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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議程
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 年股東常會會議議程
時

間：中華民國一０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

點：台中市西屯區市政路 386 號 3 樓(301 會議室)

開會程序：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107 年度營運狀況報告。
（二）監察人審查 107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三）本公司公司債募集情形報告。
(四) 107 年度健全營運計劃執行情形報告。
(五) 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個別績效評估結果、關聯性及合理性報告。
(六) 107 年度辦理買回本公司股份決議及執行情形報告。
(七) 修訂「董事會議事規範」案。
(八) 修訂「買回公司股份轉讓員工辦法」案。
四、承認事項
（一）承認 107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承認 107 年度盈虧撥補案。
五、討論事項
（一）修訂「公司章程」案。
（二）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三）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四）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五）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案。
（六）擬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案。
六、選舉事項
（一）補選第十三屆董事案。

-1-

七、其他議案
（一）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八、臨時動議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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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告事項
一、107 年度營運狀況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第 10 頁。
二、監察人審查 107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本公司 107 年度決算表冊，業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經監察人查核完竣
分別提出查核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二、三。(本手冊第 12、13 頁)

三、本公司公司債募集情形報告。
說明：(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四，第 29 頁)

四、107 年度健全營運計劃執行情形報告。
說明：(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五，第 30 頁)

五、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個別績效評估結果、關聯性及合理性報告。
說明：(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六，第 31 頁)

六、107 年度辦理買回本公司股份決議及執行情形報告。
說明：(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七，第 32 頁)

七、修訂「董事會議事規範」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八，第 33 頁)

八、修訂「買回公司股份轉讓員工辦法」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九，第 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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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107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明 :本公司 107 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郭士華會計師及張
字信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送交監察人審查，出具查核報告書在案。
相關資料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一、二及三。(請參閱本手冊第 10、12 及 13 頁)
決議：

第二案
案由：107 年度盈虧撥補案，敬請

【董事會提】
承認。

說明：107 年度期初待彌補虧損新台幣 119,598,786 元，加計本年度稅後淨利
新台幣 70,330,757 元，合計期末待彌補虧損為新台幣 49,268,029 元。
盈虧撥補表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十。(請參閱本手冊第 35 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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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公司章程」案，敬請 討論。
說明：(一)配合公司法修正及本公司實務需求，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二)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請參閱於議事手冊附件十一。（請參閱本
手冊第 36 頁）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敬請 討論。
說明：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請參閱於議事手冊附件十二。（請參閱本手冊第 40 頁）
決議：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敬請 討論。
說明：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請參閱於議事手冊附件十三。（請參閱本手冊第 66 頁）
決議：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敬請 討論。
說明：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請參閱於議事手冊附件十四。（請參閱本手冊第 69 頁）
決議：

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案，敬請 討論。
說明：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請參閱於議事手冊附件十五。（請參閱本手冊第 72 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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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案

【董事會提】

案由：擬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案。
說明：本公司第一次買回公司股份總計 1,892,000 股，為激勵員工及提升員工向心
力，擬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依「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
公司股份辦法」第 10 條之 1 規定，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
工應說明事項如下：
1.所定轉讓價格、折價比率、計算依據及合理性：
實際轉讓價格之定價原則以不低於定價日前 3 個營業日計算之平均收盤價格
之 70%。
暫定庫藏股轉讓員工價格為 NT$13.41 元，係平均買回價格 17.62 之 76%，為
108 年 3 月 22 日前 3 個營業日之平均收盤價格 16.77 之 80%，實際訂價日授
權董事長視日後股票市價決定之，折價比率依目前經濟狀況及本公司未來營
運情形觀之，尚屬合理。
2.轉讓股數、目的及合理性：
轉讓股數：1,892,000 股
目
的：激勵員工及提昇員工向心力。
合 理 性：以定價日前 3 個營業日平均收盤價格之 70%，適度給予員工激勵，
且擬轉讓予員工之股數，以未逾「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第 10
條之 1 規定，累計不得超過公司以發行股份總數之 5%，故應屬合理。
3.認股員工之資格條件及得認購股數：
員工資格條件：依本公司「買回公司股份轉讓員工辦法第四條」辦理。
得認購之股數：依本公司「買回公司股份轉讓員工辦法第五條」辦理。
4.對股東權益影響事項：
(1)可能費用化之金額為：
(市價(認股基準日收盤價)-實際轉讓價格)x 實際轉讓股數
(2)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
每股盈餘稀釋=可能費用化之金額÷本公司流通在外股數
(3)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對公司造成之財務負擔：
本公司以低於取得成本將庫藏股轉讓予員工，預計轉讓金額與取得成本之
差異金額計 7,966 仟元，因公司帳上並無因庫藏股交易產生之資本公積，
故該項差額扣除費用化之金額 6,226 仟元，應沖抵未分配盈餘 1,740 仟元，
目前公司待彌補虧損在 107 年度盈虧撥補案後為 49,268 仟元，庫藏股轉
讓予員工後，待彌補虧損增加為 51,008 仟元，公司增加新台幣 25,372 仟
元之資金可運用且公司營運績效持續改善中，應不致對公司造成重大財務
負擔。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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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補選第十三屆董事案，敬請 選舉。
說明： (一) 為配合公司治理，本公司擬設立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故本屆法人監
察人及其代表人將於本次董事補選後同時解任。
(二) 本次補選之董事二人(含獨立董事一人)，皆採候選人提名制，任期自選
任時就任至本屆屆期日民國 110 年 6 月 28 日。
(三) 董事候選人名單及相關資料。請參閱於議事手冊附件十六。（請參閱本
手冊第 73 頁）。
(四) 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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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其他議案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敬請 通過。
說明：(一)因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並
兼任董事之行為，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
擬請股東會同意解除該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該法人董事之代表人或如有
改派代表人，對法人之代表人或新代表人亦有相同之效力。
(二)董事及其代表人兼任情形。請參閱於議事手冊附件十七。（請參閱本手冊
第 74 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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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臨時動議

散會

-9-

捌、附件
【★】

附件一
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107 年營收新台幣 23.32 億元較 106 年營收新台幣 24.80 億元，衰退 5.99%；107
年之本期淨利為新台幣 70,331 仟元，較 106 年之本期淨利新台幣 34,499 仟元，
成長 103.86%。
由於中美貿易戰造成總體經濟衰退，各產業營收皆受到波及，並且大陸同業鋁合
金價格競爭激烈，公司拓展鋁錠、鋁合金之外的業務，降低營運風險，包括煉鋼
用鋁脫氧劑、鋁合金扣件、皮件代工、鋼材貿易等，在 107 年都有貢獻業績，加
上成本控管得宜，107 年獲利大幅成長 103.86%。
今年各項業務穩定成長，除煉鋼用鋁脫氧劑穩定供應台塑越南河靜鋼廠、鋼材貿
易 已與 印尼七 家鋼 廠 簽訂年 約外； 鋁合 金 棒新產 品扣件 材料 規 劃今年 取得
IATF16949 認證，布局汽車供應鏈市場；台中皮件廠通過 BSCI 認證後，歐美客
戶相繼完成驗廠，對公司業務貢獻將大幅提高。
新產品鋁合金扣件材料，可提供汽機車、航太、電動車等扣件使用，為高附加價
值產品。在輕量化趨勢下，預計鋁合金扣件的需求將大增。公司將是亞洲唯一有
能力供應鋁合金扣件材料的廠商，放眼亞洲市場，並規劃今年取得 IATF16949 認
證，布局汽車供應鏈市場。
公司與成功大學、成大醫院共同合作研製生物可吸收降解型鎂合金醫材，包含各
式鎂合金骨釘、骨板、鉚釘及支架；今年更結盟工研院雷射積層製造中心，以 3D
列印技術製作並獲得南科管理局經費補助成功申請通過進駐路科園區，預計今年
開始進行各項人體臨床試驗。
(二)一○七年預算執行情形:未出具財務預測，因此不適用。
(三)財務收支分析

年度
項目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營業毛利
營業淨利
稅前淨利
本期淨利

107 年度
2,332,162
2,147,779
184,383
84,245
54,755
70,331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最近二年度財務資料
106 年度
増(減)金額
増(減)%
(148,675)
(5.99)
2,480,837
(225,967)
(9.52)
2,373,746
107,091
77,292
72.17
65,275
344.10
18,970
25,541
87.43
29,214
35,832
103.86
34,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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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資產報酬率(%)
股東權益報酬率(%)
占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稅前純益

純益率(%)
每股盈餘(元)

107 年度
4.53
6.61
76.67
59.69
3.02
0.77

【★】
106 年度
3.21
5.59
2.38
3.67
1.39
0.62

(五)研究發展狀況
1.煉鋼脫氧劑技術開發。
2.持續朝高附加價值之車用零件技術等開發。
3.鋁特殊扣件線材盤元開發。
4.水平式連續澆鑄法技術開發。
5.開發以 3D 列印技術製作鎂合金骨醫材。
董事長：吳福禱

經理人：顏兆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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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管：趙立玲

附件二

【★】
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茲

准

董事會造送一 O 七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虧撥補之議
案等，經本監察人等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照公司法第二
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敬請 鑒察。
此致
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

陳子龍

監察人

鍾純青

中 華 民 國 一 O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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ҁीৣ߯٩ྣीৣਡᛝ୍ൔ߄ೕ߾ϷϦᇡቩीྗ߾ՉਡπբǶҁी
ৣܭ၀ྗ߾ΠϐೢҺஒܭीৣਡঁᡏ୍ൔϐೢҺࢤᇥܴǶҁीৣ܌ᗧឦ٣
୍ڙ܌ᐱҥ܄ೕጄϐΓς٩ीৣᙍၰቺೕጄǴᆶ㗟ᑫიߥຬฅᐱҥǴ٠ቬՉ၀
ೕጄϐځдೢҺǶҁीৣ࣬ߞςڗளىϷϪϐਡᏵǴаբࣁ߄Ңਡཀـϐ୷ᘵǶ!
ᜢᗖਡ٣
ᜢᗖਡ٣߯ࡰ٩ҁीৣϐղᘐǴჹ㗟ᑫი҇୯ɄΎԃࡋӝٳ୍ൔ
ϐਡനࣁख़ाϐ٣Ƕ၀٣ςܭਡӝٳ୍ൔᡏϷԋਡཀـϐၸำύϒаӢ
ᔈǴҁीৣ٠όჹ၀٣ൂᐱ߄ҢཀـǶҁीৣղᘐᔈྎ೯ӧਡൔϐᜢᗖਡ٣
ӵΠǺ
ǵӸϐຑሽ
ԖᜢӸຑሽϐीࡹፎ၁ӝٳ୍ൔߕຏѤ)ΐ*ӸǹӸຑሽϐीीϷ
ଷόዴ܄ۓǴፎ၁ӝٳ୍ൔߕຏϖ)*ǹӸຑሽϐᇥܴǴፎ၁ӝٳ୍ൔߕຏ
Ϥ)ϖ*Ӹ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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ᜢᗖਡ٣ϐᇥܴǺ
㗟ᑫიӸ߯аԋҁᆶృᡂሽॶஉեᑽໆǴ㗟ᑫიഢܢӸຳሽཞѨ
ЬाٰԾܭচϷᇙԋࠔǴҗڙܭ୯ሞ᎑ᒭሽݢቹៜǴᏤठ࣬ᜢౢࠔޑᎍ୧ёૈԖ
ቃਗ਼ݢǴࡺᏤठӸϐԋҁёૈຬၸځృᡂሽॶϐ॥ᓀǴӢԜஒځӈࣁҁीৣਡ
ख़ᗺҞǶ
ӢᔈϐਡำׇǺ
ҁीৣჹॊᜢᗖਡ٣ϐЬाਡำׇхࡴՉܜኬำׇаᔠӸស߄
ϐ҅ዴ܄ǵຑ㗟ᑫიीࡹϐӝ܄ǴӵӸഢܢຳሽ܈քᅉගӈϐࡹǵ
ᔠຎ㗟ᑫიၸѐჹӸഢܢගӈϐྗዴࡋǴ٠ᆶҁයӈϐӸഢܢຑሽբК
ၨǴаຑҁයϐӈБݤϷଷࢂցϢǵຑӸϐຑሽࢂցςࡪ㗟ᑫიࡽ
ुϐीࡹೀǵᕕှ㗟ᑫიᆅ໘ቫ܌௦Ҕϐᎍ୧ሽϐ٩ᏵǴаຑӸ
ృᡂሽॶϐӝ܄ϷԵໆ㗟ᑫიᆅ໘ቫଞჹԖᜢӸഢܢϐඟ៛ࢂցϢǶ
Βǵሀ܌ۯளิၗౢϐᇡӈ
Ԗᜢሀ܌ۯளิၗౢᇡӈϐीࡹፎ၁ӝٳ୍ൔߕຏѤ)ΜΖ*܌ளิǹሀۯ
܌ளิၗౢϐёჴ܄ϐीीϷଷόዴ܄ۓǴፎ၁ӝٳ୍ൔߕຏϖ)Β*ǹሀ
܌ۯளิၗౢϐёჴ܄ຑϐᇥܴǴፎ၁ӝٳ୍ൔߕຏϤ)ΜϤ*܌ளิǶ
ᜢᗖਡ٣ϐᇥܴǺ
㗟ᑫიܭаԃࡋԖፐิཞѨǴ٩ิݤೕۓёӧۓය໔ϣԌܢፐิ܌ளǶ
၀ሀ܌ۯளิၗౢϐᇡӈᆶᑽໆ߯٩Ᏽᆅ໘ቫჹ҂ٰႣीᕇճϐଷ܌բϐЬᢀղ
ᘐǴӢԜஒځӈࣁҁीৣਡख़ᗺҞǶ
ӢᔈϐਡำׇǺ
ҁीৣჹॊᜢᗖਡ٣ϐЬाਡำׇхࡴڗளᆅ໘ቫጓᇙϐ୍ႣෳϷ
ፐิ܌ளႣၗૻǴᔠຎ܌ځ٩Ᏽϐ୷ҁଷϷځӝ܄ǹຑ㗟ᑫიჹሀ܌ۯ
ளิၗౢϷځीϐඟ៛ࢂցǶ
ځд٣
㗟ᑫިҽԖज़Ϧљςጓᇙ҇୯ɄΎԃࡋϷɄϤԃࡋϐঁᡏ୍ൔǴ٠ҁ
ीৣрڀคߥ੮ཀـϐਡൔӧਢǴഢୖٮԵǶ
ᆅ໘ቫᆶݯൂՏჹঁᡏ୍ൔϐೢҺ
ᆅ໘ቫϐೢҺ߯٩ྣچวՉΓ୍ൔጓᇙྗ߾ᄤߎᑼᅱ࿎ᆅہᇡё٠ว
Ѳғਏϐ୯ሞ୍ൔᏤྗ߾ǵ୯ሞीྗ߾ǵှញϷှញϦጓᇙϢ߄ၲϐӝٳ୍ൔ
ǴЪᆢᆶӝٳ୍ൔጓᇙԖᜢϐѸाϣڋǴаዴߥӝٳ୍ൔ҂ӸԖᏤӢܭᆸ
ᄄ܈ᒱᇤϐख़εόჴ߄ၲǶ!
ܭጓᇙӝٳ୍ൔਔǴᆅ໘ቫϐೢҺҭхࡴຑ㗟ᑫიᝩុᔼϐૈΚǵ࣬
ᜢ٣ϐඟ៛ǴаϷᝩុᔼी୷ᘵϐ௦ҔǴନߚᆅ໘ቫཀკమᆉ㗟ᑫი܈ଶЗ
ᔼǴ܈ନమᆉ܈ଶѦձคჴሞёՉϐځдБਢǶ
㗟ᑫიϐݯൂՏ)֖ᅱჸΓ*ॄԖᅱ࿎୍ൔᏤࢬำϐೢҺ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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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ਡঁᡏ୍ൔϐೢҺ
ҁीৣਡӝٳ୍ൔϐҞޑǴ߯ჹӝٳ୍ൔᡏࢂցӸԖᏤӢܭᆸᄄ܈ᒱᇤ
ϐख़εόჴ߄ၲڗளӝዴߞǴ٠рڀਡൔǶӝዴߞ߯ଯࡋዴߞǴோ٩ྣϦᇡቩ
ीྗ߾ՉϐਡπբคߥݤѸૈୀрӝٳ୍ൔӸԖϐख़εόჴ߄ၲǶόჴ߄ၲёૈ
ᏤӢܭᆸᄄ܈ᒱᇤǶӵόჴ߄ၲϐঁձߎᚐ༼܈ᕴኧёӝႣයஒቹៜӝٳ୍ൔ٬Ҕޣ
܌բϐᔮ،Ǵ߾ᇡࣁڀԖख़ε܄Ƕ
ҁीৣ٩ྣϦᇡቩीྗ߾ਡਔǴၮҔղᘐ٠ߥϐᚶᅪǶҁीৣ
ҭՉΠӈπբǺ
ᒣᇡ٠ຑӝٳ୍ൔᏤӢܭ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ᓀǹჹ܌ຑϐ॥ᓀीϷ
ՉϐӢᔈჹǹ٠ڗளىϷϪϐਡᏵаբࣁਡཀـϐ୷ᘵǶӢᆸᄄёૈ
ੋϷӅᒉǵଵǵࡺཀᒪᅅǵόჴᖂܴⷢ܈ຫϣڋǴࡺ҂ୀрᏤӢܭᆸᄄϐख़εόჴ
߄ၲϐ॥ᓀଯܭᏤӢܭᒱᇤޣǶ
ჹᆶਡױᜢϐϣڗڋளѸाϐᕕှǴаीਔݩΠϐਡำׇǴோځҞޑ
ߚჹ㗟ᑫიϣڋϐԖਏ߄܄ҢཀـǶ
ຑᆅ໘ቫ܌௦Ҕीࡹϐ܄ǴϷ܌ځբीीᆶ࣬ᜢඟ៛ϐӝ܄Ƕ
٩Ᏽڗ܌ளϐਡᏵǴჹᆅ໘ቫ௦Ҕᝩុᔼी୷ᘵϐ܄ǴаϷ٬㗟ᑫ
იᝩុᔼϐૈΚёૈౢғख़εᅪቾϐ٣ҹ܈ࢂݩցӸӧख़εόዴ܄ۓǴբр่ፕǶҁ
ीৣऩᇡࣁ၀٣ҹ܈ݩӸӧख़εόዴ܄ۓǴ߾ܭਡൔύගᒬӝٳ୍ൔ٬
Ҕݙޣཀӝٳ୍ൔϐ࣬ᜢඟ៛Ǵܭ܈၀ඟ៛߯ឦόਔঅ҅ਡཀـǶҁीৣ
ϐ่ፕ߯аᄒԿਡൔВڗ܌ளϐਡᏵࣁ୷ᘵǶோ҂ٰ٣ҹ܈ݩёૈᏤठ㗟ᑫ
იόӆڀԖᝩុᔼϐૈΚǶ!
ຑӝٳ୍ൔ)хࡴ࣬ᜢߕຏ*ϐᡏ߄ၲǵ่ᄬϷϣǴаϷӝٳ୍ൔࢂցϢ
߄ၲ࣬ᜢҬܰϷ٣ҹǶ
ჹܭიϣಔԋঁᡏϐ୍ၗૻڗளىϷϪϐਡᏵǴаჹӝٳ୍ൔ߄Ңཀ
ـǶҁीৣॄೢიਡਢҹϐࡰᏤǵᅱ࿎ϷՉǴ٠ॄೢԋ㗟ᑫიϐਡཀ
ـǶ
ҁीৣᆶݯൂՏྎ೯ϐ٣Ǵхࡴ܌ೕჄϐਡጄൎϷਔ໔ǴаϷख़εਡว)х
ࡴܭਡၸำύ܌ᒣᇡϐϣڋᡉલѨ*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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ҁीৣҭӛݯൂՏගٮҁीৣ܌ᗧឦ٣୍ڙ܌ᐱҥ܄ೕጄϐΓςᒥൻीৣᙍ
ၰቺೕጄύԖᜢᐱҥ܄ϐᖂܴǴ٠ᆶݯൂՏྎ೯܌Ԗёૈᇡࣁቹៜीৣᐱҥ܄ϐ

【★】

ᜢ߯Ϸځд٣)хࡴ࣬ᜢٛៈࡼȑǶ

ҁीৣவᆶݯൂՏྎ೯ϐ٣ύǴ،ۓჹ㗟ᑫი҇୯ɄΎԃࡋӝٳ୍ൔ
ਡϐᜢᗖਡ٣Ƕҁीৣܭਡൔύ௶ܴ၀٣ǴନߚݤзόϢϦ໒ඟ៛
ۓ٣Ǵ܈ӧཱུـشݩΠǴҁीৣ،ۓόܭਡൔύྎ೯ۓ٣ǴӢёӝႣයԜ
ྎ೯܌ౢғϐॄय़ቹៜε܌ܭቚϐϦճǶ

Ӽ!ߠ!ࡌ!!ᖄ!ӝ!!ी!ৣ!٣!୍!܌

ǳीǳৣǺ

چЬᆅᐒᜢ ߎᆅϤӷಃဦ
烉
ਡᛝЎဦ ߎᆅϤӷಃဦ
҇!!୯!!ɄΖ!!ԃ!!Ο!!Д!!ΒΜΒ!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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ǳሀ܌ۯளิၗౢ)ߕຏϤ)Μ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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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㗟ᑫިҽԖज़ϦљϷηϦљ
ӝٳᆕӝཞ߄

【★】

҇୯ɄΎԃϷɄϤԃДВԿΜΒДΟΜВ
ൂՏ;ཥѠჾί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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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ЬᆅǺᇳ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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ဠ٣ߏǺֆᅽᛗ

҇୯ɄΎԃДВᎩᚐ!
ҁයృճ!!!
ҁයځдᆕӝཞ!!
!
ҁයᆕӝཞᕴᚐ
ǳߎቚၗ
ວӣᙒި
҇୯ɄΎԃΜΒДΟΜВᎩᚐ

҇୯ɄϤԃДВᎩᚐ!
!!ҁයృճ
ǳҁයځдᆕӝཞ
ҁයᆕӝཞᕴᚐ
ǳߎቚၗ
ǳπᇡިၿമԋҁ
҇୯ɄϤԃΜΒДΟΜВᎩ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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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ЬᆅǺᇳҥ࣓

!ी!ৣ!!ਡ!ൔ!

㗟ᑫިҽԖज़Ϧљဠ٣ǳϦ᠙Ǻ!
ਡཀـ
㗟ᑫިҽԖज़Ϧљ҇୯ɄΎԃϷɄϤԃΜΒДΟΜВϐၗౢॄ߄Ǵᄤ҇୯
ɄΎԃϷɄϤԃДВԿΜΒДΟΜВϐᆕӝཞ߄ǵᡂ߄Ϸߎࢬໆ߄Ǵа
Ϸঁᡏ୍ൔߕຏ)хࡴख़εीࡹ༼ᕴ*Ǵҁीৣਡฺ٣Ƕ
٩ҁीৣϐཀـǴ໒ঁᡏ୍ൔӧ܌Ԗख़εБय़߯٩ྣچวՉΓ୍ൔጓᇙྗ
߾ጓᇙǴىаϢ߄ၲ㗟ᑫިҽԖज़Ϧљ҇୯ɄΎԃϷɄϤԃΜΒДΟΜВϐ୍
ݩރǴᄤ҇୯ɄΎԃϷɄϤԃДВԿΜΒДΟΜВϐ୍ᕮਏϷߎࢬໆǶ!
ਡཀـϐ୷ᘵ
ҁीৣ߯٩ྣीৣਡᛝ୍ൔ߄ೕ߾ϷϦᇡቩीྗ߾ՉਡπբǶҁी
ৣܭ၀ྗ߾ΠϐೢҺஒܭीৣਡঁᡏ୍ൔϐೢҺࢤᇥܴǶҁीৣ܌ᗧឦ٣
୍ڙ܌ᐱҥ܄ೕጄϐΓς٩ीৣᙍၰቺೕጄǴᆶ㗟ᑫިҽԖज़ϦљߥຬฅᐱҥǴ
٠ቬՉ၀ೕጄϐځдೢҺǶҁीৣ࣬ߞςڗளىϷϪϐਡᏵǴаբࣁ߄Ңਡཀـ
ϐ୷ᘵǶ!
ᜢᗖਡ٣
ᜢᗖਡ٣߯ࡰ٩ҁीৣϐղᘐǴჹ㗟ᑫިҽԖज़Ϧљ҇୯ɄΎԃࡋঁᡏ
୍ൔϐਡനࣁख़ाϐ٣Ƕ၀٣ςܭਡঁᡏ୍ൔᡏϷԋਡཀـϐၸำ
ύϒаӢᔈǴҁीৣ٠όჹ၀٣ൂᐱ߄ҢཀـǶҁीৣղᘐᔈྎ೯ӧਡൔϐᜢ
ᗖਡ٣ӵΠǺ
ǵӸϐຑሽ
ԖᜢӸຑሽϐीࡹፎ၁ঁᡏ୍ൔߕຏѤ)Ζ*ӸǹӸຑሽϐीीϷ
ଷόዴ܄ۓǴፎ၁ঁᡏ୍ൔߕຏϖ)*ǹӸຑሽϐᇥܴǴፎ၁ঁᡏ୍ൔߕຏ
Ϥ)ϖ*ӸǶ
ᜢᗖਡ٣ϐᇥܴǺ
㗟ᑫިҽԖज़ϦљӸ߯аԋҁᆶృᡂሽॶஉեᑽໆǴ၀ϦљഢܢӸຳሽཞ
ѨЬाٰԾܭচϷᇙԋࠔǴҗڙܭ୯ሞ᎑ᒭሽݢቹៜǴᏤठ࣬ᜢౢࠔޑᎍ୧ёૈ
Ԗቃਗ਼ݢǴࡺᏤठӸϐԋҁёૈຬၸځృᡂሽॶϐ॥ᓀǴӢԜஒځӈࣁҁीৣ
ਡख़ᗺҞ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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ӢᔈϐਡำׇǺ
ҁीৣჹॊᜢᗖਡ٣ϐЬाਡำׇхࡴՉܜኬำׇаᔠӸស߄
ϐ҅ዴ܄ǵຑ၀Ϧљीࡹϐӝ܄ǴӵӸഢܢຳሽ܈քᅉගӈϐࡹǵᔠຎ၀
ϦљၸѐჹӸഢܢගӈϐྗዴࡋǴ٠ᆶҁයӈϐӸഢܢຑሽբКၨǴаຑҁය
ϐӈБݤϷଷࢂցϢǵຑӸϐຑሽࢂցςࡪ၀Ϧљࡽुϐीࡹೀǵᕕ
ှ၀Ϧљᆅ໘ቫ܌௦Ҕϐᎍ୧ሽϐ٩ᏵǴаຑӸృᡂሽॶϐӝ܄ϷԵໆ၀
Ϧљᆅ໘ቫଞჹԖᜢӸഢܢϐඟ៛ࢂցϢǶ
Βǵሀ܌ۯளิၗౢϐᇡӈ
Ԗᜢሀ܌ۯளิၗౢᇡӈϐीࡹፎ၁ঁᡏ୍ൔߕຏѤ)ΜΖ*܌ளิǹሀۯ
܌ளิၗౢϐёჴ܄ϐीीϷଷόዴ܄ۓǴፎ၁ঁᡏ୍ൔߕຏϖ)Β*ǹሀ
܌ۯளิၗౢϐёჴ܄ຑϐᇥܴǴፎ၁ঁᡏ୍ൔߕຏϤ)ΜΎ*܌ளิǶ
ᜢᗖਡ٣ϐᇥܴǺ
㗟ᑫިҽԖज़ϦљܭаԃࡋԖፐิཞѨǴ٩ิݤೕۓёӧۓය໔ϣԌܢፐ
ิ܌ளǶ၀ሀ܌ۯளิၗౢϐᇡӈᆶᑽໆ߯٩Ᏽᆅ໘ቫჹ҂ٰႣीᕇճϐଷ܌բϐ
ЬᢀղᘐǴӢԜஒځӈࣁҁीৣਡख़ᗺҞǶ
ӢᔈϐਡำׇǺ
ҁीৣჹॊᜢᗖਡ٣ϐЬाਡำׇхࡴڗளᆅ໘ቫጓᇙϐ୍ႣෳϷ
ፐิ܌ளႣၗૻǴᔠຎ܌ځ٩Ᏽϐ୷ҁଷϷځӝ܄ǹຑ၀Ϧљჹሀ܌ۯளิၗ
ౢϷځीϐඟ៛ࢂցǶ
ᆅ໘ቫᆶݯൂՏჹঁᡏ୍ൔϐೢҺ
ᆅ໘ቫϐೢҺ߯٩ྣچวՉΓ୍ൔጓᇙྗ߾ጓᇙϢ߄ၲϐঁᡏ୍ൔǴЪ
ᆢᆶঁᡏ୍ൔጓᇙԖᜢϐѸाϣڋǴаዴߥঁᡏ୍ൔ҂ӸԖᏤӢܭᆸᄄ܈ᒱ
ᇤϐख़εόჴ߄ၲǶ!
ܭጓᇙঁᡏ୍ൔਔǴᆅ໘ቫϐೢҺҭхࡴຑ㗟ᑫިҽԖज़Ϧљᝩុᔼϐ
ૈΚǵ࣬ᜢ٣ϐඟ៛ǴаϷᝩុᔼी୷ᘵϐ௦ҔǴନߚᆅ໘ቫཀკమᆉ㗟ᑫި
ҽԖज़Ϧљ܈ଶЗᔼǴ܈ନమᆉ܈ଶѦձคჴሞёՉϐځдБਢǶ
㗟ᑫިҽԖज़ϦљϐݯൂՏ)֖ᅱჸΓ*ॄԖᅱ࿎୍ൔᏤࢬำϐೢҺǶ!
ीৣਡঁᡏ୍ൔϐೢҺ
ҁीৣਡঁᡏ୍ൔϐҞޑǴ߯ჹঁᡏ୍ൔᡏࢂցӸԖᏤӢܭᆸᄄ܈ᒱᇤ
ϐख़εόჴ߄ၲڗளӝዴߞǴ٠рڀਡൔǶӝዴߞ߯ଯࡋዴߞǴோ٩ྣϦᇡቩ
ीྗ߾ՉϐਡπբคߥݤѸૈୀрঁᡏ୍ൔӸԖϐख़εόჴ߄ၲǶόჴ߄ၲёૈ
ᏤӢܭᆸᄄ܈ᒱᇤǶӵόჴ߄ၲϐঁձߎᚐ༼܈ᕴኧёӝႣයஒቹៜঁᡏ୍ൔ٬Ҕޣ
܌բϐᔮ،Ǵ߾ᇡࣁڀԖख़ε܄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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ҁीৣ٩ྣϦᇡቩीྗ߾ਡਔǴၮҔղᘐ٠ߥϐᚶᅪǶҁीৣ
ҭՉΠӈπբǺ
1. ᒣᇡ٠ຑঁᡏ୍ൔᏤӢܭ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ᓀǹჹ܌ຑϐ॥ᓀीϷ
ՉϐӢᔈჹǹ٠ڗளىϷϪϐਡᏵаբࣁਡཀـϐ୷ᘵǶӢᆸᄄёૈ
ੋϷӅᒉǵଵǵࡺཀᒪᅅǵόჴᖂܴⷢ܈ຫϣڋǴࡺ҂ୀрᏤӢܭᆸᄄϐख़εόჴ
߄ၲϐ॥ᓀଯܭᏤӢܭᒱᇤޣǶ
2. ჹᆶਡױᜢϐϣڗڋளѸाϐᕕှǴаीਔݩΠϐਡำׇǴோځҞޑ
ߚჹ㗟ᑫިҽԖज़ϦљϣڋϐԖਏ߄܄ҢཀـǶ
3. ຑᆅ໘ቫ܌௦Ҕीࡹϐ܄ǴϷ܌ځբीीᆶ࣬ᜢඟ៛ϐӝ܄Ƕ
4. ٩Ᏽڗ܌ளϐਡᏵǴჹᆅ໘ቫ௦Ҕᝩុᔼी୷ᘵϐ܄ǴаϷ٬㗟ᑫި
ҽԖज़ϦљᝩុᔼϐૈΚёૈౢғख़εᅪቾϐ٣ҹ܈ࢂݩցӸӧख़εόዴ܄ۓǴբр
่ፕǶҁीৣऩᇡࣁ၀٣ҹ܈ݩӸӧख़εόዴ܄ۓǴ߾ܭਡൔύගᒬঁᡏ
୍ൔ٬Ҕݙޣཀঁᡏ୍ൔϐ࣬ᜢඟ៛Ǵܭ܈၀ඟ៛߯ឦόਔঅ҅ਡཀـǶ
ҁीৣϐ่ፕ߯аᄒԿਡൔВڗ܌ளϐਡᏵࣁ୷ᘵǶோ҂ٰ٣ҹ܈ݩёૈᏤ
ठ㗟ᑫިҽԖज़ϦљόӆڀԖᝩុᔼϐૈΚǶ!
5. ຑঁᡏ୍ൔ)хࡴ࣬ᜢߕຏ*ϐᡏ߄ၲǵ่ᄬϷϣǴаϷঁᡏ୍ൔࢂցϢ
߄ၲ࣬ᜢҬܰϷ٣ҹǶ
6. ჹܭ௦ҔݤϐၗϦљϐ୍ၗૻڗளىϷϪϐਡᏵǴаჹঁᡏ୍ൔ
߄ҢཀـǶҁीৣॄೢਡਢҹϐࡰᏤǵᅱ࿎ϷՉǴ٠ॄೢԋ㗟ᑫިҽԖज़Ϧ
љϐਡཀـǶ
ҁीৣᆶݯൂՏྎ೯ϐ٣Ǵхࡴ܌ೕჄϐਡጄൎϷਔ໔ǴаϷख़εਡว)х
ࡴܭਡၸำύ܌ᒣᇡϐϣڋᡉલѨ*Ƕ
ҁीৣҭӛݯൂՏගٮҁीৣ܌ᗧឦ٣୍ڙ܌ᐱҥ܄ೕጄϐΓςᒥൻीৣᙍ
ၰቺೕጄύԖᜢᐱҥ܄ϐᖂܴǴ٠ᆶݯൂՏྎ೯܌Ԗёૈᇡࣁቹៜीৣᐱҥ܄ϐ
ᜢ߯Ϸځд٣)хࡴ࣬ᜢٛៈࡼȑ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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ҁीৣவᆶݯൂՏྎ೯ϐ٣ύǴ،ۓჹ㗟ᑫިҽԖज़Ϧљ҇୯ɄΎԃࡋঁ
ᡏ୍ൔਡϐᜢᗖਡ٣Ƕҁीৣܭਡൔύ௶ܴ၀٣ǴନߚݤзόϢϦ

【★】

໒ඟ៛ۓ٣Ǵ܈ӧཱུـشݩΠǴҁीৣ،ۓόܭਡൔύྎ೯ۓ٣ǴӢёӝ
ႣයԜྎ೯܌ౢғϐॄय़ቹៜε܌ܭቚϐϦճǶ

Ӽ!ߠ!ࡌ!!ᖄ!ӝ!!ी!ৣ!٣!୍!܌

ǳीǳৣǺ

چЬᆅᐒᜢ ߎᆅϤӷಃ0950103298ဦ
烉
ਡᛝЎဦ ߎᆅϤӷಃ0940100754ဦ
҇!!୯!!ɄΖ!!ԃ!!Ο!!Д!!ΒΜΒ!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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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債募集情形
期別/種類
核准日期
發行日期
發行總額
票面金額
發行價格
發行金額
發行期間
票面利率
付息方式
償還方法
受託機構
還本付息
代理機構
資金運用計
畫執行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5 年度第一次有擔保普通公司債
105 年 12 月 23 日
105 年 12 月 30 日
新台幣貳億元整
新台幣壹佰萬元整
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新台幣貳億元整
三年期
固定年利率 1%
自發行日起每年依發行在外餘額按票
面利率單利計付息乙次
自發行日起屆滿三年到期一次還本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港分行
充實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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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07 年度健全營運計劃辦理情形及執行成效報告
一、

本公司健全營運計劃依營運策略及營運管理分述如下：
1. 營運策略方面：
a. 維持既有的業務，開發新產品線：
公司原有的鋁合金棒產品業務，維持相當的競爭力，今年朝提升產品品質開
發高附加價值之產品項努力，獲利可預期，另全鋁脫氧劑在台塑越南鋼鐵廠
訂單的挹注下，隨著台塑高爐陸續點火，全鋁脫氧劑維持穩定地交貨。
因 107 年中發生中美貿易關稅戰爭，將廷鑫(廈門)皮件有限公司的生產線移
一條回台灣生產，並通過 BSCI(BUSINESS SOCIAL COMPLIANCE INITIATIVE,
企業主動性社會守法)認證，且獲得美國精品大廠的訂單，目前產線滿載，預
計於今年底陸續再移二條生產線回台灣生產，皮件事業的營收亦逐漸發酵
中。
b. 新產品鋁合金扣件材料，可提供汽機車、航太、電動車等扣件使用，為高附
加價值產品。在輕量化趨勢下，預計鋁合金扣件的需求將大增。廷鑫是亞洲
唯一有能力供應鋁合金扣件材料的廠商，放眼亞洲市場，並規劃今年取得 IATF
16949 認證，布局汽車供應鏈市場。
c. 與成功大學、成大醫院共同合作研製生產可吸收降解型鎂合金醫材，107 年
更結盟工研院雷射積層製造中心，以 3D 列印技術製作並獲得南科管理局經費
補助成功申請通過進駐路科園區，預計於 108 年開始將向衛福部食藥屬(TFDA)
提出申請，進行人體臨床試驗，朝上市銷售目標邁進。
2. 營運管理方面：整合組織運作，提升經營績效：
a. 強化原有的業務效能，投入新產品的開發，提升獲利狀況：
原有產品鋁合金棒業績公司選擇毛利率較高的產品來持續生產，開發替代性
材料以降低成本。
b. 降低成本控管管銷費用，採利潤中心制各部門降低各項費用，以能提升公司
整體績效。

二、

執行成效說明：
公司營運已顯著改善，107 年的稅後盈餘為 70,331 仟元較 106 年度的稅後盈餘 34,499
仟元成長 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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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個別績效評估結果、關聯性及合理性報告
本公司各董事、監察人對於公司董事會之參與情形積極，監督公司會計制度、財務狀況並
與經營團隊之經理人、會計師互動情形良好。
公司 2018 年的營收與 2017 年營收比較有顯著的成長，董、監事與經理人對於各項政策之
執行皆努力的去達成，2018 年雖然獲利成長，但因公司尚在彌補虧損階段，故經過薪酬委
員會會議通過 2019 年各董、監事及經理人之薪酬仍暫維持不變。期許本年度在各董、監事
及經理人的帶領下，公司能持續成長，待成長至有相當獲利時再重新檢討薪酬的調整。

-31-

附件七
107 年度辦理買回本公司股份決議及執行情形報告
項目
買回股份目的
買回股份種類
買回股份總金額上限(元)
預定買回之期間
預定買回之數量(股)
買回區間價格(元)
買回方式
預定買回股份暫估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之比率(%)
本次已買回股份數量(股)
本次已買回股份總金額(元)
本次平均每股買回價格(元)
累積已持有自己公司股份數
量(股)
累積已持有自己公司股份數
量占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比率(%)
本次未執行完畢之原因

庫藏股
轉讓股份予員工
普通股
288,710,000
107/11/09~108/01/08
3,000,000
12.00~26.00，公司股價低於區間價格下限，將
繼續買回
自集中交易市場買回
3.17
1,892,000
33,338,320
17.62
1,892,000
2.00
本公司基於維護股東權益與兼顧市場機制，並考
量後續資金運用，故未予以執行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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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項次
第十五條

修正內容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
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
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
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
害關係之重要內容。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
血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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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害於公司利益
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
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
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
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
決權。

現行內容
說明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 配合公司法修正及公
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
司實務運作需求。
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
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
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
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
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
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
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
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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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買回公司股份轉讓員工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項次
第七條

修正內容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
員工，以實際買回之平
均價格為轉讓價格，惟
轉讓前，如遇公司已發
行之普通股股份增加
或減少，本公司不予調
整每股轉讓價格。
依據本公司章程規
定，如以低於實際買回
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
工者，應於轉讓前，提
經最近一次股東會有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
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
二以上之同意，並應於
該次股東會召集事由
中列舉說明「上市上櫃
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
辦法」第 10 條之 1 規
定事項，始得辦理。

現行內容
說明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
配合公司營運需求及
員工，以實際買回之平 激勵員工之目的。
均價格為轉讓價格，惟
轉讓前，如遇公司已發
行之普通股股份增加
或減少，本公司不予調
整每股轉讓價格。

-34-

附件十

【★】
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虧撥補表
民國一○七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虧損

(119,598,786)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70,330,757

期末虧損

董事長：吳福禱

(49,268,029)

經理人：顏兆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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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管：趙立玲

附件十一
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項次
第 一 條

第 二 條

修正內容
本公司定名為廷鑫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
限公司規定組織之，英文名稱
定為 「TING SIN CO., LTD.」
。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F104110布疋、衣著、鞋、
帽、傘、服飾品批發業。
二、F204110布疋、衣著、鞋、
帽、傘、服飾品零售業。
三、F105050家具、寢具、廚
房器具、裝設品批發業。
四、F205040家具、寢具、廚
房器具、裝設品零售業。
五、F401010國際貿易業。
六、H201010一般投資業。
七、E605010電腦設備安裝業。
八、F113050電腦及事務性機
器設備批發業。
九、F118010資訊軟體批發業。
十、F119010電子材料批發業。
十一、F213030電腦及事務性
機器設備零售業。
十二、F218010資訊軟體零售
業。
十三、F219010電子材料零售
業。
十四、F601010智慧財產權業。
十五、H703100不動產租賃業。
十六、I301020資料處理服務
業。
十七、I501010產品設計業。
十八、IZ99990其他工商服務
業。
十九、JA02990其他修理業。
二十、JZ99050仲介服務業。
二十一、I103060管理顧問業。
二十二、I301010資訊軟體服
務業。
二 十 三 、 F115020 礦 石 批 發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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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內容
本公司定名為廷鑫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
限公司規定組織之。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F104110布疋、衣著、鞋、
帽、傘、服飾品批發業。
二、F204110布疋、衣著、鞋、
帽、傘、服飾品零售業。
三、F105050家具、寢具、廚
房器具、裝設品批發業。
四、F205040家具、寢具、廚
房器具、裝設品零售業。
五、F401010國際貿易業。
六、H201010一般投資業。
七、E605010電腦設備安裝業。
八、F113050電腦及事務性機
器設備批發業。
九、F118010資訊軟體批發業。
十、F119010電子材料批發業。
十一、F213030電腦及事務性
機器設備零售業。
十二、F218010資訊軟體零售
業。
十三、F219010電子材料零售
業。
十四、F601010智慧財產權業。
十五、H703100不動產租賃業。
十六、I301020資料處理服務
業。
十七、I501010產品設計業。
十八、IZ99990其他工商服務
業。
十九、JA02990其他修理業。
二十、JZ99050仲介服務業。
二十一、I103060管理顧問業。
二十二、I301010資訊軟體服
務業。
二 十 三 、 F115020 礦 石 批 發
業。

說明
申請
外文
名稱
登記
修正
營業
項目
相關
條文

二十四、F116010照相器材批
發業。
二十五、F216010照相器材零
售業。
二十六、F113020電器批發業。
二十七、F213010電器零售業。
二十八、CA01080鍊鋁業。
二十九、CA01090鋁鑄造業。
三十、CA01100鋁材軋延、伸
線、擠型業。
三十一、CA01990其他非鐵金
屬基本工業。
三十二、F106010五金批發業。
三十三、F199990其他批發業。
三十四、G801010倉儲業。
三十五、IZ06010理貨包裝業。
三十六、C402030皮革、毛皮
製品製造業。
三十七、I301030電子資訊供
應服務業。
三十八、F108031醫療器材批
發業。
三十九、F208031醫療器材零
售業。
四十、CF01011醫療器材製造
業。
四十一、J202010產業育成業。
四十二、CA01150 鎂鑄造業。
四十三、CA01160 鎂材軋延、
伸線、擠型業。
四十四、ZZ99999 除許可業務
外，得經營法令非禁
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廿 五 條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
之一
餘，依法繳納稅捐，彌補累
積虧損後，再提 10%為法定
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
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
在此限，另視公司營運需要
及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
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
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
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以發
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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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F116010照相器材批
發業。
二十五、F216010照相器材零
售業。
二十六、F113020電器批發業。
二十七、F213010電器零售業。
二十八、CA01080鍊鋁業。
二十九、CA01090鋁鑄造業。
三十、CA01100鋁材軋延、伸
線、擠型業。
三十一、CA01990其他非鐵金
屬基本工業。
三十二、F106010五金批發業。
三十三、F199990其他批發業。
三十四、G801010倉儲業。
三十五、IZ06010理貨包裝業。
三十六、C402030皮革、毛皮
製品製造業。
三十七、ZZ99999 除許可業務
外，得經營法令非禁
止或限制之業務。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
餘，依法繳納稅捐，彌補累
積虧損後，再提 10%為法定盈
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
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
此限，另視公司營運需要及
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
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併
同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
會擬具盈餘分配案請股東會
決議分派之。

配合
公司
法修
正及
本公
司實
務運
作需
求

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分派股息及紅利或法
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
部或一部如以發放現金之方
式為之，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數同意後為之，並報告
股東會。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
前及未來之發展計畫、考量
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及國內
外競爭狀況，並兼顧股東利
益等因素，分配股東紅利
時，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為
之，其中現金股利不低於股
利總額之 10%。
第 二 十 八 本章程於民國七十六年四月
條
九日訂立，
民國七十六年四月廿二日第
一次修正，
民國七十七年七月十五日第
二次修正，
民國七十八年二月四日第三
次修正，
民國七十八年十月廿八日第
四次修正，
民國八十年六月十四日第五
次修正，
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十七日第
六次修正，
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十一日第
七次修正，
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十七日第
八次修正，
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七日第九
次修正，
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十次修正，
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十二日第
十一次修正，
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九日第十
二次修正，
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廿八日第
十三次修正，
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日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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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
前及未來之發展計畫、考量
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及國內
外競爭狀況，並兼顧股東利
益等因素，分配股東紅利
時，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為
之，其中現金股利不低於股
利總額之 10%。

本章程於民國七十六年四月
九日訂立，
民國七十六年四月廿二日第
一次修正，
民國七十七年七月十五日第
二次修正，
民國七十八年二月四日第三
次修正，
民國七十八年十月廿八日第
四次修正，
民國八十年六月十四日第五
次修正，
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十七日第
六次修正，
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十一日第
七次修正，
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十七日第
八次修正，
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七日第九
次修正，
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十次修正，
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十二日第
十一次修正，
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九日第十
二次修正，
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廿八日第
十三次修正，
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日第十

四次修正，
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三十日第
十五次修正，
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廿五日第
十六次修正，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一日第
十七次修正，
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四日第
十八次修正，
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第
十九次修正，
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第
二十次修正，
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第
二十一次修正，
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
民國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
民國一○三年六月十九日第
二十四次修正，
民國一o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第
二十五次修正
民國一 o 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
民國一o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第
二十七次修正。
民國一 o 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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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修正，
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三十日第
十五次修正，
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廿五日第
十六次修正，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一日第
十七次修正，
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四日第
十八次修正，
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第
十九次修正，
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第
二十次修正，
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第
二十一次修正，
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
民國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
民國一○三年六月十九日第
二十四次修正，
民國一o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第
二十五次修正。
民國一 o 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第
二十六次修正。
民國一 o 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第
二十七次修正。

附件十二
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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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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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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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符合法
本處理程序所稱資產之適用範圍如下： 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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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
符合法
資產取得或處分程序
令規定
一、評估程序：
( 一 ) 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應考
量其每股淨值、獲利能力、未來發展潛
力、市場利率、債券票面利率、債務人
債信及當時交易價格議定之。
( 二 ) 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交易市場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依當
時之股價或債券價格決定之。
(三)取得或處分前二款外之其他資
產，以詢價、比價、議價或公開招標方
式擇一為之，並應參考公告現值、評定
現值、鄰近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等議定
之，若符合本程序規定應公告申報標準
者，應參考專業估價者之估價報告。
二、作業程序
取得或處分資產，應由承辦部門將擬取
得或處分之緣由、標的物、交易相對
人、移轉價格、收付款條件、價格參考

-40-

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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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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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條文
依據等事項，依公司核決權限及相關辦
法呈核准後執行。
三、有關資產之取得或處分相關作業悉
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關規定辦
理之。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則視違反
情形處分相關人員。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
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
備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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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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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
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
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
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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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
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
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
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
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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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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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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
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
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
銷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銀行法、
保險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
法，或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
或因業務上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期
徒刑之宣告確定。但執行完畢、緩刑期
滿或赦免後已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或有實
質關係人之情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
之估價報告，不同專業估價者或估價人
員不得互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
情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
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業
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適
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具報
告或意見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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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本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準則規定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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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
人。
已依法令規定設置獨立董事者，依前項
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
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

第五條
投資額度
本公司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其
總額以不超過資產總額百分之三十、有
價證券其總額以不超過資產總額百分
之三十為限，及對投資個別有價證券金
額則以不超過資產總額百分之十五為
限。

說明
符合法
令規定

第六條
符合法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 令規定
發生日前先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
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
本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交易金額達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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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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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已依法令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者，訂定
或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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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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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條文
說明
一、取得或處分非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
二、取得或處分私募有價證券。
本公司符合下列情事者，得免適用上述
規定：
一、發起設立或募集設立而以現金出資
取得有價證券者。
二、參與認購標的公司依相關法令辦理
現金增資而按面額發行之有價證券者。
三、參與認購轉投資百分之百之被投資
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之有價證券者。
四、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之上市、上櫃及興櫃有價證券。
五、屬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六、海內外基金。
七、依證券交易所或櫃買中心之上市
（櫃）證券標購辦法或拍賣辦法取得或
處分上市（櫃）公司股票。
八、參與公開發行公司現金增資認股而
取得，且取得之有價證券非屬私募有價
證券者。
九、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十一條
第一項及本會九十三年十一月一日金
管證四字第０九三０００五二四九號
令規定於基金成立前申購基金者。
十、申購或買回之國內私募基金，如信
託契約中已載明投資策略除證券信用
交易及所持未沖銷證券相關商品部位
外，餘與公募基金之投資範圍相同者。
第七條
第七條
符合法
本公司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令規定
序，應記載下列事項，並應依所定處理 交易金額達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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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辦理：
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一、資產範圍。
二、評估程序：應包括價格決定方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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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依據等。
三、作業程序：應包括授權額度、層級、 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
辦理。
執行單位及交易流程等。
四、公告申報程序。
五、公司及各子公司取得非供營業使用
之不動產及其使用權資產或有價證券
之總額，及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
六、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控管程
序。

-43-

修正條文
七、相關人員違反本程序或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規定之處罰。
八、其他重要事項。
本公司之關係人交易、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進行企業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除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應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第三節至第五節規定訂定處理程
序。
公司不擬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者，得提
報董事會通過後，免予訂定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處理程序。嗣後如欲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仍應先依前條及前項規定
辦理。
公司應督促子公司依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訂定並執
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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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通過
者，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
察人。
已依法令規定設置獨立董事者，依前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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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依法令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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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第六條第四項及第五
項規定。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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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符合法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應 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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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依前節規
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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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符合法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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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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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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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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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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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
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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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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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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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及其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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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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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準則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
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設置獨立董事者，於提報董事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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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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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取得或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董事會得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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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符合法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按下列 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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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之非金融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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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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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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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互為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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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列任
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除依第一
項及第二項規定評估不動產成本外，並
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依第九條規定辦理，不適
用前三項規定：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
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
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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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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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符合法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依規定 令規定
評估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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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
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對本公司之
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
發行公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
例依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二、監察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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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經依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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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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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前三條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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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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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

現行條文
經證期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
公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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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依規定
評估之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
第十一條之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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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估，房
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計合理營
建利潤，其合計數逾實際交易價格者。
所稱合理營建利潤，應以最近三年度關
係人營建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財
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業毛利率孰低
者為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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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估後條件相當者。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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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賃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價差推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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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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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時，應依下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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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符合法
令規定

符合法
令規定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 業程序辦理。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交易種類
(一)本公司從事之衍生性商品係指其
價值由資產、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
利益等商品所衍生之交易契約，如遠期
契約、選擇權、期貨、換匯、交換、遠
期利率協定及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
合式契約等。
(二)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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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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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有任何投機性交易。操 作
幣別僅限於因公司進出口業務而產生
之外幣收付，及因業務上之避險需要
者，但若有其他特定用途交易需要者，
須經謹慎評估，並提報董事會核准後
方可進行之。
(三）權責劃分
（一）總經理之權責
1、將應經董事會核准之衍生性商品交
易案送交董事會議決。
2、核准經董事會予以授權核准之衍生
性商品交易案。
3、定期、不定期向董事會報告衍生性
商品績效及其執行成效。
（二）財務部
1、執行業經核准之衍生性商品交易
案。
2、每日將交易發生事項立即記錄，並
與會計憑證相互驗證其正確性。
3、將每日交易記錄予以歸檔。
4、每週及每月評估及檢討操作績效，
彙總結果呈報總經理及董事長。
5、依規定於財簽報告中揭露本公司交
易資訊。
（三）衍生性商品核決權限
1、本公司每交易日累積授權額度如
下：
交易專員 財務最高主管 總經理
參百萬元 壹仟萬元 貳仟萬元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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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金)
2、超過授權額度時，必須得到符合授
權額度人員的書面核准，方得為之，為
使交易對手能配合公司監督管理，應將
授權額度及幣別規範以書面告知銀行
遵行。
3、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所訂之處理
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
(四）續效評估
1、為充份掌握及表達交易之評價風
險，財務部每週以市價評估及檢討操作
績效，並於每月第一週內將上月之操作
績效呈閱總經理及董事長，並檢討改
進。
2、財務部每週定期評估及檢討時，若
發現有異常情形時，應立即採取必要之
因應措施，並呈報總經理及董事長。
(五）契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訂定
1、財會部門應掌握公司整體契約總
額，以規避交易風險，避險性交易金額
以不超過四個月內因實質交易衍生之
避險需求為限。個別契約餘額以美金壹
仟萬或等值外幣為限。
2、特定用途交易
基於對市場變化狀況之預測，財務部得
依需要擬定特定用途交易策略，並提報
總經理、董事長核准後進行之。
3、損失上限之訂定
A、全部契約損失上限為實收資本額的
百分之十。
B、如屬特定目的之交易契約，部位建
立後，應設停損點以防止超額損失。
停損點之設定以不超過全部交易契約
金額百分之十五為上限，如損失金額
超過全部交易金額百分之十時，需即
刻呈報總經埋，並向董事長報告，商
議必要之因應措施。
C、個別契約損失金額以不超過美金二
十萬元或交易契約金額百分之十五，何
者為低之金額為損失上限。
D、本公司特定目的之交易性操作年度
損失最高限額為美金三百萬元。
二、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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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一)財務部根據“資金預計表” 按月
擬定操作計劃，呈請總經理及董事長核
准後實施，若有與預定計劃不同之操作
時，應先呈請總經理及董事長核准後，
始得進行相關之操作。
(二)交易人員於交易前一日須填製
“衍生性商品操作明細表” 之預計作
業明細，並依核決權限呈請核准。
(三)公司授權交易人員依授權額度表
和銀行進行交易，如有超過必須得到符
合授權額度主管之核准，方得為之。
(四)如成交，交易人員須立即填寫成交
單，註明細節；成交後，交易人員將成
交單交由確認人員與交易對手對帳並
統計在部位總表以控制部位，再交由核
決主管簽核。
(五)交易當日確認人員向交易對象確
認交易內容後，完成 “衍生性商品操
作明細表”之實際作業明細，連同支付
憑單立即交由會計部入帳。
(六)財務部每週定期檢討公司部位，並
對未來部位的產生及避險策略進行討
論，以為未來操作方針。
三、風險管理措施
(一）信用風險管理 :
本公司交易對象限與公司有往來之銀
行或國際知名之金融機構，並能提供專
業資訊者為原則。
(二）市場風險管理 :
本公司衍生性商品交易以避險為限，不
從事金融操作。
(三）流動性風險管理 :
本公司衍生性商品交易，以實質交易為
基礎，確保交割義務之履行能力。
(四）現金流量風險管理
為確保公司營運資金週轉之穩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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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四個月之現金收支預測。
(五）作業風險管理
（一）相關人員確實遵循授權額度及作
業流程，以避免作業風險。
（二）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人員及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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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認、交割等作業人員不得互相兼任。
（三）交易發生時，交易人員應即填寫
外匯交易成交單，交與確認人員確認，
並呈財務主管簽核。
（四）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制人員應
與前款人員分屬不同部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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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
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因業務需要而
辦理之避險性交易則至少每月應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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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交易人員對衍生性商品應俱備完
整及正確之專業知識，並要求銀行充分
揭露風險，以避免誤用金融商品之風
險。
(七）法律風險管理
與金融機構簽署的任何文件應經過法
務人員或法律顧問之核閱後，才可正式
簽署，以避免法律風險。
四、內部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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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稽核報告，如發現
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通知監察人。
五、會計處理
匯率相關之衍生性商品交易依財務會
計準則第十四號公報處理；其他衍生性
商品在有明確之會計準則規範前，則依
國際會計慣例處理。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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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立即向董事會報告，
並採取因應之措施。
(二)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
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因業務需要而
辦理之避險性交易則至少每月應評估

-51-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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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應
依前節及本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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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依前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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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條文
二次，其評估報告應呈送董事會授權之
高階主管人員。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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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措
施是否適當並確實依本處理程序辦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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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作業程序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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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條第六項第二款、第七項第一款第一目
及第七項第二款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
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說明

符合法
第十四條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令規定
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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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報董事會討論
通過。
但公開發行公司合併其直接或間接持
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
子公司，或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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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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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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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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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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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評估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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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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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董事會通過
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公開發行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
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

現行條文
說明
決議合併、分割或 收購事項者，不在
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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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合併、分割或
收購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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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符合法
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
令規定
因素事先報經證期會同意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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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期會同
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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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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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
列交易，董事會得依第七條第一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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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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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依法令規定設置獨立董事者，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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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依法令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依第
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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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第六條第四
項及第五項規定。
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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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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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互為關係
人者，不適用之。
合併購買或租賃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
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項所列
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依前二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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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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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六條
符合法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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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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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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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應依前條規定辦理，不適用前三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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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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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
司，或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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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條
公司依前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評估
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第十八
條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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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估，房
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計合理營
建利潤，其合計數逾實際交易價格者。
所稱合理營建利潤，應以最近三年度關
係人營建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財
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業毛利率孰低
者為準。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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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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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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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七條
符合法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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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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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條
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如經按前二條規定評估結果均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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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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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比例依證交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二、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
定辦理。已依證交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
會者，本款前段對於審計委員會之獨立
董事成員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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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經依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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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本會同意後，始得動用
該特別盈餘公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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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依前二項規定辦
理。
第十九條
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注意下列
重要風險管理及稽核事項之控管，並納
入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應包括得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之種類、經營或避險策
略、權責劃分、績效評估要領及得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之契約總額，以及全部
與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等。
二、風險管理措施。
三、內部稽核制度。
四、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情形處理。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八條
符合法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 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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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條
符合法
子公司資產取得或處分之規定
令規定
一、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亦應依母
公司規定辦理。
二、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達第十九條所訂應公告
申報標準者，由母公司辦理公告申報事
宜。
三、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所稱「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總資產
百分之十」，係以母公司之實收資本額
或總資產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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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第二十條
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採行下列
風險管理措施：
一、風險管理範圍，應包括信用、市場
價格、流動性、現金流量、作業及法律
等風險管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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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制人員應與
前款人員分屬不同部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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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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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報告應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
人員。
五、其他重要風險管理措施。

現行條文
說明
所稱子公司為本公司直接持有逾百分
之五十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之被投資
公司，或本公司經由子公司間接持有逾
百分之五十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之各
被投資公司，餘類推；或本公司直接及
經由子公司間接持有逾百分之五十已
發行有表決權股份之各被投資公司，餘
類推。
第二十條
符合法
應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標準
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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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訊申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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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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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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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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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其交易
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
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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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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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
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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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證券商於初級市場認購及依
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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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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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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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處理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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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
幣十元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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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
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
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
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證期會指定之
資訊申報網站。
八、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
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將全
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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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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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修正條文

第二十一條
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董事會應依
下列原則確實監督管理：
一、指定高階主管人員應隨時注意衍生
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督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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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應依下列
原則管理衍生性商品之交易：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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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所定
之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辦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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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發行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依
所定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規定授權相關人員辦理者，事後應提報
最近期董事會。
第二十二條
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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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條第四
款、前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第一款
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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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按月稽
核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
理程序之遵循情形，作成稽核報告，如
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通知各監
察人。
已依證交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者，於依
前項通知各監察人事項，應一併書面通
知獨立董事。
已依證交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者，第二
項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
用之。
第二十三條
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現行條文
說明
於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
少保存五年。
第二十一條
符合法
應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令規定
本公司依前條規定辦理公告申報後，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即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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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條
符合法
財務報表揭露事項
令規定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達本處理程序
第十九條所定應公告申報標準，且其交
易對象為實質關係人者，應將公告之內
容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並提股東會
報告。

第二十三條
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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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法
令規定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 本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 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
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
同。
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
過。但公司合併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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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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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條
本 條 新
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開發行公司
增
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
容及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會前製作致
股東之公開文件，併同前條第一項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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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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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合併、分割或
收購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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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條 新
第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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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
素事先報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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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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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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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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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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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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資料，依
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主
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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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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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二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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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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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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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條文

說明

本 條 新
增

本 條 新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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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並已對外公開揭露者。
第二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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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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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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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應與其
簽訂協議，並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
條及前條規定辦理。
第三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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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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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條文

說明
本 條 新
增

本 條 新
增

本 條 新
增

本 條 新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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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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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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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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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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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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買賣國內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所
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
賣，或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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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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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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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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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
使用權資產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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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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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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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準則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應按月將公司及其非屬國內公
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
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本會指定之資訊
申報網站。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
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於知悉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
告申報。
公開發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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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於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
至少保存五年。
第三十二條
公司依前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本會指定網
站辦理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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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條
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前章規定應公告
申報情事者，由公司為之。
前項子公司適用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之
應公告申報標準有關實收資本額或總
資產規定，以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
產為準。
第三十四條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有關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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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
幣十元者，本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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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

現行條文

說明

本 條 新
增

本 條 新
增

本 條 新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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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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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條 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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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條文

說明

本 條 新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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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項次
第一條
貸與對
象：

第三條
資金貸與
總額及個
別對象之
限額

修正內容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
公司或行號。
二、與本公司有短期融通資
金必要之公司或行號。融資
金額不得超過貨與企業淨值
之百分之四十。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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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第二項所稱融資金額，
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金之
累計餘額。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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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該公開發行公司從事資金
貸與，不受第二項之限制。
但融資金額不得超過貸與企
業淨值之百分之五十，且每
筆資金貸與期限不超過半年
為原則。若遇特殊情形，得
經董事會同意後，依實際狀
況延長其貸與期限。
一、本公司資金貸與總額以
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為限，惟
因董事會認有短期融通資金
必要，而將資金貸與公司或
行號之累計金額，以不超過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為
限。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個別公
司或行號之限額，其與本公
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
號，不得超過雙方最近年度
間業務往來金額之百分之五
十為限，或最近三個月業務
往來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二十
孰高者為限，且不得超過本

現行內容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
公司或行號。
二、與本公司有短期融通資
金必要之公司或行號。
前項所稱短期，係指一年。

說明
配合公司
法修正及
公司實務
運作需
求。

一、本公司資金貸與總額以
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為限，惟
因董事會認有短期融通資金
必要，而將資金貸與公司或
行號之累計金額，以不超過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為
限。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個別公
司或行號之限額，其與本公
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
號，不得超過雙方最近年度
業務往來金額之百分之五
十，或最近三個月業務往來
金額之百分之一百二十孰高
者為限，且不得超過本公司

配合公司
法修正及
公司實務
運作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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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公告申
報：

第十條

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二十。
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
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三、其因董事會認有短期融
通資金必要之公司或行號，
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淨值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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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
外公司對該公開發行公司，
從事資金貸與，仍受第一項
之限制，並應依第五條貸與
期限及計息方式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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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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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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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所稱事實發生日，係
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董
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
資金貸與交易對象及交易金
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淨值之百分之五十。所稱業
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
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三、其因董事會認有短期融
通資金必要之公司或行號，
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淨值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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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受第
一項之限制，並應依第五條
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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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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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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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所稱事實發生日，係
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董
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
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
日期孰前者。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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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公司
法修正及
公司實務
運作需
求。

配合公司

實施與修
訂：

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 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 法修正及
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 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 公司實務
辦理，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 辦理，修正時亦同。
運作需
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
求。
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
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
同。依前項規定提董事會討
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
事之意見，如有反對或保留
意見，應載明於董事會議事
錄。本公司己設置審計委員
會者，訂定或修正本作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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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前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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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該於董事會
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
第三項所稱之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及前項所稱之全體董
事，以實際在任者計之。
依前項規定提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
之意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
見，應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本公司己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訂定或修正本作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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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前項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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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該於董事會
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
議。
第三項所稱之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及前項所稱之全體董
事，以實際在任者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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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項次
第二條
背書保證
之對象：

第九條
公告申
報：

修正內容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關
係之公司。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
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本公司持
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
五十之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
司間，得為背書保證，且其
金額不得超過公司淨值之百
分之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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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
同業間或共同起造間依合約
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
係由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
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
者，或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
法規範從事預售屋銷售合約
之履約保證連帶擔保者，不
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得為
背書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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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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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內容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關
係之公司。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
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本公司持
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
五十之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
司間，得為背書保證，且其
金額不得超過公司淨值之百
分之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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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
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
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不
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得為
背書保證。

說明
配合公司
法修正及
公司實務
運作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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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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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公司
法修正及
公司實務
運作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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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實施與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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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性質採用權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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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或其子公司
新增背書保證金額達新臺幣
三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
以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
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
前項第四款應公告申報之事
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第二項所稱事實發生日，係
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董
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
背書保證交易對象及交易金
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
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
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
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
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
會討論後辦理，修正時亦同。
依前項規定提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
之意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
見，應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本公司己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訂定或修正本作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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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前項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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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該於董事會
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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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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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公司及子公司新增
背書保證金額達新臺幣三千
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
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
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
前項第四款應公告申報之事
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第二項所稱事實發生日，係
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董
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
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
日期孰前者。
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
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辦
理，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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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公司
法修正及
公司實務
運作需
求。

議。
第三項所稱之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及前項所稱之全體董
事，以實際在任者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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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項次

第六條

修正內容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之選
舉，均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
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
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為審
查董事、監察人候選人之資
格條件、學經歷背景及有無
公司法第三十條所列各款情
事等事項，不得任意增列其
他資格條件之證明文件，並
應將審查結果提供股東參
考，俾選出適任之董事、監
察人。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
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
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
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
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
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
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
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但
書、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審
查準則相關規定或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
準則第 10 條第 1 項各款不
宜上櫃規定之具體認定標
準」
第 8 款規定者，應於最近一
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
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
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
時會補選之。
監察人因故解任，致人數不
足公司章程規定者，宜於最
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監
察人全體均解任時，應自事
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
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現行內容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之選
舉，均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
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
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為
審查董事、監察人候選人之
資格條件、學經歷背景及有
無公司法第三十條所列各
款情事等事項，不得任意增
列其他資格條件之證明文
件，並應將審查結果提供股
東參考，俾選出適任之董
事、監察人。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
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
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
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
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
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
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
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
項但書、臺灣證券交易所上
市審查準則相關規定或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
價證券審查準則第 10 條第
1 項各款不宜上櫃規定之具
體認定標準」
第 8 款規定者，應於最近一
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
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
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
時會補選之。
監察人因故解任，致人數不
足公司章程規定者，宜於最
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監
察人全體均解任時，應自事
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
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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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配合公司
法修正及
公司實務
運作需
求。

附件十六
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被提名人
類別

董事

獨立董事

被提名人
姓名

永荃投資
(股)公司
代表人
鍾純青

楊智超

學歷

經歷

亞洲大學
經營管理
所碩士

1.魚躍創意專案經理
2.嶺東科技大學數位媒體
系兼任教師
3.文化大學推管教育講師
4.台中市勞工大學講師
5.中正大學研習特約講師

成功大學
礦冶及材
料科學研
究所博士

1.工業技術研究院工業材料
研究所金屬鑄煉廠技術部經
理
2.工業技術研究院工業材料
研究所輕金屬實驗室主任
3.工業技術研究院工業材料
研究所金屬組組長
4.工業技術研究院工業材料
研究所所長室特助
5.工業技術研究院工業材料
研究所多元材料組組長
6.工業技術研究院奈米粉體
與薄膜科技中心 副主任
7.台灣鑄造學會理事
8.台灣鎂合金協會常務理事
9.經濟部標檢局國家標準技
術委員會委員
10.中國礦冶工程學會冶金委
員會委員及特殊金屬小組
召集人
11.科技部材料學門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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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持有股份數
額

R&J 設計工坊

257,983 股

工業技術研究院材料
與化工研究所顧問

0股

附件十七
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其代表人兼任情形
職稱
法人董事代表人

姓名
永荃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
顏文頎

-74-

內容
1.英屬開曼群島頎鑫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2.薩摩亞成發控股有
限公司代表人
3.薩摩亞富盛控股有
限公司代表人
4.廷鑫(廈門)皮件有
限公司代表人

玖、附錄
附錄一

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買回公司股份轉讓員工辦法
第一條：本公司為激勵員工及提昇員工向心力，依據證券交易法第28條之2第1項第1款及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發布之「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等相關規定，
訂定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除依有關法令
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規定辦理。
第二條：本次轉讓予員工之股份為普通股，其權利義務除有關法令及本辦法另有規定者外，
與其他流通在外普通股相同。
第三條：轉讓期間
本次買回之股份，得依本辦法之規定，自買回股份之日起三年內，得一次或分次
轉讓予員工。
第四條：受讓人之資格
凡於認股基準日前到職或對公司有特殊貢獻經提報董事長同意之本公司之全職員
工，得依本辦法第五條所定認購數額，享有認購資格。
第五條：員工得認購股數
員工得認購股數由本公司考量員工職等、服務年資及對公司之特殊貢獻等標準，
訂定員工得受讓股份之權數，並須兼顧認股基準日時公司持有之買回股份總額及
單一員工認購股數之上限等因素，由董事長另訂員工認購股數。員工於繳款期限
屆滿而未認購繳款者，視為棄權，認購不足之餘額，授權董事長另洽其他員工認
購之。
第六條：轉讓之程序
本辦法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之作業程序：
一、依董事會之決議，公告、申報並於執行期限內買回本公司股份。
二、董事會依本辦法訂定及公布員工認股基準日、得認購股數標準、認購繳款期
間、權利內容及限制條件等作業事項。
三、統計實際認購繳款股數，辦理股票轉讓過戶登記。
第七條：約定之每股轉讓價格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以實際買回之平均價格為轉讓價格，惟轉讓前，如遇
公司已發行之普通股股份增加或減少，本公司不予調整每股轉讓價格。
第八條：轉讓後之權利義務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並辦理過戶登記後，除另有規定者外，其權利義務與原
有股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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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其他有關公司與員工權利義務事項
公司可斟酌需要與員工約定，惟不得違反證券交易法及公司法等相關法令規定。
第十條：本辦法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生效，並得報經董事會決議修訂。
第十一條：本辦法應提股東會報告，修訂時亦同。

-76-

附錄二

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一章總則
第 一 條：本公司定名為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規定
組織之。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F104110布疋、衣著、鞋、帽、傘、服飾品批發業。
二、F204110布疋、衣著、鞋、帽、傘、服飾品零售業。
三、F105050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批發業。
四、F205040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零售業。
五、F401010國際貿易業。
六、H201010一般投資業。
七、E605010電腦設備安裝業。
八、F113050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九、F118010資訊軟體批發業。
十、F119010電子材料批發業。
十一、F213030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
十二、F218010資訊軟體零售業。
十三、F219010電子材料零售業。
十四、F601010智慧財產權業。
十五、H703100不動產租賃業。
十六、I301020資料處理服務業。
十七、I501010產品設計業。
十八、IZ99990其他工商服務業。
十九、JA02990其他修理業。
二十、JZ99050仲介服務業。
二十一、I103060管理顧問業。
二十二、I301010資訊軟體服務業。
二十三、F115020礦石批發業。
二十四、F116010照相器材批發業。
二十五、F216010照相器材零售業。
二十六、F113020電器批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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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F213010電器零售業。
二十八、CA01080 鍊鋁業。
二十九、CA01090 鋁鑄造業。
三十、CA01100 鋁材軋延、伸線、擠型業。
三十一、CA01990 其他非鐵金屬基本工業。
三十二、F106010 五金批發業。
三十三、F199990 其他批發業。
三十四、G801010 倉儲業。
三十五、IZ06010 理貨包裝業。
三十六、C402030皮革、毛皮製品製造業。
三十七、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
公司。
第 四 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廿八條規定辦理，本公司因業務需要得對外保
證。
第 五 條：本公司轉投資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其投資總額得不受公司法第十
三條限制。
第二章股份
第 六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參拾壹億元，分為參億壹仟萬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壹拾元，其中未發行之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前項資本總額中保留參佰玖拾
捌萬股供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認股權之股份數額，並授權董事會得視業務需要分
次發行。
第六條之一：本公司得發行認股價格低於發行日普通股股票收盤價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或
將買回本公司股份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前項發行應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第 七 條：本公司發行之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並編號，經依法簽
證後發行之或得以無實體發行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七條之一：本公司股票得應台灣證券集中保管股份有限公司之請求合併換發
大面額證券。
第 八 條：股東之更名過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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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其他有關股票事務之處理辦法，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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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股東會
第 九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
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 十 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蓋
章委託代理人出席。
第十一條：本公司股東會出席股東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十二條：股東會之決議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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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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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議事錄應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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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其保
存期限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章董事及監察人
第十四條：本公司設董事七至十一人、監察人二至三人，任期不得逾三年，採候選人提名
制度，由股東會選任，得連選連任。
前項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人數至少二人。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與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
之相關規定辦理。
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
第十四條之一：本公司得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
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
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審計委員會及其成員負責執行相關法令規定之監察
人職權。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後，本章程關於監察人之規定將不再適用。
第十五條：本公司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所持有記名式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低於主管機關規
定之最低限額。
第十六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
推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第十七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本公司得為董事或監察人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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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條：董事會至少每季開會一次，如遇緊急事項或董事過半數之請求，得召開臨時會。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為之。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畫面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畫面參與會議者，視為
親自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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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
之授權範圍。
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二十條：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並以出席董事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廿一條：董事會之權責如左：
一、經營方針及中、長程發展計劃之審議。
二、年度業務計劃之審議與監督執行。
三、預算之審定及決算之審議。
四、資本增減計劃之審議。
五、盈餘分配案或彌補虧損之審議。
六、對外重要合約之審議。
七、公司章程或修訂之審議。
八、公司組織規程及重要業務規則之審定。
九、分支機構設立、改組或撤銷之議定。
十、重大資本支出計劃之核議。
十一、總經理、副總經理及經理之聘免。
十二、股東會決議之執行。
十三、總經理提請核議及事項之審議。
十四、股東會之召開及業務報告。
十五、其他依法應行處理之業務。
第廿二條：監察人之權責如下：
一、決算之查核。
二、監察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並得請求董事會提出報告。
三、認為必要時得依法召集臨時股東會。
四、其他依法監察之事項。
第五章經理人
第廿三條：本公司得設總經理一人，副總經理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
廿九條規定辦理。
第六章會計
第廿四條：本公司每屆會計年度終了時，董事會依法編造下列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
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後，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二）財
務報表（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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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五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5%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5%為董監酬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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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得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
司員工。
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
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提股東會報告。
第廿五條之一：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依法繳納稅捐，彌補累積虧損後，再提 10%
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另
視公司營運需要及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併
同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來之發展計畫、考量投資環境、資金需
求及國內外競爭狀況後，依累積可供分配盈餘數於20%~100%區間內提撥，
並兼顧股 東利益等因素，分配股東紅利時，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為之，其
中現金股利不低於股利總額之10%。
第廿五條之二：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執行本公司職務時，不論公司營業盈虧，公司得支給
報酬，其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於不
超過本公司核薪辦法所訂最高薪階之標準議定之。如公司有盈餘時，另依
第廿五條之規定分配酬勞。
第七章附則
第廿六條：本公司組織規程另訂之。
第廿七條：本公司未訂事項，悉依公司法規定辦理。
第廿八條：本章程於民國七十六年四月九日訂立，
民國七十六年四月廿二日第一次修正，
民國七十七年七月十五日第二次修正，
民國七十八年二月四日第三次修正，
民國七十八年十月廿八日第四次修正，
民國八十

年六月十四日第五次修正，

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十七日第六次修正，
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十一日第七次修正，
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十七日第八次修正，
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七日第九次修正，
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三十一日第十次修正，
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十二日第十一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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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九日第十二次修正，
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廿八日第十三次修正，
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日第十四次修正，
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三十日第十五次修正，
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廿五日第十六次修正，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一日第十七次修正，
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四日第十八次修正，
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第十九次修正，
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第二十次修正，
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第二十一次修正，
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第二十二次修正，
民國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第二十三次修正，
民國一○三年六月十九日第二十四次修正，
民國一o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第二十五次修正，
民國一o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二十六次修正，
民國一 o 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二十七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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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
第 一 條：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監察人，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第二十一條及第四十一條規定訂定本程序。
第 二 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程序辦理。
第 三 條：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
並就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括但不限
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二、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技）
、專
業技能及產業經驗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
能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據績效評估之結果，考量調整董事會成員組成。
第 四 條：本公司監察人應具備下列之條件：
一、誠信踏實。
二、公正判斷。
三、專業知識。
四、豐富之經驗。
五、閱讀財務報表之能力。
本公司監察人除需具備前項之要件外，全體監察人中應至少一人須為會計或財
務專業人士。
監察人之設置應參考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有關獨立性
之規定，選任適當之監察人，以強化公司風險管理及財務、營運之控制。
監察人間或監察人與董事間，應至少一席以上，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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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關係。
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且監察人中至少須有一人在國
內有住所，以即時發揮監察功能。
第 五 條：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第二條、第三條以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以及第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上市上
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第 六 條：本公司董事、監察人之選舉，均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
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為審查董事、監察人候選人之資格條件、學經歷背景
及有無公司法第三十條所列各款情事等事項，不得任意增列其他資格條件之證
明文件，並應將審查結果提供股東參考，俾選出適任之董事、監察人。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
達章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
時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臺灣證券交易所上
市審查準則相關規定或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
證券審查準則第10條第1項各款不宜上櫃規定之具體認定標準」第8款規定者，
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
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監察人因故解任，致人數不足公司章程規定者，宜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
但監察人全體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
之。
第 七 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應採用累積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或監
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第 八 條：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及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
出席股東會之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第 九 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
之選舉權，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
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
抽籤。
第 十 條：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分之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
項有關職務。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十一條：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及
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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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
稱，亦得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
填代表人姓名。
第十二條：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所
填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及分配選
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可資識別者。
第十三條：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應由主席當場宣布，包含董事及監察人當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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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當選之董事及監察人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通知書。
第十五條：本程序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程序於民國一百零三年四月八日訂立，
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廿八日第一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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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 一 條
第 二 條
第 三 條

第 四 條

第 五 條

第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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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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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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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事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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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陳列於公司及其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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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之事項應在
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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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書送達公司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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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
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
，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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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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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
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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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第 八 條

第 九 條

第 十 條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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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
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參與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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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
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
，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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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簽到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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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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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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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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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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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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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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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

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

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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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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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有
異議者，應依前項規定採取投票方式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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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票
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
宣布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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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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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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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徵詢股東意見，股東對議案無異議者，應記載「經主
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惟股東對議案有異議時，應載明採票決方
式及通過表決權數與權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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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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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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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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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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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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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監察人持股情形
一、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新台幣 946,161,720 元，已發行股數計 94,616,172 股。
二、依證交法第二十六條之規定，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計 7,569,293 股，全體監察人
最低應持有股數計 756,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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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持有股數狀況如
下表所列；已符合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規定成數標準。
職 稱

戶

選(就)任日 任
期
期

名

董 事 廷鑫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福禱
董 事 廷鑫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蘇雄生
董 事 永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顏文頎
董 事 永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文鐽
董 事 永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顏兆鑫
獨立
董事
獨立
董事

股數

比率

停止過戶日止持有股份
股數

比率

107.06.29 3 年 12,348,435

13.05 11,535,435

12.19

107.06.29 3 年 12,348,435

13.05 11,535,435

12.19

107.06.29 3 年

125,983

0.13

257,983

0.27

107.06.29 3 年

125,983

0.13

257,983

0.27

107.06.29 3 年

125,983

0.13

257,983

0.27

蔡啟仲

107.06.29 3 年

0

0.00

0

0.00

蔡宏毅

107.06.29 3 年

0

0.00

0

0.00

13.18 11,793,418

12.46

全

職 稱

選(就)任時持有股數

體

戶

董

事

選(就)任日 任
期
期

名

監察人 禾仲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陳子龍
監察人 禾仲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鍾純青
全 體 監

察

12,474,418

合 計

選(就)任時持有股數
股數

比率

停止過戶日止持有股份
股數

比率

107.06.29 3 年

683,383

0.72

758,383

0.80

107.06.29 3 年

683,383

0.72

758,383

0.80

683,383

0.72

758,383

0.80

人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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