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代碼：1452

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八年股東常會
一○

中 華 民 國 一 ○ 八 年 六 月 十 二 日

目

錄

頁次

壹、開會程序－－－－－－－－－－－－－－－－－－－－－

1

貳、開會議程－－－－－－－－－－－－－－－－－－－－－

2

一、報告事項－－－－－－－－－－－－－－－－－－－

3-9

二、承認事項－－－－－－－－－－－－－－－－－－－

10-26

三、討論事項－－－－－－－－－－－－－－－－－－－

27-35

四、臨時動議－－－－－－－－－－－－－－－－－－－

36

五、散會－－－－－－－－－－－－－－－－－－－－－

36

參、附錄－－－－－－－－－－－－－－－－－－－－－－－

37

一、股東會議事規則－－－－－－－－－－－－－－－－

38-41

二、公司章程－－－－－－－－－－－－－－－－－－－

42-45

三、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46-60

四、董事持股一覽表－－－－－－－－－－－－－－－－

61

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壹、 宣 佈 開 會
貳、 主 席 就 位
參、 主 席 致 詞
肆、 報 告 事 項
伍、 承 認 事 項
陸、 討 論 事 項
柒、 臨 時 動 議
捌、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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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 間：中華民國一○八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地 點：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路 269 號 (晶悅國際飯店龍鳳廳)
壹、宣佈開會
貳、主席就位
參、主席致詞
肆、報告事項
一、一○七年度營業狀況報告暨一○八年營業計劃概要。
二、一○七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三、一○七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伍、承認事項
一、承認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承認一○七年度盈餘分配案。
陸、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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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報告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

案由：一○七年度營業狀況報告暨一○八年營業計劃概要，敬請 鑒核。

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七年度營業報告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1. 營業狀況：
107 年因貿易戰持續升溫影響全球經濟成長，加上國際原物料價格上漲，消
費市場轉趨保守。綜觀本公司全年銷售情況，107 年度銷售數量較 106 年度
減少，惟因售價反應成本而上升，故銷售淨額仍較前一年度增加。

年度
107 年度
106 年度
產品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聚酯
26,706 2,122,470 27,246 2,063,843
加工絲
184

其他
合計

8,380

987

50,263

單位：公噸/仟元
增(減)金額
增(減)%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540) 58,627

(1.98)

2.84

(803) (41,883) (81.36) (83.33)

26,890 2,130,850 28,233 2,114,106 (1,343) 16,744

(4.76)

0.79

2. 生產狀況：
本公司生產產品之規格及數量，均配合銷售情況調整，以達全產全銷之目標，
107 年度之產量與 106 年度相近，詳細數字如下表：
單位：公噸
產品
聚酯加工絲

107 年度

106 年度

增(減)數量

增(減)%

26,976

27,662

(686)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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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獲利分析：
單位：仟元
項目
營業毛利

說明

前後期增
(減)變動

售價差異

$(43,233)

$68,606

差異原因
成本價格差異 銷售組合差異 數量差異
$(103,140)

$-

$(8,699)

107 年度因受國際油價上漲影響，原物料價格隨之上揚，造成不
利之成本價格差異，且受需求不振及產業外移影響，除產生不利
之數量差異外，產品價格調漲幅度亦相對受限，故售價差異雖為
有利，惟整體營業毛利仍較上期減少。

本公司 107 年度營業淨利為新台幣 186,226 仟元，較 106 年度營業淨利之
231,682 仟元減少約 45,456 仟元，107 年度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為 235,207
仟元，稅後淨利為 194,916 仟元，每股稅前及稅後淨利分別為 1.77 元及 1.47
元。
（二）預算執行情形：
依「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規定，本公司無須公開民國 107
年度財務預測資訊，故無 107 年度預算執行分析資料。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 財務結構分析:
(1) 權益占資產比率：89.98%
(2) 負債占資產比率：10.02%
2. 償債能力分析:
(1) 流動比率：809.97%
(2) 速動比率：680.71%
(3) 利息保障倍數：47,042 倍
3. 經營能力分析:
(1) 應收款項週轉率：6.16 次
(2) 存貨週轉率：5.89 次
(3) 平均售貨日數：62 天
(4)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2.83 次
4. 獲利能力分析:
(1) 資產報酬率：7.11%
(2) 權益報酬率：7.85%
(3) 純益率：9.15%
(4) 每股盈餘：1.47 元

-4-

（四）研究發展狀況：
107 年度研發多樣新規格產品，成果詳列於下：
產 品 名 稱

特

性

粗丹尼加工絲

具豐厚感、保暖

粗丹尼( CD25~100% )

具豐厚感、保暖

粗丹尼雙色、四色紗

具豐厚感、保暖

超細纖維加工絲

柔軟、細緻手感

鈍光紗
( Full Dull )
三色紗
輕噴~微噴紗
陽離子( 100% )
輕噴~微噴
高根數陽離子
( 100% )
高根數陽離子
(33%~67%)
易拉絲
(高 H.C.C 加工絲)
環保加工絲系列
漸層布用紗

用

途

高級男女套裝
外套、毛衣
高級男女套裝
外套、毛衣
高級男女套裝
外套、毛衣
仿麂皮、仿桃皮
Moss-like
女裝、外套
汽車椅套

自然色調
襯衫、外套
TiO2 含量 2.4%具抗紫外
運動服裝、休閒服裝
線效果
運動鞋配件
使服飾具豐富色彩變化
高級男女套裝、外套
包覆彈性紗用
具有彈性、柔軟
運動服、韻律服、泳衣
陽離子染色
混紗或包覆彈性紗用
鮮豔
針織運動服、休閒服
陽離子染色
針織運動服、休閒服
鮮豔、柔軟
針織用 ( 與 OP 交織 )
鮮豔、柔軟
格子布
麻花效果
裙褲料、套裝
Melange
雙色調布種
運動服
不需搭配彈性紗
休閒服
布面具適當彈性效果
男女裝服飾
採用環保 POY
與一般聚酯加工絲相同
特性與聚酯加工絲相同
鮮艷、柔軟
針織運動服、休閒服
變化使用具有漸層麻花
混紗或包覆彈性紗用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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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年營業計劃概要

(一) 經營方針
1. 致力環保系列產品之銷售與開發，以區隔市場。
2. 隨時檢討客戶用料變化，機動調整接單條件，強化利基產品行銷。
3. 加強研發、業務及客服人員之配合，務求於最短時間滿足客戶需求。
4. 因應法規變動，進行會計、資訊及內部控制之檢視與調整。
(二) 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參酌本公司以往年度銷售情形及對 108 年景氣與供需狀況之預估，並考量現有
機台產能、預估更新及改良機台之效能，因預期 108 年主要搶攻高附加價值之
特殊規格產品市場，故銷售量估計約 25,877 噸。
(三) 重要產銷政策
1. 彈性調整產銷規劃，配合市場需求供應產品。
2. 加強銷售庫齡較長之成品，以減少並活化庫存。
3. 提昇並確保產品品質以降低客訴。
4. 研發、生產、行銷、售服緊密配合，提升新產品開發效率。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本公司秉持一貫穩定中求發展之基本態度，面對市場近年來個性化、舒適化
及功能化之潮流，迎合消費者多變之需求，未來將加強與品牌商之行銷及共同研
發，以提昇獲利率及口碑。生產方面，由於原料價格波動大，將致力貼近市場脈
動，期以較低之價格取得原料，且為因應產品結構之調整，進行設備機台之修改，
並加速反應客戶對新產品之需求，以產品高階化為努力方向。業外投資部份，為
達多角化經營目的，將以謹慎的角度，靈活的調度閒置資金，期以追求公司利潤
之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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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

中美貿易戰的不確定因素持續影響品牌商對於紡織品製造地的考量，加上中
國、印度及東南亞等新興紡織國家生產常規紡織品具備量大、低價等優勢，且各
國區域貿易整合日漸頻繁，亦間接使我國紡織業的外銷接單受到影響。面對保護
主義方興未艾，本公司聚焦於高附加價值產品之開發，致力提升差異化及客製化
產品比例，並擴大上中下游研發合作，積極開發新客戶，期能以謹慎穩健的腳步
逐步擴大市場。
就法規環境而言，因近年來環保意識抬頭，國際品牌對產品的環保要求也逐
步提高，本公司除積極取得 GRS(全球回收標準)認證外，並持續投入資源，關注
工安與環保的維護與生產流程改善，為環境保護盡一份心力；其他法規部份，如
所得稅率提高、公司法修正等，相關人員均依法進修，內部除定期檢討修訂內部
控制外，亦隨時依法令之變動修正相關規定，以強化公司治理。
展望未來，有鑑於中美貿易協商前景未明、中國經濟放緩、歐洲成長疲軟等
若干不確定因素，加以政經紛擾不明，國際經濟情勢及貿易成長可能趨緩，因此
行政院主計處預計 2019 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為 2.27%，較 2018 年下降。面對詭譎
多變之全球景氣，本公司強化技術研發能力的腳步未曾停歇，持續調整體質，秉
持小而美、彈性生產少量多樣的政策，並配合下游需求變化快速反應，加強服務
以提高競爭優勢與成長動能，確保客戶長期支持與提高國際能見度，努力創造獲
利。

董事長：

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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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管：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一○七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敬請 鑒核。

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
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任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
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
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及公司法之相關規定報告如
上，敬請

鑒核

此

致

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一○八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

中

華

民

國

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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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二

月

二十五

日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107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敬請 鑒核。
說明：本公司107年員工及董事酬勞業經108年2月25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提撥金額分
別為9,978,494元及4,989,247元，並全數以現金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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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明：
（一）本公司一○七年度財務報表（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
金流量表）
，業經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玉芳及陳怡琳會計師查核
簽證完竣。
（二）本公司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
本手冊第3-7頁及第11-25頁。
決議：

-10-

ीৣਡൔ!
ֻᠼᆢπިҽԖज़Ϧљ!!!!Ϧ᠙!!!!!

ਡཀ!ـ
ֻᠼᆢπިҽԖज़ϦљϷځηϦљ҇୯ 218 ԃϷ 217 ԃ 23 Д 42 Вϐӝٳၗౢॄ
߄Ǵ҇୯ 218 ԃϷ 217 ԃࡋϐӝٳᆕӝཞ߄ǵӝٳᡂ߄Ϸӝٳߎࢬໆ߄Ǵа
Ϸӝٳ୍ൔ߄ߕຏ)х֖ख़εीࡹ༼ᕴ*Ǵҁीৣਡฺ٣Ƕ!
٩ҁीৣϐཀـǴ໒ӝٳ୍ൔ߄ӧ܌Ԗख़εБय़߯٩ྣȨچวՉΓ୍ൔ
ጓᇙྗ߾ȩᄤߎᑼᅱ࿎ᆅہᇡё٠วѲғਏϐ୯ሞ୍ൔᏤྗ߾ǵ୯ሞीྗ
߾ǵှញϷှញϦጓᇙǴىаϢ߄ၲֻᠼᆢπިҽԖज़ϦљϷځηϦљ҇୯ 218
ԃϷ 217 ԃ 23 Д 42 Вϐӝٳ୍ݩރǴᄤ҇୯ 218 ԃϷ 217 ԃࡋϐӝٳ୍ᕮਏᆶߎ
ࢬໆǶ!

ਡཀـϐ୷ᘵ!
!ҁीৣ߯٩ྣȨीৣਡᛝ୍ൔ߄ೕ߾ȩϷϦᇡቩीྗ߾Չਡπ
բǶҁीৣܭ၀ྗ߾ΠϐೢҺஒܭीৣਡӝٳ୍ൔ߄ϐೢҺࢤᇥܴǶҁ
ीৣ܌ᗧឦ٣୍ڙ܌ᐱҥ܄ೕጄϐΓς٩ीৣᙍၰቺೕጄǴᆶֻᠼᆢπިҽ
Ԗज़ϦљϷځηϦљߥຬฅᐱҥǴ٠ቬՉ၀ೕጄϐځдೢҺǶҁीৣ࣬ߞςڗளى
ϷϪϐਡᏵǴаբࣁ߄Ңਡཀـϐ୷ᘵǶ!

ᜢᗖਡ٣!
ᜢᗖਡ٣߯ࡰ٩ҁीৣϐղᘐǴჹֻᠼᆢπިҽԖज़ϦљϷځηϦљ
҇୯ 218 ԃࡋӝٳ୍ൔ߄ϐਡനࣁख़ाϐ٣Ƕ၀٣ςܭਡӝٳ୍ൔ߄ᡏ
ϷԋਡཀـϐၸำύϒаӢᔈǴҁीৣ٠όჹ၀٣ൂᐱ߄ҢཀـǶ!
ჹֻᠼᆢπިҽԖज़ϦљϷځηϦљ҇୯ 218 ԃࡋӝٳ୍ൔ߄ϐᜢᗖਡ
٣௶ܴӵΠǺ!
ԏΕࣁҾ҉ុᔼϐ୷ҁᔼၮࢲǴױᜢҾᔼၮᕮਏǴޔௗቹៜᕇճǴࡺࣁځҁ
ीৣਡֻᠼᆢπިҽԖज़ϦљϷځηϦљ҇୯ 218 ԃࡋӝٳ୍ൔख़ाޑຑ
٣Ƕ!

-11-

Ӣᔈϐਡำׇ
ჹԜҁीৣՉޑЬाਡำׇхࡴ)ՠόज़*ܭຑԏΕीࡹޑ܄Ϸෳ
၂ᎍൻᕉύᆶ࠼Њჴ܄аϷԏΕᇡӈױᜢϐϣޑڋԖਏ܄ǵዴᇡᎍჴ܄ǵჹ
ᔈԏීวڄ၌ǵՉԏΕᄒЗෳ၂аϷຑֻᠼᆢπިҽԖज़ϦљϷځηϦљࢂ
ցςඟ៛ԏΕϐ࣬ᜢၗૻǶ!

மፓ٣!
!!!!ӵӝٳ୍ൔ߄ߕຏΟ܌ॊǴֻᠼᆢπިҽԖज़ϦљϷځηϦљ҇ܭ୯ 218 ԃ 2
Д 2 В२ԛҔ୯ሞ୍ൔᏤྗ߾ಃΐဦȨߎᑼπڀȩ٠ᒧόख़ጓКၨය໔ϐӝٳ୍
ൔ߄ၗૻǶҁीৣ҂ӢԜঅ҅ਡ่ፕǶ!

ځд٣!
ֻᠼᆢπިҽԖज़Ϧљςጓᇙ҇୯ 218 ԃϷ 217 ԃࡋϐঁᡏ୍ൔǴ٠ҁ
ीৣрڀคߥ੮ཀـϐਡൔӧਢǴഢୖٮԵǶ!

ᆅ໘ቫᆶݯൂՏჹӝٳ୍ൔ߄ϐೢҺ!
ᆅ໘ቫϐೢҺ߯٩ྣȨچวՉΓ୍ൔጓᇙྗ߾ȩᄤߎᑼᅱ࿎ᆅہᇡ
ё٠วѲғਏϐ୯ሞ୍ൔᏤྗ߾ǵ୯ሞीྗ߾ǵှញϷှញϦጓᇙϢ߄ၲϐӝٳ
୍ൔ߄ǴЪᆢᆶӝٳ୍ൔ߄ጓᇙԖᜢϐѸाϣڋǴаዴߥӝٳ୍ൔ߄҂ӸԖ
ᏤӢܭ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Ƕ!
ܭጓᇙӝٳ୍ൔ߄ਔǴᆅ໘ቫϐೢҺҭхࡴຑֻᠼᆢπިҽԖज़ϦљϷځ
ηϦљᝩុᔼϐૈΚǵ࣬ᜢ٣ϐඟ៛ǴаϷᝩុᔼी୷ᘵϐ௦ҔǴନߚᆅ໘ቫ
ཀკమᆉֻᠼᆢπިҽԖज़ϦљϷځηϦљ܈ଶЗᔼǴ܈ନమᆉ܈ଶѦձคჴሞ
ёՉϐځдБਢǶ!
ֻᠼᆢπިҽԖज़ϦљϷځηϦљϐݯൂՏ)֖ቩीہ*ॄԖᅱ࿎୍ൔ
ᏤࢬำϐೢҺǶ!

ीৣਡӝٳ୍ൔ߄ϐೢҺ!
ҁीৣਡӝٳ୍ൔ߄ϐҞޑǴ߯ჹӝٳ୍ൔ߄ᡏࢂցӸԖᏤӢܭᆸᄄ܈ᒱ
ᇤϐख़εόჴ߄ၲڗளӝዴߞǴ٠рڀਡൔǶӝዴߞ߯ଯࡋዴߞǴோ٩ྣϦ
ᇡቩीྗ߾ՉϐਡπբคߥݤѸૈୀрӝٳ୍ൔ߄ӸԖϐख़εόჴ߄ၲǶόჴ߄
ၲёૈᏤӢܭᒱᇤ܈ᆸᄄǶӵόჴ߄ၲϐঁձߎᚐ༼܈ᕴኧёӝႣයஒቹៜӝٳ୍ൔ
߄٬Ҕ܌ޣբϐᔮ،Ǵ߾ᇡࣁڀԖख़ε܄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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ҁीৣ٩ྣϦᇡቩीྗ߾ਡਔǴၮҔղᘐ٠ߥϐᚶᅪǶҁी
ৣҭՉΠӈπբǺ!

2/ ᒣᇡ٠ຑӝٳ୍ൔ߄ᏤӢܭ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ᓀǹჹ܌ຑϐ॥
ᓀीϷՉϐӢᔈჹǹ٠ڗளىϷϪϐਡᏵаբࣁਡཀـϐ
୷ᘵǶӢᆸᄄёૈੋϷӅᒉǵଵǵࡺཀᒪᅅǵόჴᖂܴⷢ܈ຫϣڋǴࡺ҂
ୀрᏤӢܭᆸᄄϐख़εόჴ߄ၲϐ॥ᓀଯܭᏤӢܭᒱᇤޣǶ!
3/ჹᆶਡױᜢϐϣڗڋளѸाϐᕕှǴаीਔݩΠϐਡำׇǴ
ோځҞߚޑჹֻᠼᆢπިҽԖज़ϦљϷځηϦљϣڋϐԖਏ߄܄Ңཀ
ـǶ!
4/ຑᆅ໘ቫ܌௦Ҕीࡹϐ܄ǴϷ܌ځբीीᆶ࣬ᜢඟ៛ϐӝ܄Ƕ!
5/٩Ᏽڗ܌ளϐਡᏵǴჹᆅ໘ቫ௦Ҕᝩុᔼी୷ᘵϐ܄ǴаϷ٬ֻ
ᠼᆢπިҽԖज़ϦљϷځηϦљᝩុᔼϐૈΚёૈౢғख़εᅪቾϐ٣ҹ܈
ࢂݩցӸӧख़εόዴ܄ۓǴբр่ፕǶҁीৣऩᇡࣁ၀٣ҹ܈ݩӸӧख़
εόዴ܄ۓǴ߾ܭਡൔύගᒬӝٳ୍ൔ߄٬Ҕݙޣཀӝٳ୍ൔ߄ϐ࣬
ᜢඟ៛Ǵܭ܈၀ඟ៛߯ឦόਔঅ҅ਡཀـǶҁीৣϐ่ፕ߯аᄒԿ
ਡൔВڗ܌ளϐਡᏵࣁ୷ᘵǶோ҂ٰ٣ҹ܈ݩёૈᏤठֻᠼᆢπި
ҽԖज़ϦљϷځηϦљόӆڀԖᝩុᔼϐૈΚǶ!
6/ຑӝٳ୍ൔ߄Ȑхࡴ࣬ᜢߕຏȑϐᡏ߄ၲǵ่ᄬϷϣǴаϷӝٳ୍ൔ
߄ࢂցϢ߄ၲ࣬ᜢҬܰϷ٣ҹǶ!
7/ჹֻܭᠼᆢπިҽԖज़ϦљϷځηϦљϣಔԋঁᡏϐ୍ၗૻڗளىϷ
ϪϐਡᏵǴаჹӝٳ୍ൔ߄߄ҢཀـǶҁीৣॄೢֻᠼᆢπިҽԖ
ज़ϦљϷځηϦљਡਢҹϐࡰᏤǵᅱ࿎ϷՉǴ٠ॄೢԋֻᠼᆢπިҽ
Ԗज़ϦљϷځηϦљਡཀـǶ!
ҁीৣᆶݯൂՏྎ೯ϐ٣Ǵхࡴ܌ೕჄϐਡጄൎϷਔ໔ǴаϷख़εਡว
)хࡴܭਡၸำύ܌ᒣᇡϐϣڋᡉલѨ*Ƕ!
ҁीৣҭӛݯൂՏගٮҁीৣ܌ᗧឦ٣୍ڙ܌ᐱҥ܄ೕጄϐΓςᒥൻύ
҇୯ीৣᙍၰቺೕጄύԖᜢᐱҥ܄ϐᖂܴǴ٠ᆶݯൂՏྎ೯܌Ԗёૈᇡࣁቹៜ
ीৣᐱҥ܄ϐᜢ߯Ϸځд٣)хࡴ࣬ᜢٛៈࡼ*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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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ନߚݤзόϢϦ໒ඟ៛ۓ٣Ǵ܈ӧཱུـشݩΠǴҁीৣ،ۓόܭਡൔύྎ
೯ۓ٣ǴӢёӝႣයԜྎ೯܌ౢғϐॄय़ቹៜε܌ܭቚϐϦճ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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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545!

%398-865!

!!!!!!!!!!!!.!

!!!!!!!!!!!!.!

%683-956!

!!!2:8-698!

!!!!!3-782!

!!!2:5-:27!

!!!!!!!!!!!!.!

!!)296-7:9*

!!!)32-674*

!!!693-62:!

!!!!!2-539!

%692-1:2!

%692-1:2!

324-242!

)3-5:7*

!!326-738!

!!)26:-281*

!!!)2:-:62*

%658-192!

)ࡑ܈ᔆံᖝཞ*

)ፎୖ᎙୍ൔ߄ߕຏ*!

%23:-224!

!!!!!!!!!!!!.!

!!!!!!!!!!!!.!

!!!!!!!!!!!!.!

!!!!!!!!!!!!.!

!!!!!!!!!!!!.!

!!!!!!!!!!!!.!

!!23:-224!

!!!!!!!!!!!!.!

%23:-224!

%23:-224!

!!!!!!!!!!!!.!

!!!!!!!!!!!!.!

!!!!!!!!!!!!.!

!!!!!!!!!!!!.!

!!!!!!!!!!!!.!

%23:-224!

ձࣦᎩϦᑈ!

҂ϩଛࣦᎩ!

ځдҞ!
ၸځдᆕӝཞ

%557!

%)2-9:1*

!!!!2-4:4!

!!!!2-4:4!

!!!!!!!!!!!!.!

!!!!!!!!!!!!.!

!!!!!!!!!!!!.!

!!!!!!!!!!!!.!

!!!)4-394*

!!!!!!!!!!!!.!

%)4-394*

%)4-394*

!!!)4-83:*

!!!)4-83:*

!!!!!!!!!!!!.!

!!!!!!!!!!!!.!

!!!!!!!!!!!!.!

ᚐ!

%51-927!

!!!37-837!

!!!37-837!

!!!!!!!!!!!!.!

!!!!!!!!!!!!.!

!!!!!!!!!!!!.!

!!!!!!!!!!!!.!

!!!25-1:1!

!!!25-1:1!

%.!

%.!

!!!!!!!!!!!!.!

!!!!!!!!!!!!.!

!!!!!!!!!!!!.!

!!!!!!!!!!!!.!

!!!!!!!!!!!!.!

%.!

ሽ)ཞ*!

%.!

!!!!!!!!!!!!.!

!!!!!!!!!!!!.!

!!!!!!!!!!!!.!

%3-618-597!!

!!!!336-817!!

!!!!41-8:1!!

!!!2:5-:27!!

!!!!!!!896!!

!!)296-7:9*!

!!!!!!!!!!!!.!!

3-577-7:4!

!!!!!6-288!!

%3-572-627!!

%3-572-627!!

!!!316-656!!

!!!)21-193*!

!!!326-738!!

!!)26:-281*!

!!!!!!!!!!!!.!!

%3-526-252

ᕴᚐ!

ൂՏǺཥѠჾщϡ

. !

!!!!!!!!!!!!.!

!!!!!!!!!!!.!

!!!!!!!!!!!.!

!!!)21-452*

%21-452!

%21-452!

!!!!)4-968*

!!!!)4-968*

!!!!!!!!!!!.!

!!!!!!!!!!!.!

!!!!!!!!!!!.!

%25-2:9!

҂ჴ)ཞ*!

ൔ߄ඤᆉϐիඤৡ ߎᑼၗౢ҂ჴຑ ഢٮр୧ߎᑼၗౢ

୯Ѧᔼၮᐒᄬ୍ ࡪϦϢሽॶᑽໆϐ

ဠ٣ߏ!!!!!!!!!!!!!!!!!!!!!!!!!!!!!!!!!!!!!!!!!!!!!!!!!!!!!!!!!!Γ!!!!!!!!!!!!!!!!!!!!!!!!!!!!!!!!!!!!!!!!!!!!!!!!!!!!!!!!ीЬᆅ!!

҇୯218ԃ23Д42ВᎩᚐ!

%2-437-525!!!

!!!!!!!!!!!!.!!! !!!!!!!!!!!!.!

҇୯218ԃࡋځдᆕӝཞ!

ҁයᆕӝཞᕴᚐ!

!!!!!!!!!!!!.!

!!!!!!!!!!!!.!!! !!!!!!!!!!!!.!

҇୯218ԃࡋృճ!

!!!!!!896!

!!!!!!!!!!!!.!!!

ځдၗҁϦᑈᡂኧ!

!!!!!!!!!!!!.!

!!!!!!!!!!!!.!!! !!!!!!!!!!!!.!

!!!32-674!

!!377-2:2!

!!!!!!!!!!!!.!!! !!!!!!!!!!!!.!

!!262-75:!

%377-2:2!
!!!!!!!!!!!!.!

!!ද೯ިߎިճ!

2-437-525!!!

!!!!!!!!!!!!.!!! !!!!!!!!!!!!.!

%377-2:2!

!!!!!!!!!!!!.!

!!!!!!!!!!!!.!

!!!!!!!!!!!!.!

!!!!!!!!!!!!.!

!!!2:-:62!

%357-351!

ࣦۓݤᎩϦᑈ!

!!ගӈࣦۓݤᎩϦᑈ!

ࣦᎩࡰኘϷϩଛǺ!

҇୯218ԃ2Д2Вख़ጓࡕᎩᚐ!

ଓྉҔϷଓྉख़ጓϐቹៜኧ!

%2-437-525!!!

!!!!!!!!!!!!.!!! !!!!!!!!!!!!.!

ҁයᆕӝཞᕴᚐ!

҇୯218ԃ2Д2ВᎩᚐ!

!!!!!!!!!!!!.!!! !!!!!!!!!!!!.!

҇୯217ԃࡋځдᆕӝཞ!

%262-75:!

!!!!!!!!!!!!.!!! !!!!!!!!!!!!.!

҇୯217ԃࡋృճ!

%2-437-525!!!

!!!!!!!!!!!!.!!! !!!!!!!!!!!!.!

҇୯217ԃ23Д42ВᎩᚐ!

!!!!!!!!!!!!.!!! !!!!!!!!!!!!.!

%262-75:!

!!ද೯ިߎިճ!

%2-437-525!!!

ၗҁϦᑈ!

!!ගӈࣦۓݤᎩϦᑈ!

ࣦᎩࡰኘϷϩଛǺ!

҇୯217ԃ2Д2ВᎩᚐ!

ද೯ިިҁ!

ߥ੮ࣦᎩ!

҇୯ɄΎԃϷɄϤԃДВԿΜΒДΟΜВ!

ӝٳᡂ߄

ֻᠼᆢπިҽԖज़ϦљϷځηϦљ

【★】

ֻᠼᆢπިҽԖज़ϦљϷځηϦљ!
ӝٳߎࢬໆ߄!
҇୯ɄΎԃϷɄϤԃДВԿΜΒДΟΜВ!

Ҟϣ!

【★】

218 ԃࡋ!

ᔼࢲϐߎࢬໆ!
ᝩុᔼൂՏิృճ)ృཞ*!
ፓҞ!
ԏཞҞ!
שᙑҔ!
ᎍҔ!
ႣයߞҔ෧ཞཞѨ)ճ*ኧ!
ၸཞࡪϦϢሽॶᑽໆߎᑼၗౢϷॄϐృཞѨ)ճ*!
ճ৲Ҕ!
ճ৲ԏΕ!
ިճԏΕ!
ೀϩϷൔቲόౢǵቷ܊ϷഢཞѨ)ճ*!
ೀϩၗཞѨ)ճ*!
ᆶᔼࢲ࣬ᜢϐၗౢ0ॄᡂኧ!
ԖٮҬܰϐߎᑼၗౢ)ቚу*෧Ͽ!
மڋၸཞࡪϦϢሽॶᑽໆϐߎᑼၗౢ)ቚу*෧Ͽ!
ᔈԏ౻Ᏽ)ቚу*෧Ͽ!
ᔈԏී)ቚу*෧Ͽ!
ځдᔈԏී)ቚу*෧Ͽ!
Ӹ)ቚу*෧Ͽ!
ႣбҔ)ቚу*෧Ͽ!
Ⴃбී)ቚу*෧Ͽ!
ځдࢬၗౢ)ቚу*෧Ͽ!
ځдߎᑼၗౢ)ቚу*෧Ͽ!
ӝऊॄቚу)෧Ͽ*!
ᔈб౻Ᏽቚу)෧Ͽ*!
ᔈбීቚу)෧Ͽ*!
ځдᔈбීቚу)෧Ͽ*!
ॄྗഢቚу)෧Ͽ*!
Ⴃԏීቚу)෧Ͽ*!
ځдࢬॄቚу)෧Ͽ*!
ృዴۓᅽճॄቚу)෧Ͽ*!
ᔼၮౢғϐߎࢬΕ)ࢬр*!
ԏڗϐճ৲!
ԏڗϐިճ!
Ѝбϐճ৲!
ଏᗋ)Ѝб*ϐ܌ளิ!
ᔼࢲϐృߎࢬΕ)ࢬр*!
ၗࢲϐߎࢬໆ!
ၸځдᆕӝཞࡪϦϢሽॶᑽໆϐߎᑼၗౢ෧ၗଏӣިී!
ڗளࡪᎍࡕԋҁᑽໆϐߎᑼၗౢ!
ࡪᎍࡕԋҁᑽໆϐߎᑼၗౢډයᗋҁ!
ೀϩаԋҁᑽໆϐߎᑼၗౢ!
аԋҁᑽໆϐߎᑼၗౢ෧ၗଏӣިී!
ڗளόౢǵቷ܊Ϸഢ!
ೀϩόౢǵቷ܊Ϸഢ!
Ӹрߥߎ෧Ͽ!
ڗளคၗౢ!
Ⴃбഢීቚу!
ၗࢲϐృߎࢬΕ)ࢬр*!
ᝢၗࢲϐߎࢬໆ!
ӸΕߥߎቚу!
วܫߎިճ!
ځдᝢၗࢲ!
ᝢၗࢲϐృߎࢬΕ)ࢬр*!
༊ᡂჹߎϷऊߎϐቹៜ!
ҁයߎϷऊߎቚу)෧Ͽ*ኧ!
ය߃ߎϷऊߎᎩᚐ!
ය҃ߎϷऊߎᎩᚐ!

ൂՏ;!! ཥѠჾщϡ!
!
217 ԃࡋ!

%!!!!!!!!!!346-318! !

71-419! !
3-:81! !
796! !
4-52:! !
6! !
)8-218*! !
)37-175*! !
)27:*! !
.! !

62-6:2
3-489
)488*
)4-659*
21
)5-46:*
)26-741*
)6-286*
8-517

.! !
52-766! !
)929*! !
26-896! !
834! !
)22-8:9*! !
:71! !
61-587! !
)45*! !
.! !
)5-466*! !
69-172! !
)2-813*! !
)686*! !
589! !
.! !
33:! !
64:! !
529-989! !
7-8:6! !
37-175! !
)6*! !
)59-566*! !
514-388! !

)9-63:*
.
25-374
)35-177*
4-6:7
)3:-635*
)646*
)53-:63*
624
)9:-242*
.
6-415
)5-522*
)242*
427
):-5:7*
)6*
553
217-781
5-439
26-73:
)21*
)48-67:*
9:-159

6-2:1! !
)348-83:*! !
321-9:8! !
.! !
.! !
)9-151*! !
285! !
.! !
)773*! !
):-599*! !
)4:-769*! !

.
.
.
4-:32
73:
)7-543*
6-616
2
)7:1*
)287-244*
)284-2::*

211! !
)296-7:9*! !
896! !
)295-924*! !
2-4:4! !
291-2::! !
453-152! !
%!!!!!!!!!!633-351! !

.
)26:-281*
.
)26:-281*
)4-83:*
)358-161*
69:-1:2
%!!!!!!!!!453-152

)ፎୖ᎙୍ൔ߄ߕຏ*!

ဠ٣ߏ!!!!!!!!!!!!!!!!!!!!!!!!!!!!!!!!!!!!!Γ!!!!!!!!!!!!!!!!!!!!!!!!!!!!!!!!!!!!ीЬ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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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831

ीৣਡൔ!
ֻᠼᆢπިҽԖज़Ϧљ!!Ϧ᠙;!

ਡཀ!ـ
ֻᠼᆢπިҽԖज़Ϧљ҇୯ 218 ԃϷ 217 ԃ 23 Д 42 Вϐঁᡏၗౢॄ߄Ǵᄤ҇
୯ 218 ԃϷ 217 ԃࡋϐঁᡏᆕӝཞ߄ǵঁᡏᡂ߄Ϸঁᡏߎࢬໆ߄ǴаϷঁᡏ
୍ൔ߄ߕຏ)х֖ख़εीࡹ༼ᕴ*Ǵҁीৣਡฺ٣Ƕ!
٩ҁीৣϐཀـǴ໒ঁᡏ୍ൔ߄ӧ܌Ԗख़εБय़߯٩ྣȨچวՉΓ୍ൔ
ጓᇙྗ߾ȩጓᇙǴىаϢ߄ၲֻᠼᆢπިҽԖज़Ϧљ҇୯ 218 ԃϷ 217 ԃ 23 Д 42
Вϐঁᡏ୍ݩރǴᄤ҇୯ 218 Ϸ 217 ԃࡋϐঁᡏ୍ᕮਏᆶঁᡏߎࢬໆǶ!

ਡཀـϐ୷ᘵ!
ҁीৣ߯٩ྣȨीৣਡᛝ୍ൔ߄ೕ߾ȩϷϦᇡቩीྗ߾ՉਡπբǶ
ҁीৣܭ၀ྗ߾ΠϐೢҺஒܭीৣਡঁᡏ୍ൔ߄ϐೢҺࢤᇥܴǶҁी
ৣ܌ᗧឦ٣୍ڙ܌ᐱҥ܄ೕጄϐΓς٩ीৣᙍၰቺೕጄǴᆶֻᠼᆢπިҽԖज़
ϦљߥຬฅᐱҥǴ٠ቬՉ၀ೕጄϐځдೢҺǶҁीৣ࣬ߞςڗளىϷϪϐਡ
ᏵǴаբࣁ߄Ңਡཀـϐ୷ᘵǶ!

ᜢᗖਡ٣!
ᜢᗖਡ٣߯ࡰ٩ҁीৣϐղᘐǴჹֻᠼᆢπިҽԖज़Ϧљ҇୯ 218 ԃ
ࡋঁᡏ୍ൔ߄ϐਡനࣁख़ाϐ٣Ƕ၀٣ςܭਡঁᡏ୍ൔ߄ᡏϷԋਡ
ཀـϐၸำύϒаӢᔈǴҁीৣ٠όჹ၀٣ൂᐱ߄ҢཀـǶ!
ჹֻᠼᆢπިҽԖज़Ϧљ҇୯ 218 ԃࡋঁᡏ୍ൔ߄ϐᜢᗖਡ٣௶ܴӵ
ΠǺ!
ԏΕࣁҾ҉ុᔼϐ୷ҁᔼၮࢲǴױᜢҾᔼၮᕮਏǴޔௗቹៜϦљᕇճǴࡺځ
ࣁҁीৣਡֻᠼᆢπިҽԖज़Ϧљ୍ൔख़ाޑຑ٣Ƕ!
Ӣᔈϐਡำׇ
ჹԜҁीৣՉޑЬाਡำׇхࡴ)ՠόज़*ܭຑԏΕीࡹޑ܄Ϸෳ
၂ᎍൻᕉύᆶ࠼Њჴ܄аϷԏΕᇡӈױᜢϐϣޑڋԖਏ܄ǵዴᇡᎍჴ܄ǵჹ
ᔈԏීวڄ၌ǵՉԏΕᄒЗෳ၂аϷຑֻᠼᆢπިҽԖज़Ϧљࢂցςඟ
៛ԏΕϐ࣬ᜢၗૻ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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மፓ٣!
!!!!ӵঁᡏ୍ൔ߄ߕຏΟ܌ॊǴֻᠼᆢπިҽԖज़Ϧљ҇ܭ୯ 218 ԃ 2 Д 2 В२ԛ
Ҕ୯ሞ୍ൔᏤྗ߾ಃΐဦȨߎᑼπڀȩ٠ᒧόख़ጓКၨය໔ϐঁᡏ୍ൔ߄ၗૻǶ
ҁीৣ҂ӢԜঅ҅ਡ่ፕǶ!

ᆅ໘ቫᆶݯൂՏჹঁᡏ୍ൔ߄ϐೢҺ!
ᆅ໘ቫϐೢҺ߯٩ྣȨچวՉΓ୍ൔጓᇙྗ߾ȩጓᇙϢ߄ၲϐঁᡏ୍ൔ
߄ǴЪᆢᆶঁᡏ୍ൔ߄ጓᇙԖᜢϐѸाϣڋǴаዴߥঁᡏ୍ൔ߄҂ӸԖᏤӢܭ
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Ƕ!
ܭጓᇙঁᡏ୍ൔ߄ਔǴᆅ໘ቫϐೢҺҭхࡴຑֻᠼᆢπިҽԖज़Ϧљᝩុ
ᔼϐૈΚǵ࣬ᜢ٣ϐඟ៛ǴаϷᝩុᔼी୷ᘵϐ௦ҔǴନߚᆅ໘ቫཀკమᆉֻ
ᠼᆢπިҽԖज़Ϧљ܈ଶЗᔼǴ܈ନమᆉ܈ଶѦձคჴሞёՉϐځдБਢǶ!
ֻᠼᆢπިҽԖज़ϦљϐݯൂՏ)֖ቩीہ*ॄԖᅱ࿎୍ൔᏤࢬำϐೢ
ҺǶ!

ीৣਡঁᡏ୍ൔ߄ϐೢҺ!
ҁीৣਡঁᡏ୍ൔ߄ϐҞޑǴ߯ჹঁᡏ୍ൔ߄ᡏࢂցӸԖᏤӢܭᆸᄄ܈ᒱ
ᇤϐख़εόჴ߄ၲڗளӝዴߞǴ٠рڀਡൔǶӝዴߞ߯ଯࡋዴߞǴோ٩ྣϦ
ᇡቩीྗ߾ՉϐਡπբคߥݤѸૈୀрঁᡏ୍ൔ߄ӸԖϐख़εόჴ߄ၲǶόჴ߄
ၲёૈᏤӢܭᒱᇤ܈ᆸᄄǶӵόჴ߄ၲϐঁձߎᚐ༼܈ᕴኧёӝႣයஒቹៜঁᡏ୍ൔ
߄٬Ҕ܌ޣբϐᔮ،Ǵ߾ᇡࣁڀԖख़ε܄Ƕ!
ҁीৣ٩ྣϦᇡቩीྗ߾ਡਔǴၮҔղᘐ٠ߥϐᚶᅪǶҁी
ৣҭՉΠӈπբǺ!
2/ᒣᇡ٠ຑঁᡏ୍ൔ߄ᏤӢܭ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ᓀǹჹ܌ຑϐ॥
ᓀीϷՉϐӢᔈჹǹ٠ڗளىϷϪϐਡᏵаբࣁਡཀـϐ
୷ᘵǶӢᆸᄄёૈੋϷӅᒉǵଵǵࡺཀᒪᅅǵόჴᖂܴⷢ܈ຫϣڋǴࡺ҂
ୀрᏤӢܭᆸᄄϐख़εόჴ߄ၲϐ॥ᓀଯܭᏤӢܭᒱᇤޣǶ!
3/ჹᆶਡױᜢϐϣڗڋளѸाϐᕕှǴаीਔݩΠϐਡำׇǴ
ோځҞߚޑჹֻᠼᆢπިҽԖज़ϦљϣڋϐԖਏ߄܄ҢཀـǶ!
4/ຑᆅ໘ቫ܌௦Ҕीࡹϐ܄ǴϷ܌ځբीीᆶ࣬ᜢඟ៛ϐӝ
܄Ƕ!
5/٩Ᏽڗ܌ளϐਡᏵǴჹᆅ໘ቫ௦Ҕᝩុᔼी୷ᘵϐ܄ǴаϷ٬ֻ
ᠼᆢπިҽԖज़ϦљᝩុᔼϐૈΚёૈౢғख़εᅪቾϐ٣ҹ܈ࢂݩցӸ
ӧख़εόዴ܄ۓǴբр่ፕǶҁीৣऩᇡࣁ၀٣ҹ܈ݩӸӧख़εόዴ܄ۓ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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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ܭਡൔύගᒬঁᡏ୍ൔ߄٬Ҕݙޣཀঁᡏ୍ൔ߄ϐ࣬ᜢඟ៛Ǵܭ܈
၀ඟ៛߯ឦόਔঅ҅ਡཀـǶҁीৣϐ่ፕ߯аᄒԿਡൔВڗ܌
【★】
ளϐਡᏵࣁ୷ᘵǶோ҂ٰ٣ҹ܈ݩёૈᏤठֻᠼᆢπިҽԖज़Ϧљό
ӆڀԖᝩុᔼϐૈΚǶ!
6/ຑঁᡏ୍ൔ߄Ȑхࡴ࣬ᜢߕຏȑϐᡏ߄ၲǵ่ᄬϷϣǴаϷঁᡏ୍ൔ
߄ࢂցϢ߄ၲ࣬ᜢҬܰϷ٣ҹǶ!
7/ჹֻܭᠼᆢπިҽԖज़Ϧљϣಔԋঁᡏϐ୍ၗૻڗளىϷϪϐਡ
ᏵǴаჹঁᡏ୍ൔ߄߄ҢཀـǶҁीৣॄೢਡਢҹϐࡰᏤǵᅱ࿎ϷՉǴ
٠ॄೢԋਡཀـǶ!
ҁीৣᆶݯൂՏྎ೯ϐ٣Ǵхࡴ܌ೕჄϐਡጄൎϷਔ໔ǴаϷख़εਡว
)хࡴܭਡၸำύ܌ᒣᇡϐϣڋᡉલѨ*Ƕ!
ҁीৣҭӛݯൂՏගٮҁीৣ܌ᗧឦ٣୍ڙ܌ᐱҥ܄ೕጄϐΓςᒥൻी
ৣᙍၰቺೕጄύԖᜢᐱҥ܄ϐᖂܴǴ٠ᆶݯൂՏྎ೯܌Ԗёૈᇡࣁቹៜीৣᐱ
ҥ܄ϐᜢ߯Ϸځд٣)хࡴ࣬ᜢٛៈࡼ*Ƕ!
ҁीৣவᆶݯൂՏྎ೯ϐ٣ύǴ،ۓჹֻᠼᆢπިҽԖज़Ϧљ҇୯ 218 ԃ
ࡋঁᡏ୍ൔ߄ਡϐᜢᗖਡ٣Ƕҁीৣܭਡൔύ௶ܴ၀٣Ǵନߚݤзό
ϢϦ໒ඟ៛ۓ٣Ǵ܈ӧཱུـشݩΠǴҁीৣ،ۓόܭਡൔύྎ೯ۓ٣Ǵ
ӢёӝႣයԜྎ೯܌ౢғϐॄय़ቹៜε܌ܭቚϐϦճǶ!

!

!

!

!

!

!

ҥҁѠᖄӝीৣ٣୍!܌

!

!

!

!

!

!

!ी!ৣǺ!

!

!

!

!

!

!

!ी!ৣǺ!

!
!

!
!

!
!

!
!

!
!

!
!

چЬᆅᐒᜢਡᛝЎဦǺ)93*Ѡ)Ϥ*ӷಃ 25433 ဦ!
!
!
!
!
!
!
!!ߎᆅቩӷಃ 2151147464 ဦ!

ύ ! ! ! ! !  ! ! ! ! ! ҇ ! ! ! ! ! ୯ ! ! !  ԭ ႟ Ζ ! ! ! ԃ ! ! ! ! Β ! ! ! ! Д ! ! ! Β Μ ϖ ! ! ! В!

-21-

-22-

Ӹ!

Ⴃбී!

ځдࢬၗౢ!

241y!

2521!

2581!

ሀ܌ۯளิၗౢ!

ځдߚࢬၗౢ!

2951!

2:11!

ၗౢᕴी!

ߕຏ!

! Ϥ)ΒΜϤ*!

! Ϥ)Μ*!

! Ϥ)Μ*!

! Ϥ)ΐ*!

! Ϥ)Ζ*!

! ΜΒ)Ѥ*!

! Ϥ)Ο*!

! ΜΒ)Ѥ*!

! Ϥ)Ύ*!

! Ϥ)Ϥ*!

! Ϥ)ϖ*!

! Ϥ)ϖ*!

! Ϥ)Ѥ*!

! ΜΒ)Ѥ*!

! Ϥ)Ο*!

! Ϥ)Β*!

! 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894-249!! !

2-356-884!! !

3-554!! !

25-787!! !

4-5:8!! !

3-:91!! !

843-42:!! !

511-414!! !

.!! !

9:-666!! !

2-648-476! !

686! !

39-78:! !

3:1-3:3! !

2-1:2! !

374-496! !

81-715! !

36:-418! !

.! !

55-663! !

2:3-528! !

%!!!!!!497-574! !

ߎᚐ!

218 ԃ 23 Д 42 В!
&!

211!!

56!!

.!!

2!!

.!!

.!!

37!!

26!!

.!!

4!!

66! !

.! !

2! !

21! !

.! !

:! !

4! !

:! !

.! !

3! !

8! !

25! !

!

!

%!!!!3-7:5-3:5!

2-34:-936!

3-591!

22-989!

6-671!

3-:91!

886-423!

511-:39!

51-798!

.!

2-565-57:!

368-659!

91-226!

389-5:5!

2-397!

38:-958!

7:-8:5!

.!

57-787!

.!

428-744!

%!!!!!!234-187!

ߎᚐ!

&!

жዸ

211!

57! !

. 4yyy!

. 4511!

. 4461!

. 4431!

3:! 4421!

26! 4411!

3! 4311!

4221!

. 4211!

!

65! 3yyy!

21! !

4! 36yy!

21! 3711!

. 3681!

21! !

4! !

32yy!

. 3411!

3! 3361!

3341!

. 3311!

3281!

22! 3261!

6! 3241!

!

ࢬॄӝी!

ځдࢬॄ!

ॄྗഢ.ࢬ!

ҁය܌ளิॄ!

ځдᔈбී!

ᔈбී!

ᔈб౻Ᏽ!

!

ॄϷᕴी!

!

ᕴी!

ځд!

҂ϩଛࣦᎩ)ࡑ܈ᔆံᖝཞ*!

ձࣦᎩϦᑈ!

ࣦۓݤᎩϦᑈ!

ߥ੮ࣦᎩ!

ၗҁϦᑈ!

ද೯ިިҁ!

ިҁ!

!

ॄᕴी!

ߚࢬॄӝी!

ځдߚࢬॄ!

ሀ܌ۯளิॄ!

ߚࢬॄ!

!

ॄ!!Ϸ!!!

ӝऊॄ.ࢬ!

ࢬॄ!

)ፎୖ᎙୍ൔ߄ߕຏ*!

217 ԃ 23 Д 42 В!

ဠ٣ߏ!!!!!!!!!!!!!!!!!!!!!!!!!!!!!!!!!!!!!!!!!!!!!!!!!!!!!!!!!!!!!!!!!!!!!!!!!!!!!!!!!!!!!!!!!!!!!!!Γ!!!!!!!!!!!!!!!!!!!!!!!!!

2yyy!

ߚࢬၗౢӝी!

คၗౢ!

2891!

26yy!

όౢǵቷ܊Ϸഢ!

௦Ҕݤϐၗ!

2661!

ၗ܄όౢృᚐ!

аԋҁᑽໆϐߎᑼၗౢȋߚࢬ!

2654!

2711!

ໆϐߎᑼၗౢ.ߚࢬ!

!

2871!

ၸځдᆕӝཞࡪϦϢሽॶᑽ!

ߚࢬၗౢ!

2628!

!

ࢬၗౢӝी!

ځдᔈԏී!

22yy!

ᔈԏීృᚐ!

2311!

ࡪᎍࡕԋҁᑽໆϐߎᑼၗౢ!

2247!

2281!

ഢٮр୧ߎᑼၗౢ.ࢬ!

2236!

.ࢬ!

ᑽໆϐߎᑼၗౢ.ࢬ!

!

ᔈԏ౻Ᏽృᚐ!

ၸځдᆕӝཞࡪϦϢሽॶ!

2231!

2261!

ᑼၗౢ.ࢬ!

!

!

ߎϷऊߎ!

ၗ!!!!!ౢ!

ၸཞࡪϦϢሽॶᑽໆϐߎ!

ࢬၗౢ!

2211!

жዸ!

2221!

!

!

҇୯ɄΎԃϷ҇୯ɄϤԃΜΒДΟΜВ!

ၗౢॄ߄!

ֻᠼᆢπިҽԖज़Ϧљ!

Ϥ)Μΐ*!

Ϥ)ΜΖ*!

Ϥ)ΜΎ*!

Ϥ)ΜϤ*!

Ϥ)Μϖ*!

Ϥ)ΒΜϤ*!

Ϥ)ΜѤ*!

Ϥ)ΜΟ*!

Ϥ)ΜΒ*!

Ϥ)ΜΒ*!

ߕຏ!

!

:1!!

2!!

32!!

6!!

21!!

6!!

59!!

21!!

3!!

.!!

3!!

9!!

.!!

.!!

2!!

5!!

.!!

4!!

.!!

!

211!!

&!

!

%!!!!!3-7:5-3:5!

3-572-627!

8-169!

692-1:2!

23:-224!

377-2:2!

262-75:!

2-437-525!

343-889!

64-:11!

21-576!

54-546!

289-989!

7-314!

5-141!

38-162!

:9-98:!

21-224!

43-713!

%!!!!!!!!!!!!!.

ߎᚐ!

&!

211!

:2!

.

32!

6!

21!

7!

5:!

:!

3!

.

3!

8!

.

.

2!

6!

.

2!

.

ൂՏǺཥѠჾщϡ
217 ԃ 23 Д 42 В!

!!!!!!!!ीЬᆅ!!!!!!!!!!!!!!!!!!!!!!!!!!!!!!!!!!!!!!!!!!!!!!!!!!!

%!!!!!3-894-249!!!

3-618-597!!!

49-:37!!!

683-956 !

23:-224!!!

398-865!!!

263-545!!!

2-437-525!!!

386-763!!!

63-389!!!

8-:23 !

55-477!!!

334-485!!!

2-937!!!

5-619!!!

31-914!!!

:7-:24 !

9-522!!!

:1-774!!!

%!!!!!!!!!!!361!!!

ߎᚐ!

218 ԃ 23 Д 42 В!

【★】

ֻᠼᆢπިҽԖज़Ϧљ!
ᆕӝཞ߄!

【★】

҇୯ɄΎԃϷɄϤԃДВԿΜΒДΟΜВ!

ൂՏǺཥѠჾщϡ
218 ԃࡋ!
жዸ!

Ҟ!

!

ߕຏ!

5111!

ᔼԏΕ!

! Ϥ)ΒΜ*!

6111!

ᔼԋҁ!

! Ϥ)ΒΜ*!

6:61!

ᔼЛճృᚐ!

!

ᔼҔ!

ߎᚐ!

217 ԃࡋ!
&!

%!!!!!!3-241-961!

!

ߎᚐ!

&!

211!! ! %!!!!!3-225-217!

211!

)2-92:-711*

)96*! !

)2-86:-734*

)94*

422-361!

26!! !

465-594!

28!

! Ϥ)ΒΜΒ*!

7211!

ᎍҔ!

)73-173*

)4*!

)76-353*

)5*

7311!

ᆅҔ!

)57-668*

)4*!

)55-561*

)3*

7411!

ࣴزวҔ!

):-958*

.!!

)9-612*

.!

7561!

ႣයߞҔ෧ཞཞѨ!

)796*

.!!

.!

.!

7111!

ᔼҔӝी!

)22:-262*

)7*!

)229-2:4*

)7*

347-3:1!

22!

2!!

26-211!

2!

7:11!

ᔼճ)ཞѨ*!

!

ᔼѦԏΕϷЍр!

8121!

ځдԏΕ!

8131!
8161!
8181!

2:3-1::!

:!! !

Ϥ)ΒΜΟ*!

2:-983!

ځдճϷཞѨ!

Ϥ)ΒΜѤ*!

7-338!

.!!

4-391!

.!

୍ԋҁ!

Ϥ)ΒΜϖ*!

)6*

.!!

)21*

.!

௦ҔݤᇡӈϐηϦљǵᜢᖄҾϷӝ

Ϥ)Ζ*!

!!!!!!!!!!27-413!

2!!

!!!!!!!!!!!4-976!

.!

ၗཞϐҽᚐ!
8111!

ᔼѦԏΕϷЍрӝी!

8:11!

ิృճ)ృཞ*!

8:61!

܌ளิҔ!

9311!

ҁයృճ)ృཞ*!

!

ځдᆕӝཞ!

!

! Ϥ)ΒΜϤ*!

53-4:7!

3!!

33-346!

2!

345-5:6!

22!! !

369-636!

23!

)4:-68:*

)3*! !

)53-9:9*

)3*

2:5-:27!

:!! !

326-738!

21!

όख़ϩᜪԿཞϐҞ!

9422!

ዴۓᅽճीฝϐӆᑽໆኧ!

Ϥ)Μϖ*!

4-2:3!

.!!

)4-118*

.!

9427!

ၸځдᆕӝཞࡪϦϢሽॶᑽໆϐ

Ϥ)Μΐ*!

28-464!

2!!

.!

.!

9447!

௦ҔݤᇡӈηϦљǵᜢᖄҾϷӝ

Ϥ)Μΐ*!

:-484!

.!!

.!

.!

)632*

.!!

622!

.!

πڀၗ҂ჴຑሽཞ!
ၗϐၸځдᆕӝཞࡪϦϢሽॶᑽ
ໆπڀ҂ჴཞ!
945:!
9471!

ᆶόख़ϩᜪϐҞ࣬ᜢϐ܌ளิ!

Ϥ)ΒΜϤ*!

ࡕុёૈख़ϩᜪԿཞϐҞ!

9473!

ഢٮр୧ߎᑼၗౢ҂ჴຑሽཞ!

9491!

௦ҔݤᇡӈϐηϦљǵᜢᖄҾϷ

!
Ϥ)Μΐ*!

.!

.!!

)4-968*

.!

!!!!!!!!!!!2-4:4!

.!!

)4-83:*

.!

2!!

)21-193*

.!

21!! ! %!!!!!!!316-656!

21!

ӝၗϐځдᆕӝཞϐҽᚐ.ёૈख़ϩ
ᜪԿཞϐҞ!
9411!

ځдᆕӝཞ)ృᚐ*!

9611!

ҁයᆕӝཞᕴᚐ!

!

ࣦިᎩ!

41-8:1!
%!!!!!!!!336-817!
! Ϥ)ΒΜΎ*!

:861!

୷ҁࣦިᎩ!

%!!!!!!!!!!!2/58!

!

%!!!!!!!!!!2/74!

:961!

ีញࣦިᎩ!

%!!!!!!!!!!!2/57!

!

%!!!!!!!!!!2/73!

)ፎୖ᎙ࡕߕ୍ൔ߄ߕຏ*!

ဠ٣ߏ!!!!!!!!!!!!!!!!!!!!!!!!!!!!!!!!!!!!!!!!Γ!!!!!!!!!!!!!!!!!!!!!!!!!!!!!!!!!!!ीЬᆅ!

-23-

-24%262-75:!

!!!!!!!!!!!!.!!! !!!!!!!!!!!!.!

!!!!!!!!!!!!.!!! !!!!!!!!!!!!.!

!!!!!!!!!!!!.!!! !!!!!!!!!!!!.!

҇୯218ԃࡋృճ!

҇୯218ԃࡋځдᆕӝཞ!

ҁයᆕӝཞᕴᚐ!
%263-545!

%398-865!

!!!!!!!!!!!!.!

!!!!!!!!!!!!.!

!!!!!!!!!!!!.!

!!!!!!!!!!!!.!

!!!!!!!!!!!!.!

!!!32-674!

!!377-2:2!

!!!!!!!!!!!!.!

%377-2:2!

%377-2:2!

!!!!!!!!!!!!.!

!!!!!!!!!!!!.!

!!!!!!!!!!!!.!

!!!!!!!!!!!!.!

!!!2:-:62!

%357-351!

ࣦۓݤᎩϦᑈ!

҂ϩଛࣦᎩ!

%683-956!

!!!2:8-698!

!!!!!3-782!

!!!2:5-:27!

!!!!!!!!!!!!!.

!!)296-7:9*

!!!)32-674*

!!!693-62:!

!!!!!2-539!

%692-1:2!

%692-1:2!

324-242!

)3-5:7*

!!326-738!

!!)26:-281*

!!!)2:-:62*

%658-192!

)ࡑ܈ᔆံᖝཞ*

)ፎୖ᎙୍ൔ߄ߕຏ*!

%23:-224!

!!!!!!!!!!!!.!

!!!!!!!!!!!!.!

!!!!!!!!!!!!.!

!!!!!!!!!!!!.!

!!!!!!!!!!!!.!

!!!!!!!!!!!!.!

!!23:-224!

!!!!!!!!!!!!.!

%23:-224!

%23:-224!

!!!!!!!!!!!!.!

!!!!!!!!!!!!.!

!!!!!!!!!!!!.!

!!!!!!!!!!!!.!

!!!!!!!!!!!!.!

%23:-224!

ձࣦᎩϦᑈ!
%557!

%)2-9:1*

!!!!2-4:4!

!!!!2-4:4!

!!!!!!!!!!!!.!

!!!!!!!!!!!!.!

!!!!!!!!!!!!.!

!!!!!!!!!!!!.!

!!!)4-394*

!!!!!!!!!!!!.!

%)4-394*

%)4-394*

!!!)4-83:*

!!!)4-83:*

!!!!!!!!!!!!.!

!!!!!!!!!!!!.!

!!!!!!!!!!!!.!

ᚐ!

ൔ߄ඤᆉϐիඤৡ

%51-927!

!!!37-837!

!!!37-837!

!!!!!!!!!!!!.!

!!!!!!!!!!!!.!

!!!!!!!!!!!!.!

!!!!!!!!!!!!.!

!!!25-1:1!

!!!25-1:1!

%!!!!!!!!!!!.!

%.!

!!!!!!!!!!!!.!

!!!!!!!!!!!!.!

!!!!!!!!!!!!.!

!!!!!!!!!!!!.!

!!!!!!!!!!!!.!

%.!

ຑሽ)ཞ*!

ߎᑼၗౢ҂ჴ

୯Ѧᔼၮᐒᄬ୍ ࡪϦϢሽॶᑽໆϐ

ၸځдᆕӝཞ

ځдҞ!

ဠ٣ߏ!!!!!!!!!!!!!!!!!!!!!!!!!!!!!!!!!!!!!!!!!!!!!!!!!!!!!!!!!!!!!!!!!Γ!!!!!!!!!!!!!!!!!!!!!!!!!!!!!!!!!!!!!!!!!!!!!!!!!!!!!!!!!!!!ीЬᆅ!

҇୯218ԃ23Д42ВᎩᚐ!

%2-437-525!!!

!!!!!!!!!!!!.!!!

ځдၗҁϦᑈᡂኧ!

?

!!!!!!!!!!!!.!!! !!!!!!!!!!!!.!
!!!!!!896!

!!!!!!!!!!!!.!!! !!!!!!!!!!!!.!

!!262-75:!

!!ද೯ިߎިճ!

2-437-525!!!

!!!!!!!!!!!!.!!! !!!!!!!!!!!!.!

!!ගӈࣦۓݤᎩϦᑈ!

ࣦᎩࡰኘϷϩଛǺ!

҇୯218ԃ2Д2Вख़ጓࡕᎩᚐ!

ଓྉҔϷଓྉख़ጓϐቹៜኧ!

%2-437-525!!!

!!!!!!!!!!!!.!!! !!!!!!!!!!!!.!

ҁයᆕӝཞᕴᚐ!

҇୯218ԃ2Д2ВᎩᚐ!

!!!!!!!!!!!!.!!! !!!!!!!!!!!!.!

҇୯217ԃࡋځдᆕӝཞ!

%262-75:!

!!!!!!!!!!!!.!!! !!!!!!!!!!!!.!

҇୯217ԃࡋృճ!

%2-437-525!!!

!!!!!!!!!!!!.!!! !!!!!!!!!!!!.!

҇୯217ԃ23Д42ВᎩᚐ!

!!!!!!!!!!!!.!!! !!!!!!!!!!!!.!

%262-75:!

!!ද೯ިߎިճ!

%2-437-525!!!

ၗҁϦᑈ!

!!ගӈࣦۓݤᎩϦᑈ!

ࣦᎩࡰኘϷϩଛǺ!

҇୯217ԃ2Д2ВᎩᚐ!

ද೯ިިҁ!

ߥ੮ࣦᎩ!

ֻᠼᆢπިҽԖज़Ϧљ
ᡂ߄
҇୯ɄΎԃϷɄϤԃДВԿΜΒДΟΜВ!

%!!!!!!!!!!!!.!

!!!!!!!!!!!!!.!

!!!!!!!!!!!!!.!

!!!!!!!!!!!!!.!

!!!!!!!!!!!!!.!

!!!!!!!!!!!!!.!

!!!!!!!!!!!!!.!

!!!!!!!!!!!!!.!

!!!)21-452*

%21-452!

%21-452!

!!!!)4-968*

!!!!)4-968*

!!!!!!!!!!!!!.!

!!!!!!!!!!!!!.!

!!!!!!!!!!!!!.!

%25-2:9!

҂ჴ)ཞ*!

ഢٮр୧ߎᑼၗౢ

%3-618-597!!

!!!!336-817!!

!!!!41-8:1!!

!!!2:5-:27!!

!!!!!!!896!!

!!)296-7:9*!

!!!!!!!!!!!!.!!

3-577-7:4!

!!!!!6-288!!

%3-572-627!!

%3-572-627!!

!!!316-656!!

!!!)21-193*!

!!!326-738!!

!!)26:-281*!

!!!!!!!!!!!!.!!

%3-526-252!!

ᕴᚐ!

ൂՏǺཥѠჾщϡ

【★】

ֻᠼᆢπިҽԖज़Ϧљ!
ߎࢬໆ߄!
҇୯ɄΎԃϷɄϤԃДВԿΜΒДΟΜВ!

Ҟϣ!

218 ԃࡋ!

ᔼࢲϐߎࢬໆ!
ᝩុᔼൂՏิృճ)ృཞ*!
ፓҞ!
ԏཞҞ!
שᙑҔ!
ᎍҔ!
ႣයߞҔ෧ཞཞѨ)ճ*ኧ!
ၸཞࡪϦϢሽॶᑽໆߎᑼၗౢϷॄϐృཞѨ)ճ*!
ճ৲Ҕ!
ճ৲ԏΕ!
ިճԏΕ!
௦ҔݤᇡӈϐηϦљǵᜢᖄҾϷӝၗཞѨ)ճ*ϐҽᚐ!
ೀϩϷൔቲόౢǵቷ܊ϷഢཞѨ)ճ*!
ᆶᔼࢲ࣬ᜢϐၗౢ0ॄᡂኧ!
ԖٮҬܰϐߎᑼၗౢ)ቚу*෧Ͽ!
ᔈԏ౻Ᏽ)ቚу*෧Ͽ!
ᔈԏී)ቚу*෧Ͽ!
ځдᔈԏී)ቚу*෧Ͽ!
Ӹ)ቚу*෧Ͽ!
ႣбҔ)ቚу*෧Ͽ!
Ⴃбී)ቚу*෧Ͽ!
ځдࢬၗౢ)ቚу*෧Ͽ!
ځдߎᑼၗౢ)ቚу*෧Ͽ!
ӝऊॄቚу)෧Ͽ*!
ᔈб౻Ᏽቚу)෧Ͽ*!
ᔈбීቚу)෧Ͽ*!
ځдᔈбීቚу)෧Ͽ*!
ॄྗഢቚу)෧Ͽ*!
Ⴃԏීቚу)෧Ͽ*!
ځдࢬॄቚу)෧Ͽ*!
ృዴۓᅽճॄቚу)෧Ͽ*!
ᔼၮౢғϐߎࢬΕ)ࢬр*!
ԏڗϐճ৲!
ԏڗϐިճ!
Ѝбϐճ৲!
ଏᗋ)Ѝб*ϐ܌ளิ!
ᔼࢲϐృߎࢬΕ)ࢬр*!
ၗࢲϐߎࢬໆ!
ڗளࡪᎍࡕԋҁᑽໆϐߎᑼၗౢ!
ࡪᎍࡕԋҁᑽໆϐߎᑼၗౢډයᗋҁ!
ڗளόౢǵቷ܊Ϸഢ!
ೀϩόౢǵቷ܊Ϸഢ!
Ӹрߥߎ෧Ͽ!
ڗளคၗౢ!
Ⴃбഢීቚу!
ၗࢲϐృߎࢬΕ)ࢬр*!
ᝢၗࢲϐߎࢬໆ!
ӸΕߥߎቚу!
วܫߎިճ!
ځдᝢၗࢲ!
ᝢၗࢲϐృߎࢬΕ)ࢬр*!
ҁයߎϷऊߎቚу)෧Ͽ*ኧ!
ය߃ߎϷऊߎᎩᚐ!
ය҃ߎϷऊߎᎩᚐ!

【★】
! ൂՏ;!
!

%!!!!!!!!!!!345-5:6!! !

ཥѠჾщϡ!
217 ԃࡋ!

%!!!!!!!!!!!369-636!

71-419!! !
3-:81!! !
796!! !
368!! !
6!! !
)6-929*! !
)23-749*! !
)27-413*! !
)27:*! !

62-6:2!
3-489!
)488*
)317*
21!
)4-546*
):-553*
)4-976*
)6-286*

235-:6:!! !
)929*!!
26-896!! !
558!! !
)22-8:9*! !
:71!! !
61-587!! !
)45*!!
.!! !
)5-466*!!
69-172!! !
)2-813*!!
)2-:77*!!
589!! !
.!! !
33:!! !
64:!! !
5:6-165!! !
6-677!! !
27-227!! !
)6*! !
)59-326*! !
579-627!! !

59-278!
25-374!
)35-177*
4-622!
)3:-635*
)646*
)53-:63*
624!
.!
)9:-242*
6-415!
)5-522*
)6:5*
427!
):-5:7*
)4*
553!
272-919!
4-534!
23-66:!
)21*
)48-626*
251-376!
.!
.!

)314-::9*!!
312-7:9!! !
)9-151*! !
285!! !
.!! !
)773*! !
):-599*! !
)31-427*! !
211!! !
)296-7:9*! !
896!! !
)295-924*! !
374-498!! !
234-187!! !
%!!!!!!!!!!!497-574!! !

)7-543*
2!
6-616!
)7:1*
)287-244*
)288-85:*
.!
.!
)26:-281*
)26:-281*
)2:7-765*
42:-841!
%!!!!!!!!!!!234-187!

)ፎୖ᎙ࡕߕ୍ൔ߄ߕຏ*!

ဠ٣ߏ!!!!!!!!!!!!!!!!!!!!!!!!!!!!!!!!!!!!Γ!!!!!!!!!!!!!!!!!!!!!!!!!!!!!!!!!!!!!!!ीЬᆅ!!!!!!!!!!!!!!!!!!!!!!!!!!!!

-25-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七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
說明：
（一）本公司一○七年度盈餘分配表業經108年2月25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擬具一
○七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表。
（二）擬分配股東現金股利185,697,960元，每股配發1.4元，計算至元為止，元
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三）俟本次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
事宜。
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中 華 民 國 一○七 年 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小

計

合

計
$373,831,122

期初未分配盈餘

1,426,758

追溯適用 IFRS 之影響數

375,257,880

追溯適用 IFRS 之期初未分配盈餘
$2,671,627

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
本期稅後淨利

194,915,946

法定盈餘公積

(19,491,595)

本期可分配盈餘

178,095,978

可供分配總額

553,353,858

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股利

(185,697,960)

期末未分配盈餘

$367,655,898

附註：1.盈餘分配以 107 年度未分配盈餘優先分配。
2.若俟後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轉讓或註銷而影響流通在外股數，以致股
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並調整之。

董事長：

經理人：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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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管：

三 、 討論事項
董事會提
案由：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因應主管機關法令之規定及管理需要修訂。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如下：
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第二條：資產範圍
第二條：資產範圍
本處理程序所稱「資產」包含下列各 本處理程序所稱「資產」包含下列各
項：
項：
一、略
一、略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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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性不動產、土地使用權、營建業
備。
之存貨）及設備。
三、～四、略
三、～四、略
五、使用權資產。
六、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 五、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
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
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
七、衍生性商品。
六、衍生性商品。
八、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七、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九、其他重要資產。
八、其他重要資產。
第三條：本程序名詞定義如下：
第三條：本程序名詞定義如下：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特定利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
率、金融工具價格、商品價格、匯率 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品
、價格或費率指數、信用評等或信用 所衍生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
指數、或其他變數所衍生之遠期契約 貨契約、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
、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槓桿保證 ，及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
金契約、交換契約，上述契約之組合 等。所稱之遠期契約，不含保險契約
，或嵌入衍生性商品之組合式契約或 、履約契約、售後服務契約、長期租
結構型商品等。所稱之遠期契約，不 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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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依企業併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依企業併
購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機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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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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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
第 156 條之 3 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 第 156 條第 8 項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
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以下略)
(以下略)
第四條：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 第四條：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處
其使用權資產處理程序
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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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說明
配合相關
法令與實
際需要

配合相關
法令與實
際需要

配合相關
法令與實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之取得：本公司依據實際需要，由需
求部門提出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
資產之需求。
（二）評估或詢比議價：取得不動產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時，由執行單
位事先擬定資本支出預算表，進行可
行性評估。
（三）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悉依本公司【資產管理辦
法】規定辦理。
二、交易條件之決定程序
（一）略
（二）取得或處分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應以比價、議價或招標方式擇一
為之，並依據本公司【職務授權作業
程序】逐級核准後始得為之。
三、執行單位
（一）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取得及處分由經管部門負責。
（二）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帳務處理由會計單位負責。
四、取得資產鑑價報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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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符合下列規
定：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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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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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收資本額百分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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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際需要
（一）不動產及設備之取得：本公司
依據實際需要，由需求部門提出不動
產及設備之需求。
（二）評估或詢比議價：取得不動產
或設備時，由執行單位事先擬定資本
支出預算表，進行可行性評估。
（三）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悉依
本公司【資產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二、交易條件之決定程序
（一）略
（二）取得或處分設備，應以比價、
議價或招標方式擇一為之，並依據本
公司【職務授權作業程序】逐級核准
後始得為之。
三、執行單位
（一）不動產及設備取得及處分由經
管部門負責。
（二）不動產及設備帳務處理由會計
單位負責。
四、取得資產鑑價報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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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符合下列
規定：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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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略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
形資產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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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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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關係人交易
一、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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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下列資料經
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後
，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二)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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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七)略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九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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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程序規定經審計
委員會同意並提交董事會通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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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
易，董事會得依【職務授權作業程序
】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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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
或其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
產使用權資產。
(以下略)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應依下列方法評估交易
成本之合理性：
（一）～(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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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關係人交易
配合相關
一、略
法令與實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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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下列資料經審
計委員會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後，
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二)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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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七)略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九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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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程序規定經審計
委員會同意並提交董事會通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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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得依
【職務授權作業程序】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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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
依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一）～(二)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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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款所列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
本。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用權資產，依前二款規定評估不動產 依（一）
、
（二）款規定評估不動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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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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前項規定辦
理，不適用本項前三款規定：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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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略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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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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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依第五項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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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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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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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
意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第二
項規定辦理，不適用本項（一）
、
（二
）、
（三）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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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依第三項第（一）及（二
）款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
時，應依第五項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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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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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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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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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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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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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如經按第三、四項規定
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
理下列事項：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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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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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
者為公開發行公司，本公司亦應就該
公司之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交
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
（二）略
（三）應將前二款處理情形提報股東
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及
公開說明書。
（四）本公司依第一款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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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
特別盈餘公積。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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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四款規定辦理。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
經按第三、四項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
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第七條：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一、～三、略
四、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事會
之監督管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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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程序所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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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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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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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略
(三)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

第七條：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配合相關
一、～三、略
法令與實
四、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事會 際需要
之監督管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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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適當並確實依本準則所訂之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辦理。
2.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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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
本間之差額，依證交法第四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
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若本公司採權
益法評價之被投資者為公開發行公司
，本公司亦應就該公司之提列數額按
持股比例依證交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二）略
（三）應將第一款及第二款處理情形
提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
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四）本公司依第一款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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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同
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二)略
(三)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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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所定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規
定授權相關人員辦理者，事後應提報
最近期董事會。
(四)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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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依第三項第二款、本項第一款第一
目及第二款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
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以下略）
第八條：辦理合併、分割、收購及股
份受讓相關規定
一、～三、略
四、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
特殊因素事先報經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同意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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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
天召開董事會。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時，應將下列資料作成完整書面
紀錄，並保存五年，備供查核：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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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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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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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時，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前款第一目及第二目
資料，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
統申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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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應與其
簽訂協議，並依前二款規定辦理。

，依本準則所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處理規定授權相關人員辦理者，事後
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
(四)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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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依第三項第二款及本項第一、二款
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
簿備查。
（以下略）
第八條：辦理合併、分割、收購及股 配合相關
份受讓相關規定
法令與實
一、～三、略
際需要
四、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
特殊因素事先報經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同意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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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
天召開董事會。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時，應將下列資料作成完整書面
紀錄，並保存五年，備供查核：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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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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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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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時，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前款第一目及第二目
資料，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
統申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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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應與其
簽訂協議，並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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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略）
第九條：應公告、申報事項
一、應公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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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事實發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網站辦理
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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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略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
定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
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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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公司若經營營建業務，取得
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且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
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惟本公
司實收資本額若達新臺幣一百億元
以上，處分自行興建完工建案之不動
產，且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時，交易
金額為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
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
不動產，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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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
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
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
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
2.本公司若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
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

（以下略）
第九條：應公告、申報事項
配合相關
一、應公告項目：
法令與實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 際需要
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網站辦理
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
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
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略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
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
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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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公司若經營營建業務，取得
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人之不動產且其
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
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
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
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
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
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券交易
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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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價證券買賣，或於初級市場認購
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
權之一般金融債券（不含次順位債券
），或申購或買回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或期貨信託基金，或證券商因承銷業
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
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3.略
二、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
（一）～(二)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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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第十條：本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之
子公司及關係企業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略
二、子公司之應公告申報標準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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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本公司及子公司與關係企
業投資範圍及額度
一、本公司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之總金額以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為
限，單筆交易以百分之十為限。
二、～四、略
五、非公開發行子公司及關係企業之
投資範圍及額度按營業性質分述如
下：
（一）營業性質非屬投資專業者，以
該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為基礎，依前
四項規定辦理。
（以下略）
第十三條：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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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買賣，或於國內初級市場認購募集
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
一般金融債券，或證券商因承銷業務
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商
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3.略
二、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
（一）～(二)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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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第十條：本公司之子公司及關係企業 配合相關
法令與實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際需要
一、略
二、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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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公司之實收資
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第十一條：本公司及子公司與關係企
業投資範圍及額度
一、本公司購買非營業使用不動產之
總金額以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二十為限，單筆交易以百分之
十為限。
二、～四、略
五、非公開發行子公司及關係企業之
投資範圍及額度按營業性質分述如
下：
（一）營業性質非屬投資專業者，以
該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為基礎，依第
一、二、三、四項規定辦理。
（以下略）
第十三條：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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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配合相關
法令與實
際需要

配合相關
法令與實
際需要

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
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已滿三
年者，不在此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或
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
價者之估價報告，不同專業估價者或
估價人員不得互為關係人或有實質
關係人之情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
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
業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
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
具報告或意見書；並將所執行程序、
蒐集資料及結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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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六、略
七、若本公司發行之股票無面額，或
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則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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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程序有關實收
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之交易金
額規定，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新臺幣二百億元計算之。
（以下略）

二、～六、略
七、若本公司發行之股票無面額，或
每股面額非屬新台幣十元，則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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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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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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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訂日期 104.06.10

第 一 條：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 二 條：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
定。
第 三 條：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
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等各項
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
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
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常會及股東臨時
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
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
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持股未滿一仟股之股東，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五條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
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
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
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
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七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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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
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
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
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 四 條：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
理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
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
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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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第 六

第 七

第 八
第 九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
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條：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
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
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條：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
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
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
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
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
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
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
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
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
之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
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
議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條：股東會之開會過程本公司應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
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條：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簽到卡，
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
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
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
，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
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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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
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
決。
第 十 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
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
逕行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
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
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
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第十一條：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
號) 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
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股東對於議程所訂報告事項之詢問，應於全部報告事項均經主席或指定之
人宣讀或報告完畢後，始得發言。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
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其他
股東亦得請求主席為之。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
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政府或法人為股
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惟代表人人數以本公司一般董事
人數為上限。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
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二條：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
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
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
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十三條：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
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
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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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
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
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
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
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
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
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
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
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
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第十四條：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董事選舉辦法】辦理，並應當場
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
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
為止。
第十五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
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
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十六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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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規定之
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七條：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
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
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八條：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
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
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
會。
第十九條：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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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 一 條 ：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宏益纖維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Hong Yi Fiber Ind.Co.,Ltd.）。
第 二 條 ： 本公司營業範圍如下:
一、C301010 紡紗業。
二、C302010 織布業、C303010 不織布業。
三、C305010 印染整理業、C306010 成衣業、C307010 服飾品製
造業、C399990 其他紡織及製品製造業。
四、C801120 人造纖維製造業。
五、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六、H701020 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七、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CC01040 照明設備製
造業、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
業、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
造業。
八、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之一 ： 本公司轉投資總額得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第一項有關轉投資百分
比之限制。
第二條之二 ： 本公司得依法令規定對第三人提供保證。
第 三 條 ：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得經董事會之決議，依法在其
他適當地點設立分支機構。
第 四 條 ：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以登載本公司所在地之通行日報顯著部份，但
公司法或證券管理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 五 條 ：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貳拾陸億元整，分為貳億陸仟萬股，
每股新臺幣壹拾元整，未發行之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並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
錄。
第 六 條 ： 本公司股東辦理相關業務，悉依「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及相關法令規定向本公司或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
第 七 條 ： 股票之更名過戶，自股東會開會前六十日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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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八 條 ： 股東會分股東常會及臨時會兩種，常會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
月內由董事會召開之，必要時得依法召開股東臨時會。
第 九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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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數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
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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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 本公司股東表決權之行使，依公司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一 條 ：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依公司法第二○八條第三項規定
辦理，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
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 十二 條 ： 股東會議應做成決議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併同股東簽到簿代表
出席之委託書存於公司備查，並依公司法一八三條相關規定辦
理。
第 十三 條 ： 本公司置董事七至九人，任期三年，董事之選任依公司法第一百
九十二條之一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連選得連任。前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
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
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任期、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
遵循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理。
本公司並得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
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本公司全體董事持有記名股票之最低股份總數應遵照有關法令規
定辦理。
董事會得設置各類功能性專門委員會，其設置之相關事宜須提報
董事會通過；專門委員會應對董事會負責，並將所提議案交由董
事會決議。
第 十四 條 ： 董事組織董事會由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並以出席董事過半
數之同意互選董事長一人，並得設副董事長一人，依同一方式互
推之。
第 十五 條 ： 董事會除每屆第一次依公司法第二○三條規定外，餘均由董事長
召集並任主席，董事長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
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因故不能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
之，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
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董事會召集通知得以書面、傳真或電
子郵件（E-mail）等方式為之。
第 十六 條 ：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有規定外，應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並以
出席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董事會得以視訊會議為之，董事以視訊
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依公司法二○五條規定辦
理。
獨立董事對於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規定應提董事會之事項，獨立
董事應親自出席不得委由非獨立董事代理；獨立董事如不能親自
出席董事會，得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
獨立董事如對前項議案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時，應事先出具書面意
見，並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第 十七 條 ： 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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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八 條 ：
第 十九 條 ：

第 二十 條 ：

第 廿一 條 ：

第 廿二 條 ：

第 廿三 條 ：
第 廿四 條 ：

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及其成員之職權行使及
相關事項，依照證券交易法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如業務需要時得由董事長聘請會計師為會計顧問及律師為法律顧
問或本業遠識之人士為本公司之顧問。
董事會應向股東會負責，應依照相關法令、公司章程之規定或股
東會決議行使職權。
董事會在不違反前項規定下，得授權經理人辦理。
本公司如業務需要時得設經理人，秉承董事會之決議綜理公司一
切業務，其聘任、解任及報酬依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辦理。
本公司之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董事
會應於每一會計年度終了時，造具下列各項表冊並依法定程序提
交股東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本公司年度如有稅前獲利，應提撥不高於 2%為董事酬勞，及 4%
為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上述員工酬勞之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其條
件及分配方式，授權董事會決定之。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虧損，次提 10%
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不
再提列；其餘額再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加計保
留盈餘調整數為本期可分配盈餘，併同前期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
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本公司所處產業環境多變，為因應景氣與市場變化，須持續增加資
本支出，考量未來資金需求，前項股東紅利之分派，於本期決算為
獲利時，應不低於本期可分配盈餘 30%，其中現金股利比例不低
於當年度股利總額 10%。
本公司董事執行本公司職務時，不論公司營業盈虧，公司得支給
相當之車馬費、津貼及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
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參照同業水準，於不超過本公司核薪辦法
所訂最高薪階之標準議定之，另依第廿一條之規定分配酬勞。
本公司股東或董事充任經理人或職工者，概視同一般之員工支領薪
資。
本章程如有未訂事項悉依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之。
本章程由發起人訂立於民國五十七年八月六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五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一年三月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八年六月四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九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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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年五月十七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四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四月六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七月二十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八月五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二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五月十一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四月二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五月三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六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八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三十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六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九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年六月九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二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六月四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六月六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十日
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第三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十六日
第三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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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修訂日期 106.06.16

第 一 條 ： 法令依據
為加強本公司資產管理及降低經營風險，特依相關法令及規定訂定
本程序。
第 二 條 ： 資產範圍
本處理程序所稱「資產」包含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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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建業之存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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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條 ： 本程序名詞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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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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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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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子公司、關係企業：關係人及子公司應依證券發行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之，關係企業則依公司法相關規定
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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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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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不動產及設備之取得：本公司依據實際需要，由需求部
門提出不動產及設備之需求。
（二）評估或詢比議價：取得不動產或設備時，由執行單位事
先擬定資本支出預算表，進行可行性評估。
（三）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悉依本公司【資產管理辦法】
規定辦理。
二、交易條件之決定程序
（一）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應參考公告現值、評定價值、鄰近
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等決議交易條件及交易價格，作成
可行性評估報告後，依據本公司【職務授權作業程序】
逐級核准後始得為之。
（二）取得或處分設備，應以比價、議價或招標方式擇一為之
，並依據本公司【職務授權作業程序】逐級核准後始得
為之。
三、執行單位
（一）不動產及設備取得及處分由經管部門負責。
（二）不動產及設備帳務處理由會計單位負責。
四、取得資產鑑價報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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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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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
業估價者估價。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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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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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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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5.本公司從事建設業務時，除採用限定價格、特定價格
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外，如有正當理
由未能即時取得估價報告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
算二週內取得估價報告及本款第三目之會計師意
見。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交易金額達實收資
本額百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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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條 ： 有價證券投資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屬有價證券投資者依【投資作業辦法】
規定辦理。
二、交易條件之決定程序
（一）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
股權或轉換公司債，依當時之股權或債券之價格決定
之。
（二）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
股權，應考量其每股淨值、獲利能力、未來發展潛力及
參考當時交易價格議定之。
（三）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
債券，應參考當時市場利率、債券票面利率及債務人債
信等後議定之。
三、執行單位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時，由財務部門依據本公司【職務授
權作業程序】逐級核准後始得為之。
四、取得專家意見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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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
第五條之一 ： 前二條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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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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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條 ： 關係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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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應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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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見。
前款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五條之一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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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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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下列資料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董
事會決議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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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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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
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
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本條第一項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
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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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依本程序規定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交董事會通過部分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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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得依【職務授權作業程序】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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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項第一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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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項第一款規定應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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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第十三條第
二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依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
理性：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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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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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公布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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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一方互為
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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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款所列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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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第二項規定辦理，不適用本項
（一）
、（二）、
（三）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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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公司依第三項第（一）及（二）款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
格為低時，應依第五項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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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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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地依第三項規定之方法評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
建成本加計合理營建利潤，其合計數逾實際交易價格
者。所稱合理營建利潤，應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營建
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財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
業毛利率孰低者為準。
2.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
非關係人成交案例，其面積相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
動產買賣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條
件相當者。
3.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租
賃案例，經按不動產租賃慣例應有合理之樓層價差推
估其交易條件相當者。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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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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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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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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經按第三、四項規定評估結果
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交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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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者為公
開發行公司，本公司亦應就該公司之提列數額按持股比
例依證交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二）審計委員會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三）應將第一款及第二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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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公司依第一款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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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第 七 條 ：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交易之種類：
1.特定用途交易：係指持有或發行衍生性商品目的在賺
取商品交易差價者，包括自營及以公平價值衡量並認
列當期損益之其他交易活動。
2.避險性交易：係指因前述以外目的而從事交易活動
者。
（二）經營或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性商品交易，應以避險為目的，
交易商品應選擇使用規避公司業務經營所產生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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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特定用途之交易，須經謹慎評估，
並依【職務授權作業程序】辦理。
（三）權責劃分：
由於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變化迅速，操作技巧及資金調
度由總經理室及財務部門指派專人負責，且從事衍生性
商品之交易人員及確認、交割等作業人員不得互相兼任
代理。
1.交易人員（由總經理室人員擔任）
（1）負責全公司金融商品交易策略擬定。
（2）交易人員應每二週定期計算部位，蒐集市場資
訊，進行趨勢判斷及風險評估，擬定操作策略，
依核決權限核准後，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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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據授權權限及既定之策略執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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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總經理核准後，作為從事交易之依
據。
2.確認人員（由會計單位人員擔任）
（1）執行交易確認。
（2）審核交易是否依據授權權限與既定之策略進
行。
（3）每月進行評價，評價報告呈核至總經理。
（4）會計帳務處理。
（5）依規定進行申報及公告。
3.交割人員（由財務單位人員擔任）：執行交割任務。
4.稽核部門：
負責了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及查核
交易單位對作業程序之遵循情形，並分析交易循環，
作成稽核報告，若有重大缺失時，向董事會報告。
5.衍生性商品核決權限
（1）避險性交易之核決權限
核決權人 每日交易權限
淨累積部位交易權限
財務主管 US$1M（含）以下 US$3M（含）以下
總經理 US$1M-3M（含） US$9M（含）以下
董事長 US$3M 以上
US$15M（含）以下

（2）其他特定用途之核准，依【職務授權作業程序】
相關規定辦理。
6.子公司之核決權限，比照母公司辦理。
（四）績效評估：
1.避險性交易
（1）以公司帳面之匯率及成本與從事衍生性金融交
易之間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基礎。
（2）為充分掌握及表達交易之評價風險，本公司採
月結評價方式評估損益。
（3）財務部門應提供外匯部位評價、外匯市場走勢
及市場分析予總經理作為管理參考與指示。
2.特定用途交易
以實際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依據，且會計人員須定
期將部位編製報表，以提供管理階層參考。
（五）部位之限額：
1.特定用途交易額度：未沖銷契約總額不超過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25%。
2.個別契約額度不超過標的物商品金額之 110%，且不
超過最近期財務報表公司淨值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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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損失上限之訂定
（1）交易契約部位建立後，應設停損點以防止超額
損失。如損失金額超過交易金額 10%時，需即
刻呈報總經理，並於最近期董事會報告，商議
必要之因應措施。
（2）停損點及個別契約損失金額以不超過新臺幣伍
佰萬元、交易金額 15%或保證金（權利金）總
額 50%三者孰高者為損失上限。
（3）本公司避險性及特定目的交易操作年度損失最
高限額均各為新臺幣貳仟萬元。
（六）會計處理原則：依據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相關
規定處理。
二、風險管理措施：
（一）信用風險管理：基於市場受各項因素變動，易造成衍生
性金融商品之操作風險，故在市場風險管理，依下列原
則進行：
1.交易對象：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為主。
2.交易商品：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提供之商品為限。
3.交易金額：同一交易對象之未沖銷交易金額，以不超
過授權總額 50%為限，但經總經理專案核准者得不超
過 65%。
（二）市場風險管理：以銀行提供之公開外匯交易市場為主，
暫不考慮期貨市場。
（三）流動性風險管理：為確保市場流動性，在選擇金融產品
以流動性較高（即隨時可在市場上軋平）為主，受託交
易之金融機構必須有充足的資訊及隨時可在任何市場
進行交易的能力。
（四）現金流量風險管理：為確保公司營運資金週轉穩定性，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資金來源以自有資金為
限，且其操作金額應考量未來三個月現金收支預測之資
金需求。
（五）作業風險管理：
1.應確實循公司授權額度、作業流程及納入內部稽核，
以避免作業風險。
2.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制人員應與交易人員、確認人
員及交割人員分屬不同部門，並應向董事會或向不負
交易或部位決策責任之高階主管人員報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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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評估報告應呈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
員。
（六）商品風險管理：內部交易人員對金融商品應具備完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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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之專業知識，並要求銀行充分揭露風險，以避免誤
用金融商品風險。
（七）法律風險管理：與金融機構簽署之文件應經過外匯及法
務或法律顧問之專門人員檢視後，才可正式簽署，以避
免法律風險。
三、定期評估方式：
（一）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管人員定期監督與評估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是否確實依公司所訂之交易程序辦理，及所承
擔風險是否在容許承作範圍內、市價評估報告有異常情
形時（如持有部位已逾損失上限）時，應立即向董事會
報告，並採因應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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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評估報告應呈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
四、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事會之監督管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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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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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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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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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依本準則所訂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處理規定授權相關人員辦理者，事後應提報
最近期董事會。
（四）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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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項第二款及本項第一、二款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
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五、內部稽核制度：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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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按月查核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
程序之遵守情形並分析交易循環，作成稽核報告，如發
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二）內部稽核人員應於次年二月底前將稽核報告併同內部稽
核作業年度查核情形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且至
遲於次年五月底前將異常事項改善情形申報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備查。
第 八 條 ： 辦理合併、分割、收購及股份受讓相關規定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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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
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會
討論通過。但本公司合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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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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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具之合理
性意見。
二、合併、分割或收購之重要約定內容及相關事項，應於股東會開
會前製作致股東之公開文件，併同前項之專家意見及股東會之
開會通知一併交付股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合併、分割或收購
案之參考。但依其他法律規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
或收購事項者，不在此限。
三、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任一方之股東會，因出席人數
、表決權不足或其他法律限制，致無法召開、決議，或議案遭
股東會否決，本公司應立即對外公開說明發生原因、後續處理
作業及預計召開股東會之日期。
四、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同意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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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應將下列資料作
成完整書面紀錄，並保存五年，備供查核：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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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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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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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應於董事會決議
通過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前款第一目及第二目資料，依規定
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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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
第二項第三款規定辦理。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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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換股比例或收購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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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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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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行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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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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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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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已於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其他條件，並已對外公開揭露
者。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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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違約之處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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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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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參與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之處理方式。
（五）預計計畫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日程。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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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於資訊對外公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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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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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重行為之。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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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第四、五、八項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 應公告、申報事項。
一、應公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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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
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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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
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
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並達下列規定之一：
1.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之公開發行公司，交
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2.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之公開發行公司，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五）本公司若經營營建業務，取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人之不
動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
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
售方式取得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
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於國內初級市場認購募集
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券，或
證券商因承銷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
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
之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二、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
金額。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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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
價證券之金額。
三、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年，已依本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四、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
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
前輸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五、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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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於知悉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六、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
價報告、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七、本公司依第一項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指定
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三) 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八、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達第一項公告申報標準，且交易對象為
實質關係人者，應將公告內容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
九、非公開發行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達第一項應公告申報標準者
，本公司亦應辦理公告、申報，並將其公告內容輸入網際網路
申報系統。
第 十 條 ： 本公司之子公司及關係企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公司應督促子公司及關係企業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有關規定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經該公司董事會通過後，再提報本公司董事會備查，並執行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若子公司及關係企業尚未訂定者，則
依本程序規定辦理。
二、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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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
準。
第 十一 條 ： 本公司及子公司與關係企業投資範圍及額度
一、本公司購買非營業使用不動產之總金額以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單筆交易以百分之十為限。
二、本公司購買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非屬公平價值
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特定目的投資，其累積餘額均以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六十為限，公平價值變動列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之投資於買賣同一有價證券以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為限。非屬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
融資產之投資轉投資單一公司之投資金額，以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
三、公司接受被投資公司以盈餘或公積增資配股所得之股份，不計
入第二項投資總額內。
四、公開發行子公司及關係企業之投資範圍及額度依第十條第一項
規定辦理。
五、非公開發行子公司及關係企業之投資範圍及額度按營業性質分
述如下：
（一）營業性質非屬投資專業者，以該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為
基礎，依第一、二、三、四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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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業性質屬投資專業者，該公司購買非屬公平價值變動
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投資（含非營業使用之不動產投
資）及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投資（含交
易目的之衍生性金融商品）合計之累積餘額，以該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百為限。購買非營業使用
不動產之總金額以該公司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為
限，單筆交易以百分之十為限；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之投資，其同一有價證券餘額以該公司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五為限；非屬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
益之金融資產之投資除經董事會專案核准外，投資總額
不得超過淨值與長期負債合計數，轉投資單一公司之投
資金額以該公司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為限。
（三）子公司及關係企業所獲配被投資公司以盈餘或公積增資
配股時所得之股份，不計入上款投資總額內。投資限額
之計算係以投資當時該公司之最近期財務報表為依據，
無須考慮續後淨值之變動。
第 十二 條 ： 罰則
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經辦人員違反本作業時，依照本公司【從業人
員獎懲管理辦法】辦理。
第 十三 條 ：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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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公司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提董事會決議，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訂
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
董事異議資料送交審計委員會。
依前款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
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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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款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
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
計委員會之決議。
第一款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款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
在任者計算之。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本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先經審
計委員會同意，提董事會決議。若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
書面聲明，公司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交審計委員會。
依前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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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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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準用上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
定。
四、依前項規定將本程序及依本程序所辦理事項提報董事會討論時
，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意見及
理由列入董事會議紀錄。
五、公司若取得或處分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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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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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公司發行之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則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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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本程序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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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持股一覽表
一、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1,326,414,000 元，已發行股數 132,641,400 股。
二、依證交法第二十六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
之規定，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計 8,000,000 股。
三、截至本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及全體董事持有股數狀況如
下：
108 年 04 月 14 日
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之
持有股數
職稱
姓名
選任日期
任期
股數
持股比率
董事長

施 振 榮

107.06.11

3年

3,980,570

3.00％

副董事長

陳 宏 正

107.06.11

3年

3,029,669

2.28％

董事

羅 昭 甲

107.06.11

3年

1,859,437

1.40％

董事

施 振 宏

107.06.11

3年

3,217,982

2.43％

董事

施 淑 賢

107.06.11

3年

1,061,691

0.80％

董事

王 慶 榮

107.06.11

3年

2,069,529

1.56％

獨立董事

鄭 志 發

107.06.11

3年

0

0

獨立董事

許 英 傑

107.06.11

3年

0

0

獨立董事

盧 世 祥

107.06.11

3年

0

0

15,218,878

11.47％

合計

備註：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持有股數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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