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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民國 107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民國 107 年度個體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民國 108 年 3

月 25 日董事會通過，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永智會計
師及劉子猛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呈送審計委員
會審查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書在案。 

      (二)、本公司民國 107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個體暨
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三~四】。 

決議：經票決結果，出席股東可表決總權數 599,075,923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總權數 

贊成權數： 597,705,054 權 
99.77 %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64,051,591 權) 

反對權數： 51,615 權 
0.01 %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1,615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19,254 權 
0.22 %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131,443 權) 

無效權數： 0 權 0 % 

          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二分之一，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民國 107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明：(一)、民國 107 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五】。 

      (二)、本公司民國 107 年度累積可供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664,038,821

元，擬發放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 0.49 元，俟股東常會通過後，
授權董事會另行訂定除息基準日、現金股利發放日，並依該
日之實際流通在外股數，調整股東配息率配發。 

      (三)、現金股利分派予個別股東之股利總額發放至元，未滿一元之
畸零數額，列入本公司其他收入。 

決議：經票決結果，出席股東可表決總權數 599,075,923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總權數 

贊成權數： 597,708,138 權 
99.77 %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64,054,675 權) 

反對權數： 52,531 權 
0.01 %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2,531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15,254 權 
0.22 %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127,443 權) 

無效權數： 0 權 0 % 

          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二分之一，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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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公決。 

說明：(一)、依據 107.8.1 華總一經字第 10700083291 號總統令公布修正 

「公司法」，本公司爰依規定及實務運作配合修訂本公司    

「公司章程」以資遵循。 

      (二)、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決議：經票決結果，出席股東可表決總權數 599,075,923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總權數 

贊成權數： 597,713,906 權 
99.77 %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64,060,443 權) 

反對權數： 46,763 權 
0.01 %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6,763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15,254 權 
0.22 %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127,443 權) 

無效權數： 0 權 0 %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贊成權數超過出席
股東表決權數二分之一，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提請  公決。 

說明：(一)、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11.26 金管證發字第 1070341072

號令，號令，發布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部分條文，本次修正主要係配合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第十六號租賃，並提升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資訊揭露品質
及明確外部專家責任等，爰依規定配合修訂本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    

【附件七】。 

決議：經票決結果，出席股東可表決總權數 599,075,923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總權數 

贊成權數： 597,714,946 權 
99.77 %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64,061,483 權) 

反對權數： 45,723 權 
0.01 %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5,723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15,254 權 
0.22 %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127,443 權) 

無效權數： 0 權 0 % 

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二分之一，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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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許可解除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提請  公決。 

說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
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
許可。 

      (二)、擬提請股東常會同意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如有
公司法第 209 條競業禁止之行為，當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
前提下，解除其於任期內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以上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解除競業禁止限制之職務  

明細請參閱【附件八】。 

決議：經票決結果，出席股東可表決總權數 599,075,923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總權數 

贊成權數： 597,696,651 權 
99.77 %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64,043,188 權) 

反對權數： 66,378 權 
0.01 %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66,378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12,894 權 
0.22 %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125,083 權) 

無效權數： 0 權 0 %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贊成權數超過出席
股東表決權數二分之一，本案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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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中華民國公司法股份有

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訂名為台

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中華民國公司法股份有

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台

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

定名為 ScinoPharm Taiwan, Ltd.。 

因應公司法

新訂第 392

條之 1，爰

配合增訂公

司英文名稱

相關內容 

第 七 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

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並經主管

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

證後發行之。本公司公開發行股

票後，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七 條 

本公司股票由代表本公司之董事

簽名或蓋章，並經依法得擔任股

票發行簽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

之。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

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機構登錄。 

因應公司法

修訂第 162

條與本公司

現況，爰配

合修改部分

內容與文字 

第 八 條 

本公司股票，應均為記名股票，

自然人股東應記載其姓名、住

址，若用法人名稱，應記載其代

表人姓名及住址於本公司之股東

名簿，其為二人以上之股東所共

有者，應推定一人為其代表。 

第 八 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自然人

股東應記載其姓名、住址，若用

法人名稱，應記載其代表人姓名

及住址於本公司之股東名簿，其

為二人以上之股東所共有者，應

推定一人為其代表。 

配合本次章

程修訂，爰

修改部分文

字以符法令

精神 

第 九 條 

股票遺失或毀滅，應即由股東或

合法持有人向治安機關報案，並

填具掛失申請書交由本公司查核

登記，同時應依民事訴訟法公示

催告程序，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聲

請法院公示催告，俟除權判決

後，檢同判決書向本公司股務代

理機構申請補發新股票。 

第 九 條 

股票遺失或毀滅，應即由股東或

合法持有人向治安機關報案，並

填具掛失申請書交由本公司查核

登記，同時應依民事訴訟法公示

催告程序，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聲

請法院公示催告，俟除權判決

後，檢同判決書向本公司申請登

錄。 

因應本公司

股票業已無

實體發行暨

配合本次章

程修訂，爰

修改部分文

字以符現況 

第 十 條 

股票遇有轉讓、分割、遺失、破

損或毀滅等情事發生而換發或補

發新股票時，本公司股務代理機

構得酌收工本費。 

第 十 條 

股票遇有轉讓、分割、遺失、破

損或毀滅等情事發生而換發或補

發新股票時，除法令及證券規章

另有規定外，悉依「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辦理，本

公司股務代理機構得酌收工本

費。 

配合本次章

程修訂，調

整原第十一

條第二項內

容於本條，

以符法令精

神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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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 十一 條 

股東應將真實姓名、住所報明本

公司股務代理機構，並填具印鑑

卡送交本公司存查。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除法令

及證券規章另有規定外，悉依「公

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辦理。 

第 十一 條 

股東應將真實姓名、住所報明本

公司股務代理機構，並填留印鑑

卡存查。 

配合本次章

程修訂，調

整本條第二

項內容至第

十條，以符

法令精神，

並酌修文字 

第 十三 條 

股份轉讓之登記，於股東常會開

會前三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

前十五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

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

五日內，停止股票過戶。本公司

公開發行股票後，公司應於股東

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

會開會前三十日內，停止股票過

戶。 

第 十三 條 

股份轉讓之登記，於股東常會開

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

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

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

五日內，不得為之。 

本公司股票

業已公開發

行並上市掛

牌，爰配合

本次章程修

訂，參照公

司法第 165

條刪除部分

內容並酌修

文字 

第 十六 條 

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股東會應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

股東出席，方得開議，其決議應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行之。 

第 十六 條 

除公司法及相關法令另有規定

外，股東會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總數過半數之股東親自或代理出

席，其決議應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配合本次章

程修訂，調

整原第十九

條第二項部

分內容於本

條 合 併 表

達，以符法

令精神 

第 十八 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

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

以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

範圍，委託代理人代理出席，並

行使其權利。此項代理人，不限

於本公司之股東。本公司公開發

行股票後，悉依「公開發行公司

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

理。 

第 十八 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

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

以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

範圍，委託代理人代理出席，並

行使其權利。此項代理人，不限

於本公司之股東；相關作業悉依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

委託書規則」及相關法令辦理。 

本公司股票

業已公開發

行並上市掛

牌，爰配合

本次章程修

訂調整部分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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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 十九 條 

股東會議，由董事會召集時，以

董事長為主席。遇董事長請假或

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指定董事

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

人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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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之。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及相關

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

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親自或

代理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表決時，如經

主席徵詢出席股東無異議者，視

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第 十九 條 

股東會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

外，由董事會召集，以董事長為

主席。遇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

行使職權時，指定董事一人代理

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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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因應主管機

關推動逐案

投票表決與

法規修正，

爰配合酌修

部分文字，

並將第二項

部分內容刪

除及與第十

六條內容合

併表達，以

符公司治理

之精神 

第二十四條 

董事之任期為三年，得連選連

任；其中獨立董事之連續任期均

不超過三屆。選任後得經董事會

決議為本公司董事購買責任保

險。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有

關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依公

司法及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之規定設置

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

成。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之組成、職權

事項、議事規則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辦理。 

第二十四條 

董事之任期為三年，得連選連

任；其中獨立董事之連續任期均

不超過三屆。選任後得經董事會

決議為本公司董事購買責任保

險。有關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

例，悉依公司法及證券主管機關

之規定。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之規定設置

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

成。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之組成、職權

事項、議事規則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辦理。 

本公司股票

業已公開發

行並上市掛

牌，故配合

本次章程修

訂刪除及調

整部分文字 

第二十七條 

除每屆新當選之第一次董事會，

由所得票最多之董事召集外，董

事會應由董事長召集之，並應由

召集人至少於會議七日前以書

面、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載明

會議日期、地點及議程通知各董

事。如遇緊急情事，董事會亦得

經上述通知方式而隨時召集之。 

第二十七條 

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

由董事長召集之，並應由召集人

至少於會議七日前以書面、傳真

或電子郵件等方式載明會議日

期、地點及議程通知各董事。如

遇緊急情事，董事會亦得經上述

通知方式而隨時召集之。 

因應公司法

修訂第 203

條 及 增 訂

203 條 之

1，爰配合修

改部分內容

與文字以符

法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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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二十九條 

董事於董事會議採行決議，行使

其職權，董事會應至少每季召開

一次。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董

事會行使後述第一項關於公司章

程修訂之職權應經全體董事四分

之三以上同意，其餘事項之決議

應以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同

意行之： 

(一)～(十)(略) 

(十一)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議案

之提議。 

(十二)～(二十)(略) 

第二十九條 

董事於董事會議採行決議，行使

其職權，董事會應至少每季召開

一次。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董

事會行使後述第一項關於公司章

程修訂之職權應經全體董事四分

之三以上同意，其餘事項之決議

應以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同

意行之： 

(一)～(十)(略) 

(十一)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議案

之提議。 

(十二)～(二十)(略) 

根據公司法

第 228 條最

新內容，爰

配合修改部

分文字以符

法令精神 

第三十六條 

本公司得設總經理ㄧ人、副總經

理及經理若干人，總經理及副總

經理經董事會通過任免之。經理

由總經理任免之，並提報董事會

備查。 

第三十六條 

本公司設總經理及副總經理等經

理人若干人。經理人之委任、解

任及報酬應由董事會之決議行

之。 

酌修改文字

以具體說明

經理人之任

免與管理 

第三十九條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後，造具下列

決算表冊，經董事會審議並依法

定程序提請股東會承認： 

1.營業報告書。 

2.財務報表。 

3.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第三十九條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後，造具下列

各項表冊，經董事會審議並依法

定程序提請股東會承認： 

1.營業報告書。 

2.財務報表。 

3.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根據公司法

第 228 條最

新內容，爰

配合修改部

分文字以符

法令精神 

第四十一條 

本公司所處產業環境多變，董事

會對於盈餘分派議案之擬具，應

考慮公司未來之資本支出預算及

資金之需求，並衡量以盈餘支應

資金需求之必要性，以決定盈餘

保留或分派之數額及以現金方式

分派股東紅利之金額。 

本公司每年決算如有盈餘，除依

法提繳營利事業所得稅、彌補以

往年度虧損外，如尚有餘額，應

先提法定盈餘公積百分之十，並

依法提列或回轉特別盈餘公積

後，再加計上年度累積未分配盈

餘後，為累積可分配盈餘，股東

第四十一條 

本公司所處產業環境多變，董事

會對於盈餘分派議案之擬具，應

考慮公司未來之資本支出預算及

資金之需求，並衡量以盈餘支應

資金需求之必要性，以決定盈餘

保留或分派之數額及以現金方式

分派股東紅利之金額。 

本公司每年決算如有盈餘，除依

法提繳營利事業所得稅、彌補以

往年度虧損外，如尚有餘額，應

先提法定盈餘公積百分之十，但

法定盈餘公積累積已達本公司實

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次依法

提列或回轉特別盈餘公積後，再

因應公司法

增訂第 228

條之 1，爰

修改部分內

容文字以茲

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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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紅利應為累積可分配盈餘之 50%

至 100%，現金股利比率不低於當

年度股利分配總額之 30%，由董

事會擬具盈餘分派議案，提請股

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加計上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後，

為累積可分配盈餘，股東紅利應

為累積可分配盈餘之 50% 至

100%，現金股利比率不低於當年

度股利分配總額之 30%，由董事

會擬具盈餘分派議案，提請股東

會決議後分派之。 

第四十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八十六年十月十六

日。第一次修訂於八十七年三月

十七日。第二次修訂於八十八年

四月七日。第三次修訂於八十九

年七月二十一日。第四次修訂於

九十年十二月三日。第五次修訂

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三日。第

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三月十

三日。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

年六月三十日。第八次修訂於民

國九十二年六月三十日。第九次

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十四

日。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

六月三日。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四年十月三日。第十二次修

訂於民國九十五年二月十五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

月七日。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

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第十五次修

訂於民國九十八年九月二十五

日。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

年四月二十九日。第十七次修訂

於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九日。第

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

十三日。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

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第二十次修

訂於民國一○三年六月十八日。第

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六

月二十七日。第二十二次修訂於

民國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四十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八十六年十月十六

日。第一次修訂於八十七年三月

十七日。第二次修訂於八十八年

四月七日。第三次修訂於八十九

年七月二十一日。第四次修訂於

九十年十二月三日。第五次修訂

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三日。第

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三月十

三日。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

年六月三十日。第八次修訂於民

國九十二年六月三十日。第九次

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十四

日。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

六月三日。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四年十月三日。第十二次修

訂於民國九十五年二月十五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

月七日。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

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第十五次修

訂於民國九十八年九月二十五

日。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

年四月二十九日。第十七次修訂

於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九日。第

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

十三日。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

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第二十次修

訂於民國一○三年六月十八日。第

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六

月二十七日。第二十二次修訂於

民國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第二

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六月

二十七日。 

配合歷屆章

程修訂，增

列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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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二條、資產適用範圍 

本處理程序所稱資產之適用範圍

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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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設備。 

(三)會員證。 

(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

許權等無形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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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資產適用範圍 

本處理程序所稱資產之適用範圍

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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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設備。 

(三)會員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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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適用國

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十六

號租賃公報

規定，爰新

增第五款，

擴大使用權

範圍，原第

二款土地使

用權納入第

五 款 規 範

內，其餘各

款則依序挪

移 

第三條、用詞定義 

本處理程序用詞之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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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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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用詞定義 

本處理程序用詞之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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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配合國際

財務報導準

則第九號金

融工具之定

義，修正第

一項第一款

關於衍生性

商品範圍之

文字內容。 

2.因應公司

法於 107.8.1

發布修正條

文，並已於

107.11.1 正

式施行，爰

配合其條次

修正，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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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購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

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八

項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

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三)～(六)(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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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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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款之援

引條文。 

3.配合本次

修訂，增列

相關名詞之

解釋 

第四條、評估與作業程序 

(一)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 

1.～2.(略) 

3.有價證券投資核決權限： 

(1)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櫃

檯買賣中心買賣之有價

證券，買賣金額新台幣壹

仟萬元以下者，授權總經

理決定；金額達新台幣壹

仟萬元(含)以上者，由總

經理提董事會討論或追

第四條、評估與作業程序 

(一)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 

1.～2.(略) 

3.有價證券投資核決權限： 

(1)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櫃

檯買賣中心買賣之有價

證券，買賣金額新台幣壹

仟萬元以下者，授權總經

理決定；金額達新台幣壹

仟萬元(含)以上者，由總

經理提董事會討論或追

1.配合現行

有價證券投

資之實務運

作酌修文字 

2.有鑑於第

一項第三款

第三目所列

之短期資金

運用工具，

其性質與風

險與其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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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認之，相關作業經由財會

部門執行之。 

(2)於集中交易市場或櫃檯

買賣中心買賣之有價證

券，由董事會授權財會部

門依當時市場價格，透過

集中交易市場或櫃檯買

賣中心為之。 

(3)債券型/貨幣型基金、票債

券附買回交易等短期資

金運用，買賣金額新台幣

叁億元以下者，授權總經

理決定；金額達新台幣叁

億元(含)以上者，由總經

理提董事會討論或追認

之，相關作業經由財會部

門執行之。 

(二)(略)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

設備，應由使用部門及相關權

責單位事先擬定資本支出計

畫，就取得或處分目的、預計

效益等進行可行性評估，並按

本處理程序第六條之規定辦

理相關作業與進行必要之控

管；如係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應依本處理程序第六條及

第七條之規定評估交易條件

合理性等事項，及辦理相關作

業與進行必要之控管。 

(四)(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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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之，相關作業由財會部

門執行之。 

(2)於集中交易市場或櫃檯

買賣中心買賣之有價證

券，由總經理提董事會討

論或追認之，相關作業由

財會部門依當時市場價

格，透過集中交易市場或

櫃檯買賣中心為之。 

(原第三目刪除) 

 

 

 

(二)(略)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應由使用

部門及相關權責單位事先擬

定資本支出計畫，就取得或處

分目的、預計效益等進行可行

性評估，並按本處理程序第六

條之規定辦理相關作業與進

行必要之控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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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提董

事會討論或追認；如係與關係

人取得或處分資產，應依本處

理程序第六條及第七條之規

定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

項，及辦理相關作業與進行必

要之控管。 

(四)(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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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證券並不

相同，且主

管機關業已

排除該類工

具達一定標

準應發布重

大訊息之適

用，乃配合

本次修訂刪

除 相 關 內

容，回歸公

司內部核決

權限規定辦

理 

3.配合適用

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十

六號租賃公

報規定，將

使用權資產

納入本條規

範，爰增修

第三、五、

七項部分內

容 

4.配合本次

修訂，增訂

與非關係人

從事不動產

等資產交易

之核定層級

以茲明確 

5.主管機關

考量與我國

中央及地方

政府機關交

易，價格遭

操縱之可能

性較低，爰

免除專家意

見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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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略) 

(七)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價

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除參

酌專業估價與會計師等相關

專家之意見外，並應依下列各

情形辦理： 

1.～2.(略) 

3.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應考量

其可產生之效益，參酌當時

最近之成交價格議定；取得

或處分專利權、著作權、商

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應參考國際或市場慣例、可

使用年限及對公司技術、業

務之影響議定。 

4.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設備

應參考公告現值、評定現

值、鄰近不動產實際成交價

格或帳面價值、供應商報價

等議定之，若係向關係人購

入不動產，應先依本處理程

序第七條規定之方法設

算，以評估交易價格是否合

理。 

(以下略) 

(六)(略) 

(七)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價

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除參

酌專業估價與會計師等相關

專家之意見外，並應依下列各

情形辦理： 

1.～2.(略) 

3.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應考量

其可產生之效益，參酌當時

最近之成交價格議定；取得

或處分專利權、著作權、商

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應參考國際

或市場慣例、可使用年限及

對公司技術、業務之影響議

定。 

4.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應參考公告

現值、評定現值、鄰近不動

產實際成交價格或帳面價

值、供應商報價等議定之，

若係向關係人購入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應先依本

處理程序第七條規定之方

法設算，以評估交易價格是

否合理。 

(以下略) 

至於與外國

政府機關交

易，因其相

關規定及議

價機制較不

明確，故不

在 豁 免 範

圍，爰配合

修正第五項

相關內容 

第五條、投資非供營業用不動產

與有價證券額度 

(一)本公司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

不動產總額不得逾股東權益

百分之五十，取得有價證券總

額不得逾股東權益百分之一

百五十。取得個別有價證券不

得逾股東權益百分之三十，但

經股東會決議通過者不在此

限。 

(二)各子公司之投資限額，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1.非屬專業投資之子公司，購

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

第五條、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與有價證券

額度 

(一)本公司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總額

不得逾股東權益百分之五

十，取得有價證券總額不得逾

股東權益百分之一百五十。取

得個別有價證券不得逾股東

權益百分之三十，但經股東會

決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二)各子公司之取得限額，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1.非屬專業投資之子公司，取

配合適用國

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十六

號租賃公報

規定與主管

機關法令修

訂，爰增訂

關於本公司

與子公司關

於非供營業

使用之使用

權資產額度

規範內容，

並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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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不得逾資本額或股東

權益 (較高者)之百分之五

十；購買有價證券之總額不

得逾資本額或股東權益(較

高者)之百分之一百五十；

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

為資本額或股東權益(較高

者)之百分之五十。 

2.凡屬專業投資之子公司購

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

總額不得逾總資產之百分

之五十；有價證券之總額不

得逾總資產之百分之一

百；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

額為總資產之百分之一百。 

3.各子公司投資額度若有超

限時，如經該公司董事會通

過並提報本公司董事會追

認者，不在此限。 

得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總額不得

逾資本額或股東權益(較高

者)之百分之五十；取得有

價證券之總額不得逾資本

額或股東權益(較高者)之百

分之一百五十；取得個別有

價證券之限額為資本額或

股東權益(較高者)之百分之

五十。 

2.凡屬專業投資之子公司取

得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總額不得

逾總資產之百分之五十；取

得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逾

總資產之百分之一百；取得

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為總

資產之百分之一百。 

3.各子公司取得額度若有超

限時，如經該公司董事會通

過並提報本公司董事會追

認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資產估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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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前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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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交易條件變更者，亦應比照

上開程序辦理。 

(二)～(四)(略) 

第六條、資產估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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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前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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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略) 

1.配合適用

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十

六號租賃公

報規定與主

管機關法令

修訂，將使

用權資產納

入本條規範 

2.主管機關

考量與我國

政府機關交

易，價格遭

操縱之可能

性較低，爰

免除專家意

見之取得，

至於與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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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交

易，因其相

關規定及議

價機制較不

明確，故不

在豁免範圍 

第七條、關係人交易 

(一)(略) 

(二)決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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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基

金外，執行單位應將下列資

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

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

支付款項： 

1.～2.(略) 

3.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本

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評

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

相關資料。 

4.～7.(略)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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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提

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

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母公司或子公司

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在

新臺幣三億元額度內先行決

第七條、關係人交易 

(一)(略) 

(二)決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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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應將

下列資料，提交審計委員會同

意及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訂

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1.～2.(略)  

3.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三項

及第四項規定評估預定交

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4.～7.(略)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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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提

交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事會

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母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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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配合適用

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十

六號租賃公

報規定與主

管機關法令

修訂，將使

用權資產納

入本條規範 

2.主管機關

考量我國中

央及地方政

府債信明確

且 容 易 查

詢，但外國

政府債信不

一，爰明定

買賣國內公

債得免除提

交董事會通

過等程序 

3.考量公開

發行公司與

其母、子公

司，或其直

接或間接百

分之百持有

之子公司彼

此間，因業

務上之整體

規劃，有統

籌集體採買

或租賃供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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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

會追認。 

若本公司設有獨立董事，依前

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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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本公司設有審計委員會，依

前述規定應經監察人承認事

項，應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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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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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及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

任者計算之。 

 

 

 

 

 

(三)交易條件合理性之評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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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洽請會計

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1)～(2)(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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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所

列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

本。 

2.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依本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不

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董事

會得授權董事長在新臺幣三

億元額度內先行決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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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前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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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前述規定提交審計委員會

事項，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

董事會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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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及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

任者計算之。 

(三)交易條件合理性之評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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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洽請會計師複核及

表示具體意見： 

(1)～(2)(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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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所列任一方法評

估交易成本。 

2.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有下列

業使用之設

備再有移轉

( 含買賣或

轉租 ) 之必

要及需求，

或租賃不動

產再分租之

可能，且該

等交易風險

較低，爰修

正第二項部

分文字，放

寬該等公司

間取得或處

分供營業使

用之設備等

項，得授權

董事長先行

辦理；並修

正第三項第

二款部分文

字，排除該

等交易應依

本條第三項

評估交易成

本 ( 關係人

取得不動產

交易價格或

租賃不動產

支 付 之 價

格 ) 合理性

之規定，亦

無須依照第

四項有關舉

證交易價格

合理性及第

五項有關應

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等規



      

- 42 -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適用本項前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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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四)設算交易成本低於交易價格

時應辦事項： 

依前項規定評估結果之交易

成本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除

係因下列情形，並能提出客觀

證據、取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者

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意見

者外，應依第五項之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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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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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標的房地其他樓層

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

租賃案例，經按不動產租

情形之一者，應依本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不適用本項前

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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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4)本公司與母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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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設算交易成本低於交易價格

時應辦事項： 

依前項規定評估結果之交易

成本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除

係因下列情形，並能提出客觀

證據、取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者

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意見

者外，應依第五項之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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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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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第三目刪除) 

 

定辦理。 

4.配合廠房

等不動產租

賃之實務運

作，放寬向

關係人取得

不動產使用

權資產，得

以鄰近地區

一年內非關

係人租賃交

易作為設算

及推估交易

價格合理性

之 參 考 案

例，及增訂

租賃案例亦

為 交 易 案

例，並配合

修訂第四項

部分文字。 

5.本公司業

已成立審計

委員會取代

監 察 人 制

度，爰配合

修訂相關條

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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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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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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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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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項規定評估結果之交易成本

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應辦理下

列事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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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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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應俟

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

價損失或處分或為適當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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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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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規定評估結果

之交易成本均較交易價格為

低，應辦理下列事項： 

1.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或其

使用權資產與評估成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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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應俟

高價購入或承租之資產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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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

據確定無不合理，並經金管

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

盈餘公積。 

2.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

十八條規定辦理。 

3.應將1.及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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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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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金管會同意

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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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及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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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依本項規定辦

理。 

第八條、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控管 

(一)交易之原則及方針： 

1.～2.(略) 

3.權責劃分： 

(1)(略) 

(2)確認與交割人員：由非交

易人員之財務部門成員

分別負責衍生性商品交

易之確認與資金調度，及

後續交割事宜。 

(3)(略)  

4.可從事契約總額與損失上

限金額： 

(1)契約總額 

A.避險性交易： 

以合併資產及負債後

之外匯或負債淨部位

(含未來預計產生之淨

部位)為避險上限。 

B.(略) 

(2)～(3)(略) 

5.(略) 

第八條、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控管 

(一)交易之原則及方針： 

1.～2.(略) 

3.權責劃分： 

(1)(略)  

(2)確認與交割人員：由非交

易人員之財會部門成員

分別負責衍生性商品交

易之確認與資金調度，及

後續交割事宜。 

(3)(略)  

4.可從事契約總額與損失上

限金額： 

(1)契約總額 

A.避險性交易： 

以資產負債之外匯風

險淨部位(含預計產生

之淨部位)以及負債部

位 (含預計產生之部

位)為避險上限。 

B.(略) 

(2)～(3)(略) 

1.因應確認

交易人員之

實際代理情

形，爰酌修

文字以符合

現況 

2.配合本次

修訂，酌予

調整文字內

容以臻明確 

3.本公司業

已 股 票 上

市，並選任

獨立董事及

成立審計委

員會取代監

察人制度，

爰配合法令

修訂部分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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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略) 

(三)內部稽核制度： 

1.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

期瞭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

部控制之允當性，並對交易

部門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之作業程序遵循規定情形

按月稽核，且作成稽核報

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

應立即向董事長及董事會

指定之高階主管呈報，並以

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2.本公司辦理股票公開發行

後，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建

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

之規定，按時將前項稽核報

告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申

報金管會備查。 

(四)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處理情

形： 

1.～2.(略) 

3.總經理或董事會授權之高

階主管應依下列原則管理

衍生性商品交易： 

(1)(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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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略) 

5.(略) 

(二)(略) 

(三)內部稽核制度： 

1.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

期瞭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

部控制之允當性，並對交易

部門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之作業程序遵循規定情形

按月稽核，且作成稽核報

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

應立即向董事長及董事會

指定之高階主管呈報，並以

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2.本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

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

則」之規定，按時將前項稽

核報告及異常事項改善情

形申報金管會備查。 

(四)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處理情

形： 

1.～2.(略) 

3.總經理或董事會授權之高

階主管應依下列原則管理

衍生性商品交易： 

(1)(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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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應

有獨立董事出席並表示

意見。 

4.～5.(略) 

第十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

式及內容，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

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第十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

式及內容，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

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1.配合適用

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十

六號租賃公

報規定，將

使用權資產

納入本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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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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略)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

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

額並達下列規定之一： 

(1)～(2)(略)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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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預

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6.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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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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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買賣附買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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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

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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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買賣國內公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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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略) 

4.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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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略)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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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公司預

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6.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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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下列情形不在此

限： 

(1)買賣國內公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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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範 

2.主管機關

考量我國中

央及地方政

府債信明確

且 容 易 查

詢，但外國

政府債信不

一，爰明定

買賣國內公

債得免除公

告要求 

3.考量第一

項第一款已

明定關係人

交易之公告

規範，而第

六款係規範

非關係人交

易之情形，

乃酌修文字

以利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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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項所稱之交易金額依下

列方式計算之： 

1.～2.(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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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以下略)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

貨幣市場基金。 

(二)第一項所稱之交易金額依下

列方式計算之： 

1.～2.(略)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

發計畫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之金額。 

4.(略) 

(以下略) 

第十一條、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之控管 

(一)(略)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應於每月8日

前將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之情形，向本公司

申報。並應於每月 12 日前將

上月份及截至上月底取得或

處分資產情形向本公司申報。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如非屬公開

發行公司，其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達公告申報之標準者，應於

事實發生之日內通知本公

司，本公司並依規定於指定網

站辦理公告申報。 

前述未公開發行之子公司適

用第十條第一項第五款之應

公告申報標準有關達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總資產百

分之十規定，以本公司之實收

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第十一條、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之控管 

(一)(略)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應於每月八

日前將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向本公

司申報。並應於每月十二日前

將上月份及截至上月底取得

或處分資產情形向本公司申

報。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如非屬公開

發行公司，其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達公告申報之標準者，應於

事實發生之日內通知本公

司，本公司並依規定於指定網

站辦理公告申報。 

前述未公開發行之子公司適

用第十條第一項之應公告申

報標準有關實收資本額或總

資產規定，以本公司之實收資

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1.配合本次

修訂，將日

期表達改為

以國字表示 

2.主管機關

對於應公告

申報標準另

有增訂，爰

配合修改相

關文字以回

歸法令之規

範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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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十二條、罰則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相關承

辦人員及經理人違反金管會所頒

訂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或本處理程序

時，初次違反者應予以口頭告

誡，再犯者應予書面警告，累犯

或情節重大者應予以調職，必要

時並應強制參加內控制度訓練課

程，並列入年度個人績效考核之

參考。 

另，董事會或董事執行業務違反

相關規定及股東會決議者，監察

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八條之

二之規定，通知董事會或董事停

止其行為。若本公司設有審計委

員會時，前述監察人之職責，於

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第十二條、罰則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相關承

辦人員及經理人違反金管會所頒

訂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或本處理程序

時，初次違反者應予以口頭告

誡，再犯者應予書面警告，累犯

或情節重大者應予以調職，必要

時並應強制參加內控制度訓練課

程，並列入年度個人績效考核之

參考。 

另，董事會或董事執行業務違反

相關規定及股東會決議者，審計

委員會應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八

條之二之規定，通知董事會或董

事停止其行為。 

本公司業已

成立審計委

員會取代監

察人制度，

故配合修訂

相關內容 

第十三條、其他重要事項 

(一)(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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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其他重要事項 

(一)(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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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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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

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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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配合本次

法令修訂，

增列有關洽

請專業估價

者及其估價

人員、會計

師、律師或

證券承銷商

等專家之消

極資格應注

意內容。 

2.本公司業

已選任獨立

董事並成立

審計委員會

取代監察人

制度，故配

合 修 訂 第

三、四項相

關 文 字 內

容，並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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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三)本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

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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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董事異議資

料送各監察人。 

若本公司設有獨立董事，依前

述規定將本處理程序提報董

事會討論時，並應充分考量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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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本公司設有審計委員會，訂

定或修正本處理程序，如未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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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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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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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

察人。 

若本公司設有獨立董事，依前

述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

易提報董事會討論時，並應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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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本公司設有審計委員會，重

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

易，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得互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

係人之情形。 

(三)本處理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及

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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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董事異議資料

送審計委員會。 

依前述規定將本處理程序提

報董事會討論時，並應充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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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或修正本處理程序，如未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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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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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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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審計

委員會。 

依前述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

產交易提報董事會討論時，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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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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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

原第五項之

準用內容，

原第六項項

次則依序修

改為第五項 

3.考量本公

司股票非屬

無面額或每

股面額非新

台幣十元公

司，故刪除

原第七項相

關內容，回

歸法令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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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

會決議。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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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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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若本公司設有審計委員會，第

七條第二項、第八條第三項第

一款、本條第三項及第四項對

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

會準用之；第七條第五項第二

款規定，對於審計委員會之獨

立董事成員準用之。 

(六)本處理程序有關總資產百分

之十之規定，以證券發行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

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

總資產金額計算。 

(七)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

非屬新臺幣十元者，本處理程

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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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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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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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第五項刪除) 

(五)本處理程序有關總資產百分

之十之規定，以證券發行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

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

總資產金額計算。 

(原第七項刪除) 

第十四條、訂定與修訂 

本處理程序經民國 98 年 9 月 25

日股東會通過；並經民國 101 年 6

月 13 日、102 年 6 月 21 日、103

年 6 月 18 日、106 年 6 月 27 日股

東會修訂。 

第十四條、訂定與修訂 

本處理程序經民國 98 年 9 月 25

日股東會通過；並經民國 101 年 6

月 13 日、102 年 6 月 21 日、103

年 6 月 18 日、106 年 6 月 27 日、

108 年 6 月 27 日股東會修訂。 

配合本次修

訂，增列修

訂日期相關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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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 

解除本公司現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之職務明細 

截至民國 108 年 5 月 7 日 

姓名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統一企業(股) 

公司代表人： 

羅智先 

董 事 長： 

統一企業(股)公司、統一超商(股)公司、統一實業(股)公司、大統益(股)公司、
太子建設開發(股)公司、太子實業(股)公司、太子地產(股)公司、統健實業(股)

公司、誠實投資控股(股)公司、時代國際控股(股)公司、時代國際飯店(股)    

公司、時代國際行旅(股)公司、凱友投資(股)公司、統奕包裝(股)公司、統一
夢公園生活事業(股)公司、統一國際開發(股)公司、統一置業(股)公司、統昶
行銷(股)公司、統一數網(股)公司、統一友友旅行社(股)公司、凱南投資(股)

公司、統一時代(股)公司、統一企業中國控股有限公司、統一企業(中國)    

投資有限公司、統仁實業(股)公司、張家港統清食品有限公司、Uni-President 

(Philippines) Corp.、Uni-President (Thailand) Ltd.、Uni-President (Vietnam) 

Co.,Ltd.  

副董事長：統清(股)公司 

董    事： 

統一棒球隊(股)公司、南聯國際貿易(股)公司、統上開發建設(股)公司、捷盟
行銷(股)公司、家福(股)公司、統正開發(股)公司、悠旅生活事業(股)公司、    

統一生機開發(股)公司、坤基創業投資(股)公司、統義玻璃工業(股)公司、    

光泉牧場(股)公司、光泉食品(股)公司、統一開發(股)公司、德記洋行(股)    

公司、維力食品工業(股)公司、耕頂興業(股)公司、太子物業管理顧問(股)

公司、高權投資(股)公司、英屬維京群島商統一超商維京控股有限公司、    

統一超商納閩島控股有限公司、Cayman President Holdings Ltd.、Kai Yu  

(BVI) Investment Co., Ltd.、Uni-President Southeast Asia Holdings Ltd.、
President Packaging Holdings Ltd、President Energy Development (Cayman 

Islands) Ltd.、Uni-President Asia Holdings Ltd.、統一企業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合肥統一企業有限公司、鄭州統一企業有限公司、南昌統一企業有限公司、
廣州統一企業有限公司、福州統一企業有限公司、瀋陽統一企業有限公司、
長沙統一企業有限公司、南寧統一企業有限公司、湛江統一企業有限公司、
重慶統一企業有限公司、泰州統一企業有限公司、長春統一企業有限公司、
白銀統一企業有限公司、海南統一企業有限公司、貴陽統一企業有限公司、
濟南統一企業有限公司、杭州統一企業有限公司、徐州統一企業有限公司、
河南統一企業有限公司、陝西統一企業有限公司、江蘇統一企業有限公司、
寧夏統一企業有限公司、上海統一企業有限公司、山西統一企業有限公司、
天津統一企業有限公司、湖南統一企業有限公司、哈爾濱統一企業有限公
司、阿克蘇統一企業有限公司、內蒙古統一企業有限公司、石家莊統一企業
有限公司、新疆統一企業食品有限公司、武漢統一企業食品有限公司、昆山
統一企業食品有限公司、成都統一企業食品有限公司、昆明統一企業食品  

有限公司、北京統一飲品有限公司、上海統一企業飲料食品有限公司、統一
企業(昆山)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統一商貿(昆山)有限公司、統一商貿(湖北)

有限公司、統一(上海)商貿有限公司、煙台統利飲料工業有限公司、巴馬    

統一礦泉水有限公司、武穴統一企業礦泉水有限公司、婺源統一企業礦泉水
有限公司、長白山統一企業(吉林)礦泉水有限公司、皇茗資本有限公司、    

皇茗企業管理諮詢(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統一寶麗時代實業有限公司、呼圖
壁統一企業番茄製品科技有限公司 

總 經 理：統一數網(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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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企業(股)

公司代表人： 

蘇崇銘 

董 事 長： 

統一生命技(股)公司、統一開發(股)公司、AndroSciences Corp.、統宇投資(股)

公司 

董    事： 

凱友投資(股)公司、萬通票券金融(股)公司、統正開發(股)公司、統一國際    

開發(股)公司、統一企業中國控股有限公司、統一東京(股)公司、統一企業   

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統一超商(股)公司、凱南投資(股)公司、統一置業(股)    

公司、統宇投資(股)公司、President (BVI)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Holdings 

Ltd.、President Energy Development (Cayman Islands) Ltd.、President Life 

Sciences Cayman Co., Ltd.、SPT International, Ltd.、統一東京小客車租賃(股)

公司、統盛融資租賃有限公司、統盛 (蘇州)汽車租賃有限公司、Tanvex 

Biologics. Inc.、開發國際投資(股)公司、翔鷺實業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神腦國際企業(股)公司 

監 察 人：家福(股)公司、統一企業(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統一數網(股)公司 

總 經 理：統一國際開發(股)公司、統一置業(股)公司 

高權投資(股) 

公司代表人： 

高秀玲 

董 事 長： 

高權投資(股)公司、統一佳佳(股)公司、統一百華(股)公司、統一藥品(股)公司、

統正開發(股)公司、統一生活事業(股)公司 

董  事： 

統一企業(股)公司、統一超商(股)公司、統一實業(股)公司、太子建設開發(股)

公司、統一國際開發(股)公司、統一開發(股)公司、時代國際飯店(股)公司、

時代國際控股(股)公司、悠旅生活事業(股)公司、統一時代(股)公司、統一   

(上海)保健品商貿有限公司、統一生活(浙江)商貿有限公司。 

總 經 理：高權投資(股)公司 

臺南紡織(股) 

公司代表人： 

侯博明 

董 事 長： 

臺南紡織(股)公司、南紡建設(股)公司、南紡流通事業(股)公司、臺南紡織   

(越南)有限公司、南紡國際（開曼）投資公司、太子龍責任有限公司、育鵬     

投資(股)公司、臺南紡織文教基金會 

常務董事：南帝化學工業(股)公司 

董  事： 

南紡開發(股)公司、南紡開曼公司、南邦國際開發(股)公司、太子建設開發(股)

公司、統一企業(股)公司、統一國際開發(股)公司、耕頂興業(股)公司、統一

地產(美國)投資開發公司 

統一企業(股) 

公司代表人： 

蔡坤樹 

董 事 長：統一聖娜多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統仁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股) 

公司代表人： 

吳琮斌 

董 事 長：統仁藥品(股)公司、統一資產管理(股)公司 

董  事： 

統一超商(股)公司、太子建設開發(股)公司、太子地產(股)公司、誠實投資    

控股(股)公司、時代國際控股(股)公司、時代國際飯店(股)公司、統上開發    

建設(股)公司、凱南投資(股)公司、光泉牧場(股)公司、光泉食品(股)公司、    

統宇投資(股)公司、統一企業香港控股有限公司、President International Trade 

& Investment Corp.、Uni-President (Vietnam)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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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察 人： 

統一棒球隊(股)公司、南聯國際貿易(股)公司、統樂開發事業(股)公司、統萬(股)

公司、凱友投資(股)公司、統一國際開發(股)公司、統一時代(股)公司、統一

置業(股)公司、統一生命科技(股)公司、時代國際行旅(股)公司、明大企業(股)

公司、崑山統萬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統萬珍極食品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股) 

公司代表人： 

郭嘉宏 

董 事 長：台新綜合證券(股)公司 

獨立董事：拍檔科技(股)公司、精成科技(股)公司 

監 察 人：正鶴工業(股)公司 

統一國際開發 

(股)公司代表

人：施秋茹 

董    事： 

康那香企業(股)公司、興能高科技(股)公司、統一生命科技(股)公司、Outlook 

Investment Pte Ltd.、英屬開曼群島商新源管理顧問(股)公司、瀚源生醫(股)   

公司、萬通票券金融(股)公司、漢芝電子(股)公司董事、達邦蛋白(股)公司 

副總經理：統一國際開發(股)公司 

行政院國家發

展基金管理會 

董    事： 

健亞生物科技(股)公司、信東生技(股)公司、台灣花卉生物技術(股)公司、    

聯亞生技開發(股)公司、國光生物科技(股)公司、太景醫藥研發控股(股)公司、

藥華醫藥(股)公司、智擎生技製藥(股)公司、台安生物科技(股)公司、永昕    

生物醫藥(股)公司、中裕新藥(股)公司、台康生技(股)公司、三顧(股)公司 

行政院國家發

展基金管理會

代表人： 

謝明娟 

董    事：聯訊陸創業投資(股)公司、聯訊柒創業投資(股)公司 

獨立董事：華宇藥品(股)公司 

監 察 人：漢通創業投資(股)公司 

薪酬委員：藥華醫藥(股)公司 

台灣糖業(股)

公司 

台灣糖業(股)公司 

董    事：聯亞生技開發(股)公司、太景醫藥研發控股(股)公司 

台灣糖業(股) 

公司代表人： 

王國禧 

副總經理：台灣糖業(股)公司 

董    事：太景醫藥研發控股(股)公司 

何威德 獨立董事：臺南紡織(股)公司 

張文昌 
董 事 長：台北醫學大學 

獨立董事：環球水泥(股)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