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保綠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Polygreen Resources Co., Ltd.  

（a company incorporated in Cayman Islands） 

2019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2019年6月28日（星期五）上午10時00分 

地 點︰桃園市新屋區永福路800本公司2樓 

出 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股數共計14,693,106股(親自出席之股數為9,456,864股，委

託出席之股數為5,236,242股，佔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數21,023,000股之69.89%) 

出席董事：陳東興、李雲山、許承煜 

出席獨立董事：李介民 

列席人員：會計經理 余美英、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秀蘭會計師 

主席：陳東興                                 記錄：呂美娟   
一、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數） 

報告出席股數共計14,693,106股(親自出席之股數為9,456,864股，委託出席之股數為

5,236,242股)，佔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數21,023,000股之69.89%，出席股份總數已逾法定股

數，主席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案由一：本公司2018年度營業報告。 

    說 明：本公司2018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洽悉) 
   

  案由二：審計委員會查核2018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說 明：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洽悉) 
   

案由三：2018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提列情形報告。 

    說  明：本公司2018年度員工酬勞分派提列情形：擬按本公司章程規定，分派員工酬勞現

金新台幣472,000元，董事酬勞新台幣0元。(洽悉) 
 

四、承認事項 

    案由一：提請承認2018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2018年度合併財務報告，包括合併資產負債表、合併損益表、  

                合併股東權益變動表、合併現金流量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查核竣事，併同營業報告書，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出 

                具查核報告書在案。 

二、2018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

三。 

三、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經票決照案通過。本案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14,693,106(含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數4,967權)，贊成14,691,508權；反對198權；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400權；

無效權數：0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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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提請承認2018年度盈餘分派案。(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2018年度盈餘除依法令及公司章程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後，總計可供分配盈

餘為新台幣61,625,366元，爰擬具2018年度盈餘分配表，分配情形請參閱附件四。 

二、本次普通股股息及紅利（每股1.50元），共計31,543,000元，其中股票股利每股配

發約0.50元，金額為10,520,000元，現金股利每股配發1.00元，金額21,023,000元，

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計，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

司之其他收入。 

三、本公司如嗣後因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將庫藏股轉讓、註銷，或本公司員工執行員工

認股權憑證認股權利，或增資發行新股等，而影響本公司分配基準日之流通在外

股份數量，致使股東配息比率及配股比率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將提請股東會授

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並調整之。本案俟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定除

權及除息基準日配發之。 

四、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經票決照案通過。本案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14,693,106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數4,967權)，贊成14,691,508權；反對198權；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400權；無效權

數：0權。 
 

五、討論事項 

案由一：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謹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一、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二、謹提請 討論。 

決  議：本案經票決照案通過。本案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14,693,106權(含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數4,967權)，贊成14,691,508權；反對198權；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400權；

無效權數：0權。 
 

案由二：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謹提請 討

論。(董事會提) 

說  明：一、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二、謹提請 討論。 

決  議：本案經票決照案通過。本案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14,693,106權(含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數4,967權)，贊成14,691,508權；反對198權；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400權；

無效權數：0權。 
 

案由三：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謹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一、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 

二、謹提請 討論。 

決  議：本案經票決照案通過。本案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14,693,106權(含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數4,967權)，贊成14,691,508權；反對198權；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400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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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權數：0權。 
 

 

案由四：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謹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一、配合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修正「股務單位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 

範」，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八。 

             二、謹提請 討論。 

決  議：本案經票決照案通過。本案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14,693,106權(含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數4,967權)，贊成14,691,508權；反對198權；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400權；

無效權數：0權。 
 

案由五：辦理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謹提請 決議。(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考量未來業務發展需要，擬自2018年可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紅利新台

幣10,520,000元，增資發行新股1,052,000股，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 

二、股東紅利之配股率每仟股配發約50股，係依本公司截至 2019 年3月21日已

發行股數21,023,000股為計算基礎。實際配股率依除權基準日股東名冊記載

之股東及其持有股份比例計算。其配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按規定股東得自

行歸併成一股，並於停止過戶日起五日內向本公司股務代理人辦理，逾期未

申請歸併者，依公司法240條規定以現金分派至元止，並授權由董事長洽特

定人按面額承購。 

三、本次增資發行之新股，均採無實體發行新股，其權利及義務與原已發行之普

通股相同。若基於法令變更、主管機關要求、本公司買回公司股份/將庫藏股

轉讓員工/員工認股權之行使等因素，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使股東配息

比率及配股比率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將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並

調整之。 

四、本次增資後實收股本由新台幣210,230,000元，增加為新台幣220,750,000元，

分為22,075,000股，每股面額10元，皆為記名式普通股。 

五、本次增資發行新股，俟股東會決議通過呈報主管機關核准後，召開董事會另

訂配股基準日，如有相關未盡事宜，亦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六、謹提請 討論。 

決  議：本案經票決照案通過。本案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14,693,106權(含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數4,967權)，贊成14,691,508權；反對209權；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389權；

無效權數：0權。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同日上午10時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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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保綠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大家好： 
          首先要感謝各位股東對本公司的支持，謹將本公司 2018 年度營運結果及 2019 年度營運計

劃概要報告如下： 
一、2018 年營運結果： 

           本公司 2018 年度之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327,531 千元，合併之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43,780 千元，稅後每股盈餘為新台幣 2.08 元。 

        1.營業實績                                    單位:新台幣千元(除每股盈餘以元) 
            年度 

項目 

2018 年度 

(A) 

2017 年度 

(B) 

增(減)變動(A)-(B) 

金額 % 

營業收入 327,531 280,019 47,512 16.97 

營業成本 229,800 196,660 33,140 16.85 

營業毛利 97,731 83,359 14,372  17.24 

營業淨利 51,613 40,945 10,668 26.05 

稅前淨利 51,402 32,805 18,597 56.69 

本期淨利 43,780 27,812 15,968 57.41 

本期其它綜合損益 1,045 3,075 (2,030) (66.02)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44,825 30,887 13,938 45.13 

每股盈餘 2.08 1.32 0.76 57.58 

 2.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2018 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 

3.財務收支情形: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項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入(出) 52,288          90,768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入(出) (16,559)          (15,521)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入(出) (38,637)          (61,023) 

本期現金增(減)數 (2,739)          13,841 

期初現金餘額 97,650          83,809 

期末現金餘額 94,911          97,650 

財務結  負債占資產比率 

構(%)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41.18           47.13 

142.77          134.64 

償  債  流動比率(%) 

        速動比率(%) 

能  力  利息保障倍數(倍) 

240.28          219.22 

178.74          168.77 

14.06            8.59 

4. 獲利能力分析: 
                            年度 

項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資產報酬率(%) 8.33 5.49 

權益報酬率(%) 13.92 9.79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24.45 16.38 

純益率(%) 13.37 9.93 

每股盈餘(元) 2.08 1.32 

5. 研究發展狀況: 
           結合學界及產業需求，持續與國內大專院校相關系所進行新產品合作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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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 經營方針: 

在原料來源方面，本公司將持續關注原料來源之穩定性；在生產線方面，則致力於生產成
本之降低，包括節能設備之運用及生產效率的提昇；在產品及銷售方面，除了將審慎評估各產
品線的效益以汰弱留強，並積極致力於生產流程之改善，及配合客戶需求進行新產品線之研
發。2019 年本公司將持續著重再生橡膠之全輪胎產品線之發展，以及橡膠粉產品之相關應用。
目前台灣之膠片生產線已重新建置完成，業已取得環保製程相關證照，並於 2017 年 1 月啟用，
對客戶將可提供更完整的產品線以提升銷售量，進而達成市場占有率的提昇。茲就本公司 2019

年營業計畫說明如下： 

1. 原料來源方面：將持續著重於再生橡膠之全輪胎產品線之發展，為求原料來源穩定，將持 

    續掌握各營運個體所在國內及國外之原料來源及市場供需情形。 

2. 生產線方面：為提升產品質量，持續引進新型脫硫技術，並持續運用節能設備以達成生產 

   成本降低之目標及提升生產效率。 

3. 產品及銷售方面：除了將審慎評估各產品線的效益以汰弱留強，並積極致力於生產流程 

   改善，及配合客戶需求進行新產品線之研發。此外，亦積極配合台灣廢舊輪胎去化政策， 

   致力於發展道路鋪設、綠建材等產業之相關產品。 

      4. 新產品研發方面：結合學界及產業需求，持續與國內大專院校相關系所進行新產品合作開 

         發。 

  

(二) 預期銷貨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依據管理當局之計劃及對未來經營環境之評估，以前一年度實際銷售數量為基礎，
預估未來一年之銷售數量，預估今年之銷售數量會較去年略為成長。 

 

(三) 重要之產銷政策: 

生產方面：為提升產品質量，持續引進新型脫硫技術，並持續運用節能設備以達成生產成本 

          降低之目標及提升生產效率，並審慎評估各產品線的效益以汰弱留強，並積極致 

          於生產流程之改善等。 

  銷售方面：除配合客戶需求進行新產品線之研發外，同時配合台灣廢舊輪胎去化政策，致力 

            於發展道路鋪設、綠建材等產業之相關產品。 

 

(四)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由於原物料來源極具挑戰，本公司除持續與供應商保持更良好的關係，視供應商為長期最 

佳合作伙伴外，必須以更積極的行動，拓展穩定的上游原物料來源；而本公司於成本控制、產 

能提升及生產技術的精進也未有停滯。在新產品研發方面，將持續致力於以再生用料產出發展 

出高附加價值之複合性材料相關應用。本公司將持續以謹慎積極的態度、健全的財務結構，期 

許在企業經營的過程中持續持盈保泰。 

 

(五)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由於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市場價格惡性競爭更形激烈，
原料及人力成本持續上漲，將對公司的成本或獲利產生較大影響。 

 

展望新的年度，本公司將秉持過去所建立的穩健根基，在可管控的範圍內，活化資金運用，依公 

司所定目標及計畫推動執行，創造最佳績效，以審慎積極的態度，努力經營以強化公司競爭利基。今 

後仍需要各位股東及投資人的支持及肯定，攜手共同創造更大的利益。 

 

董事長：陳東興    經理人：李雲山    會計主管：余美英 

  

 



 

-6- 
 

 

 

                                                               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之本公司一○七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楊樹芝會計師及陳秀蘭會計師查核竣事，並提出查核報告，經本審計委員會審

查，認為尚無不合，爰依照中華民國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五及第三十六條之規定

報告如上。 

 

 

 

 

此 致  

保綠資源股份有限公司一○八年股東常會 

 

 

 

                  

保綠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Tan Bee Ling (陳美玲)  

 

 

中 華 民 國 一 ○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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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保綠資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保綠資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保綠集團)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

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

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

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保綠集團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

國一○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及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

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

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保綠集團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

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保綠集團民國一○七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查

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

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鍵查核事項如下： 

一、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二)收入認列；收入認列之說

明，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十三)客戶合約之收入。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保綠集團主係從事再生膠、橡膠粉、橡膠粒等再生膠產品之製造及銷售等業務。收入

認列為本會計師執行該集團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且預期收入認列為報告使

用者或收受者所關切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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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評估保綠集團之收入認列政策是否依相關公報規定辦理。 

‧評估銷貨收入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 

‧針對前十大銷售客戶，與去年同期之變動數進行比較分析，以評估有無重大異常。 

‧選定資產負債表日前後一段期間核對各項憑證，以評估銷貨收入等記錄適當之截止。 

二、存貨評價 

有關存貨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八)存貨；存貨減損之會計估計及假設

不確性，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五(一)；存貨減損提列情形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三)。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在合併財務報告中，存貨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因相關技術之進步與更新，

產品日新月異，使得產品之生命週期縮短，新產品之推出可能會讓消費者需求發生重大改

變，致原有之產品過時或不再符合市場需求，其相關產品的銷售可能會有劇烈波動，再加

上同業競爭壓力下，故導致成本可能超過其淨變現價值之風險。存貨之評價為本會計師執

行保綠集團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評估存貨跌價或呆滯提列政策及存貨之評價是否已按集團既定之會計政策評估。 

‧評估集團於財務報導日之備抵損失之適足性。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

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告，且維

持與合併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

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包括評估保綠集團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

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保綠集團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

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保綠集團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

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

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

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9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

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

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

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

保綠集團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保綠集團繼續經

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

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

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

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保綠集團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

力。  

5.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達

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見。本

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括

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

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保綠集團民國一○七年度合併財務報告查核

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

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

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金管證審字第1040003949號 

金管證審字第1040007866號 

 
民  國  一○八  年  三  月  二十一  日 



保綠資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資產負債表  

 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陳東興 經理人：李雲山 會計主管：余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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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2.31 106.12.31 

  資  產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資產：       

1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附註六(一)) $ 94,911   17   97,650   17  

1170   應收票據及帳款(附註六(二)(十三))  46,676   8   43,127   8  

1200   其他應收款  3,780   1   3,804   1  

130X   存貨(附註六(三))  38,306   7   31,439   6  

1470   其他流動資產  6,664   1   6,091   1  

1476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附註八)  -   -   750   -  

   流動資產合計  190,337   34   182,861   33  

  非流動資產：             

16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附註六(四)及八)  335,603   59   350,057   62  

1780   無形資產(附註六(五))  778   -   788   -  

1915   預付設備款  10,335   2   807   -  

1840   遞延所得稅資產(附註六(十))  408   -   544   -  

1920   存出保證金  1,230   -   1,064   -  

1985   長期預付租金(附註六(六)及八)  25,442   5   25,674   5  

   非流動資產合計  373,796   66   378,934   67  

      

      

      

 
 

            

  資產總計 $ 564,133   100   561,795   100  

 

 

 

 

 

 

 

 

 

 

 

     

 
  107.12.31 106.12.31 
  負債及權益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負債：     

2100   短期借款(附註六(七)、七及八) $ 13,000   2   13,000   2  

2170   應付票據及帳款  17,589   3   14,918   3  

2200   其他應付款  18,996   4   23,470   4  

2230   本期所得稅負債  2,107   -   -   -  

2322   一年內到期長期借款(附註六(八)、七及八)  27,272   5   28,882   5  

2300   其他流動負債  251   -   3,145   1  

   流動負債合計  79,215   14   83,415   15  

  非流動負債：              

2540   長期借款(附註六(八)、七及八)  147,319   26   174,298   31   

2570   遞延所得稅負債(附註六(十))  5,768   1   7,065   1   

   非流動負債合計  153,087   27   181,363   32   

    負債總計  232,302   41   264,778   47   

  權益(附註六(十一))：      

3100   股本  210,230   37   200,220   36   

3200   資本公積  59,977   10   59,977   11   

3320   特別盈餘公積  60,154   11   63,229   11   

3350   未分配盈餘  60,579   11   33,745   6   

3400   其他權益  (59,109)   (10)   (60,154)   (11)   

    權益總計  331,831   59   297,017   53  

  負債及權益總計 $ 564,133   100   561,795   100  



 

(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陳東興 經理人：李雲山 會計主管：余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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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度 106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附註六(十三)(十四)) $ 327,531   100   280,019   1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六(三)(九))  229,800   70   196,660   70  

  營業毛利  97,731   30   83,359   30  

  營業費用(附註六(九)、(十五)及七)：     

6100    推銷費用  23,461   7   18,278   7  

6200   管理費用  22,657   7   24,136   8  

    營業費用合計  46,118   14   42,414   15  

  營業淨利  51,613   16   40,945   1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附註六(十六))：     

7010   其他收入  2,124   1   2,405   1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1,601   -   (6,222)   (2)  

7050   財務成本  (3,936)   (1)   (4,323)   (2)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211)   -   (8,140)   (3)  

7900  稅前淨利  51,402   16   32,805   12  

7950  減：所得稅費用(附註六(十))  7,622   3   4,993   2  

  本期淨利  43,780   13   27,812   10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1,045   -   3,075   1  

8399  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1,045   -   3,075   1  

830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1,045   -   3,075   1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44,825   13   30,887   11  

 每股盈餘(附註六(十二))   

9750    基本每股盈餘(元) $ 2.08   1.32  

9850    稀釋每股盈餘(元) $ 2.08   1.32  

保綠資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3 董事長：陳東興 經理人：李雲山  會計主管：余美英 

 
   

 

 

 

 

 

 

 

 

 

 

 

 

 

 

 

 

 

 

 

 

 

 

 

 

 

 

 

 

 

 

 

 

 

 

 

 

 

保綠資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權益變動表   

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其他權益項目   
 

   國外營運機   
  

 保留盈餘  構財務報表   

 普通股  

股  本  

 

資本公積  

特別盈  

餘公積  

未分配  

盈  餘  

換算之兌換  

差    額  

 

權益總額  

民國一○六年一月一日餘額  $ 194,390   59,977   52,406   27,446   (63,229)   270,990  

 本期淨利  -   -   -   27,812   -   27,812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   -   -   3,075   3,075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   -   27,812   3,075   30,887  

盈餘指撥及分配：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   -   10,823   (10,823)   -   -  

 普通股現金股利  -   -   -   (4,860)   -   (4,860)  

 普通股股票股利  5,830   -   -   (5,830)   -   -  

民國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200,220   59,977   63,229   33,745   (60,154)   297,017  

  本期淨利  -   -   -   43,780   -   43,78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   -   -   1,045   1,045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   -   43,780   1,045   44,825  

盈餘指撥及分配：        

 普通股現金股利  -   -   -   (10,011)   -   (10,011)  

 普通股股票股利  10,010   -   -   (10,010)   -   -  

 特別盈餘公積迴轉  -   -   (3,075)   3,075   -   -  

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 210,230   59,977   60,154   60,579   (59,109)   331,831  



 

董事長：陳東興           經理人：李雲山 會計主管：余美英 

 

保綠資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7年度 106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 $ 51,402   32,805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21,794   21,832  

   攤銷費用  397   375  

   利息費用  3,936   4,323  

   利息收入  (1,738)   (1,393)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13   4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轉列費用數  9   -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24,411   25,177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應收票據減少  26   53  

    應收帳款增加  (3,418)   (9,570)  

    其他應收款減少  24   45,448  

    存貨增加  (6,707)   (5,835)  

    其他流動資產(增加)減少  (573)   369  

    其他金融資產減少(增加)  750   (750)  

    應付票據增加  2,525   1,355  

    應付帳款增加  146   1,538  

    其他應付款(減少)增加  (4,474)   12,275  

    其他流動負債減少  (2,894)   (4,441)  

   調整項目合計  9,816   65,619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61,218   98,424  

  收取之利息  1,738   1,393  

  支付之利息  (3,936)   (4,323)  

  支付之所得稅  (6,732)   (4,726)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52,288   90,768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6,061)   (9,812)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   6  

 存出保證金增加  (166)   (538)  

 預付設備款增加  (10,335)   (5,177)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6,559)   (15,521)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減少  -   (8,500)  

 償還長期借款  (28,626)   (47,663)  

  (10,011)   (4,860)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38,637)   (61,023)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169   (383)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減少)增加數  (2,739)   13,841  

及約當現金餘額  97,650   83,809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94,911   9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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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 

保綠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2018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餘額   16,800,383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43,779,884 

加：特別盈餘公積迴轉    1,045,099  

可供分配盈餘   61,625,366 

減：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股票(每仟股約 50 股) (10,520,000)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 1.0 元) (21,023,000)  

       股東紅利合計  (31,543,0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30,08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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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綠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五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第三條 本程序所稱資產之適用範圍如下： 

一、 有價證券： 

包括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

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證、認

購 (售) 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

證券等投資。 

二、 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

不動產、營建業之存貨)及設備。 

 

三、 會員證。 

四、 無形資產： 

包括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

權等無形資產。 

五、 使用權資產。 

六、 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匯

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七、 衍生性商品。 

八、 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九、 其他重要資產。 

第四條 本程序用詞定義如下： 

一、 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特定利率、

金融工具價格、商品價格、匯率、價

格或費率指數、信用評等或信用指

數、或其他變數所衍生之遠期契約、

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槓桿保證金

契約、交換契約，上述契約之組合，

或嵌入衍生性商品之組合式契約或結

構型商品等。所稱之遠期契約，不含

保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契約、

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契約。 

二、 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購

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

法或其他法律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

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

一百五十六條之三規定發行新股受讓

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三、關係人、子公司：應依證券發行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之。 

 

四、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

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設備估價業務

者。 

五、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

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事會決議日

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

第三條 資產範圍 

一、 有價證券： 

包括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

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證、認

購 (售) 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

證券等投資。 

二、 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

不動產、土地使用權、營建業之存貨)

及設備。 

三、 會員證。 

四、 無形資產： 

包括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

權等無形資產。 

(新增) 

五、 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匯貼

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六、 衍生性商品。 

七、 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八、其他重要資產。 

第四條 名詞定義 

一、 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利率、

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之

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槓

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及上述商品

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所稱之遠期

契約，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

服務契約、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

貨合約。 

 

 

二、 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購法或

其他法律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

或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

六條第六項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

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三、關係人、子公司：本程序所稱關係人、

子公司，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之規定認定之。 

四、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

法律得從事不動產、設備估價業務者。 

 

五、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

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事會決議日或

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

1.依

107.11.26

金管會金

管證發字

第

107034107

2 號令修

正。 

 

2.依核決

權限表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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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之日等日期孰前者。但屬需經主管機

關核准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

主管機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 

六、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投資審議

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

作許可辦法規定從事之大陸投資。 

七、以投資為專業者：指依法律規定設立，

並受當地金融主管機關管理之金融控

股公司、銀行、保險公司、票券金融

公司、信託業、經營自營或承銷業務

之證券商、經營自營業務之期貨商、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

業及基金管理公司。 

八、證券交易所：國內證券交易所，指臺

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外國證

券交易所，指任何有組織且受該國證

券主管機關管理之證券交易市場。 

九、證券商營業處所：國內證券商營業處

所，指依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

券管理辦法規定證券商專設櫃檯進行

交易之處所；外國證券商營業處所，

指受外國證券主管機關管理且得經營

證券業務之金融機構營業處所。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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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主

管機關規定公告部份免再計入。 

十一、最近期財務報表：係指公司於取得或

處分資產前依法公開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第五條 投資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及其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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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使用權資

產，其總額不得高於淨值的百分之十

五。 

二、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高於淨值的

百分之五十。 

三、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金額不得高於淨

值的百分之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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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日期孰前者。但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

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關

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 

六、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

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

可辦法規定從事之大陸投資。 

(新增)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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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主管機

關規定公告部份免再計入。 

八、最近期財務報表：係指公司於取得或處

分資產前依法公開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之財務報表。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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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總額不得高

於淨值的百分之十五。 

 

二、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高於淨值的百

分之五十。 

三、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金額不得高於淨值 

的百分之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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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或證券承銷商與交易當

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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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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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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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定處理程序

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

會通過後，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

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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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已依法設置獨立董事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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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重大之資產或衍生

性商品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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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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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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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循環程序辦理。 

二、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第七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處理程序或其

他法令規定應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

後，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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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已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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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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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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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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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之處理程序 

 

一、 評估及作業程序：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及設備，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循環程序辦理。 

 

二、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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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一)、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交易條件及交易價格應

參考公告現值、評定價值、鄰

近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等，作

成分析報告提報董事會通過後

始得為之。 

(二)、取得或處分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應以詢價、比價、議價或 

招標方式擇一為之，其取得金 

額於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含)以 

下者，由總經理核准；新臺幣 

一百五十萬(不含)至新臺幣一 

千萬(含) 者，得由董事長核 

准；超過新臺幣一千萬(不含) 

以上者，需呈請董事會同意後

始得交易；其處分金額於新臺

幣十萬(含)以下者，由總經理

核准；新臺幣十萬(不含)至新

臺幣五百萬(含)者，得由董事

長核准；超過新臺幣五百萬(不

含)以上者，需呈請董事會同意

後始得處分。 

 

 

 

 

 

 

三、執行單位  

(一)、土地與房屋等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之取得或處分：由行政

部承辦。 

(二)、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之取得或

處分：由需求單位會同行政部

承辦。 

四、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估價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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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有交易條件變更時，亦同。 

(一)、取得或處分不動產，交易條件及

交易價格應參考公告現值、評定

價值、鄰近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

等，作成分析報告提報董事會通

過後始得為之。 

 

(二)、取得或處分設備，應以詢價、比

價、議價或招標方式擇一為之，

其已編列於年度預算內者，每筆

取得金額於 MYR 150,000(含)以

下者，由總經理核准； MYR 

150,001 ~ MYR 1,000,000(含)

者，得由董事長核准；超過 MYR 

1,000,000 (不含)以上者，需呈請

董事會同意後始得交易，每筆處

分金額於 MYR 10,000(含)以下

者，由總經理核准，MYR 10,001 

~ MYR 500,000(含)者，得由董事

長核准；超過 MYR 500,000 (不

含)以上者，需呈請董事會同意後

始得處分；未編列於年度預算內

者，如累積金額未逾年度資本支

出預算金額之百分之十(含)者，

得由董事長核准；累積金額逾年

度資本支出預算金額之百分之十

以上者，需呈請董事會同意後始

得交易。 

 

三、執行單位  

(一)、土地與房屋等不動產之取得或處

分：由人事/行政部承辦。 

 

(二)、設備之取得或處分：由需求單位

會同人事/行政部門承辦。 

 

四、不動產或設備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與

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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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交易條件

變更，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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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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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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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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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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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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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由原專業估價者

出具意見書。 

(五)、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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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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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有價證券之購買與出售，悉依

本公司「投資循環」之規定辦理。 

二、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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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每筆金額均需呈請董事

會核准後始得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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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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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量其每股淨值、獲利能力及未

來發展潛力等，其每筆金額均

需呈請董事會核准後始得交

易。 

(三)、但因公司資金調度所為之海內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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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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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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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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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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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

書。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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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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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有價證券之購買與出售，悉依本

公司「投資循環」之規定辦理。 

二、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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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筆金額均需呈請董事會核准後

始得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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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其每股淨

值、獲利能力及未來發展潛力

等，其每筆金額均需呈請董事會

核准後始得交易。 

 

(三)、但因公司資金調度所為之海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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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基金交易或買賣附買回、賣

回條件之債券者，其每筆金額

均需呈請董事會核准後始得交

易。 

(四)、債劵型基金之交易得不適用本

處理程序之規定。 

(五)、執行單位:依本條第二項第一 

至三款之交易依核決權限呈准

後，由會計部承辦。 

三、取得專家意見 

(一)、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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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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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該

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

價或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 

(二)、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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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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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依第八條及本條規定辦理相關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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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第十二條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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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買

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基金交易或買賣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者，其每筆金額均需呈

請董事會核准後始得交易。 

 

(四)、債劵型基金之交易得不適用本處

理程序之規定。 

(五)、執行單位:依本條第二項第一至三

款之交易依核決權限呈准後，由

會計部承辦。 

三、取得專家意見 

(一)、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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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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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或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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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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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處理程序辦理及以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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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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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第十一條之

一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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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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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除買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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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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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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應將下列

資料提交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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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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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

十二條規定辦理。 

本公司與各子公司，或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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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間從事下列交易，董事會得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第七條第一項

第三款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

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

期之董事會追認： 

1、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2、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本公司已依法設置獨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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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依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依前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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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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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審計委

員會及董事會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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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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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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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

一條之一規定辦理。 

本公司與子公司或子公司間，取

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董

事會得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七條第一

項第三款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

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

期之董事會追認。 

 

 

 

 

 

 

本公司已依法設置獨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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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依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依前項

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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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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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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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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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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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按前款所列任一方法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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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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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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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款及第七款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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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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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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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

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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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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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

條第三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評

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

依本條第三項第五款及第七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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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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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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其他非關係人交易

案例，其面積相近，且

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

買賣或租賃慣例應有

之合理樓層或地區價

差評估後條件相當者。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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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關係人交易案例相當且

面積相近者。 

前述所稱鄰近地區交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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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以其他非關係人交易交

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

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

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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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項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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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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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經按本條第三項第一款至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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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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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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

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

規定辦理。 

3、應將前二點處理情形提報

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

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本公司經依前述規定提列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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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金管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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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本條第二項有關評

估及作業程序規定辦理，不適

用本條第三項前三款有關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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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公司與各子公司，或本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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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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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依本條第三項第五

款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

會員證之處理程序 

一、 評估及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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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本條第三項第五款之 1

及第五款之 2 之處理情形提

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

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本公司經依前述規定提列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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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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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本條第二

項有關評估及作業程序規定辦

理，不適用本條第三項第一款至

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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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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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 

 

 

 

 

(七)、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

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

常規之情事者，亦應依本條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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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理程

序 

一、 評估及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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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或會員證時，交易條件及交易

價格應參考市場公平市價或專家

評估報告，並作成分析報告提報權

責主管核決。 

二、 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或會員證，其取得金額於新 

臺幣一百五十萬(含)以下者，由總

經理核准；新臺幣一百五十萬(不

含)至新臺幣一千萬(含)者，得由

董事長核准；超過新臺幣一千萬

(不含)以上者，需呈請董事會同意

後始得交易；其處分金額於新臺幣

十萬(含)以下者，由總經理核准；

新臺幣十萬(不含)至新臺幣五百

萬(含)者，得由董事長核准；超過

新臺幣五百萬(不含)以上者，需呈

請董事會同意後始得處分。 

三、 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時，應依前項

核決權限呈准後，由使用部門之人

員執行。 

四、 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

證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交易金額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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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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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 本程序第八條、第九條及第十一條交易

金額之計算，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三十一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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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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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 取得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權之處理程

序 

(略)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時，交

易條件及交易價格應參考市場公平

市價或專家評估報告，並作成分析報

告提報權責主管核決。 

 

二、 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其

取得金額於 MYR 150,000(含)以下

者，由總經理核准；MYR 150,001 ~ 

MYR 1,000,000(含)者，得由董事長

核准；超過 MYR 1,000,000(不含)

以上者，需呈請董事會同意後始得

交 易 ， 其 處 分 金 額 於 MYR 

10,000(含)以下者，由總經理核准，

MYR 10,001 ~ MYR 500,000(含)

者，得由董事長核准；超過 MYR 

500,000(不含)以上者，需呈請董事

會同意後始得處分。 

 

三、 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准後，

由使用部門之人員執行。 

 

四、 會員證或無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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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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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之一 本程序第八條、第九條及第十一條交

易金額之計算，應依「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三十條

第二項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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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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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 取得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權之處理程序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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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交易種類  

1、本公司得進行第四條第一

項所定義之衍生性商品

之交易。 

2、從事附買回條件之債券交

易得不適用本處理程序

之規定。 

(二)、經營（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應以避險為目的(非以交

易為目的)；交易對象亦應選

擇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以

避免產生信用風險。交易商

品應選擇使用規避公司業務

經營所產生之風險為主，持

有之幣別必須與公司實際進

出口交易之外幣需求相符，

以公司整體內部部位（指外

幣收入及支出）自行軋平為

原則，藉以降低公司整體之

外匯風險，並節省外匯操作

成本。 

(三)、權責劃分  

會計部應： 

1、負責整個公司衍生性商品

交易之策略擬定。 

2、依據授權權限及既定之策

略執行交易。 

3、應建立備查簿，就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之種類、金

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依

本條規定應審慎評估之

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

備查。 

4、金融市場有重大變化、交

易人員判斷已不適用既

定之策略時，隨時提出評

估報告，重新擬定策略，

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5、會計帳務處理。 

6、交割人員:執行交割任務。 

7、衍生性商品核決權限： 

 

 

 

 

 

(四)、績效評估  

第十三條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交易種類  

1、本公司得進行第四條第一

項所定義之衍生性商品之

交易。 

2、從事附買回條件之債券交

易得不適用本處理程序之

規定。 

(二)、經營（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應以避險為目的(非以交易

為目的)；交易對象亦應選擇國

內外著名金融機構，以避免產

生信用風險。交易商品應選擇

使用規避公司業務經營所產

生之風險為主，持有之幣別必

須與公司實際進出口交易之

外幣需求相符，以公司整體內

部部位（指外幣收入及支出）

自行軋平為原則，藉以降低公

司整體之外匯風險，並節省外

匯操作成本。 

 

(三)、權責劃分  

會計部應： 

1、負責整個公司衍生性商品

交易之策略擬定。 

2、依據授權權限及既定之策

略執行交易。 

3、應建立備查簿，就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之種類、金

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依

本條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

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

查。 

4、金融市場有重大變化、交

易人員判斷已不適用既定

之策略時，隨時提出評估

報告，重新擬定策略，作

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5、會計帳務處理。 

6、交割人員:執行交割任務。 

7、衍生性商品核決權限： 

 

 

 

 

 

(四)、績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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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公司帳面上匯率成本與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

間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

估基礎。 

2、為充份掌握及表達交易之

評價風險，本公司採每月

至少評估二次之評估方

式評估損益。 

3、會計部應提供外匯部位評

價與外匯市場走勢及市

場分析予董事長作為管

理參考與指示。 

(五)、契約總額之訂定  

避險性交易額度：會計部應

掌握公司整體部位，以每月

交易性外匯淨部位 (含未來

預計產生之淨部位)為上限。 

(六)、損失上限之訂定  

本公司避險性交易上限設

定，每筆契約損失上限為個

別契約金額之百分之三十；

累計損失以年度計劃稅前淨

利 10%為上限。 

(略) 

四、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情形處理 

(一)、董事會應指定高階主管人員

隨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風

險之監督與控制，其管理原

則如下： 

1、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

管理措施是否適當並確

實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及

公司所定之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辦理。 

2、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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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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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設置獨立

董事，董事會應有獨立董

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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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

1、以公司帳面上匯率成本與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間

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基

礎。 

2、為充份掌握及表達交易之

評價風險，本公司採每月

至少評估二次之評估方式

評估損益。 

3、會計部應提供外匯部位評

價與外匯市場走勢及市場

分析予董事長作為管理參

考與指示。 

(五)、契約總額之訂定  

避險性交易額度：會計部應掌

握公司整體部位，以每月交易

性外匯淨部位(含未來預計產

生之淨部位)為上限。 

(六)、損失上限之訂定  

本公司避險性交易上限設

定，每筆契約損失上限為個別

契約金額之百分之三十；累計

損失以年度計劃稅前淨利 10%

為上限。 

(略) 

四、定期評估方式  

(一)、董事會應指定高階主管人員隨

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之

監督與控制，其管理原則如下： 

 

1、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

管理措施是否適當並確實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及公

司所訂之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處理程序辦理。 

2、 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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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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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董

事會應有獨立董事出席並

表示意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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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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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評估報告應送董事會授權

之高階主管人員。 

(三)、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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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處

理程序 

(略) 

二、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一)、董事會及股東會日期：參與

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除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

因素事先報經金管會同意者

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及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

或收購相關事項。參與股份

受讓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

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

金管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

天召開董事會。 

1、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

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之公司，應將下列資料作

成完整書面紀錄，並保存

五年，備供查核： 

(1)人員基本資料：包括

消息公開前所有參與

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計畫或計畫

執行之人，其職稱、

姓名、身分證字號（如

為外國人則為護照號

碼）。 

(2)重要事項日期：包括

簽訂意向書或備忘

錄、委託財務或法律

顧問、簽訂契約及董

事會等日期。 

(3)重要書件及議事錄：

包括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計畫，

意向書或備忘、重要

契約及董事會議事錄

等書件。 

2、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

報告應呈送董事會授權之高

階主管人員。 

(三)、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時，依所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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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 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處理

程序 

(略) 

二、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一)、董事會及股東會日期：參與合

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除其他

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

事先報經金管會同意者外，應

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及股東

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相

關事項。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

殊因素事先報經金管會同意

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

會。 

1、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在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

司，應將下列資料作成完

整書面紀錄，並保存五

年，備供查核： 

(1)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

息公開前所有參與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計畫或計畫執行

之人，其職稱、姓名、

身分證字號（如為外國

人則為護照號碼）。 

 

(2)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

訂意向書或備忘錄、委

託財務或法律顧問、簽

訂契約及董事會等日

期。 

(3)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

括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計畫，意向書

或備忘錄、重要契約及

董事會議事錄等書件。 

 

2、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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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之公司，應於董事會決議

通 過 之 即 日 起 算 二 日

内，將前述第一點(1)及

(2)資料，依規定格式以

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

本會備查。 

3、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

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者，上

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之公司應與其

簽訂協議，並依前二點規

定辦理。 

(二)、事前保密承諾：所有參與或

知悉公司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計畫之人，應出

具書面保密承諾，在訊息公

開前，不得將計畫之內容對

外洩露，亦不得自行或利用

他人名義買賣與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相關

之所有公司之股票及其他具

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三)、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之訂定

與變更原則：本公司參與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除下列

情形外，不得任意變更，且

應於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

情況： 

1、辦理現金增資、發行轉換

公司債、無償配股、發行

附認股權公司債、附認股

權特別股、認股權憑證及

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

價證券。 

2、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影響

公司財務業務之行為。 

3、發生重大災害、技術重大

變革等影響公司股東權

益或證券價格情事。 

4、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一方

依法買回庫藏股之調整。 

5、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主體或家數

發生增減變動。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

司，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

之即日起算二日内，將前

款資料，依規定格式以網

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本會

備查。 

 

3、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上

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之公司者，上市或

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之公司應與其簽訂協

議，並依 1.及 2.規定辦理。 

 

(二)、事前保密承諾：所有參與或知

悉公司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計畫之人，應出具書面

保密承諾，在訊息公開前，不

得將計畫之內容對外洩露，亦

不得自行或利用他人名義買

賣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案相關之所有公司之股

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

價證券。 

(三)、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之訂定與 

變更原則：公司參與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換股比 

例或收購價格除下列情形外， 

不得任意變更，且應於合併、 

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契約中 

訂定得變更之情況如下： 

 

1、辦理現金增資、發行轉換

公司債、無償配股、發行

附認股權公司債、附認股

權特別股、認股權憑證及

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

證券。 

2、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影響

公司財務業務之行為。 

3、發生重大災害、技術重大

變革等影響公司股東權益

或證券價格情事。 

4、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一方依

法買回庫藏股之調整。 

5、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主體或家數發

生增減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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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已於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

其他條件，並已對外公開

揭露者。 

(四)、契約應載內容：本公司參與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契約應載明參與合併、

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公司

之權利義務，並應載明下列

事項： 

1、違約之處理。 

2、因合併而消滅或被分割之

公司前已發行具有股權

性質有價證券或已買回

之庫藏股之處理原則。 

3、參與公司於計算換股比例

基準日後，得依法買回庫

藏股之數量及其處理原

則。 

4、參與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

變動之處理方式。 

5、預計計畫執行進度、預計

完成日程。 

6、計畫逾期未完成時，依法

令應召開股東會之預定

召開日期等相關處理程

序。 

(五)、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之公司家數異動

時：參與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何一

方於資訊對外公開後，如擬

再與其他公司進行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除參

與家數減少，且股東會已決

議並授權董事會得變更權

限者，參與公司得免召開股

東會重行決議外，原合併、

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

中，已進行完成之程序或法

律行為，應由所有參與公司

重行為之。 

(六)、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公開發

行公司者，本公司應與其簽

訂協議，並依本條第二項第

一款至第二款及前款規定辦

理。 

 

第十六條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略) 

 

6、已於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

其他條件，並已對外公開

揭露者。 

(四)、契約應載內容：參與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公司之

契約應載明參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公司之權利

義務，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1、違約之處理。 

2、因合併而消滅或被分割之

公司前已發行具有股權性

質有價證券或已買回之庫

藏股之處理原則。 

3、參與公司於計算換股比例

基準日後，得依法買回庫

藏股之數量及其處理原

則。 

4、參與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

變動之處理方式。 

5、預計計畫執行進度、預計

完成日程。 

6、計畫逾期未完成時，依法

令應召開股東會之預定召

開日期等相關處理程序。 

 

(五)、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之公司家數異動時：參與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之公司任何一方於資訊對外公

開後，如擬再與其他公司進行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除參與家數減少，且股東會已

決議並授權董事會得變更權限

者，參與公司得免召開股東會

重行決議外，原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案中，已進行

完成之程序或法律行為，應由

所有參與公司重行為之。 

 

(六)、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之公司有非屬公開發行

公司者，本公司應與其簽訂協

議，並依本條第二項第一款至

第二款及第五款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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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

公司者，取得或處分資產悉依本處

理程序辦理，取得或處分資產達第

十六條規定應公告申報情事者，由

本公司為之。 

二、前項子公司適用第十六條之應公告

申報標準有關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總資產百分之十規定，

係以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

為準。 

 

第十八條 罰則 

(略) 

 

第十九條 本程序之訂定與實施 

(略) 

 

第二十條 附則 

(略) 

 

註：本程序訂定於 2010 年 10 月 27 日。第一次修

訂於 2011 年 4 月 28 日；第二次修訂於 2012

年 6 月 6 日；第三次修訂於 2013 年 6 月 18

日；第四次修訂於 2014 年 6 月 6 日；第五次

修訂於 2017 年 6 月 15 日；第六次修訂於 2019

年 6 月 28 日。 

 

第十六條 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取

得或處分資產悉依本處理程序辦

理，取得或處分資產達第十五條規定

應公告申報情事者，由本公司辦理其

公告申報事宜。 

二、前項子公司適用第十五條之應公告申

報標準有關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總資產百分之十規定，係以

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第十七條 罰則  

(略) 

 

第十八條 本程序之訂定與實施 

(略) 

 

第十九條 附則  

(略) 

 

註：本程序訂定於 2010 年 10 月 27 日。第一次修訂

於 2011 年 4 月 28 日；第二次修訂於 2012 年 6

月 6 日；第三次修訂於 2013 年 6 月 18 日；第四

次修訂於 2014 年 6 月 6 日；第五次修訂於 2017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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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六 

保綠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第二條資金貸與對象 
本公司之資金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不得貸與
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 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來者。 
二、 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

要者。融資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四十。 

前項所稱短期，係指一年。但公司之營業週期
長於一年者，以營業週期為準。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融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
融通資金之累計餘額。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
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或本公司直接及
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
本公司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一項第二款之限
制。 
本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規定時，應與借用人
連帶負返還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害者，亦應由
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三條 公告申報程序 
本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輸入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本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簽約日、付款
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資金貸與對
象及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

子公司上月份資金貸與餘額。 
 
二、 本公司資金貸與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餘

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二十以上。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金貸
與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十以上上。 

(三)、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金額
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
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

子公司有前項第三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

本公司為之。 

 
 

第二條資金貸與對象 
本公司之資金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不得貸與
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 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來者。 
二、 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

者。融資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四十。 

所稱短期，係指一年或一營業週期(以較長者為
準)之期間。所稱融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
資金之累計餘額。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一項第二款
之限制。 
 
 
(新增) 
 
 
 
第十三條 公告申報程序 
(新增)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將本公司及子公司上

月份資金貸與餘額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二、 本公司資金貸與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輸入公開
資訊觀測站：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餘額

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二十以上者。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金貸與
餘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十以上者。 

(三)、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金額達
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者。 

三、 本公司之子公司若非屬中華民國公開發行
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三款應公告申報
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配合政府

法令的修

訂 

 

 

 

 

 

 

 

 

 

 

 

 

 

 

 

 

配合政府

法令的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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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第十六條 程序之訂定與實施 
本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
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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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依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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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
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本公司已依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訂定或修
正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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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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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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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本程序訂定於 2010 年 10 月 27 日；第一

次修訂於 2011年 4月 28日；第二次修訂
於 2013 年 6月 18日；第三次修訂於 2018
年 6月 20日；第四次修訂於 2019年 6月
28日。 

 

第十六條 程序之訂定與實施 
一、 本作業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

後，提報股東會同意後施行，如有董事表示
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異
議併送審計委員會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改
時亦同。 

二、 本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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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公司訂定或修正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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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 
 
 
 
 
 
 
註：本程序訂定於 2010 年 10 月 27日；第一次

修訂於 2011 年 4 月 28 日；第二次修訂於
2013 年 6月 18 日；第三次修訂於 2018 年
6月 20 日。 

 

配合政府

法令的修

訂 

 

 

 

 

 

 

 

 

 

 

 

 

 

 

 

 

修訂之次

數與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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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綠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第五條決策及授權層級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時，應先經過董事會
決議通過後始得為之。惟為配合時效需要，得
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在新臺幣二千萬元(含)

以內先予決行，事後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
認。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
九十以上之子公司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為背
書保證前，並應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
辦理，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如本公司設有獨立董事，於前項董事會討論時
應充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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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容 

本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輸入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本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簽約日、付款
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背書保證對
象及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一、本公司應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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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公司於背書保證達下列標準之ㄧ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
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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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
其背書保證、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帳面
金額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達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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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該本公司為之。 

 

第五條決策及授權層級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時，應先經過董事會
決議通過後始得為之。惟為配合時效需要，得
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在新台幣貳仟萬元(含)以
內先予決行，事後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之。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
十以上之子公司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背書保證
前，應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理，但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如本公司設有獨立董事，於前項董事會討論時
應充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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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容 

(新增)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將本公司及子公司上
月份背書保證餘額，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二、本公司於背書保證餘額達下列標準之ㄧ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輸入公
開資訊觀測站：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
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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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二十以上者。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
餘額達新台幣壹仟萬元以上且對其背
書保證、長期性質之投資及資金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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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四).本公司及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金額達
新台幣三仟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者。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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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該本公司為之。 

 

配合政府

法令的修

訂 

 

 

 

 

 

 

 

 

 

 

 

 

配合政府

法令的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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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第十三條 程序之訂定與實施 

本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
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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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依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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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
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本公司已依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訂定或修
正背書保證作業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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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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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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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本程序訂定於 2011 年 4 月 28 日；第一次
修訂於 2013 年 6 月 18 日；第二次修訂於
2017 年 6 月 15 日；第三次修訂於 2018

年 6 月 20 日；第四次修訂於 2019 年 6 月
28 日。 

 
 

 
 
第十三條 程序之訂定與實施 

一、 本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通過，提
報股東會同意後施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
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異議提報
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二、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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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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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公司訂定或修正背書保證作業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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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 

 

 

 

 

 

 

註：本程序訂定於 2011 年 4 月 28 日；第一次修
訂於 2013 年 6 月 18 日；第二次修訂於 2017

年 6 月 15 日；第三次修訂於 2018 年 6 月
20 日。 

 

 

配合政府

法令的修

訂 

 

 

 

 

 

 

 

 

 

 

 

 

 

 

 

修訂之次

數與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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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DED AND RESTATE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附件七     

OF 

Polygreen Resources Co., Ltd. 

(March, 2019) 

保綠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司章程 (ARTICLES)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   號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修正理由 

第 3條 

 

(a)~(d)略 

(e)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37 of the 

Law and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by the 

Applicable Law, any Share may, with the 

sanction of a Supermajority Resolution, be 

issued on the terms that it is, or at the option 

of the Company or the holder is liable, to be 

redeemed. 

 

 

本公司得以重度特別決議方式，於開曼公司

法第 37 節及中華民國相關法律允許之範圍

內，發行可贖回或應贖回股份。 

 

 

(f)~(g)略 

(h)No share shall be issued to bearer. 

 

本公司股份均為記名式股份。 

 

(i)Shares of the Company may be issued in 

uncertificated/scripless form. 

本公司股份得以無實體方式發行。 

(a)~(d)略 

(e)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37 of the 

Law and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by the 

Applicable Law, any Share may, with the 

sanction of a Supermajority Resolution, be 

issued on the terms that it is, or at the option 

of the Company or the holder is liable, to be 

redeemed. Provided that the Company issue 

non par-value shares, no shares shall be 

converted into par-value shares. 

本公司得以重度特別決議方式，於開曼公

司法第 37 節及中華民國相關法律允許之範

圍內，發行可贖回或應贖回股份。本公司

若採行無票面金額股，不得轉換為票面金

額股。 

(f)~(g)略 

(h) Shares of the Company shall be registered. 

No share shall be issued to bearer. 

本公司股份應為記名式股份。本公司不得發

行無記名股份。 

(i)Shares of the Company may be issued in 

uncertificated/scripless form. 

本公司股份得以無實體方式發行。 

配合公司

法修訂 

第 25A條 All transfers of shares which are in uncertificated 

or scripless form may be effected without any 

transfer of writing and by any method of 

transferring or dealing in securities introduced by 

Taiwan Depository & Clearing Corporation or 

oper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r 

regulations adopted by Taiwan Depository & 

Clearing Corporation as appropriate and which 

have been approved by the Board for such 

purpose. 

 

 

 

 

 

依無實體方式移轉股份時，得不以書面方式移

轉，但得以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依據證券交易

所介紹之方式為之，或依據台灣集中保管結算

The Company shall deliver the share certificates 

to the subscribers within thirty days from the 

date such shares may be issued pursuant to the 

relating regulation, and public announcement 

shall be made prior to the delivery. 

All transfers of shares which are in 

uncertificated or scripless form may be effected 

without any transfer of writing and by any 

method of transferring or dealing in securities 

introduced by Taiwan Depository & Clearing 

Corporation or oper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r regulations adopted by Taiwan 

Depository & Clearing Corporation as 

appropriate and which have been approved by 

the Board for such purpose. 

本公司應於依法得發行股票之日起三十日

內，對認股人或應募人交付股票，並應於交

付前公告之。依無實體方式移轉股份時，得

配合證交

法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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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號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修正理由 

所之相關規定辦理之，惟均應先經董事會同意。 不以書面方式移轉，但得以台灣集中保管結

算所依據證券交易所介紹之方式為之，或依

據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之相關規定辦理之，

惟均應先經董事會同意。 

第 33 條 The Company may from time to time by Special  

                  : 

                  : 

undistributable reserve in any manner permitted 

by ROC Applicable Law. 

 

 

 

 

 

 

 

 

 

 

 

 

本公司得隨時經特別決議並依開曼公司法取得

所需之確認或同意後，在中華民國相關法律允

許之範圍內，降低其股份資本、資本贖回公積

或其他未分配盈餘公積。 

The Company may from time to time by Special  

                   : 

                   : 

undistributable reserve in any manner 

permitted by ROC Applicable Law. 

The Company reducing its capital may return 

share prices (or the capital stock) to 

shareholders by properties other than cash; the 

returned property and the amount of such 

substitutive capital contribution shall be proved 

by Special Resolution. 

The Board shall evaluate the value of such 

property and the amount of such substitutive 

capital contribution set forth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audited and certified by a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before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本公司得隨時經特別決議並依開曼公司法取

得所需之確認或同意後，在中華民國相關法

律允許之範圍內，降低其股份資本、資本贖

回公積或其他未分配盈餘公積。 

減少資本，應依股東所持股份比例減少之，

並得以現金以外財產退還股款，其退還之財

產及抵充之數額，應經股東會特別決議，並

經該收受財產股東之同意。前開財產之價值

及抵充之數額，董事會應於股東會前，送交

中華民國會計師查核簽證。 

配合公司

法修訂 

第 38 條 When a general meeting is convened outside the 

territory of the ROC, the Company shall appoint 

an agent of stock affairs within the ROC to 

administer and handle affairs relating to voting by 

Members at such general meeting. 

常會如於中華民國境外召開時，本公司得於中

華民國境內指定股務代理人，以監督並處理股

東於常會內投票之相關事宜。 

When a general meeting is convened outside 

the territory of the ROC, the Company shall 

appoint an agent of stock affairs within the ROC 

to administer and handle affairs relating to 

voting by Members at such general meeting. 

常會如於中華民國境外召開時，本公司應於

中華民國境內指定股務代理人，以監督並處

理股東於常會內投票之相關事宜。 

配合公司

法修訂 

 

第 39 條 One or more Member(s) of the Company holding 

three-percent (3%) or more of the total  

                 : 

                 : 

of the ROC only if an application has been 

submitted to and approved by the Designated 

Stock Market. 

 

 

 

 

One or more Member(s) of the Company 

holding three-percent (3%) or more of the total  

                  : 

                  : 

of the ROC only if an application has been 

submitted to and approved by the Designated 

Stock Market. 

Members continuously holding 50% or mor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outstanding shares of the 

Company for a period of three months or a 

longer time may convene a special 

配合公司

法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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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號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修正理由 

 

 

 

 

 

繼續一年以上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

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記明提議  

                  : 

                   : 

券交易所同意後，得在其他中華民國以外之地

點召開外，前述會議應於中華民國境內召開。 

 

shareholders’ meeting. 

The calculation of the holding period and 

holding number of shares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shall be based on the holding at the 

time of share transfer suspension date. 

繼續一年以上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

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記明提議    

                  : 

                  : 

券交易所同意後，得在其他中華民國以外之

地點召開外，前述會議應於中華民國境內召

開。 

繼續三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股份之股東，得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股東

持股期間及持股數之計算，以停止股票過戶

時之持股為準。 

第 40 條 第 1 項略 

The voting mechanism shall be exercised in a 

legitimate 

resolution method, including to adopt in writing 

or the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as one of the 

methods for exercising the voting power. 

 
 

前述表決方式，應依合法表決方式為之，包括

書面或電子方式。 

 

 

第 1 項略  

The voting mechanism shall be exercised in a 

legitimate resolution method, including to 

adopt in writing or the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as one of the methods for exercising the voting 

power. 

The Company shall deliver Member the 

shareholder meeting and voting document. 

前述表決方式，應依合法表決方式為之，包

括書面或電子方式。 

公司採行書面行使表決權者，應將書面行使

表決權之資料及表決用紙寄送給股東。 

配合「公

開發行公

司股東會

議事手冊

應行記載

及遵行事

項辦法」

修訂 

第 42 條 Any Member holding not less than one per cent 

(1%) of the Company’s total and outstanding 

shares may submit a proposal in writing to the 

Company for discussion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The Company shall give a public 

notice in such manner as permitted by Applicable 

Law at such time deemed  

                : 

                : 

 

 

more than one matter is included proposal, or 

the proposal is submitted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the specified period determined by the Board, in 

which case, the rejected proposal shall not be 

discussed at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

東，得以書面方式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

Any Member holding not less than one per cent 

(1%) of the Company’s total and outstanding 

shares may submit a proposal in writing or in 

electronic manner (hereinafter refer to 

proposal) to the Company for discussion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The Company shall 

give a public notice in such manner as 

permitted by Applicable Law at such time 

deemed  

                 : 

                 : 

more than one matter is included proposal, or 

the proposal is submitted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the specified period determined by the Board, 

or the wording is not more than 300, in which 

case, the rejected proposal shall not be 

discussed at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The Board may summit a shareholder’s 

proposal to discuss how the Company to 

enhance public interest 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

東，得以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向公司提出股

配合公司

法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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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號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修正理由 

公司應依中華民國相關法律規定，於董事會認

為適當之時間公告受理股東提案之地點及期

間，惟前述期間不得少於十天。提案股東持有

之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如低於百分之一，或

該提案依據中華民國相關法律非屬股東會所得

決議之事項，或該次提案內容多於一個提案以

上，或提案時間已逾董事會所定之受理時間，

該提案在年度股東常會中不予討論。 

東常會議案。公司應依中華民國相關法律規

定，於董事會認為適當之時間公告受理股東

提案之地點及期間，惟前述期間不得少於十

天。除提案股東持有之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

數低於百分之一，或該提案依據中華民國相

關法律非屬股東會所得決議之事項，或該次

提案內容多於一個提案以上，或提案時間已

逾董事會所定之受理時間，或該提案超過三

百字者外，董事會應列為議案。 

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

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 

第 44 條 The following matters may not be considered,  

                    : 

                    : 

the notice of general meeting with reasonable 

amount of explanation: 

 

 

 

下列事項非於召集常會通知內載明 

             : 

審議、討論或提付表決： 

 

 

(a)~(j)略 

 

 

 

 

 

 

The following matters may not be considered,  

                  : 

                  : 

the notice of general meeting with reasonable 

amount of explanation. Its principal content 

may be located at a security authority or a web 

site designated by The Company, and its 

domain name shall be notified in the notice: 

下列事項非於召集常會通知內載明 

                  : 

議、討論或提付表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

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

址載明於通知： 

(a)~(b)略 

(c)reduce of capital 

減資； 

(d)To terminate public offering 

申請停止公開發行； 

 

(c)~(j)改為(e)~(l) 

配合公司

法修訂 

第 52 條 On a poll, every Member present in person or by 

proxy and entitled to vote shall have one vote for 

each Share of which he is the holder. 

 

 

 

 

 

進行表決時，親自或經代理出席而有表決權之

股東，就其所持有之股份，每一股有一表決權。 

On a poll, every Member present in person or 

by proxy and entitled to vote shall have one 

vote for each Share of which he is the holder. 

Member who meets the criteria may assert the 

exercise of split voting pursuant to 

the“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Operation of 

and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for Split Voting 

by Shareholders of Public Companies”. 

進行表決時，親自或經代理出席而有表決權

之股東，就其所持有之股份，每一股有一表

決權。股東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股東分別行

使表決權作業及遵行事項辦法」之資格條件

者，得依前開辦法主張分別行使表決權。 

配合公司

法修訂。 

第 57 條 To the extent required by the Applicable Law,    

              : 

                      : 

Member in contravention of the foregoing shall 

not be counted by the Company. 

 

To the extent required by the Applicable Law, 

: 

: 

Member in contravention of the foregoing shall 

not be counted by the Company. 

In case any director or supervisor whose shares 

配合公司

法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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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號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修正理由 

 

 

 

 

 

 

依中華民國相關法律之規定，就常 

: 

公司如知悉其他投票係為該股東或代表該股東

所為，而違反上述規定者，本公司應不計入該

投票。 

created a pledge exceed half of shares being 

held at the time of being elected, the voting 

power of the excessive portion of shares shall 

not be exercised and the excessive portion of 

shares shall not be counted in the number of 

votes of shareholders present at the meeting. 

依中華民國相關法律之規定，就常 

: 

公司如知悉其他投票係為該股 

東或代表該股東所為，而違反上述 

規定者，本公司應不計入該投票。 

董事或監察人以股份設定質權超過選任當時

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其超過

之股份不得行使表決權，不算入已出席股東

之表決權數。 

第 59 條 Subject to any additional and applicable 

requirements under the Law, the following 

matters require approval of the Members by way 

of a Supermajority Resolution: 

除開曼公司法另有規定外，下列事項須經股東

重度特別決議後始得行之： 

(a)略  

(b)any proposal to transfer or dispose of the 

whole or any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Company’s 

business or assets; 

移轉或處分本公司營業或資產之全部或主要

部分之提案； 

 

(c)~(d)略  

(e)any, spin-off or a splitting of the Company; 

分割本公司之提案； 

 

(f)~(k)略 

 

Subject to any additional and applicable 

requirements under the Law, the following 

matters require approval of the Members by 

way of a Supermajority Resolution: 

除開曼公司法另有規定外，下列事項須經股

東重度特別決議後始得行之： 

(a)略  

(b)any proposal to transfer or dispose of the 

whole or any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Company’s business or assets; 

移轉或處分本公司營業或資產之全部或主

要部分之提案，對本公司之營運有重大影響

之提案； 

(c)~(d)略  

(e)any, dissolution, merger, consolidation, 

spin-off or a splitting of the Company; 

解散、合併或分割本公司之提案； 

(f)~(k)略 

(l) Amendment of Articles; if the amendment 

cause infringement to the rights of the 

Member of special shares, the resolution of 

the Member of special shares shall be 

required. 

變更章程；章程之變更如有損害特別股股

東之權利者，另需經特別股股東會之決議 

(m)In case the Company participates in the 

merger/consolidation and is dissolved 

thereafter, or transfers business or assets, 

share convert, or spin-off, while the 

surviving or newly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not a listed or OTC company, such question 

proposed is required to be decided by a 

Special Resolution pursuan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se Articles. 

本公司若參與合併後消滅、概括讓與、股

配合公司

法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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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號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修正理由 

份轉換或分割而致終止上櫃，且存續、受

讓、既存或新設之公司為非上市（櫃）公

司者，應經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

股東之同意。 

第 66 條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by Applicable  

               : 

               : 

shall, for purposes of these Articles and the Law, 

be deemed to have appointed the chairman of 

the general meeting as their proxy to vote their 

shares at the general meeting in the manner 

directed  

              : 

              : 

Members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waived their 

voting rights with respect to any extemporary 

matters or amendment to resolution(s) proposed 

at the general meeting. 

 

 

 

 

 

 

 

 

在中華民國相關法律所允許之範圍 

               : 

               : 

就本章程及開曼公司法而言，股東依上述方式

所為之投票，應視為指定由當次常會之主席為

其代理人，代理該股東於該次常會中就其所持

股份，以前述書面指示或電子文件內所載之方

式代為投票。會議主席代理投票時，僅得依據

前述書面指示或電子文件所授權之事項行使代

理投票權，且不得就常會修正議案行使代理投

票權。就該次會議之臨時動議事項及決議事項

之修正案，該股東視為放棄投票權。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by Applicable  

               : 

               : 

shall, for purposes of these Articles and the 

Law, be deemed to present in person and have 

appointed the chairman of the general meeting 

as their proxy to vote their shares at the general 

meeting in the manner directed  

               : 

               : 

Members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waived their 

voting rights with respect to any extemporary 

matters or amendment to resolution(s) 

proposed at the general meeting. 

The Member vote their shares in such a manner 

shall deliver their written instrucment to the 

Company on the 2nd day before the opening of 

the meeting.  

If written instrucments served repeatly, it’s 

effective subject to the first delivery. However, 

the statement before the withdrawal of the 

instrucment , is not limited. 

在中華民國相關法律所允許之範圍 

                : 

                : 

就本章程及開曼公司法而言，股東依上述方

式所為之投票，應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會

議主席代理投票時，僅得依據前述書面指示

或電子文件所授權之事項行使代理投票權，

且不得就常會修正議案行使代理投票權。就

該次會議之臨時動議事項及決議事項之修正

案，該股東視為放棄投票權。股東以上述方

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書面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送達公司，書面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

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

限。 

配合公司

法修訂 

第 67 條 Where a Member has exercised the  

               : 

               : 

person, the deemed appointment by the 

Member of the chairman as proxy shall remain 

valid and the Company shall not count any votes 

cast by such Member physically at the relevant 

general meeting. 

Where a Member has exercised the  

            : 

            : 

person, and the voting power exercised in 

writing or by way of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shall prevail. The Company shall not count any 

votes cast by such Member physically at the 

relevant general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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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號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修正理由 

前述依書面指示或電子傳輸方式行 

             : 

             : 

棄親自出席並參與投票之權利，而該股東先前

所為之指定主席之行為仍為有效，該股東親自

出席該次常會並參與投票之票數，本公司不得

計入投票數內。 

前述依書面指示或電子傳輸方式行 

             : 

             : 

棄親自出席並參與投票之權利，而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該股東親自出

席該次常會並參與投票之票數，本公司不得

計入投票數內。 

第 69 條 Except for an ROC trust enterprise or s  

             : 

             : 

Member represented by the same proxy shall be 

determined on a pro-rata basis based on the total 

number of voting shares being excluded and the 

number of voting shares that such Members have 

appointed the proxy to vote for. 

除中華民國主管機關同意之中華民國信託機構

或股務代理機構，以及依據第 66 條規定由主席

擔任代理人之情況外，同一人擔任兩位以上股

東之代理人時，該代理人就其所代 

               : 

               : 

代理人所代理之各股東所持股份全部比例排除

之。 

Except for an ROC trust enterprise or  

              : 

              : 

Member represented by the same proxy shall 

be determined on a pro-rata basis based on the 

total number of voting shares being excluded 

and the number of voting shares that such 

Members have appointed the proxy to vote for. 

除中華民國主管機關同意之中華民國信託機

構或股務代理機構，以及依據第 66 條規定由

主席擔任代理人之情況外，同一人擔任兩位

以上股東之代理人時，該代理人就其所代 

               : 

               : 

代理人所代理之各股東所持股份全部比例排

除之。 

配合公司

法修訂 

第 78 條 (a)~(b)略 

 

 

 

(a)~(b)略 

(c )The Members shall elect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s from among the nominees listed in 

the roster of independent director 

candidates, and shall elect the other 

directors from among the nominees listed in 

the roster of non-independent director 

candidates. 

獨立董事選舉，由股東就獨立董事候選人

名單中選任之。獨立董事以外之董事選

舉，由股東就獨立董事以外之董事候選人

名單中選任之。 

配合證券

交易法修

訂 

第 94 條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the Board  

            : 

            : 

Company specifying the scope of inspection. 

 

 

董事會應另行將本章程、所有先前 

            : 

            : 

前應證明自己與本公司間之利害關係，並應指

明查閱之範圍。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the Board  

            : 

            : 

Company specifying the scope of inspection, 

and the Company shall make such agent to 

provide with the access. 

董事會應另行將本章程、所有先前 

            : 

            : 

前應證明自己與本公司間之利害關係，並應

指明查閱之範圍，公司並應令股務代理機構

提供。 

配合公司

法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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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6 條 Any person who falls within any of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shall not be has a  

            : 

            : 

made without any action required on the part of 

the Company: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被選任為 

                   : 

                   : 

，該董事即應於本公司知悉該情事之時起立即

解任： 

(a)any person having committed an offense as 

specified in the ROC Statute of Prevention of 

Organization Crimes and subsequently 

adjudicated guilty by a final judgment, and the 

time elapsed after he has served the full term 

of the sentence has not exceeded five (5) 

years; or 

 

 

曾犯中華民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有

罪判決確定，服刑期滿尚未逾五年者；或 

 

 

(b)any person having committed an offense 

involving fraud, breach of trust or 

misappropriation and subsequently punished 

with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of more than 

one (1) year, and the time elapsed after he has 

served the full term of such sentence has not 

exceeded two (2) years; or 

 

 

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經受有期徒刑一年

以上宣告，服刑期滿尚未逾兩年者；或 

 

 

(c)any person having been adjudicated guilty by a 

final judgment for misappropriating public 

funds during the time of his public service, and 

the time elapsed after he has served the full 

term of such sentence has not exceeded two 

(2) years; or 

 

 

曾服公務虧空公款，經判刑確定，服刑期滿

尚未逾兩年者；或 

 

(d)any person having been adjudicated bankrupt, 

and has not been reinstated to his rights and 

Any person who falls within any of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shall not be has  

            : 

            : 

made without any action required on the part 

of the Company: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被選任為 

                  : 

                  : 

，該董事即應於本公司知悉該情事之時起立

即解任： 

(a) any person having committed an offense as 

specified in the ROC Statute of Prevention 

of Organization Crimes and subsequently 

convicted of a crime, and has not started 

serving the sentence, has not completed 

serving the sentence, or five (5) years have 

not elapsed since completion of serving the 

sentence, expiration of the probation, or 

pardon; or 

曾犯中華民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

有罪判決確定，服刑期滿尚未執行、尚未

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

後未逾五年者；或 

(b)any person having committed an offense 

involving fraud, breach of trust or 

misappropriation and subsequently punished 

with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of more than 

one (1) year, and has not started serving the 

sentence, has not completed serving the 

sentence, or two (2) years have not elapsed 

since completion of serving the sentence, 

expiration of the probation, or pardon; or 

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經受有期徒刑一

年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尚未執行完

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

兩年者；或 

(c)any person having committed the offense as 

specified in the Anti-corruption Act and 

subsequently convicted of a crime, and has 

not started serving the sentence, has not 

completed serving the sentence, or two (2) 

years have not elapsed since completion of 

serving the sentence, expiration of the 

probation, or pardon; or 

曾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經判刑有罪確

定，尚未執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

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兩年者；或 

(d)any person having been adjudicated 

bankrupt or adjudicated of the 

配合公司

法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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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ileges; or 

 

 

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或 

 

(e)any person having been dishonoured for 

unlawful use of credit instruments, and the 

term of such sanction has not yet expired; or 

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者；或 

(f)any person having no or only limited capacity. 

 

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 

 

commencement of liquidation process by a 

court, and has not been reinstated to his 

rights and privileges; or 

受破產之宣告或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

序，尚未復權者；或 

(e)any person having been dishonoured for 

unlawful use of credit instruments, and the 

term of such sanction has not yet expired; or 

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者；或 

(f)any person having no or only limited 

capacity; or 

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或。 

(g)any person having been adjudicated of the 

commencement of assistantship and such 

assistantship having not been revoked yet. 

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第 98 條 The office of Director shall be vacated if the 

Director: 

董事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即視為缺位： 

(a)~(f)略  

(g)Directors whose shares has transferred, during 

the term of office as a director, more than 

one half of the company's shares being held 

by him/her at the time he/she is elected, 

he/she shall, ipso facto, be discharged from 

the office of director. 

 

董事在任期中轉讓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之

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該董事當然解

任。 

The office of Director shall be vacated if the 

Director: 

董事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即視為缺位： 

(a)~(f)略  

(g)Directors(except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s) 

whose shares has transferred, during the 

term of office as a director, more than one 

half of the company's shares being held by 

him/her at the time he/she is elected, he/she 

shall, ipso facto, be discharged from the 

office of director. 

董事(不含獨立董事)在任期中轉讓超過選

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

時，該董事當然解任。 

(h)Directors(except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s) 

whose shares has transferred more than one 

half of the total number of shares of the 

company being held by him/her at the time 

he/she is elected, after having been elected 

and before his/her inauguration of the office 

of director; or had transferred more than one 

half of the total number of shares he/she 

held within the share transfer prohibition 

period fixed prior to the convention of a 

shareholders' meeting, then his/her election 

as a director shall become invalid. 

董事(不含獨立董事)當選後，於就任前轉讓

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數額二分

之一時，或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

戶期間內，轉讓持股超過二分之一時，其

當選失其效力。 

(i)Where all Directors are re-elected, prior to 

the expiration of the term of office of existing 

directors, and in the absence of a resolution 

配合公司

法及證交

法修訂 

 



 

45 
 

條   號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修正理由 

that existing directors will not be discharged 

until the expiry of their present term of 

office, all existing Directors shall be deemed 

discharged in advance. 

The aforesaid re-election shall be attended 

by Members who represent more than 

one-half of the total number of issued and 

outstanding shares. 

股東會於公司董事任期未屆滿前，經決議

改選全體董事者，如未決議董事於任期屆

滿始為解任，視為提前解任。此改選應有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 

第 104條 (a)略 

(b)To the extent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s, a 

Director may not vote in respect to any matter, 

including any contract or proposed contract or 

arrangement or contemplated transaction of 

the Company, whether on behalf of himself or 

as a proxy or alternate for another Director, in 

which such Director bears a personal interest 

which may conflict with and impair the interest 

of the Company but the Director shall be 

counted in the quorum for purposes of 

convening such meeting. 

 

 

在中華民國相關法律要求之範圍內，董事就 

包括契約、契約提案、一定之安排或交易在 

內之事項，如其本人即為當事人之一方，或 

該董事係擔任其他董事之代理人，而該董事 

就前述契約或交易，其個人利益與公司有利 

益衝突或有損害公司利益之虞時，該董事不 

得參與相關表決，惟其出席仍應算入該次會 

議之出席人數內。 

  

(a) 略 

(b)To the extent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s, a 

Director shall not vote nor exercise the voting 

right on behalf of another shareholder in 

respect to any matter, including any contract 

or proposed contract or arrangement or 

contemplated transaction of the Company, 

whether on behalf of himself or as a proxy or 

alternate for another Director, in which such 

Director bears a personal interest which may 

conflict with and impair the interest of the 

Company but the Director shall be counted in 

the quorum for purposes of convening such 

meeting. 

在中華民國相關法律要求之範圍內，董事 

就包括契約、契約提案、一定之安排或交 

易在內之事項，如其本人即為當事人之一 

方，或該董事係擔任其他董事之代理人， 

而該董事就前述契約或交易，其個人利益 

與公司有利益衝突或有損害公司利益之虞 

時，該董事不得參與相關表決，亦不得代 

理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惟其出席仍應算 

入該次會議之出席人數內。 

(c)Director who has a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matter under discussion at Board meeting 

shall explain to the Board meeting the 

essential contents of such personal interest. 

Where the spouse, a blood relative within the 

second degree of kinship of a director, or any 

company which has a controlling or 

subordinate relation with a director has 

interests in the matters under discussion in 

the meeting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such 

director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a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matter. 

董事對於董事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 

係時，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自身利害關 

係之重要內容。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 

配合公司

法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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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 

就前項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董 

事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第 113條 (a)The company's annual profit, if any,  

should be allocated at least one   

percent(1%) of employee’s bonus.by    

Board resolution issuance of stock or  

cash distribution, which were issued    

include the employees of the Company’s 

affiliate group; and should be  

allocated 3 percent(3%) or less for the 

remuneration to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Employee’s bonus and 

remuneration to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should assign the proposal 

to report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The 

Company may retain any profit on which 

the company has accumulated losses.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 hereinafter 

satisfy, Balance of profit shall be 

payable as employee's bonus and 

remuneration to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 in proportion to the ratio 

mentioned. 

(b)~(d)略 

 (a)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至少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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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下為董監酬勞。員 

工酬勞及董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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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監酬勞。 

 

(b)~(d)略 

(a)The company's annual profit, if any, 

should be allocated at least one  

percent(1%) of employee’s bonus.by    

Board resolution issuance of stock or 

cash distribution, which were issued 

include the employees of parents or 

subsidiaries of the Company; and 

should be allocated 3 percent(3%) or 

less for the remuneration to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Employee’s bonus 

and remuneration to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should assign the 

proposal to report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The Company may retain any 

profit on which the company has 

accumulated losses.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 hereinafter satisfy, 

Balance of profit shall be payable as 

employee's bonus and remuneration to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 in 

proportion to the ratio mentioned. 

(b)~(d)略 

 (a)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至少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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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或控制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

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 3%以下為董監酬

勞。 

員工酬勞及董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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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監酬勞。 

(b)~(d)略 

配合公司

法修訂 

第 125條 A printed copy of each of the Directors’ report(s) 

or statement(s) to  

              : 

              : 

annual general meeting. 

 

 

 

 

前述董事會擬送交常會承認之報告 

             : 

             : 

境內之股務代理人處供股東隨時檢閱。 

A printed copy of each of the Directors’ 

report(s) or statement(s) to  

              : 

              : 

annual general meeting. The Board or other 

authorized conveners of shareholders’ meetings 

may require Company or its shareholder service 

agent to provide with the roster of 

shareholders. 

前述董事會擬送交常會承認之報告 

             : 

             : 

境內之股務代理人處供股東隨時檢閱。董事

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得請求公

司或股務代理機構提供股東名簿。 

配合公司

法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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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7條 A Supervisor may be removed prior to the 

expiration of his term by a Supermajority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Members.  For 

purposes of determining disqualification of a 

Supervisor, Article 96 of this Article is applicable 

to each Supervisor and the candidates. 

 

 

 

 

 

 

監察人得於任期屆滿前經股東會重度特別決議

解任。本章程第 96 條及本條規定，於監察人及

監察人候選人資格認定時準用之。 

A Supervisor may be removed prior to the 

expiration of his term by a Supermajority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Members. 

Supervisors whose shares has transferred, 

during the term of office as a supervisor, more 

than one half of Company's shares being held 

by him/her at the time he/she is elected, 

he/she shall, ipso facto, be discharged from the 

office of Supervisor. For purposes of 

determining disqualification of a Supervisor, 

Article 96 of this Article is applicable to each 

Supervisor and the candidates. 

監察人得於任期屆滿前經股東會重度特別決

議解任。監察人在任期中轉讓超過選任當時

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該監察

人當然解任。本章程第 96 條及本條規定，於

監察人及監察人候選人資格認定時準用之。 

配合公司

法修訂 

第 131條 Each Supervisor may exercise his or her 

supervisory power jointly and/or severally, and 

shall have the following authorities: 

每一監察人均得單獨或共同行使其監察權，並

各有下列權限： 

(a) May at any and all times examine the 

business and financial conditions of the 

Company and inspect the corporate books, 

records and documents as well as request 

the Board or the officers to submit reports 

thereon; 

得隨時查閱本公司之業務及財務狀況，並

檢查公司之簿冊、記錄與文件，請求董事

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 

 

(b)~(c)略 

(d)Shall be deemed to be authorised by the 

Company to appoint an accountant or attorney 

to handle matters relating to a Supervisor’s 

duties. 

指定會計師或律師處理與監察人之職權有關 

之事務。 

Each Supervisor may exercise his or her 

supervisory power jointly and/or severally, and 

shall have the following authorities: 

每一監察人均得單獨或共同行使其監察權，

並各有下列權限： 

(a) May at any and all times examine the 

business and financial conditions of the 

Company and inspect, transcribe or make 

copies of the corporate books, records and 

documents as well as request the Board or 

the officers to submit reports thereon; 

得隨時查閱本公司之業務及財務狀況，並

檢查、抄錄或複製公司之簿冊、記錄與文

件，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 

(b)~(c)略 

(d)Shall be deemed to be 47uthorized by the 

Company to appoint an accountant or 

attorney to handle matters relating to a 

Supervisor’s duties; and 

指定會計師或律師處理與監察人之職權有 

關之事務；以及 

 

(e)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the Board does 

not or is unable to convene a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the Supervisors may,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ompany, call a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when it is deemed necessary. 

配合公司

法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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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外， 

得為公司利益，於必要時，召集股東會。 

第 133條 Supervisors may, in addition to carrying out their 

own duties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ROC, attend 

Directors’ meetings and express their opinions, 

but shall not be entitled to vote nor be counted 

in the quorum for the meeting. 

 

 

 

 

 

 

 

 

監察人除得依據中華民國法律行使監察權外，

並得參加董事會表示意見。惟監察人不得參與

投票，亦不計入法定開會出席人數內。 

Supervisors may, in addition to carrying out 

their own duties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ROC, 

attend Directors’ meetings and express their 

opinions, but shall not be entitled to vote nor 

be counted in the quorum for the meeting. In 

case the Board or any Director commits any act, 

in carrying out the business operations of the 

Company, in a manner in violation of the laws, 

regulations,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or the 

resolutions of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the 

Supervisor shall forthwith advise, by a notice, to 

the Board or the Director, as the case may be, 

to cease such act. 

監察人除得依據中華民國法律行使監察權

外，並得參加董事會表示意見。惟監察人不

得參與投票，亦不計入法定開會出席人數

內。董事會或董事執行業務有違反法令、章

程或股東會決議之行為者，監察人應即通知

董事會或董事停止其行為。 

配合公司

法修訂 

第 136條 Where a Director is or maybe in breach of his 

duties and subject to and if permitted by 

Applicable Law, one or more Member(s) of the 

Company holding three-percent (3%) or mor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outstanding voting 

shares of the Company continuously for a period 

of one (1) year or more may request the 

Supervisors, if permitted by Applicable Law, to 

institute a lawsuit against such Director(s)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in a competent court 

having jurisdiction, including, if applicable, the 

Taipei District Court as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In case that the Supervisors fail to institute a 

lawsuit against the Director(s) within thirty (30) 

days of receipt of such request from the 

Member(s), such one or more Member(s) of the 

Company holding three-percent (3%) or mor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outstanding voting 

shares of the Company continuously for a period 

of one (1) year or more, subject to and if 

permitted by Applicable Law, may initiate a 

lawsuit against the Director(s)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in a competent court having 

jurisdiction, including, if applicable the Taipei 

District Court as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Where a Director is or maybe in breach of his 

duties and subject to and if permitted by 

Applicable Law, one or more Member(s) of the 

Company holding one-percent (1%) or mor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outstanding voting 

shares of the Company continuously for a 

period of six (6) months or more may request 

the Supervisors, if permitted by Applicable Law, 

to institute a lawsuit against such Director(s)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in a competent court 

having jurisdiction, including, if applicable, the 

Taipei District Court as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In case that the Supervisors fail to 

institute a lawsuit against the Director(s) within 

thirty (30) days of receipt of such request from 

the Member(s), such one or more Member(s) 

of the Company holding one-percent (1%) or 

mor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outstanding 

voting shares of the Company continuously for 

a period of six (6) months or more, subject to 

and if permitted by Applicable Law, may initiate 

a lawsuit against the Director(s)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in a competent court having 

jurisdiction, including, if applicable the Taipei 

District Court as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配合公司

法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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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有違反其職務或法律規定之行為者，繼續

持有本公司已發行有投票權股份百分之三以上

股份達一年之股東，得依據中華民國相關法律

之規定，請求監察人代表本公司向有管轄權之

法院，包括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在內，對董事提

起訴訟。監察人如未於收到前述股東請求後三

十天內對董事提起訴訟，該股東得依據中華民

國相關法律規定，代表本公司向有管轄權之法

院，包括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在內，對董事提起

訴訟。 

董事有違反其職務或法律規定之行為者，繼

續持有本公司已發行有投票權股份百分之一

以上股份達 6 個月以上之股東，得依據中華

民國相關法律之規定，請求監察人代表本公

司向有訴訟管轄權之法院，包括台灣台北地

方法院在內，對董事提起訴訟。監察人如未

於收到前述股東請求後三十天內對董事提起

訴訟，該股東得依據中華民國相關法律規

定，代表本公司向有訴訟管轄權之法院，包

括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在內，對董事提起訴訟。 

第 152條 (新增) The director shall be comply with duty of 

loyalty and duty of care, director shall faithfully 

carry out the business affairs. The director shall 

be liable for damages if breaches of the duty. 

The shareholder meeting will resolute to 

ascribe the income to the company no matter 

the conduct is for oneself or others. The 

director shall, in the event of any breach of the 

law, be liable to the company for the conduct of 

the business, if the breach has resulted in the 

loss of damage, and the director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company.  

The manager and supervisor of the company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same liability for 

damage compensation as the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within the scope of performing their 

duties. 

公司之董事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

負損害賠償責任。該行為若係為自己或他人

所為時，股東會得以決議，將該行為之所得

視為公司之所得。 

公司之董事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

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

連帶賠償之責。公司之經理人、監察人在執

行職務範圍內，應負與公司董事相同之損害

賠償責任。 

配合公司

法修訂 

第 153條 (新增) The Company shall comply with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business practices, also may take 

action to enhance public interest so as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society.  

公司經營業務，應遵守法令及商業倫理規

範，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以善盡其

社會責任。 

配合公司

法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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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保綠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 2條(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第 1項至第 7項略)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
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
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
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以下略) 

第 2條(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第 1項至第 7項略)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
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
東之提案、受理處所及受理期
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以下略) 

配合集

保公司

之修訂 

第 15 條：(公告) 
第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
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
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
表，於股東報到處及股東會開會會
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以下略) 

第 15 條：(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
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
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
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
為明確之揭示。 

 (以下略) 

配合集

保公司 

之修訂 

第 18 條：本規則經董事會決議並經股東會通
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本規則訂
定於 2010年 10月 27日；2011年
12 月 27日第一次修訂；2012年 6
月 6日第二次修訂；2013年 6月 18
日第三次修訂；2015年 6月 18 日
第四次修訂；2019年 6月 28日第
五次修訂。 

 

第 18 條：本規則經董事會決議並經股
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本規則訂定於 2010年 10
月 27 日；2011年 12 月 27
日第一次修訂；2012 年 6月
6日第二次修訂；2013年 6
月 18 日第三次修訂；2015
年 6月 18日第四次修訂。 

 

修訂的

次數及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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