：「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五(第 40 頁)。

(七) 其他報告事項

說明：民國一一一年度股東常會之提案權期間，無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

股份之股東提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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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認事項

董事會 提

(一) 民國一一○年度決算表冊，提請 承認案。

說明：

(1) 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股東

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會計師查核竣事，連同營

業報告書經 111 年 3 月 2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在案。

(2) 民國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本

手冊附件一(第 15 頁)及附件三(第 17~38 頁)。

(3) 敬請 承認。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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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提(二) 民國一一○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案。

說明：

(1) 民國一一○年度盈餘狀況及分配如下表：

小計 合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107,968,155

本年度稅後淨利 660,293,616
未經損益項目之保留盈餘調整項: (13,977,111)

精算損益列入保留盈餘 (11,585,338)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 23,051,942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之變動數 (25,443,715)
本年度稅後淨利加計本期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年度未

分配盈餘之數額
646,316,505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 64,631,651

加：迴轉特別盈餘公積-股東權益調整項目 (53,977,043)

可供分配盈餘 743,630,052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 (每仟股配發3,014元) 456,568,977

  股東紅利-股票 (每仟股配發30.141607股) 45,656,897

期末未分配盈餘 241,404,178

董事長：梁茂生           經理人：梁茂生           會計主管：賴秋燕

志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台幣 元

金    額

(2) 現金股利 456,568,977 元(每仟股配發新台幣 3,014 元)俟經股東常會通過後，

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屆時並另行公告。

(3) 本年度於配息基準日前，如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員工認股權、將庫藏股轉

讓給員工或無擔保轉換公司債，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擬提請股東會

授權董事會就實際流通在外股數，全權調整配息率。

(4) 現金股利計算不足一元之畸零款之合計數，轉入本公司之職工福利委員會

項下收入。

(5) 敬請 承認。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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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事項

董事會提

(一) 一一○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說明：

(1) 擬自 110 年度盈餘提撥股東紅利 45,656,897 元轉增資，依公司法第 240 條

之規定，以發行新股方式辦理增資，計發行記名普通股 4,565,689 股，每股

面額新台幣十元。

(2) 本次股東紅利轉增資發行新股之配股方式，按配股除權基準日股東名冊記

載之股東持股比例，股東紅利轉增資每仟股無償配發 30.141607 股，配發不

足一股之畸零股，由股東自停止過戶日起 5 日內，辦理自行湊足整股之登

記，倘有剩餘之畸零股按股票面額折付現金，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並

授權由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補足之。

(3) 本年度於配股基準日前，如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員工認股權或將庫藏股轉

讓給員工，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就實際流

通在外股數，全權調整配股率。

(4) 本次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股份相同。

(5) 本案俟股東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配股基準日。

(6) 以上增資相關事宜，如因事實需要或經主管機關審核必須變更時，授權董

事會全權處理之。

(7) 敬請 承認。

決議：

董事會提

(二) 修訂「公司章程」

說明：「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六(第 41~44 頁)。

決議：

董事會提

(三)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

說明：「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七(第 45~48 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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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提

(四) 修訂「購置及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說明：「購置及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八(第

49~65 頁)。

決議：

董事會提

(五) 修訂「背書保證辦法」

說明：「背書保證辦法」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九(第 66~69 頁)。

決議：

董事會提

(六)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說明：「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十(第 70~71

頁)。

決議：

董事會提

(七) 修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說明：「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十

一(第 72~73 頁)。

決議：

董事會提

(八) 擬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予員工案

說明：

1. 本公司為吸引及留任公司所需專業人才、激勵員工及提昇員工向心力，以

期共同創造更高之公司及股東利益，依據公司法第二六七條及及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發佈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以下簡稱募發

準則)等相關規定，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十

二(第 74~75 頁)。

2. 本次擬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內容如下：

(1) 發行總額：發行總額為新台幣 12,000,000 元，每股面額 10 元，共計 1,2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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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行條件：

發行價格：每股新台幣 0 元。

既得條件：符合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所訂之服務年資與績效條件者。

發行股份之種類：本公司普通股。

員工獲配或認購限制員工權利股票後未符既得條件或發生繼承時之處理方

式：

員工未達成既得條件之處理

自給與日起算三年內自願離職、解雇、資遣、退休、非職業災害致死亡、

辦理留職停薪、轉調關係企業，或個人績效未達考績甲者，其尚未既得之

股份，本公司向員工無償收回。

於既得期間獲配之配股配息：本公司無償給予員工。

既得條件未成就前，員工違反本公司發行辦法規定及終止或解除本公司之

代理授權，本公司向員工無償收回。

下列原因發生時，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依下列方式處理：

因受職業災害致身體殘疾而無法繼續任職者，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於離職生效日起，本公司向員工無償收回。

因受職業災害致死亡者，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員工死亡時，

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視為全數既得。繼承人於完成法定之必要

程序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得以申請領受其應繼承之股份或經處分之權益。

員工自被給與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遇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等重大

過失者，或向本公司以書面聲明自願放棄被給與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者，

公司有權就其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予以無償收回並辦理

註銷。

對於本公司無償收回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將予註銷。

未達既得條件前股份權利受限情形：

既得期間員工不得將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出售、質押、轉讓、贈與他人、

設定，或作其他方式之處分。

既得期間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仍可參與配股、配息及現金增資認股。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後，應立即將之交付信託且於既得條件未成就前，

員工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向受託人請求返還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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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員工之資格條件及得獲配或認購之股數：

以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給與日當日已到職之本公司之全職正式員工為限。

實際被給與員工及可獲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數量，將參酌年資、職級、

工作績效、整體貢獻、特殊功績或其它管理上需參考之條件等因素等，由

董事長核定後提報董事會同意。惟具經理人、具員工身分之董事者應先經

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

本公司給與單一員工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發行員工認股

權憑證累計得認購股數，加計累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數，不得

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千分之三，且加計本公司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第

一項規定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累計給與單一員工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已

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一。

(4) 辦理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必要理由：本公司為吸引及留任公司所需專業

人才、激勵員工及提昇員工向心力，以期共同創造更高之公司及股東利益。

(5) 可能費用化之金額、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益影響事項：

本次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合計 1,200,000 股，暫以民國 111 年 4 月 19 日(董

事會召集通知日前一日)本公司普通股股票收盤價每股新台幣 45.35 元，依

所訂之既得期間一年可能費用化之總金額為新台幣 54,420,000 元。以本公

司民國 111 年 4 月 19 日已發行股數 152,189,659 股計算，暫估費用化後每

股盈餘可能減少金額為新台幣 0.3576 元。本公司未來幾年度之營運預計將

持續呈成長趨勢，故整體評估，對本公司未來年度每股盈餘之稀釋情形尚

屬有限，對現有股東權益亦應無重大影響。

決議：

董事會提

(九) 本公司擬辦理私募普通股案

說明：

1. 為尋求與策略性投資人之合作與充實營運資金，擬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及「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規定，於發行股

數不超過 12,000 仟股額度內，視資本市場狀況，授權董事會於股東會決議

之日起一年內預計分一次辦理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相關事宜說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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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本次私募普通股發行價格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為訂定私募價格之依

據。私募普通股之參考價格係以下列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定之：

依定價日前一、三或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

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定價日前 30 個營業日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

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前述私募普通股價格訂定之依據符合法令規定及參考本公司目前情況、未

來展望，再加上考量證券交易法對私募有價證券有三年轉讓限制而定，應

屬合理。

實際發行價格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法令規定及於不低於股東會所決

議訂價依據與成數範圍內，視當時市場狀況訂定之，但不得低於股票面額。

實際定價日授權董事會視日後洽特定人情形決定之。

(2) 特定人選擇方式與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選擇方式與目的：本案私募普通股之對象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及

主管機關所訂相關函令規定之特定人為限，且非本公司之內部人或關係

人。本案私募應募人以策略性投資人為限，本公司尋求與國內外產業大廠

進行技術合作或策略聯盟機會。

必要性：因應全球市場的快速變化以及強化公司未來的成長動能，擬透過

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方式引進策略性投資人，提升競爭力，有助公司

未來長期業務的發展及規畫。

預計達成效益：引進策略性投資人後，藉由雙方策略合作聯盟，擴展公司

市場營運的佈局，有助提升未來營運綜效。

目前暫無已洽定之策略性投資人。

(3) 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不採用公開募集之理由：考量資本市場狀況、發行成本、私募方式之籌資

時效性及可行性，以及私募股票有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之限制等因素，較

可確保並強化與策略性投資人間更緊密的長期合作關係，故本次不採用公

開募集而擬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得私募額度：在 12,000 仟股額度內，於股東會決議日起一年內預計分一次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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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次資金用途：尋求與國內外產業大廠進行技術合作或策略聯盟機會。

各次預計達成效益：擴展公司市場營運的佈局，有助提升未來營運綜效。

2. 各次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其權利義務原則上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

相同，除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8 規定之轉讓對象外，本次私募之普通

股於交付日起三年內受限不得轉讓，並於私募普通股交付日起滿三年後，

若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始可向證券主管機關申請補辦公開發行及申請股票上

市交易。

3. 本案私募普通股計畫之主要內容，包括實際私募股數、實際私募價格、應

募人之選擇、基準日、發行條件、計畫項目、資金用途及進度、預計產生

效益及其他相關事宜等，暨其他一切有關發行計畫之事項，擬提請股東會

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調整、訂定及辦理，未來如因法令變更或主管機關

要求修正或基於營運評估、或因客觀環境需要變更時，亦授權董事會全權

處理之。

4. 除上述授權範圍外，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代表本公司簽署、商議、

變更一切有關私募普通股之契約及文件，並為本公司辦理一切有關發行私

募普通股所需之事宜。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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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選舉事項

董事會提

案由：第十八屆董事、獨立董事改選案，提請 改選。

說明：

(1) 第十七屆董事及獨立董事任期於 111 年 6 月 13 日屆滿，依公司章程及相關

法規之規定應於本年度股東常會全面改選。

(2) 依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設董事七至九人(其中獨立董事至少三人)，本次股

東會選任董事九人(其中四人為獨立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新任董事之

任期為三年，自 111 年 6 月 9 日至 114 年 6 月 8 日止，原任董事及獨立董

事任期至本次股東常會改選完成時即卸任。

(3) 本次改選依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為之。

(4) 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七、其他議案

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說明：

(1) 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許可。」

(2) 為因應本公司發展多元化及商業聯盟策略之考量，擬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

除新選任之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決議：

八、臨時動議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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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大家好：

首先感謝各位股東長期以來對志聖的支持，為各位股東報告 110 年度營業狀況：

(一)營業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10 年度 109 年度 增(減)比例

營業收入淨額 5,723,265 4,085,806 40.1% 

營業毛利 1,941,841 1,547,314 25.5% 

營業費用 1,201,725 1,016,806 18.2% 

營業利益  740,116  530,508 39.5% 

營業外收(支)  134,856   75,343 79.0% 

稅後淨利  716,406  475,245 50.7% 
歸屬於母公司淨利  660,294  438,766 50.5%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的概況：

受中美貿易戰及 COVID-19 影響，使得產業鏈及貿易生態產生巨大的轉變。志聖以 55 年

來打下的厚實體質及精實組織，以產學合作來深化並擴大核心技術，以變形蟲隊形敏捷的

適應大環境的轉變；志聖及 G2C+聯盟夥伴整合各方資源，合力共創，於今年達到營收及

獲利雙創新高的佳績。

展望 2022 年，期勉志聖結合 G2C+夥伴們的核心技術，穩固及深化既有行業、產品、客戶

，並加強產學合作；搭配產業在地化趨勢，提供 One Stop Shopping 一站式，滿足客戶需

求，打造更好的服務；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為顧客、股東及員工創造更大的價值。

董事長：梁茂生     經理人：梁茂生     會計主管：賴秋燕

1. 財務結構：

股東權益與資產比率 ＝ 41.56%
負債與資產比率 ＝ 58.44%

2.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 152.86%
速動比率 ＝ 113.60%

3.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  9.37%
股東權益報酬率(ROE) ＝ 23.04%
純益率 ＝ 11.54%
每股盈餘(EPS) ＝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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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個體及合併財

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其中財務報表（含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委

託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李典易會計師及江采燕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無

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

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照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二百

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本公司一一一年股東常會

志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朱知遠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一 年 三 月 二 日

-16-



附件三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附件四

「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

原因

第七條：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其價格以

實際買回之平均價格為轉讓價格（計

算至角，低於伍角者以伍角計，超出

伍角進位至元）。惟在轉讓前，如遇有

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增加或減

少，得按發行股份增減比率調整之。

或依據本公司章程規定，以低於實際

買回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者，應於

轉讓前，提經最近一次股東會有代表

已發行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之出席，

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

意，並應於該次股東會召集事由中列

舉說明「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

份辦法」第 10 條之 1 規定事項，始

得辦理。

第七條：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其價格以

實際買回之平均價格為轉讓價格（計

算至角，低於伍角者以伍角計，超出

伍角進位至元）。惟在轉讓前，如遇有

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增加或減

少，得按發行股份增減比率調整之。

或依據本公司章程規定，以低於實際

買回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者，應於

轉讓前，提經最近一次股東會有代表

已發行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之出席，

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

意，並應於該次股東會召集事由中列

舉說明「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

份辦法」第 10 條之 1 規定事項，始

得辦理。

轉讓價格調整公式：

調整後轉讓價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

均價格 X（申報買回股份時已發行之

普通股總數/轉讓買回股份予員工前

已發行之普通股總數）

配合主

管機關

要求修

訂。

第十三條：本辦法訂立於 110 年 5 月

25 日。

第十三條：本辦法訂立於 110 年 5 月

25 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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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 

原因 

第十二條之三：

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十四條之

一規定訂定或修訂內部控制制度。

第十二條之三：

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十四條之

一規定訂定或修訂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

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依「公開

發行公司

董事會議

事辦法」

修訂。

第十二條末段：

獨立董事對於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應經

董事會決議事項，應親自出席或委由其他

獨立董事代理出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

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

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

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

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第十二條末段：

公司設有獨立董事者，應有至少一席獨立

董事親自出席董事會；對於本條第一項應

提董事會決議事項，應有全體獨立董事出

席董事會，獨立董事如無法親自出席，應

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席。獨立董事如

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

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

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

錄。

依「公開

發行公司

董事會議

事辦法」

修訂。

第二十一條：

本規範訂於中華民國 95 年 10 月 26 日。

第一次修正中華民國 97 年 03 月 20 日。

第二次修正中華民國 99 年 03 月 25 日。

第三次修正中華民國 101 年 03 月 7 日。

第四次修正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8 日。

第五次修正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24 日。

第六次修正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27 日。

第二十一條：

本規範訂於中華民國 95 年 10 月 26 日。

第一次修正中華民國 97 年 03 月 20 日。

第二次修正中華民國 99 年 03 月 25 日。

第三次修正中華民國 101 年 03 月 7 日。

第四次修正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8 日。

第五次修正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24 日。

第六次修正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27 日。

第七次修正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20 日。

增列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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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 

原因 

第  七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貳拾億元

整，分為普通股貳億股，每股新台幣十元

整，其中未發行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

之。前項股份總額保留新台幣壹億元供發

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轉換股份，共計壹仟

萬股，每股新台幣十元，授權董事會分次

發行。 

第七條之一： 

本公司得經代表己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股東出席之股東常會，及出席股東表決權

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以低於實際買回股

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 

第七條之二： 

本公司得經股東常會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之股東常會，出席股

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以低於發

行日本公司普通股股票收盤價發行員工

認股權憑證。 

第 七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貳拾億元

整，分為普通股貳億股，每股新台幣十元

整，其中未發行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

之。前項股份總額保留新台幣壹億元供發

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轉換股份，共計壹仟

萬股，每股新台幣十元，授權董事會分次

發行。

第七條之一：

本公司得經代表己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股東出席之股東常會，及出席股東表決權

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以低於實際買回股

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

第七條之二：

本公司得經股東常會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之股東常會，出席股

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以低於發

行日本公司普通股股票收盤價發行員工

認股權憑證。

第七條之三：

本公司得經股東常會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之股東常會，出席股

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發行認股

價格不受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劵處

理準則第五十三條規定限制之員工認股

權憑證。

配合公司

營運需求

第 十二 條：

股東會分為常會及臨時會兩種：

一、常會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

由董事會召開之。

二、臨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令召集之。

第 十二 條：

股東會分為常會及臨時會兩種：

一、常會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

由董事會召開之。

二、臨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令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

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

為之。但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

力情事，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公司於

一定期間內，得不經章程訂明，以視

因應公司

法修正，

故配合修

訂，以利

彈性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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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會議或其公告之方式開會。

股東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

其股東以視訊參與會議視為親自出

席。

前二項規定，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第三十一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1%~9%為員

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

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

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

提撥不超過 2.25%為董事酬勞。員工酬勞

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

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

酬勞。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 

一、依法繳納稅捐， 

二、彌補累積虧損後， 

三、再提 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

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

不再提列， 

四、其餘再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

盈餘公積； 

如尚有餘額，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

事會視公司營運情況酌予保留部份後擬

具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

息紅利。並依第三十一條之一本公司股利

政策。 

第三十一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1%~9%為員

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

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

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

提撥不超過 2.25%為董事酬勞。員工酬勞

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

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

酬勞。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 

五、依法繳納稅捐， 

六、彌補累積虧損後， 

七、再提 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

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

不再提列， 

八、其餘再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

盈餘公積； 

如尚有餘額，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

事會視公司營運情況酌予保留部份後擬

具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

息紅利。並依第三十一條之一本公司股利

政策。 

本公司依法授權董事會得以特別決議，將

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

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不適用

前項應經股東會決議之規定。 

配合公司

營運需求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二

十二日 

第 一 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四月

六日 

第 二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五月

二十一日 

第 三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七月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二

十二日 

第 一 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四月

六日 

第 二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五月

二十一日 

第 三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七月

增列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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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日 

第 四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月

十三日 

第 五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年三月十

六日 

第 六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三月

三十日 

第 七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月

十一日 

第 八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月

二十日 

第 九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八月

十一日 

第 十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六月

二十九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一

月二十五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

二十一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月

三十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五月

九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四月

八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

二十六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二

十六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

二十一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六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

月十五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

月十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

月十五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

十六日 

第 四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月

十三日 

第 五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年三月十

六日 

第 六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三月

三十日 

第 七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月

十一日 

第 八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月

二十日 

第 九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八月

十一日 

第 十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六月

二十九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一

月二十五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

二十一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月

三十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五月

九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四月

八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

二十六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二

十六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

二十一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六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

月十五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

月十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

月十五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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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十五日，但第三十三條修正後條文自主

管機關發布實施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七年

一月一日）起適用。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

月十九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

月十九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

月十七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年六

月十六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五

月二十五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

十四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六

月八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七年五

月二十九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八年六

月十三日。 

第三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年五

月二十一日。 

月十五日，但第三十三條修正後條文自主

管機關發布實施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七年

一月一日）起適用。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

月十九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

月十九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

月十七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年六

月十六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五

月二十五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

十四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六

月八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七年五

月二十九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八年六

月十三日。 

第三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年五

月二十一日。 

第三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

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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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原因

第一條：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除法令另有規定者

外，依本規則行之。 

第一條：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除法令另有規定者

外，依本規則行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

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發前

為之。

因應公司

法修正，故

配合修

訂，以利彈

性運作。 

第二條：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

到時間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

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

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出席股東(或代理人)應繳交簽到卡，以代

簽到。 

第二條：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徵

求人、受託代理人（以下簡稱股東）報到

時間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記載股東參

與及行使權利方法、因不可抗力情事致視

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時

之處理方式，以及如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時

之日期及其他應注意事項；如召開視訊股

東會者，並應記載對於以視訊方式參與有

困難之股東所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

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

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股東會視

訊會議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於股東

會視訊會議平台受理報到，完成報到之股

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

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向

本公司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

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議事手

冊、年報及其他相關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

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

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問、投票

及公司計票結果等資料進行記錄保存，並

對視訊會議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於存續期

間妥善保存，並將錄音錄影提供受託辦理

視訊會議事務者保存。

出席股東(或代理人)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

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

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

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

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因 應 公 司

法修正，故

配 合 修

訂，以利彈

性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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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原因

第二之一條：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

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

程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

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

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二之一條：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

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

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

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

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二之二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

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

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

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

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

地點之限制。

配 合 公 司

營運需求 

第三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

席股東依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主席即

宣告開會，如己逾開會時間，不足法定額

時，主席得宣佈延長之，延長兩次（第一

次延長時間為廿分鐘，第二次延長時為十

分鐘）仍不足額而有代表者已發行股份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依照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五條之規定辦理，以出席股東

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進行前項

假決議時，如出席股東所代表之股數已足

法定額時，主席得隨時宣告正式開會，並

將已作成之假決議提請大會表決。 

第三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

席股東依繳交之簽到卡及視訊會議平台報

到股數，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之股數計算之。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

半數之股東出席，主席即宣告開會，如己

逾開會時間，不足法定額時，主席得宣佈

延長之，延長兩次（第一次延長時間為廿

分鐘，第二次延長時為十分鐘）仍不足額

而有代表者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股東出席時，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

之規定辦理，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

同意為假決議；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

者，本公司另應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公

告流會。進行前項假決議時，如出席股東

所代表之股數已足法定額時，主席得隨時

宣告正式開會，並將已作成之假決議提請

大會表決。

因 應 公 司

法修正，故

配 合 修

訂，以利彈

性運作。 

第六條： 

出席股東發言，每次不得超過三分鐘。 但

經主席之許可；得延長一次，但以三分鐘

為限。 

第六條：

出席股東發言，每次不得超過三分鐘。 但

經主席之許可；得延長一次，但以三分鐘

為限。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式參

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後，至宣布

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

式提問，每一議案提問次數不得超過兩

次，每次以二百字為限，不適用第一項至

第五項規定。

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未超出議案範圍

者，宜將該提問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以為周知。

因 應 公 司

法修正，故

配 合 修

訂，以利彈

性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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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原因

第十一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
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
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

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
正，視為棄權。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
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
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

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
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
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

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
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
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
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

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
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或棄權之結果輸
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

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
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
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

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
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
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
數，並作成紀錄。 

第十一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
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
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

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視為棄權。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
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
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

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
欲親自或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者，應於
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
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
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
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以視訊方式
出席股東會，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
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

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
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
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
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

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
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或棄權之結果輸
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

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
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
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

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
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
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
並作成紀錄。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
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票，並宣布表決

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

因 應 公 司

法修正，故

配 合 修

訂，以利彈

性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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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原因

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股東、
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欲親自出席實體股
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登
記相同之方式撤銷登記；逾期撤銷者，僅

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撤
銷其意思表示，並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
者，除臨時動議外，不得再就原議案行使
表決權或對原議案提出修正或對原議案之

修正行使表決權。
第十六條： 

本辦法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二月十

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

六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

十一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

九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十

八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八

日。 

第十六條： 

本辦法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二月十

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

六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

十一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

九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十

八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八

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九

日。 

增 列 修 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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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購置及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原因

第四條：資產額度訂定 

投資非供營業用不動產與有價證券額

度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個別取得上述資產

之額度訂定如下： 

一、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其總額不得高於淨值的

百分之五十為其額度。 

二、投資長、短期有價證券之總額不

得高於淨值的百分之一百為其額

度。 

三、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金額不得高

於淨值的百分之七十五為其額

度。 

第四條：資產額度訂定 

投資非供營業用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與有價證券額度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個別取得上述資產

之額度訂定如下： 

一、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其總額不得高於淨值的

百分之五十為其額度。 

二、投資長、短期有價證券之總額不

得高於淨值的百分之一百為其額

度。 

三、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金額不得高

於淨值的百分之七十五為其額

度。 

配合適用

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

第十六號

租賃公報

規定，擴

大使用權

資 產 範

圍。 

第六條：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
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
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銀行

法、保險法、金融控股公司法、

商業會計法，或有詐欺、背信、

侵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犯罪

行為，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

告確定。但執行完畢、緩刑期滿

或赦免後已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或有

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

者之估價報告，不同專業估價者

或估價人員不得互為關係人或有

實質關係人之情形。前項人員於

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應依

下列事項辦理： 

(一) 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
身專業能力、實務經驗及獨
立性。 

(二) 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
執行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
論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見
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

第六條：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
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
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證券交易法、公司法、

銀行法、保險法、金融控股公司

法、商業會計法，或有詐欺、背

信、侵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

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之宣告確定。但執行完畢、緩刑

期滿或赦免後已滿三年者，不在

此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或有

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

者之估價報告，不同專業估價者

或估價人員不得互為關係人或有

實質關係人之情形。前項人員於

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應依

其所屬各同業公會之自律規範及

下列事項辦理： 

(一) 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
身專業能力、實務經驗及獨
立性。 

(二) 執行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
執行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

一、「專家

出具意見

書實務指

引」修正

納入其業

者或人員

出具意見

書之相關

自 律 規

範。 

二、配合

自 律 規

範，酌作

文 字 修

訂。 

三、部分

文 字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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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原因

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案
件工作底稿。 

(三) 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
數及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
完整性、正確性及合理性，
以做為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
書之基礎。 

(四) 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
具備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
所使用之資訊為合理與正確
及遵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結論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見
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
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案
件工作底稿。 

(三) 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
數及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
適當性及合理性，以做為出
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基
礎。 

(四) 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
具備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
估所使用之資訊為適當且合
理及遵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第七條：資訊公開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
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
所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
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
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

並達下列規定之一： 
1.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一
百億元，交易金額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 

2.實收資本額達一百億元以
上，交易金額達十億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本公司取得
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
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

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

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

第七條：資訊公開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
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
所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
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
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易金額並達下列規
定之一： 
1.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一
百億元，交易金額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 

2.實收資本額達一百億元以
上，交易金額達十億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取得或處分供
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其交易

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其中實收
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

依「公開

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

分處理準

則」及相

關法令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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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原因

式取得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
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
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
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
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
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
於國內初級市場認購募集發
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
權之一般金融債券，或證券

商因承銷業務 需要、擔任興
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商依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證
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發行之國內貨幣市場
基金。 

(八)前述第四款交易金額之計算
方式如下，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
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
之金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

計畫不動產之金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
證券之金額。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年，已依規定公告部
分免再計入。 

二、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已達本條
應公告申報標準者，應於事實發生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上，處分自行興建完工建案之
不動產，且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者，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
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
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
式取得不動產，且其交易對象
為非關係人，公司預計投入之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
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
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
形不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
不低於我國主權評等等級之
外國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

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
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於國
內初級市場認購外國公債
或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
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
債券（不含次順位債券），
或申購或買回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或期貨信託基金，或
申購或賣回指數投資證
券，或證券商因承銷業務需

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
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
認購之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發行之國內貨幣市
場基金。 

(八)前述交易金額之計算方式如
下，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
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
交易之金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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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將相關資訊於行政

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
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二)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
非屬國內本公司之子公司截
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
月十日前輸入本會指定之資
訊申報網站。 

(三)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
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
予補正時，應知悉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
告申報。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
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

估價報告、會計師、律師或證
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
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外，至少保存五年。 

(五)本公司依前條規定公告申報
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
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本會指
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

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四、公告格式 
本公司公告申報相關資訊之公告格
式應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規定之公告申報格式辦理。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
發計畫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之金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
價證券之金額。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
追溯推算一年，已依規定公告
部分免再計入。 

二、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已達本條
應公告申報標準者，應於事實發生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三、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將相關資訊於行政

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
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二)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
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
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
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
資訊申報網站。 

(三)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
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
予補正時，應知悉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
告申報。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
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
估價報告、會計師、律師或證

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
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外，至少保存五年。 

(五)本公司依前條規定公告申報
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
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網

站辦理公告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
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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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四、公告格式 
本公司公告申報相關資訊之公告格
式應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規定之公告申報格式辦理。 

第八條：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悉依本公司內部控
制制度固定資產循環程序辦理。 
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七條規定
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一年，已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
分免再計入。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應參考公

告現值、評定價值、鄰近不動
產實際交易價格等，決議交易
條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
告提報董事長，其金額在新台
幣壹仟萬元(含)以下者，授權
董事長核准並應於事後第一
次董事會提會報備；超過新台
幣壹仟萬元者，提經董事會通
過後始得為之。 

(二)取得或處分其他固定資產，應
以詢價、比價、議價或招標方
式擇一為之，其金額在新台幣
壹仟萬元(含)以下者，授權董
事長核准並應於事後第一次
董事會提會報備；超過新台幣
壹仟萬元者，提經董事會通過
後始得為之。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

訂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

應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董

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

資料送審計委員會。另外本

公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者，

依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

第八條：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悉依本公司內部控
制制度固定資產循環程序辦理。 
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七條規定
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一年，已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
分免再計入。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應參考公

告現值、評定價值、鄰近不動
產實際交易價格等，決議交易
條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
告提報董事長，其金額在新台
幣壹仟萬元(含)以下者，授權
董事長核准並應於事後第一
次董事會提會報備；超過新台
幣壹仟萬元者，提經董事會通
過後始得為之。 

(二)取得或處分其他固定資產，應
以詢價、比價、議價或招標方
式擇一為之，其金額在新台幣
壹仟萬元(含)以下者，授權董
事長核准並應於事後第一次
董事會提會報備；超過新台幣
壹仟萬元者，提經董事會通過
後始得為之。 

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時，應依前項核決權
限呈核決後，由使用部門及管理部
負責執行。 

四、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

依「公開

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

分處理準

則」及相

關法令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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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

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

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 

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時，應依前項核決權
限呈核決後，由使用部門及管理部
負責執行。 

四、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
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
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

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
價格之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
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其
嗣後有交易條件變更者，亦應
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
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
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
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
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
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依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基
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
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
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對差異
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
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
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

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
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

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
價格之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
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其
嗣後有交易條件變更者，亦應
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
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
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
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
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
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對差
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
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
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
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
分之十以上者。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
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
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
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專
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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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
分之十以上者。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
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
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
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專
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第九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理
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長、短期有價證券之購買與
出售，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投
資循環作業辦理。 
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七條規定
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一年，已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
免再計入。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 
1.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應由負
責單位依市場行情研判決定
之，其金額在淨值 10% (含)以下
者，授權董事長核准並應於事後
第一次董事會提會報備；其金額
超過淨值 10%者，提經董事會通
過後始得為之； 

2.另債券型基金、美元債券附買回
（RP）及其他保本型有價證券買
賣，應由負責單位依市場行情研
判決定之，其總金額在新台幣壹
億元(含)以下者，授權董事長核
准並應於事後第一次董事會提
會報備；其總額超過新台幣壹億
元者，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
之。 

(二)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
營業處所為之有價證券買
賣，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
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
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考量其

第九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理
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長、短期有價證券之購買與
出售，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投
資循環作業辦理。 
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七條規定
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一年，已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
免再計入。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 
1.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應由負
責單位依市場行情研判決定
之，其金額在淨值 10% (含)以下
者，授權董事長核准並應於事後
第一次董事會提會報備；其金額
超過淨值 10%者，提經董事會通
過後始得為之； 

2.另債券型基金、美元債券附買回
（RP）及其他保本型有價證券買
賣，應由負責單位依市場行情研
判決定之，其總金額在新台幣壹
億元(含)以下者，授權董事長核
准並應於事後第一次董事會提
會報備；其總額超過新台幣壹億
元者，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
之。 

(二)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
營業處所為之有價證券買
賣，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
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
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考量其

依「公開

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

分處理準

則」及相

關法令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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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淨值、獲利能力及未來發
展潛力等，其金額在淨值 10% 
(含)以下者，授權董事長核准
並應於事後第一次董事會提
會報備；其金額超過淨值 10%
者，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
之。同時提出長、短期有價證
券未實現利益或損失分析報
告。 

(三)前項(一)-1.及(二)合計總額
為淨值 10% (含)以下，授權
董事長核准並應於事後第一
次董事會提會報備之。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
訂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
應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董事

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
送審計委員會。另外本公司若
已設置獨立董事者，依規定將
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提報董
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
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
事會議事錄載明。 

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時，
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後，由財會
單位負責執行。 

四、取得專家意見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除符合下列規定情事外，應先
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
估交易價格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
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
家報告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

號規定辦理。 
(1) 發起設立或募集設立而以現金

出資取得有價證券。  
(2) 參與認購標的公司依相關法

每股淨值、獲利能力及未來發
展潛力等，其金額在淨值 10% 
(含)以下者，授權董事長核准
並應於事後第一次董事會提
會報備；其金額超過淨值 10%
者，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
之。同時提出長、短期有價證
券未實現利益或損失分析報
告。 

(三)前項(一)-1.及(二)合計總額
為淨值 10% (含)以下，授權
董事長核准並應於事後第一
次董事會提會報備之。 

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時，
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後，由財會

單位負責執行。 
四、取得專家意見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除符合下列規定情事外，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先取具標
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
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另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 
1.得免取具標目公司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表及洽請會計師
就交易價格合理性表示意
見之情形： 

(1)依法律發起設立或募集設
立而以現金出資取得有
價證券，且取得有價證券
所表彰之權利與出資比
例相當者。  

(2) 參與認購標的公司依相關
法令辦理現金增資而按
面額發行之有價證券者。 

(3) 參與認購直接或間接持有

百分之百之被投資公司
辦理現金增資發行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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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辦理現金增資而按面額發行
之有價證券者。 

(3)參與認購轉投資百分之百之被
投資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之
有價證券者。 

(4)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之上市、上櫃及興櫃有
價證券。 

(5)屬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 

(6)海內外基金。 
(7)依證券交易所或櫃買中心之上

市（櫃）證券標購辦法或拍賣
辦法取得或處分上市（櫃）公
司股票。 

(8)參與公開發行公司現金增資認

股或於國內認購公司債而取
得，且取得之有價證券非屬私
募有價證券者。 

(9)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十
一條第一項及九十三年十一月
一日金管證四字第０九三００
０五二四九號令規定於基金成
立前申購基金者。 

(10)申購或買回之國內私募基金，
如信託契約中已載明投資策略
除證券信用交易及所持未沖銷
證券相關商品部位外，餘與公
募基金之投資範圍相同者。 

   (二)本公司若係經法院拍賣程序

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

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 

價證券者。 
(4) 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之上市、上櫃
及興櫃有價證券，或持有
百分之百之子公司間互
相參與認購現金增資發
行有價券。 

(5) 屬國內公債、附買回、賣
回條件之債券。 

(6) 公募基金。 
(7) 依證券交易所或櫃買中心

之上市（櫃）證券標購辦
法或拍賣辦法取得或處
分上市（櫃）公司股票。 

(8) 參與國內公開發行公司現
金增資認股或於國內認

購 公 司 債 ( 含 金 融 債
券)，且取得之有價證券
非屬私募有價證券者。 

(9) 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第十一條第一項及金管
會 106年 10月 19日金管
證投字第 1060038414 號
令規定於基金成立前申
購之國內私募基金或申
購、買回之國內私募基
金，如信託契約中已載明
投資策略除證券信用交
易及所持未沖銷證券相
關商品部位外，餘與公募

基金之投資範圍相同。 
2.得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
格合理性表示意見之情
形：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
以投資為專業者，對所取得
或處分之海內外有價證券
已建置有價證券評價模型
與系統，並採用適當之模型
或統計方法估算價值。 

(二) 本公司若係經法院拍賣程序
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
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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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

產，除依第七條取得不動產處理程
序辦理外，尚應依以下規定辦理相
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
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公司總資
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第八條
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
報告或會計師意見。前項交易金額
之計算，應依第七條規定辦理。另
外在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
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
慮實質關係。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

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審
計委員會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
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

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

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三項第
（一）款及（四）款規定評估
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
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
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
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
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
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
用之合理性。 

(六)依本條第一項規定取得之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
重要約定事項。 

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七條規定

第十條：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

產，除依第七條取得不動產處理程
序辦理外，尚應依以下規定辦理相
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
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公司總資
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第八條
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
報告或會計師意見。前項交易金額
之計算，應依第七條規定辦理。另
外在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
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
慮實質關係。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

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審
計委員會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
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

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

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三項第
（一）款至第（四）款及第(六)
款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
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
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
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
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
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
用之合理性。 

(六)依本條第一項規定取得之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
重要約定事項。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其直接或間接

一、依「公

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

處分處理

準則」及

相關法令

修訂。 

二、配合

適用國際

財務報導

準則第十

六號租賃

公 報 規

定，擴大

使用權資

產範圍。

-58-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原因

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一年，已依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

及審計委員會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

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或其使用權

資產，其金額在新台幣壹仟萬元

(含)以下者，授權董事長核准並應

於事後第一次董事會提會報備。

另外本公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

者，依前項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

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三、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一)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
本之合理性： 
1.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

要資金利息及買方依法應
負擔之成本。所稱必要資金
利息成本，以公司購入資產
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
利率為準設算之，惟其不得
高於財政部公布之非金融
業最高借款利率。 

2.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
金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
者，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
貸放評估總值，惟金融機構
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
計值應達貸放評估總值之
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
一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
易之一方互為關係人者，不
適用之。 

(二)合併購買或租賃同一標的之
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
屋分別按前項所列任一方法
評估交易成本。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三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
定評估不動產成本，並應洽請

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

公司彼此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機器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其金

額在新台幣壹仟萬元(含)以下

者，授權董事長核准並應於事後第

一次董事會提會報備。

另外本公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

者，依前項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

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本公司或本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

行公司之子公司有第一項交易，交

易金額達本公司總資產本分之十

以上者，本公司應將第一項所列各

款資料提交股東會同意後，始得簽

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但本公司

與其子公司或其子公司彼此間交

易，不在此限。 

第一項及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

依第七條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

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規定

提交股東會、董事會通過及審計委

員會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三、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一)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應按下列方
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1.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
要資金利息及買方依法應
負擔之成本。所稱必要資金
利息成本，以公司購入資產
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
利率為準設算之，惟其不得
高於財政部公布之非金融
業最高借款利率。 

2.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
金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
者，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
貸放評估總值，惟金融機構
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
計值應達貸放評估總值之
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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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三
項第（一）、（二）款規定評估
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
依本條第三項第（五）款規定
辦理。但如因下列情形，並提
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
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
理性意見者，不在此限： 
1.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

再行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者： 

(1)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
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
成本加計合理營建利潤，其

合計數逾實際交易價格
者。所稱合理營建利潤，應
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營建
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
財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
業毛利率孰低者為準。 

(2)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
或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
非關係人成交案例，其面積
相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
產買賣慣例應有之合理樓
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
相當者。 

(3)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
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租
賃案例，經按不動產租賃慣
例應有合理之樓層價差推
估其交易條件相當者。 

2.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
之不動產，其交易條件與鄰
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
係人成交案例相當且面積
相近者。前述所稱鄰近地區
成交案例，以同一或相鄰街
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
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告現
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
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成
交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

一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
易之一方互為關係人者，不
適用之。 

(二)合併購買或租賃同一標的之
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
屋分別按前項所列任一方法
評估交易成本。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三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
定評估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
及表示具體意見。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三
項第（一）、（二）款規定評估

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
依本條第三項第（五）款規定
辦理。但如因下列情形，並提
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
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
理性意見者，不在此限： 
1.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
再行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者： 
(1)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

評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
營建成本加計合理營建
利潤，其合計數逾實際交
易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
利潤，應以最近三年度關
係人營建部門之平均營
業毛利率或財政部公布
之最近期建設業毛利率
孰低者為準。 

(2)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
層或鄰近地區一年內之
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
例，其面積相近，且交易
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慣
例應有之合理樓層或地
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
者。 

(3)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
層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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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
原則；前述所稱一年內係以
本次取得不動產事實發生
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如經按本條
第三項第（一）、（二）款規定
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
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1.本公司應就不動產交易價

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
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
配股。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

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
開發行公司，亦應就該提列
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券交
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審計委員會應依公司法第
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3.應將本款第三項第（五）款
第1點及第 2點處理情形提
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
容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
書。 

且本公司及對本公司之投資
採權益法評價之公開發行公
司經前述規定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
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為
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
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並經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
公積。 

（六）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依本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有關評估及作業程序規
定辦理即可，不適用本條第三
項（一）、（二）、（三）款有關
交易成本合理性之評估規定：

人租賃案例，經按不動產
租賃慣例應有合理之樓
層價差推估其交易條件
相當者。 

2.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
之不動產或租賃取得不動
產使用權資產，其交易條件
與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
非關係人成交案例相當且
面積相近者。前述所稱鄰近
地區成交案例，以同一或相
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
方圓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
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
面積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
人成交案例之面積不低於

交易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
十為原則；前述所稱一年內
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事實發生之日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如經按本條
第三項第(一)至第(四)款及
第(六)款規定評估結果均較
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
事項。 
1.本公司應就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交易價格與評估

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易
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
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對本
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
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
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
股比例依證券交易法第四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
別盈餘公積。 

2.審計委員會應依公司法第
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3.應將本款第三項第（五）款
第1點及第 2點處理情形提
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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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原因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
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時間距本交
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而
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 

 (七)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若有其他證
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
之情事者，亦應本條第三項第
（五）款規定辦理。 

容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
書。 

且本公司及對本公司之投資
採權益法評價之公開發行公
司經前述規定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或承租
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
分或終止租約或為適當補償
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
定無不合理者，並經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後，始
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六）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依本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有關評估及作業程序規

定辦理即可，不適用本條第三
項第（一）、（二）、（三）款有
關交易成本合理性之評估規
定：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
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時間距本交
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
自地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
關係人興建不動產而取得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4.本公司與子公司，或直接或

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
彼此間，取得供營業使用之
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七)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若有其他證
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
之情事者，亦應本條第三項第
（五）款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

第十一條：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

配合法令

修訂及部

分文字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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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原因

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悉依本公司
內部控制制度固定資產循環程序
辦理。 
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七條規定
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一年，已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
分免再計入。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應參考市

場公平市價，決議交易條件及
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告提報
董事長，其金額在新台幣壹仟
萬元(含)以下者，授權董事長
核准並應於事後第一次董事

會提會報備；超過新台幣壹仟
萬元者，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始
得為之。 

(二)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應參考專家評估報
告或市場公平市價，決議交易
條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
告提報董事長，其金額在新台
幣壹仟萬元(含)以下者，授權
董事長核准並應於事後第一
次董事會提會報備；超過新台
幣壹仟萬元者，提經董事會通
過後始得為之。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
訂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
應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董事
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
送審計委員會。另外本公司若
已設置獨立董事者，依規定將
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提報董
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
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
事會議事錄載明。 

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
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時，應依前項
核決權限呈核決後，由使用部門及

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悉依本公司
內部控制制度固定資產循環程序
辦理。 
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七條規定
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一年，已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
分免再計入。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應參考市

場公平市價，決議交易條件及
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告提報
董事長，其金額在新台幣壹仟
萬元(含)以下者，授權董事長
核准並應於事後第一次董事

會提會報備；超過新台幣壹仟
萬元者，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始
得為之。 

(二)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應參考專家評估報
告或市場公平市價，決議交易
條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
告提報董事長，其金額在新台
幣壹仟萬元(含)以下者，授權
董事長核准並應於事後第一
次董事會提會報備；超過新台
幣壹仟萬元者，提經董事會通
過後始得為之。 

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
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時，應依前項
核決權限呈核決後，由使用部門及
財務部或行政部門負責執行。 

四、會員證或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之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外，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
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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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原因

財務部或行政部門負責執行。 
四、會員證或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
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之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
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
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
十號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第一款至第四款略) 
五、有關總資產買分之十之規定，以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之最近其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書
中之總資產金額計算。 
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
新台幣十元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之交易金額規定，以歸屬
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百分之十計
算之。 

第十五條：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第一款至第四款略) 
第十六條：本處理程序有關總資產百分

之十之規定，以證券行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
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書中
之總資產金額計算。 
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
非屬新台幣十元者，有關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交易
金額規定，以歸屬於母公司
業主之權益百分之十計算
之。 

現行第十

五條第五

款移至第

十六條。

第十六條：罰則 
本公司之經理或主辦人員

違反本處理程序規定者，視

違反情事影響公司營運之

重大程度，依公司規定懲處

之。 

第十七條：罰則 
本公司之經理或主辦人員

違反本處理程序規定者，視

違反情事影響公司營運之

重大程度，依公司規定懲處

之。 

現行第十

六條移至

第 十 七

條。

第十七條：本處理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再提

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如有

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

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

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

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另本公司設置獨立董事

後，依前項規定將本程序提

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

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

第十八條：本處理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議通過

後，再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

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

送審計委員會。 

另本公司設置獨立董事

後，依前項規定將本程序提

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

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

一、現行

第十七條

移至第十

八條。 

二、依「公

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

處分處理

準則」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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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

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 

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

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 

如無法依據本處理程序規

定，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

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

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本處理程序所稱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及前項所稱全

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

之。 

第十八條：本辦法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

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

十八年三月三日。 

(第二次至第十三次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一一○年七月八日。 

第十九條：本辦法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

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

十八年三月三日。 

(第二次至第十三次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一一○年七月八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一一一年六月九日。 

一、現行

第十八條

移至第十

九條。 

二、增列

修 訂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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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背書保證辦法」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原因

第四條： 

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金額不得超過

淨值之百分之五十，其中對單一企業

之背書保證限額不得超過淨值之百分

之二十；本公司與子公司整體得對外

背書保證之總額以淨值之百分之五十

為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額度以不

超過本公司與子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

十為限。本公司依規定每月 10 日前公

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

證餘額外；本公司背書保證金額達下

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

日起二日內依規定辦理公告申報，並

輸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之資訊

申報網站(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

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

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

等日期孰前者)：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之餘額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五十以上。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

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

保證餘額達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

其背書保證金額、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帳面金額及資金貸放餘額合計數達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

以上。 

四、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金

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

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四款應公告

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第四條： 

背書保證之限額及公告申報 

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金額不得超過

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五十，其中對單

一企業之背書保證限額不得超過本公

司淨值之百分之二十；因業務往來關

係而辦理背書保證者，個別背書保證

金額以不逾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

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最近期十

二個月內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

者，唯最高金額不得超過前述規定；

本公司與子公司整體得對外背書保證

之總額以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五十為

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額度以不超

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十為限。前

述淨值以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之財務報表為依據。本公司依規

定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

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額外；本公司背

書保證金額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二日內依規定辦

理公告申報，並輸入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規定之資訊申報網站(所稱事實

發生日，係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

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

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之餘額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五十以上。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

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

保證餘額達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

其背書保證金額、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帳面金額及資金貸放餘額合計數達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

以上。 

四、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金

明確定義

因業務往

來背書保

證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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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原因

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

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四款應公告

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第五條：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時，應提請董事

會決議通過後為之，但董事會得授權

董事長於一定額度內先予決行，事後

再報經董事會追認之。 

第五條：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時，應審慎評估

是否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及本辦法之規

定，應提請董事會決議通過後為之，

但為配合時效需要，董事會得授權董

事長於一定額度內先予決行，事後再

報經董事會追認之。 

文 字 修

訂。 

第六條： 

背書保證之專用印鑑為向經濟部登記

之公司印鑑，並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

指派專人保管，並依公司規定作業程

序，始得用印或簽發票據。 

第六條： 

背書保證之專用印鑑為向經濟部登記

之公司印鑑，該印鑑章應由經董事會

同意之專責人員保管，並依公司規定

作業程序，始得用印或簽發票據。  

依「公開

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

證處理準

則 」 修

訂。 

第七條： 

本辦法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後，再

報請股東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

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審

計委員會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

亦同。 

另本公司設置獨立董事後，依前項規

定將本辦法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

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

入董事會紀錄。 

第七條： 

本辦法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後，再

報請股東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

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審

計委員會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

亦同。 

另本公司設置獨立董事後，依前項規

定將本辦法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

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

入董事會紀錄。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

之。 

依「公開

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

證處理準

則 」 修

訂。 

第九條： 

注意事項：  

一、若背書保證對象原符合公司規定

第九條： 

其他事項：  

一、若背書保證對象原符合公司規定

依「公開

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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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原因

而嗣後不符，或背書保證金額因據以

計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而致超過所訂額

度時，對該對象背書保證金額或超限

部分應於合約屆滿時消除，或由財務

單位訂定改善計畫經董事長核准後，

於一定期限內全部消除，並報告董事

會，並將相關改善計劃送審計委員會。

二、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背書保證作

業程序所訂額度之必要且符合公司背

書保證作業程序所訂條件者，應經董

事會同意並由半數以上之董事對公司

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並修

正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報經股東會追

認之；股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畫

於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分。本公司

已設置獨立董事時，其為他人背書保

證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三、稽核室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每季

定期稽核本法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

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

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而嗣後不符，或背書保證金額因據以

計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而致超過所訂額

度時，對該對象背書保證金額或超限

部分應由財務單位訂定改善計畫經董

事長核准後，於一定期限內全部消

除，並報告董事會，並將相關改善計

劃送審計委員會。 

二、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背書保證作

業程序所訂額度之必要且符合公司背

書保證作業程序所訂條件者，應經董

事會同意並由半數以上之董事對公司

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並修

正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報經股東會追

認之；股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畫

於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分。本公司

已設置獨立董事時，其為他人背書保

證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三、稽核室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每季

定期稽核本法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

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

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及背書保

證處理準

則 」 修

訂。 

第十一條： 

本辦法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九月

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三月

三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六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十五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

十五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十九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十七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五月

二十五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

十八日。 

第十一條： 

本辦法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九月

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三月

三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六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十五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

十五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十九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十七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五月

二十五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

十八日。 

增列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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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原因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八年六月

十三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七月

八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八年六月

十三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七月

八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

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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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原因

第四條：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

限額 

(一)本公司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本

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為限。 

(二)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

號，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

間最近一年業務往來金額為

限，且基於風險考量貸與金額不

得超過本公司可貸資金百分之

五十為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

指雙方間因經常營業活動而銷

售商品或提供勞務之營業收入

及勞務收入或進貨金額及勞務

支出孰高者為限。 

(三)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或行

號，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可貸資金為限。 

第四條：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

限額 

(一)本公司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為限。 

(二)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

行號，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

方間最近一年業務往來金額為

限，且基於風險考量貸與金額不

得超過本公司可貸資金淨值百

分之五十二十為限。所稱業務往

來金額係指雙方間因經常營業

活動而銷售商品或提供勞務之

營業收入及勞務收入或進貨金

額及勞務支出孰高者為限。 

(三)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或

行號，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

公司可貸資金淨值百分之四十

為限。 

明確定

義資金

貸與限

額。 

第十條：展期 

貸放案到期前通知借款人依約還款，

如仍有需要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後，

得申請展期續約。 

第十條：（刪除） 依「公開

發行公

司資金

貸與及

背書保

證處理

準則」修

訂。 

第十六條：本辦法訂立於中華民國八

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三月

三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

第十六條：本辦法訂立於中華民國八

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三月

三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

增列修

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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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原因

二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六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十五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

十五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十九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

十八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

十四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

八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八年六月

十三日。 

二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六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十五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

十五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十九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

十八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

十四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

八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八年六月

十三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

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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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原因

第五條： 

(第一款及第二款略) 

三、定期評估方式： 

1.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

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

務需要辦理之避險性交易至少

每月二次評估所持有之部位，其

評估報告應呈送董事會授權之

高階主管人員。 

2.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應

隨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

之監督與控制，定期評估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之績效是否符合

既定之經營策略及承擔之風險

是否在公司容許承受之範圍。並

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

措施是否適當及確實依本處理

程序之相關規定辦理。 

3.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異

常情事時，應採取必要之因應措

施，並立即向董事會報告，已設

置獨立董事者，董事會應有獨立

董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第五條： 

(第一款及第二款略) 

三、定期評估方式： 

1.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

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

務需要辦理之避險性交易至少

每月二次評估所持有之部位，其

評估報告應呈送董事會授權之

高階主管人員。 

2.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應

隨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

之監督與控制，定期評估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之績效是否符合

既定之經營策略及承擔之風險

是否在公司容許承受之範圍。並

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

措施是否適當及確實依本處理

程序之相關規定辦理。 

3.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異

常情事時，應採取必要之因應措

施，並立即向董事會報告，已設

置獨立董事者，董事會應有獨立

董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4.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依

所定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

程序規定授權相關人員辦理

者，事後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 

依「公開

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

分處理準

則 」 修

訂。 

第八條：其他事項 

本處理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並提董事會決議，再提報股東

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

或書面聲明者，公司並應將董

事異議資料送審計委員會。 

另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

者，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程序提報董事會討

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

第八條：其他事項 

本處理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並提董事會決議，再提報股東

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

或書面聲明者，公司並應將董

事異議資料送審計委員會。  

另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

者，依前項規定將本程序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

依「公開

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

分處理準

則 」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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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原因

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

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

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如無法依據本處理程序規

定，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

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本處理程序所稱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

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九條：本辦法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六

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

八年三月三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

二年六月六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

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

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

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二年六月十八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八年六月十三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

○年七月八日。 

第九條：本辦法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六

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

八年三月三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

二年六月六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

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

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

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二年六月十八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八年六月十三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

○年七月八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

一年六月九日。 

增列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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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志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

第一條 目的

本公司為吸引及留任公司所需專業人才、激勵員工及提昇員工向心力，以期

共同創造更高之公司及股東利益，依據公司法第二六七條及及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發佈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以下簡稱募發準則)
等相關規定，訂定本公司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

第二條 發行期間

於主管機關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一年內，得視實際需要，一次或分次發

行，實際發行日期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訂定之。

第三條 獲配資格條件

(一)以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給與日當日已到職之本公司之全職正式員工為限。

(二)實際被給與員工及可獲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數量，將參酌年資、職級、

工作績效、整體貢獻、特殊功績或其它管理上需參考之條件等因素等，由董

事長核定後提報董事會同意。惟具經理人、具員工身分之董事者應先經薪資

報酬委員會同意。

(三)本公司給與單一員工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發行員工認

股權憑證累計得認購股數，加計累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數，不得

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千分之三，且加計本公司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第一

項規定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累計給與單一員工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已發行

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一。

第四條 發行總額

發行總額為新台幣 12,000,000 元，每股面額 10 元，共計 1,200,000 股。

第五條 發行條件

(一)發行價格：每股新台幣 0 元。

(二)發行股份之種類：本次發行並給與員工之股份為普通股，其權利義務除依

第(七)項規定外，與其他流通在外普通股相同。

(三)既得條件

自給與日起算滿一年仍在本公司任職，且於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日當年度

考績甲等以上者，既得 100%股份。

(四)員工未達成既得條件之處理

1.自給與日起算三年內自願離職、解雇、資遣、退休、非職業災害致死亡、

辦理留職停薪、轉調關係企業，或個人績效未達考績甲者，其尚未既得之股

份，本公司向員工無償收回。

2.於既得期間獲配之配股配息：本公司無償給予員工。

3.既得條件未成就前，員工違反本條第七項、及第八項的規定終止或解除本

公司之代理授權，本公司向員工無償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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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下列原因發生時，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依下列方式處理：(含發

生繼承時之處理方式) 
1.因受職業災害致身體殘疾而無法繼續任職者，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於離職生效日起，本公司向員工無償收回。

2.因受職業災害致死亡者，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員工死亡時，

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視為全數既得。繼承人於完成法定之必要程

序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得以申請領受其應繼承之股份或經處分之權益。

3.員工自被給與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遇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等重大

過失者，或向本公司以書面聲明自願放棄被給與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者，公

司有權就其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予以無償收回並辦理註

銷。

(六)對於本公司無償收回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將註銷。

(七)獲配或認購新股後未達既得條件前股份權利受限情形：

1.既得期間員工不得將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出售、質押、轉讓、贈與他人、

設定，或作其他方式之處分。

2.既得期間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仍可參與配股、配息及現金增資認股。

3.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後，應立即將之交付信託且於既得條件未成就前，

員工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向受託人請求返還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八)其他約定事項：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交付信託期間應由本公司全權代理員工與股票信託機構進

行(包括但不限於)信託契約之商議、簽署、修訂、展延、解除、終止，及信託

財產之交付、運用及處分指示。

第六條 簽約及保密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員工，應遵守保密規定，除法令或主管機關要求外，

不得洩漏獲配股份之數量及所有相關內容。員工若有違反之情事且經本公司

認為情節重大者，對於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該員工立即

喪失受領股份之資格，本公司有權得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第七條 其他重要事項

(一)本辦法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超過二分之一同意，嗣

後如因法令修改、主管機關審核要求或客戶觀環境改變而有修正之必要時，

授權董事長修訂本辦法，嗣後再提董事會追認後始得發行。

(二)員工未達既得條件前，於本公司股東會之出席、提案、發言、表決權及其

他有關股東權益事項皆委託信託保管機構代為行使之。

(三)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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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志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訂前)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定名為：「志聖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第 二 條：本公司營業項目如下：

一、電子、紡織、塑膠、橡膠、印刷、化工、航太等工業用定溫加熱設

備及配件機械之製造、銷售。

二、紫外線乾燥機、晒版機、曝光機、環境試驗設備、工業乾燥烤箱、

紅外線乾燥機、輸送烘乾機、精密試驗烤箱、恆溫恆濕箱﹝室﹞、

高溫爐、電熱板、真空烤箱、焊鍚爐、真空含浸器、冷熱衝擊試驗

機、自動沖孔預熱機、無塵室用烤箱、自動曝光設備、紫外線表面

清潔機等之加工製造買賣業務。

三、代理國內外廠商前項有關產品之報價投標經銷業務。

四、E604010 機械安裝業。

五、CB01990 其他機械製造業（自動化設備）。

六、CE01030 光學儀器製造。

七、CB01010 機械製造業。

八、CC0110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九、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十、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十一、I199990 其他顧問服務業。

十二、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本公司總機構設於新北市，必要時得經董事會決議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工廠、營業所或連絡處等分支機構。

-76-



第 四 條：本公司與同業間及關係企業間得相互對外保證，惟須依據本公司「對外

背書保證辦法」提請董事會通過同意之。

第 五 條：本公司轉投資他公司而為有限責任股東時，所有投資總額得不受公司法

第十三條之限制，惟應依「購置及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辦理之。

第 二 章 股 份

第 七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貳拾億元整，分為普通股貳億股，每股新台

幣十元整，其中未發行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之。前項股份總額保留

新台幣壹億元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轉換股份，共計壹仟萬股，每股

新台幣十元，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第七條之一：本公司得經代表己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出席之股東常會，及出席股

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

員工。

第七條之二：本公司得經股東常會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之股東常

會，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以低於發行日本公司普通股股

票收盤價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

第 八 條：本公司之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

後發行之。

本公司為公開發行股票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並洽證券集

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九 條：刪除

第 十 條：股票轉讓、過戶、繼承、贈與及遺失、毀滅等情事，依公司法及有關法

令辦理之。股票因遺失或其他事由之換發或補發時，本公司得酌收工本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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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一 條：每屆股東常會前六十日內及股東臨時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紅利

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辦理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 十二 條：股東會分為常會及臨時會兩種：

一、常會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召開之。

二、臨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令召集之。

第 十三 條：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開會三十日前，臨時會召集應於開會十五日前，將

開會日期、時間、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

第 十四 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

出席股東會或以電子方式行使之。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除依公司法第

一七七條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

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第 十五 條：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如董事長缺席時，由董事長就董事中

指定一人代理，如未指定代理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由董事會以

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

時，應互推一人擔任。

第 十六 條：股東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須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親

自或代理出席，其決議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 十七 條：本公司各股東，除有公司法第一七九條規定之股份無表決權之情形外，

每股有一表決權。得採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

第 十八 條：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並依公司法第一八三條規定辦理。

第 四 章 董 事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第 十九 條：本公司設置董事七~九人，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之，董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得延長其

執行職務至改選就任時為止；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時，董事會應於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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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並以補足原任期為限。獨立董事因故解任，

致人數不足章程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

時，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本公

司全體董事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依證券管理機關之規定。

第十九條之一：配合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2 規定，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

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

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

相關規定。

第 二十 條：董事會由全體董事組織之，並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數同意而推選董事長、副董事長各一人，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

之主席，對外則代表本公司，並依法令、章程、股東會及董事會之決議

執行本公司一切事務；董事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

二Ｏ八條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公司營業方針之決定及業務執行之監督。

二、總經理、主辦會計、稽核主管及依法令應經董事會任免之職務之任

免。

三、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四、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及資本增減案之擬定。

五、轉投資或對他公司貸款及資產抵押之核可。

六、本公司重要組織之建立、調整及撤銷與重要章則、重要契約之審定。

七、重要動產、不動產之購置、處分及質抵押之核定。

八、股東會之召集。

九、董事長交議事項之決定及總經理提議事項之審定。

十、擔任公司對外借款連帶保證人之義務。

-79-



十一、其他依照法令及股東會所賦與職權之行使。

第二十二條：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須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並以出席

董事過半數同意而行之。董事因事不能出席時，應出具委託書，列明召

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之，但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

限。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二次，每年至少召開四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

得隨時召集之。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

第二十三條：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副本分給各董事。

第二十四條：董事長、董事及獨立董事之報酬，不論盈虧均須支付，其金額依其對本

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國內外業界水準授權董事會議

定。

第二十四條之一：本公司設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有關審計委員會之人

數、任期、職權、議事規則等事項，依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

權辦法相關規定，以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另訂之。

第 五 章 經 理 人

第二十五條：本公司得依董事會決議設執行長一人，並得設副執行長一人輔佐執行長

處理事務，執行長統籌負責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有關係企業之營運及決

策。總經理為公司之營運長且得具董事之身份，應遵循由董事長所領導

之董事會之監督，依本公司之政策，負責執行其被分配權責範圍內之整

體營業與運作，並向董事會提出報告，且須依由董事長所領導之董事會

之政策，監督並控制本公司每日之營業與運作。

第二十六條：總經理應執行董事會所指定之職務。執行長得以書面授權各經理人於其

業務範圍內，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權。

第二十七條：總經理、主辦會計、稽核主管及依法令應經董事會任免之職務之任免由

董事長提請董事會，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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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會 計

第二十八條：本公司每一會計年度之會計期間為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二十九條：主辦會計之任免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行之。

第三十條：本公司於每會計年度終了，應由董事會編造下列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

會三十日前送交審計委員會查核，並提請股東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三十一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1%~9%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

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超過 2.25%為董事酬勞。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

酬勞及董事酬勞。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

一、依法繳納稅捐，

二、彌補累積虧損後，

三、再提 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時，得不再提列，

四、其餘再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如尚有餘額，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視公司營運情況酌予保

留部份後擬具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利。並依第

三十一條之一本公司股利政策。

第三十一條之一：股利政策：

本公司考量公司所處環境及成長情形，因應未來資金需求及長期

財務規劃，並滿足股東對現金之需求，就前條股東股利中現金股

利不低於百分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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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之二：本公司全體董事於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投保責任保險，

以降低並分散全體董事、公司及股東之損害風險。有關投保全體

董事之責任保險，於購買或續保後，提最近一次董事會報告。

第 七 章 附 則

第三十二條：本公司依公司法第二六七條規定，於發行新股時，應保留原發行股份

總額之百分之十至十五之股份，由員工承購。本公司員工依前項所認

購之股份，得依公司法相關規定限制在一定期間內不得轉讓。

第三十三條：本公司組織章程由董事會訂定；其餘辦事細則由總經理依職權核定後，

提報董事會通過。

第三十四條：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公司及其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第 一 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四月六日

第 二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第 三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七月十六日

第 四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月十三日

第 五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年三月十六日

第 六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三月三十日

第 七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月十一日

第 八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第 九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第 十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月三十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九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四月八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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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六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但第三十三條修正後

條文自主管機關發布實施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起適用。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七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年六月十六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十四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八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第三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志 聖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 梁 茂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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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志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 

第一條：本公司股東會議事，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依本規則行之。

第二條：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 

  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出席股東(或代理人)應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第二之一條：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

票過程全程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

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三條：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東依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

出席，主席即宣告開會，如己逾開會時間，不足法定額時，主席得宣佈延長

之，延長兩次（第一次延長時間為廿分鐘，第二次延長時為十分鐘）仍不足

額而有代表者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依照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五條之規定辦理，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進行前項

假決議時，如出席股東所代表之股數已足法定額時，主席得隨時宣告正式開

會，並將已作成之假決議提請大會表決。

第四條：股東會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並分發出席股東或股東代理人，開會悉依議程排

定之程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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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出席股東發言，須先以發言條填明出席證號碼及姓名，由主席定其發言之先

後。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

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第六條：出席股東發言，每次不得超過三分鐘。 但經主席之許可；得延長一次，但以

三分鐘為限。

第七條：同一議案，每人發言不得超過兩次。

第八條：發言逾時或超出議案範圍以外，主席得禁止其發言。

第九條：討論議案時，主席得於適當期間宣告討論終結，必要時並得宣告終止討論。

第十條：經宣告討論終結或停止討論之議題，主席即提付表決。

第十一條：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

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

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

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

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

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

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

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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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

同意、反對或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

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

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第十二條：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告休息。

第十三條：會議進行中如遇空襲警報，即停止開會各自疏散，俟警報解除後一小時繼

續開會。

第十四條：本規定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與有關法令及本公司章程之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第十六條：本辦法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二月十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十八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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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志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

第一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除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及有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

辦法行之。

第二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於股東會行之，由公司備製並區分董事、獨立董事之選

舉票，且加計選舉權數。 

第二之一條：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

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 

第三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單記名累積選舉辦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人數相同

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第四條：本公司董事、獨立董事之選舉，依選舉票統計結果，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

較多者，依次分別當選董事、獨立董事，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且超過規

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股東一人

同時當選董事、獨立董事時，應自行決定充任董事、獨立董事，或當選之董

事、獨立董事經查核確認其個人資料不符或依相關法令規定當選失其效力者， 

依相關法令規定補選之。 

第五條：選舉開始前，由主席指定監票員、計票員各數名，執行各項有關職務。監票

員得於出席股東中指定之。 

第六條：選舉用之投票櫃（箱）由公司備製，並應於投票前由監票人當眾開驗。 

第七條：選舉人須在選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之戶名或姓名、戶號或身分證

字號，惟被選舉人為法人股東時，應填列該法人全銜之戶名或該法人名稱及

代表人名稱。 

第七之一條：董事之選票依董事與獨立董事一併選舉分別計票分別當選。 

第八條：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 未經投入票櫃（箱）之選舉票。 

(二) 不用本公司備製之選舉票。 

 (三) 未經選舉人填寫之空白選舉票。 

(四) 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所填

被選舉人為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字號經核對不符者。 

(五) 填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戶號(身分證字號)外，另夾寫其他之文

字符號者。 

         (六) 字跡模糊無法辨認者。 

(七) 已填寫之被選舉人戶名(姓名)、戶號(身分證字號)及所投權數中任何

一項已被塗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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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所填被選舉人戶名或姓名與其他股東戶名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

分證字號以茲區別者。 

         (九) 同一選票填列被選舉人兩人以上者。 

第九條：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 

第九之一條：不符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三第三項第四項規定者，當選失其效力。 

第十條：當選之董事由公司分別發給當選通知書。 

第十一條：本辦法經股東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二條：本辦法訂立於八十八年四月八日。 

          第一次修正於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第二次修正於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三次修正於一○二年六月十八日。 

          第四次修正於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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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董事、獨立董事候選人資料

序 

號

候 

選 

人 

類 

別

候 

選 

人 

姓 

名

學 

歷 

現職/經歷 持有股份

數額 

(單位：

股) 

所代

表之

政府

或法

人名

稱

是否符合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設置 

並應遵循 

事項辦法 

之規定

是否已

連續擔

任三屆

獨立董

事/ 
理由

1 董 

事 

梁 

茂 

生 

台 

灣 

大 

學 

化 

工 

系 

現職： 

志聖工業(股)公司 

執行長 

經歷： 

台灣電路板協會(TPCA)  
副理事長 

台灣電子設備協會(TEEIA)  
副理事長 

台灣顯示器產業總會

副理事長 

台日產業技術合作促進會

監事

3,963,215 -  □是 

 □否 

不適用

- 

2 董 

事 

梁 

茂 

忠 

成 

淵 

國 

中 

現職： 

志聖工業(股)公司 

副執行長 

志聖科技(廣州)有限公司

董事長 

經歷： 

廣州花都台商協會

榮譽會長 

廣東省海峽兩岸交流促進會

副會長

2,410,045 -  □是 

 □否 

不適用

- 

3 董 

事 

沈 

顯 

和 

中 

原 

大 

學 

電 

子 

工 

程 

系 

現職： 

茂達電子(股)公司 

董事  

台灣表面黏著科技(股)公司  

董事  

皇城科技(股)公司  

董事/總經理  

富采投資控股(股)公司  

獨立董事/薪酬委員/審計委員 

經歷： 

友達光電(股)公司模組暨資材中心 

副總經理 

聯華電子(股)公司 

資材部經理/廠長

0 -  □是 

 □否 

不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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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候 

選 

人 

類 

別

候 

選 

人 

姓 

名

學 

歷 

現職/經歷 持有股份

數額 

(單位：

股) 

所代

表之

政府

或法

人名

稱

是否符合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設置 

並應遵循 

事項辦法 

之規定

是否已

連續擔

任三屆

獨立董

事/ 
理由

4 董 

事 

陳 

政 

興 

中 

山 

大 

學 

機 

械 

所 

碩 

士 

現職： 

均豪精密工業(股)公司 

董事/總經理 

均強機械(蘇州)有限公司 

董事長 

均碩國際(股)公司 

董事長 

經歷： 

華映精機廠

設計處長

15,301 -  □是 

 □否 

不適用

- 

5 董 

事 

楊 

賢 

增 

日 

本 

國 

立 

愛 

媛 

大 

學 

法 

學 

碩 

士 

現職： 

連達國際(股)公司 

董事及執行長 

經歷： 

微端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雲馥數位(股)公司 

董事長  

TPCA 監事  

TPCF 監察人

0 -  □是 

 □否 

不適用

- 

6 獨 

立 

董 

事 

林 

明 

杰 

政 

治 

大 

學 

企 

研 

所 

博 

士 

現職： 

群光電子(股)公司

獨立董事/薪酬委員 

弘憶國際(股)公司

獨立董事 

經歷： 

新鉅科技(股)公司

薪酬委員會 

中國砂輪企業(股)公司

獨立董事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董事 

財團法人證券櫃台買賣中心

監察人 

國立中央大學企管系

教授

32,343 - 是 

 □否 

 □不適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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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候 

選 

人 

類 

別

候 

選 

人 

姓 

名

學 

歷 

現職/經歷 持有股份

數額 

(單位：

股) 

所代

表之

政府

或法

人名

稱

是否符合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設置 

並應遵循 

事項辦法 

之規定

是否已

連續擔

任三屆

獨立董

事/ 
理由

7 獨 

立 

董 

事 

朱 

知 

遠 

中 

原 

大 

學 

E 
M 
B 
A 
結 

業

現職： 

泰達電子(泰國)  
獨立董事 

經歷： 

台達電子工業(股)公司

資深副總裁暨總財務長

0 - 是 

 □否 

 □不適用

否

8 獨 

立 

董 

事 

林 

書 

賢 

淡 

江 

大 

學 

化 

工 

系 

現職： 

東捷科技(股)公司

法人代表/董事 

新應材(股)公司

法人代表人/監察人 

達振創業投資(股)公司

董事 

經歷： 

東捷科技(股)公司

董事 

先進微系統(股)公司

董事 

陞聯建設開發(股)公司

董事 

大昱光電(股)公司

董事

0 - 是 

 □否 

 □不適用

否

9 獨 

立 

董 

事 

鄒 

嘉 

駿 

交 

通 

大 

學 

計 

算 

機 

工 

程 

系 

現職： 

由田新技(股)公司 

董事長 

經歷： 

UTECHZONE GLOBAL CORP. 

董事  

EVERVISION GLOBAL(SAMOA)CO.,LTD. 

董事  

科吉凱亞(股)公司 

董事長  

宙福投資(股)公司 

董事長  

由田信息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Utechzone 株式會社 

代表取締役  

晶彩科技(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0 - 是 

 □否 

 □不適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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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本次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每股盈餘及股東投資報酬率之影響

註一：俟民國一一一年股東常會決議。

註二：依『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規定，本公司無須公開民

國一一一年度財務預測資訊。

項目 111 年度(預估) 

期初實收資本額 1,521,896,590 
本年度配股配息

情形

每股現金股利(元)(註一)  3.01416079 
盈餘轉增資每股配股數(股)(註一) 0.030141607 
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每股(元) 0 

營業績效變化情

形

營業利益

不適用(註二) 

營業利益較去年同期增（減）比率

稅後純益

稅後純益較去年同期增（減）比率

每股盈餘

每股盈餘較去年同期增（減）比率

年平均投資報酬率（年平均本益比倒數）

擬制性每股盈餘

及本益比

若盈餘轉增資全

數改配放現金股

利

擬制每股盈餘

不適用(註二)

擬制年平均投資報酬率

若未辦理資本公

積轉增資

擬制每股盈餘

擬制年平均投資報酬率

若未辦理資本公

積且盈餘轉增資

改以現金股利發

放

擬制每股盈餘

擬制年平均投資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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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志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持有法定成數及股數

一、依證券交易法第26條規定：

本公司全體董事合計應最低持有股數為：9,131,379 股

二、截至此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民國111年4月11日止，全體董事實際持有股數如下表：

職 稱 姓 名 持 有 股 數

董事長 梁茂生
3,963,215 

4,000,000 (註) 

董 事 梁茂忠
2,410,045 

6,000,000 (註) 

董 事 沈顯和 0 

董 事 陳政興 15,301 

獨立董事 林明杰 32,343 

獨立董事 朱知遠 0 

獨立董事 林書賢 0 
全體董事實際持有股數（不含獨立董事） 16,388,561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均已達法定股數

   (註)係為保留運用決定權信託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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