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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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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TAC INTERNATIONAL GROUP
（亞德客國際集團）
（設立於開曼群島之有限責任公司）

2015 年股東常會會議程序

1. 宣佈開會
2. 主席致詞
3. 報告事項
4. 承認事項
5. 討論事項
6. 臨時動議
7.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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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TAC INTERNATIONAL GROUP
(亞德客國際集團)
(設立於開曼群島之有限責任公司)

2015 年股東常會會議議程
開會時間：2015 年 5 月 28 日上午九點整
開會地點：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63 號（福容大飯店）
主席：董事長
I.

會議開始

II.

主席致詞

王世忠

III. 報告事項
(一) 2014 年度營業報告。
(二) 2014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Ⅳ. 承認事項
(一) 承認本公司 2014 年之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
(二) 承認本公司 2014 年度盈餘分配案。
Ⅴ. 討論事項
(一) 本公司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二)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三)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四)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五) 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Ⅵ. 臨時動議
Ⅶ.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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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2014 年度營業報告，報請公鑒。
說明：本公司 2014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議事手冊第 11 頁~第 13 頁，附件 A。
第二案
案由：2014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報請公鑒。
說明：本公司 2014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本議事手冊第 14 頁~第 15
頁，附件 B。

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承認本公司 2014 年之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
說明：(1) 本公司 2014 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謝明忠及翁
博仁會計師查核竣事，出具無保留意見之報告，且經本公司董事會於 2015
年 3 月 3 日決議通過，茲此連同營業報告書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2) 前項表冊，請參閱本議事手冊第 11 頁~第 13 頁，附件 A，及第 16 頁~第
23 頁，附件 C。
決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承認本公司 2014 年度盈餘分配案。
說明：(1) 本公司 2014 年度盈餘分配案，業經董事會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擬具分派如
下表。
(2) 本公司 2014 年稅後淨利為人民幣 360,785,969 元，減去自行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人民幣 9,109,037 元，期末可分配盈餘為人民幣 752,825,350 元，
擬分配每股現金股利人民幣 0.9595 元（新臺幣 4.8 元），及每股股票股
利人民幣 0.1 元（新臺幣 0.5 元），合計現金股利為人民幣 163,594,748
元，股票股利為人民幣 17,050,000 元。另 2014 年度員工現金紅利為人民
幣 12,568,000 元。
(3) 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配息基準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4) 本次盈餘分派於配息基準日前，若基於法令變更、主管機關要求、本公
司買回公司股份/國內可轉換公司債轉換股份/海外可轉換公司債轉換股
份/員工認股權之行使等因素，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使股東配息比
率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5) 本公司 2014 年度盈餘分配案，茲此應經股東會普通決議議決，敬請交付
議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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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公司盈餘分配表如下：
AIRTAC INTERNATIONAL GROUP
盈餘分配表
2014 年度
項

單位：人民幣元
金額

目

期初未分配盈餘

401,148,418

加：本期淨利

360,785,969

減：自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9,109,037
752,825,350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新台幣 4.8 元，約當人民幣 0.9595 元)
股東紅利-股票(每股新台幣 0.5 元，約當人民幣 0.1 元)

163,594,748
17,050,000

572,180,602
期末未分配盈餘
附註：
註 1：分配員工現金红利人民幣 12,568,000 元，為 2014 年度稅後淨利之 3.5%。
註 2：股東红利係以目前流通在外股數 170,499,998 股為配發基礎。
註 3：股東紅利換算匯率係以每元新台幣兌換人民幣 0.1999 元計算。
註 4：現金股利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
他收入。
董事長：王世忠

總經理：藍順正

會計主管：曹永祥

決議：

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說明：(1)為充實營運資金，本公司擬自2014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紅利新
台幣85,250,000元，辦理轉增資發行新股8,525,000股，每股面額新台幣10
元整。
(2) 本次增資發行新股按增資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及其持有股份
比例分配，每仟股無償配發50股，配發不足一股之畸零數，得由股東自
配股基準日起五日內自行拼湊成整股，並向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拼
湊登記，放棄拼湊或拼湊不足一股之畸零數按面額改發現金(計算至元為
止，元以下捨去）
，其股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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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因本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轉讓及註
銷、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或其它因素，而影響本公司流通在外之股份總
數，致本次股票股利之配股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
會全權處理。
(4) 本次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股份相同。
(5) 本次增資發行新股，俟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增資基準日。
(6) 本次增資相關事宜，如因事實需要或經主管機關審核有必要變更時，擬
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7) 本公司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茲此應經股東會特別（重度）決議議決，
敬請交付議決之。
決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說明：擬提呈於本會議如附件 D 所示之「公司章程」之所有修訂，（請參閱本議事
手冊第 24 頁~第 71 頁）業經董事會於 2015 年 3 月 3 日通過，茲此應經特別
決議表決通過成為本公司之新公司章程，以代替並排除其他現存本公司章程
之適用，敬請交付議決之。
決議：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說明：擬提呈於本會議如附件 E 所示之「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之所有修訂，
（請
參閱本議事手冊第 72 頁~第 73 頁）業經董事會於 2015 年 3 月 3 日通過，茲
此應經股東會普通決議議決，敬請交付議決之。
決議：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說明：擬提呈於本會議如附件 F 所示之「股東會議事規則」之所有修訂，（請參閱
本議事手冊第 74 頁~第 79 頁）業經董事會於 2015 年 3 月 3 日通過，茲此應
經股東會普通決議議決，敬請交付議決之。
決議：
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
說明：擬提呈於本會議如附件 G 所示之「董事選舉辦法」之所有修訂，（請參閱本
議事手冊第 80 頁~第 83 頁）業經董事會於 2015 年 3 月 3 日通過，茲此應經
股東會普通決議議決，敬請交付議決之。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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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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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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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2014 年度營業報告書

-11-

營業報告書
隨著亞德客的知名度及競爭力提升，對同業的競爭壓力也日益升高，導致最大
同業在 2014 年度發動積極的價格競爭。但人工薪資不斷的上漲，製造業勞動人口
減少，製造商勢必要提高生產自動化的程度，而氣動元件正是生產自動化動力來源
的首選。即使全球總體經濟局勢不佳，而中國整體氣動市場需求仍微幅提升，亞德
客持續開發新產品及新設立銷售通路的效益逐步顯現，不斷提高市場佔有率來支撐
營業額的高速成長；且公司計畫性地提高廠內生產製程自動化程度及人工生產效率
提升，加上產品銷售組合的優化，支撐公司整體毛利率仍可維持在高檔狀況，讓亞
德客在 2014 年度的集團合併營收及獲利表現再次同創歷史新高紀錄。
2014 年度亞德客的集團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8,378,961 千元，較 2013 年度之
7,300,291 千元增加了 1,078,670 千元，成長 14.78%；毛利率自 2013 年度 55.29%下
降至 2014 年度 54.94%；稅後合併淨利為新台幣 1,786,112 千元，較 2013 年度之
1,725,451 千元增加了 60,661 千元，成長 3.52%；每股盈餘為新台幣 10.39 元，股東
權益為新台幣 9,905,315 千元，每股淨值為新台幣 58.10 元。2014 年度之集團合併
營收及獲利均創公司成立以來的歷史新高紀錄。
亞德客除了逐步擴充產能外，亦積極擴充國內外營運據點：預計將中國境內的
銷售據點從目前的六十二家增加到八十家以上；在海外營運據點方面，除了於 2008
年成立的義大利銷售暨簡易加工廠子公司外，另將在其他歐盟地區設立據點；公司
於 2011 年八月於新加坡所設立之東南亞銷售總部，亦於 2012 年十月正式營運，並
於 2014 年七月在馬來西亞成立營運據點，預計於 2015 年籌設泰國銷售子公司，下
一階段將逐步評估越南及印尼市場；另外日本銷售子公司已於 2013 年八月正式營
運，持續擴大公司營運規模，增加市場佔有率及提升公司獲利。
在技術研發方面，亞德客除鞏固在中階市場的高市佔率外，近年來亦積極朝應
用於中高階產業的產品規格開發，預計未來兩年中，每年度推出五~七項大系列規
格的新產品，將公司提供給客戶的產品線服務廣度擴充一倍以上。除了針對新產品
的研發外，另外亦對廠內生產製程自動化程度及工藝改良投入大批經費，以提高公
司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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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自動化進程的發展日新月異，裹足不前意味著落後，居安思危、創新求變
是亞德客發展的永恆主題。未來的亞德客將在自動化進程的探索與發展中，成為一
支不可或缺、舉足輕重的發展力量。公司也將持續的以穩健的永續經營及追求股東
最大利益為目標，不斷的開發新客戶、研發新產品、改良生產工藝及改善生產流程，
來加強公司各項的競爭力。也藉由提高經營效率佐以有效的成本控制來獲取更高的
獲利。相信亞德客在各位股東的支持下，必能再次締造新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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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長

王世忠

總 經 理

藍順正

會計主管

曹永祥

附件 B
2014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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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德客國際集團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西元2014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
等。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
尚無不合，爰依照證券交易法第14條之4及公司法第219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敬請 鑒核。

此 致
亞 德 客 國 際 集 團 西元 2015 年 股 東 常 會

亞 德 客 國 際 集 團

審計委員:

張寶光

審計委員:

姜志俊

審計委員:

梁金羨

西元 2015 年03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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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2014 年合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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ӸȐߕຏѤǵϖϷΜȑ
ځдࢬၗౢȐߕຏΜΟϷΜѤȑ
ࢬၗౢᕴी

1550
1600
1805
1821
1840
1985
1990
15XX

ߚࢬၗౢ
௦ҔݤϐၗȐߕຏѤǵϖϷΜȑ
όౢǵቷ܊ϷഢȐߕຏѤǵΜΒϷΒΐȑ
៉ȐߕຏѤȑ
ځдคၗౢȐߕຏѤȑ
ሀ܌ۯளิၗౢȐߕຏѤϷΒȑ
ߏයႣбચၛීȐߕຏΜΟȑ
ځдߚࢬၗౢȐߕຏΜѤȑ
ߚࢬၗౢᕴी

1XXX

ၗ! ! ౢ! ! ᕴ! ! ी

ж
2100
2110
2150
2170
2200
2230
2320
2399
21XX

ዸ ॄ

Ϸ

ࢬॄ
อයॷීȐߕຏΜϖȑ
ᔈбอය౻چȐߕຏΜϖȑ
ᔈб౻ᏵȐߕຏΜϤȑ
ᔈбීȐߕຏΜϤȑ
ځдᔈбීȐߕຏΜΎȑ
ය܌ளิॄȐߕຏѤȑ
ԃϣډයϐߏයॷීȐߕຏΜϖϷΒΐȑ
ځдࢬॄȐߕຏΜΎȑ
ࢬॄᕴी

2640
2540
2570
25XX

ߚࢬॄ
ᔈीଏҶߎॄȐߕຏѤǵϖϷΜΖȑ
ߏයॷීȐߕຏΜϖϷΒΐȑ
ሀ܌ۯளิॄȐߕຏѤϷΒȑ
ߚࢬॄᕴी

2XXX

ᘜឦܭҁϦљЬϐȐߕຏΜΐȑ
ද ೯ ި
ၗҁϦᑈ
ߥ੮ࣦᎩ
ځд
ҁϦљЬϐᕴी

36XX

ߚڋ

3XXX

103ԃ12Д31В
ᚐ

ʘ

ߎ

102ԃ12Д31В
ᚐ

ᕴी
ॄ! ! ᆶ! ! ! ᕴ! ी

$ 1,644,721

9

$ 1,469,694

10

785,364
64,156
1,006,503
1,771,534
125,372
1,847,481
185,006
7,430,137

4
5
9
1
10
1
39

121,263
719,723
1,485,848
82,187
1,543,179
99,558
5,521,452

1
5
10
11
1
38

221,383
10,429,741
22,253
80,476
158,095
132,108
462,336
11,506,392

1
55
1
1
3
61

279,493
8,106,491
21,496
47,734
100,835
130,767
308,283
8,995,099

2
56
1
1
2
62

$ 18,936,529

100

$ 14,516,551

100

$ 5,321,066
70,000
5,346
397,249
579,955
146,162
23,188
95,858
6,638,824

28
2
3
1
1
35

$ 2,913,797
130,000
13,055
421,780
481,917
163,808
22,842
32,261
4,179,460

20
1
3
4
1
29

29,341
1,899,664
310,887
2,239,892

10
2
12

41,713
993,049
258,744
1,293,506

7
2
9

8,878,716

47

5,472,966

38

1,705,000
3,906,960
3,677,512
615,843
9,905,315

9
21
19
3
52

1,705,000
3,906,960
2,972,093
315,371
8,899,424

12
27
20
2
61

152,498

1

144,161

1

10,057,813

53

9,043,585

62

$ 18,936,529

100

$ 14,516,551

100

ࡕߕϐߕຏ߯ҁӝٳ୍ൔϐϩǶ

ဠ٣ߏǺЦШ۸

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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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
3200
3300
3400
31XX

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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٥ቺ࠼୯ሞიϷځηϦљ
ӝٳᆕӝཞ߄
҇ ୯ 103 ԃ Ϸ 102 ԃ 1 Д 1 В Կ 12 Д 31 В

ൂՏǺཥѠჾщϡǴோ
ࣦިᎩࣁϡ

ж ዸ
4100

5110

ߎ
ᔼԏΕ
ᎍԏΕ
ᔼԋҁ
ᎍԋҁȐߕຏΜϷΒ
Μȑ

5900

ᔼЛճ

6100
6200
6300
6000

ᔼҔȐߕຏΒΜȑ
ᎍҔ
ᆅҔ
ࣴزวҔ
ᔼҔӝी

6900

ᔼృճ

7190
7020
7050
7000

103ԃࡋ
ᚐ

ᔼѦԏΕϷЍрȐߕຏΒ
Μȑ
ځдԏΕɡځд
ځдճϷཞѨ
୍ԋҁ
ᔼѦԏΕϷЍр
ӝी

7900

ᝩុᔼൂՏิృճ

7950

܌ளิҔȐߕຏΒȑ

8200

ҁයృճ

ʘ

$ 8,378,961

(

3,775,784 )

100

(

4,603,177

(
(
(
(

1,234,776 )
693,457 )
286,026 )
2,214,259 )

(
(

376 )

(
(
(
(

602,430 )
1,786,112

Ȑௗԛ।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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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8)
4)
27 )

(

(

1
1)

3,264,133 )

100

(

4,036,158

(
(
(
(

28

2,388,542
(

45 )

ʘ

$ 7,300,291

55

2,388,918

18,228
50,661
69,265 )

ߎ

102ԃࡋ
ᚐ

1,059,692 )
581,001 )
200,714 )
1,841,407 )

45 )
55

(
(
(
(

2,194,751

14 )
8)
3)
25 )
30

13,063
210,651
51,708 )

3
-

-

172,006

3

28

2,366,757

33

7)
21

(

(

641,306 )
1,725,451

(

9)
24

Ȑ܍।ȑ!
!
ж ዸ
8310
8360
8300

8500

8610
8620
8600
8710
8720
8700
9710
9810

103ԃࡋ
ᚐ

ߎ
ځдᆕӝཞ
୯Ѧᔼၮᐒᄬ୍ൔ߄
ඤᆉϐիඤৡᚐ
ዴۓᅽճीฝᆒᆉཞ
ҁයځдᆕӝཞ
Ȑิࡕృᚐȑ
ҁයᆕӝཞᕴᚐ
ృճᘜឦܭǺ
ҁϦљЬ
ߚڋ

ᆕӝཞᕴᚐᘜឦܭǺ
ҁϦљЬ
ߚڋ

ࣦިᎩȐߕຏΒΒȑ
୷! ! ҁ
ี! ! ញ

$

ʘ

304,087
8,838

4
-

312,925

ߎ

4
-

4

284,021

4

$ 2,099,037

25

$ 2,009,472

28

$ 1,770,731
15,381
$ 1,786,112

21
21

$ 1,710,158
15,293
$ 1,725,451

24
24

$ 2,080,041
18,996
$ 2,099,037

25
25

$ 1,995,666
13,806
$ 2,009,472

28
28

10.39
10.37

(

$
$

10.55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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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963
1,94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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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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ߎቚၗ

102 ԃ 12 Д 31 ВᎩᚐ

٩ߎᆅวӷಃ 1010012865 ဦз
ᙯձࣦᎩϦᑈ

102 ԃࡋࣦᎩࡰኘϷϩଛ
ҁϦљިܿߎިճ

ηϦљިܿި౻ިճ

103 ԃࡋృճ

103 ԃࡋځдᆕӝཞ

103 ԃࡋᆕӝཞᕴᚐ

103 ԃ 12 Д 31 ВᎩᚐ

E1

Z1

B5

B5

O1

D1

D3

D5

Z1

ဠ٣ߏǺЦШ۸

-

102 ԃࡋᆕӝཞᕴᚐ

D5

$ 1,705,000

-

-

-

-

1,705,000

100,000

-

-

102 ԃࡋځдᆕӝཞ

D3

-

105,000

102 ԃࡋృճ

101 ԃࡋࣦᎩࡰኘϷϩଛ
٩ߎᆅวӷಃ 1010012865 ဦ
зගӈձࣦᎩϦᑈ
ҁϦљިܿߎިճ
ҁϦљިܿި౻ިճ

102 ԃ 1 Д 1 ВᎩᚐ

ឦ

ި
ҁ
$ 1,500,000

D1

B5
B9

B3

жዸ
A1

ᘜ

ҁ

Ϧ

љ

$

-

-

-

-

$

41,552

-

-

-

-

-

-

41,552

-

-

-

-

-

(

(

(
(
(

$ 3,644,756

1,779,569

8,838

1,770,731

-

1,074,150 )

18,052

2,921,285

-

1,708,216

1,942 )

1,710,158

50,808 )
570,000 )
105,000 )

ߥ
੮
҂ ϩ ଛ ࣦ Ꭹ
$ 1,938,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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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0,768

-

-

-

-

-

-

3,160,768

1,860,000

ΓǺᙔ҅

704,640

-

-

-

-

-

-

704,640

-

-

-

-

-

ၗ
ҁ
Ϧ
ᑈ
ಔ ᙃ ख़ ಔ วՉި౻ྈሽ  ڙሦ ᜄ ᆶ
$ 704,640
$ 1,300,768
$
41,552

ܭ

Ь

(

$

$

615,843

300,472

300,472

-

-

-

-

315,371

-

287,450

287,450

-

-

(

(

$ 9,905,315

2,080,041

309,310

1,770,731

-

1,074,150 )

-

8,899,424

1,960,000

1,995,666

285,508

1,710,158

570,000 )
-

ϐ


୯Ѧᔼၮᐒᄬ
୍ൔ߄ඤᆉ
ϐ ի ඤ ৡ ᚐ ᕴ
ी
$
27,921
$ 5,513,758

ीЬᆅǺఆ҉౺

32,756

-

-

-

-

-

18,052 )

50,808

-

-

-

-

50,808
-

ࣦ
Ꭹ
ձࣦᎩϦ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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ӝٳᡂ߄

٥ቺ࠼୯ሞიϷځηϦљ

(

(

$

152,498

18,996

3,615

15,381

10,659 )

-

-

144,161

-

13,806

1,487 )

15,293

-

ߚ    ڋ
$ 130,355

(

(

(

$ 10,057,813

2,099,037

312,925

1,786,112

10,659 )

1,074,150 )

-

9,043,585

1,960,000

2,009,472

284,021

1,725,451

570,000 )
-

  ᕴ ᚐ
$ 5,644,113

ൂՏǺନќϒຏܴޣѦ
Ǵ߯ཥѠჾщ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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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ՏǺཥѠჾщϡ

ж

ዸ

A00010
A20010
A20100
A20200
A20300
A20400
A20900
A21200
A22300
A22500
A23700
A23700
A29900
A30000
A31130
A31150
A31180
A31200
A31240
A32130
A32150
A32180
A32230
A32240
A33000
A33100
A33300
A33500
AAAA

ᔼࢲϐߎࢬໆ
ᝩុᔼൂՏิృճ
όቹៜߎࢬໆϐԏཞҞ
שᙑҔ
ᎍҔ
քȐᙯճȑҔ
ၸཞࡪϦϢሽॶᑽໆߎᑼ
ၗౢϐృճ
୍ԋҁ
ճ৲ԏΕ
௦ҔݤᇡӈϐᜢᖄҾཞ
Ѩϐҽᚐ
ೀϩϷൔቲόౢǵቷ܊Ϸ
ഢཞѨȐճȑ
ߚߎᑼၗౢ෧ཞཞѨ
ၗᜢᖄҾϐ෧ཞཞѨ
Ⴃбચၛීᎍ
ᆶᔼࢲ࣬ᜢϐၗౢʏॄᡂ
ኧ
ᔈԏ౻Ᏽቚу
ᔈԏීቚу
ځдᔈԏී෧ϿȐቚуȑ
Ӹቚу
ځдࢬၗౢቚу
ᔈб౻Ᏽ෧Ͽ
ᔈбීȐ෧Ͽȑቚу
ځдᔈбීȐ෧Ͽȑቚу
ځдࢬॄቚуȐ෧Ͽȑ
ᔈीଏҶߎॄ෧Ͽ
ᔼၮౢғϐߎࢬΕ
ԏڗϐճ৲
Ѝбϐճ৲
Ѝбϐ܌ளิ
ᔼࢲϐృߎࢬ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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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3ԃࡋ

102ԃࡋ

$ 2,388,542

$ 2,366,757

539,605
11,251
1,381 )
18,223 )
69,265
18,228 )

423,196
8,088
18,750
(
(

4,532
4,966
3,652
48,000
3,150

(
(
(
(
(
(
(
(

(
(

252,593 )
225,217 )
41,064
216,499 )
79,186 )
7,892 )
38,038 )
9,550 )
60,356
5,673 )
2,301,903
15,381
68,450 )
717,070 )
1,531,764

4,692 )
51,708
13,063 )
12,447

(

28,335 )
17,238
3,089

(
(
(
(
(
(

208,612 )
371,466 )
20,061 )
419,814 )
16,288 )
1,944 )
116,347
176,583
123,181 )
22,725 )
1,964,022
13,063
50,650 )
497,647 )
1,428,788

(
(

(
(

Ȑ܍।ȑ!
!
ж ዸ
ၗࢲϐߎࢬໆ
ڗளচۈᇡӈਔࡰࣁۓၸཞࡪ
B00100
ϦϢሽॶᑽໆϐߎᑼၗౢ
ೀϩচۈᇡӈਔࡰࣁۓၸཞࡪ
B00200
ϦϢሽॶᑽໆϐߎᑼၗౢ
ڗளคࢲ๎ѱϐچၗ
B01800
р୧คࢲ๎ѱϐچၗሽී
B00700
ڗளόౢǵቷ܊Ϸഢ
B02700
ೀϩόౢǵቷ܊Ϸഢሽී
B02800
Ӹрߥߎቚу
B03700
Ӹрߥߎ෧Ͽ
B03800
ڗளคၗౢ
B04500
Ⴃбഢීቚу
B07100
ၗࢲϐృߎࢬр
BBBB

C00100
C00500
C01600
C01700
C04500
C04600
C05800
CCCC

ᝢၗࢲϐߎࢬໆ
อයॷීቚуȐ෧Ͽȑ
ᔈбอය౻چ෧Ͽ
ᖐॷߏයॷී
ᓭᗋߏයॷී
ЍбҁϦљЬިճ
วՉҁϦљཥި
Ѝбߚڋߎިճ
ᝢၗࢲϐృߎࢬΕ

DDDD

༊ᡂჹߎϷऊߎϐቹៜ

EEEE

ҁයߎϷऊߎቚуኧ

E00100
E00200

103ԃࡋ

102ԃࡋ

( $ 4,071,342 )

( $ 657,766 )

3,451,904
193,349 )
131,359
2,518,198 )
9,397
8,522 )
6,175
41,897 )
151,644 )
3,386,117 )

775,369
2,751,906 )
136,262
10,804 )
23,809 )
130,228 )
2,662,882 )

(
(
(
(
(
(

(
(
(
(

2,240,812
60,000 )
1,708,347
802,842 )
1,074,150 )
10,659 )
2,001,508
27,872

(
(
(
(
(

(
(

212,071 )
50,000 )
780,000
(
22,501 )
(
570,000 )
1,960,000
1,885,428
(

43,442 )

175,027

607,892

ය߃ߎϷऊߎᎩᚐ

1,469,694

861,802

ය҃ߎϷऊߎᎩᚐ

$ 1,644,721

$ 1,469,694

ࡕߕϐߕຏ߯ҁӝٳ୍ൔϐϩǶ

ဠ٣ߏǺЦШ۸

ΓǺᙔ҅

-23-

ीЬᆅǺఆ҉౺

附件 D
公司章程
修訂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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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修訂對照表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封面
開曼群島公司法（2012 年修 開曼群島公司法（2013 年修 1. 爰配合開曼群島公司
訂）股份有限公司
訂）股份有限公司
法修訂，更新開曼群島
第五次修訂和重述章程大綱 第六次修訂和重述章程大綱
公司法修訂年份為
和章程
和章程
2013 年。
AIRTAC INTERNATIONAL AIRTAC INTERNATIONAL 2. 更新修訂章程之次數。
3. 更新擬於股東會特別
GROUP
GROUP
決議通過此次修訂章
亞徳客國際集團
亞徳客國際集團
程之日期。
-2009 年 9 月 16 日成立-2009 年 9 月 16 日成立（經 2013 年[5]月[22]日特別 （經 2015 年[5]月[28]日特別
決議通過）
決議通過）
章程大綱
開曼群島公司法（2012 年修 開曼群島公司法（2013 年修 1. 爰配合開曼群島公司
訂）股份有限公司
訂）股份有限公司
法修訂，更新開曼群島
第五次修訂和重述章程大綱 第六次修訂和重述章程大綱
公司法修訂年份為
2013 年。
AIRTAC INTERNATIONAL AIRTAC INTERNATIONAL
2. 更新修訂章程之次數。
GROUP
GROUP
3. 更新擬於股東會特別
亞徳客國際集團
亞徳客國際集團
決議通過此次修訂章
（經 2013 年[5]月[22]日特別 （經 2015 年[5]月[28]日特別
程之日期。
決議通過）
決議通過）
3. 公 司 設 立 之 目 的 未 受 限 3. 公 司 設 立 之 目 的 未 受 限 爰配合開曼群島公司法修
制，公司有權實行未受《公 制，公司有權實行未受《公司 訂，更新開曼群島公司法
（2013 年修訂版）及其日 修訂年份為 2013 年。
司法》
（2012 年修訂版）及其 法》
日後修正之版本或任何其他 後修正之版本或任何其他開
開曼群島法律所禁止的任何 曼群島法律所禁止的任何目
目的。
的。
5. 公司授權資本額是新臺幣 5. 公司授權資本額為新臺幣 1. 爰配合開曼群島公司
2,000,000,000 ， 劃 分 為 2,000,000,000元，劃分為
法修訂，更新開曼群島
200,000,000 股，每股面額新 200,000,000股，每股面額新臺
公司法修訂年份為
臺幣 10.00 元，根據《公司法》 幣10.00元。根據《公司法》
2013 年。
（2012 年修訂版）及其日後 （2013年修訂版）及其後修 2. 酌修條文用字。
修正之版本和公司章程，公 訂之版本和公司章程，公司
司 有 權 購 回 或 購 買 任 何 股 得購回或購買股份，並得再
份，有權再分割或合併其中 分割或合併其中股份，得發
任何股票，有權發行全部或 行全部或部分資本，包括有
部分資本，無論是否有任何 優先權、遞延權利、其他條
性質的優先權或特權或任何 件或限制。公司得依前述約
遞延權利，或任何性質的條 定發行普通股或特別股。
件或限制等，除非已明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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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明每股發行條件為普通股或
特別股，否則公司有權依前
述約定規定發行條件。
6. 公司有權依開曼群島外之
其他準據法登記為股份有限
公司而繼續存續，並註銷在
開曼群島之登記。

修訂後條文

說明

酌修條文用字。

開曼群島公司法（2012 年修
訂版）股份有限公司修訂和
重述章程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 指影響
公開發行公司或任何在臺灣
證券交易市場上市的公司的
中華民國法律，規則和規
章，包括但不限於《公司
法》、《證券交易法》、《企業
併購法》等相關規定、經濟
部發布的規章制度、金管會
發布的規章制度、臺灣證券
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證交所」）發布的規章
制度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及其相關規範
等。

6. 公司得依開曼群島外之其
他準據法登記為股份有限公
司而繼續存續，並註銷在開曼
群島之登記。
章程
開曼群島公司法（2013 年修
訂版）股份有限公司修訂和重
述章程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指規
範公開發行公司或臺灣證券
交易市場上市的公司的中華
民國法律、規則和規章，包
括但不限於《公司法》
、
《證券
交易法》
、
《企業併購法》等相
關規定、經濟部發布的辦
法、規定、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
發布的辦法、規定、臺灣證
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證交所」）發布的規
章、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及其相關規範等。

“年度淨利”係指依各該年度
公司經審計之年度淨利。

「年度淨利」係指依各該年
度公司經審計之年度淨利。

酌修條文格式。

“章程” 指公司章程。

「章程」 指公司章程。

酌修條文格式。

“公司” 指 AIRTAC INTERNATIONAL GROUP (亞
徳客國際集團)。

「公司」 指 AIRTAC INTERNATIONAL GROUP (亞
徳客國際集團)。

酌修條文格式。

“董事” 指公司當時的董事
（為明確起見，包括任一及
所有獨立董事）。

「董事」 指當時之公司董事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為明確起見，包括任一及所
有獨立董事）。

"股利" 包括期中股利。
“電子記錄” 與《電子交易
法》中的定義相同。

「股利」 包括期中股利。
「電子記錄」與《電子交易
法》中的定義相同。

爰配合開曼群島公司法修
訂，更新開曼群島公司法
修訂年份為 2013 年。
酌修條文格式及用字。

酌修條文格式。
酌修條文格式。

“電子交易法” 指開曼群島
「電子交易法」 指開曼群島 酌修條文格式。
的《電子交易法》
（2003 年修 的《電子交易法》（2003年修
訂）。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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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金管會” 指中華民國行政
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修訂後條文
說明
「金管會」 指中華民國行政 酌修條文格式。
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獨立董事” 指為符合當時
有效之公開發行公司法令而
於股東會經股東選舉為“獨立
董事”的董事。

「獨立董事」 指為符合當時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有效之《公開發行公司法令》
而經股東會選任為「獨立董
事」的董事。

“公開資訊觀測站” 指金管
會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申報
系統。

「公開資訊觀測站」 指金管 酌修條文格式。
會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申報
系統。

“股東” 與法令中的定義相
同。

「股東」 與法令中的定義相 酌修條文格式。
同。

“章程大綱” 指公司章程大
綱。

「章程大綱」 指公司章程大 酌修條文格式。
綱。

“合併” 指(i)參與合併之公司
全部消滅，由新成立之公司
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
利義務；或(ii)參與合併之其
中一公司存續，由存續公司
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
利義務，並以存續或新設公
司之股份、或其他公司之股
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
價之行為。

「合併」 指(i)參與合併之公 酌修條文格式。
司全部消滅，由新成立之公司
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
利義務；或(ii)參與合併之其
中一公司存續，由存續公司概
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
義務，並以存續或新設公司之
股份、或其他公司之股份、現
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之行
為。

“普通決議” 指在股東會上
有權投票的股東，親自或在
允許代理的情況下透過代
理，以簡單多數決通過的決
議。
“私募” 指由該公司或經其
授權之人挑選或同意之特定
投資人認購本公司之股份、
選擇權、認股權憑證、附認
股權公司債、附認股權特別
股或其他有價證券。但不包
括依據第 11 條所為之員工激

「簡易合併」指合併中，其
中一家參與合併之公司合計
持有他參與合併之公司已發
行有表決權之股份達百分之
九十以上。
「普通決議」 指在股東會上
有權投票的股東，親自或在允
許代理的情況下透過代理，以
簡單多數決通過的決議。

參照企業併購法第 19 條
規定新增本條簡易合併之
定義。

酌修條文格式。

「私募」 指由公司或經其授 酌修條文格式。
權之人挑選或同意之特定投
資人認購公司之股份、選擇
權、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公
司債、附認股權特別股或其他
有價證券。但不包括依據第11
條所為之員工激勵計畫或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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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勵計畫或股份認購協議、認
股權憑證、選擇權或發行之
股份。

修訂後條文
份認購協議、認股權憑證、選
擇權或發行之股份。

“股東名冊” 指依法令維持
的股東名冊登記。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包括股東名冊登
記的任何副本。

「股東名冊」 指依法令維持 酌修條文格式。
的股東名冊登記。除法令另有
規定外，包括股東名冊登記的
任何副本。

“註冊處所” 指公司目前註
冊處所。

「註冊處所」 指公司目前註 酌修條文格式。
冊處所。

“中華民國” 指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指中華民國。 酌修條文格式。

“印章” 指公司的一般圖
章，包括複製的印章。

「印章」 指公司的一般圖
章，包括複製的印章。

酌修條文格式。

“股份” 指公司股份。

「股份」 指公司股份。

酌修條文格式。

“股票” 指表彰股份之憑證。 「股票」 指表彰股份之憑
證。
「簡單多數決」指過半數。

“徵求人” 指依公開發行公
司法令徵求任何其他股東之
委託書以被該股東指派為代
理人代理參加股東會並於股
東會上行使表決權之股東、
經股東委託之信託事業或股
務代理機構。

說明

酌修條文格式。

為明確規範表決方式，
（本
條新增）。
「股份轉換」 公司讓與全部 為明確規範股份轉換相關
已發行股份與他公司作為對 規定，（本條新增）。
價，以繳足公司股東承購他
公司所發行之新股或發起設
立所需之股款之行為。
「徵求人」 指依公開發行公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司法令，徵求任何其他股東
之委託書以被該股東指派為
代理人而代理參加股東會，
並於股東會上行使表決權之
股東、經股東委託之信託事業
或股務代理機構。

“特別決議” 指經有權於該
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表
決權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
決議。該股東得親自行使表
決權或委託經充分授權之代
理人（如允許委託代理人，
須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中載明
該特別決議係特別決議）代
為行使表決權。

「特別決議」 指經有權於該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表
決權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
決議。該股東得親自行使表決
權或委託經充分授權之代理
人（如允許委託代理人，須於
股東會召集通知中載明其為
特別決議）代為行使表決權。

“分割” 係指一公司將其得
獨立營運之任一或全部之營

「分割」 係指一公司將其得 酌修條文格式。
獨立營運之任一或全部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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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業讓與既存或新設之他公
司，作為既存或新設之受讓
公司發行新股予為轉讓之該
公司或該公司股東對價之行
為。

修訂後條文
業讓與既存或新設之他公
司，作為既存或新設公司發行
新股予該公司或該公司股東
對價之行為。

“法令” 指開曼群島《公司
法》（2012 年修訂）。

「法令」 指開曼群島《公司 1. 爰配合開曼群島公司
法》（2013年修訂）及其因修
法修訂，更新開曼群島
訂、增補或重新制訂後之有
公司法修訂年份為
效版本。
2013 年。
2.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從屬公司」 指(i)公司持有 酌修條文格式。
其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
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公
司；或(ii)公司、其從屬公司
及控制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
其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
數或資本總額合計超過半數
之公司。

“從屬公司” 指(i)公司持有
其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
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公
司；或(ii)公司、其從屬公司
及控制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
其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
數或資本總額合計超過半數
之公司。

說明

“特別（重度）決議” 指(i)由
代表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三
分之二或以上之股東（包括
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
會，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同意通過的決議，或(ii)若出
席股東會的股東代表股份總
數雖未達公司已發行股份總
數三分之二，但超過公司已
發行股份總數之半數時，由
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或
以上之同意通過的決議。

「特別（重度）決議」 指(i) 酌修條文格式。
由代表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三分之二或以上之股東出席
股東會，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
數同意通過的決議，或(ii)若
出席股東會的股東代表股份
總數雖未達公司已發行股份
總數三分之二，但超過公司已
發行股份總數之半數時，由出
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或以
上之同意通過的決議。

“集保結算所” 指臺灣集中
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集保結算所」 指臺灣集中 酌修條文格式。
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庫藏股” 指依據法令登記
於公司名下之庫藏股。

「庫藏股」 指公司依法令及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規定以
公司名義持有之股份。

“證交所” 指台灣證券交易
所股份有限公司。

「證交所」指臺灣證券交易
所股份有限公司。

1.2 (d) “書面”和“以書面
形式”包括所有以可視形式
呈現的重述或複製之文字模
式，包括以電子記錄形式；

1.2(d) 「書面」和「以書面形 酌修條文格式。
式」包括所有以可視形式呈
現的重述或複製之文字模
式，包括以電子記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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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修條文格式。

原條文
1.2 (f)
帶有“包括”、“尤其”
或任何類似之表達語句應理
解為僅具有說明性質，不應
限制其所描述之詞語的意
義；

修訂後條文
說明
1.2(f)
帶有「包括」、
「尤 酌修條文格式。
其」或任何類似之表達語句
應理解為僅具有說明性質，不
應限制其所描述之詞語的意
義；

1.2(g)
標題僅作參考，在
解釋這些條款之意義時應予
忽略；

1.2(g) 標題僅作參考，在解釋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此等條款之意義時，應予忽
略；

2.2 董事會得以公司資本或
任何其他公司之款項支付因
公司成立和設立而生之所有
費用，包括登記費用。

2.2 董事會得以公司資本或
其他公司款項支付因公司設
立所生之全部費用。

3.1 根據法令、章程大綱、
章程和公開發行公司法令
（以及股東會上公司可能給
予的任何指示）的相關規定
（如有）
，在不損害現有股份
所附屬權利的情況下，董事
會可以在其認為適當的時
間、按其認為適當的條件、
向其所認為適當的人分配、
發行、授與認股權或以其他
方式處分股份，無論該股份
是否有優先權，遞延權或其
他權利或限制，無論是關於
股利，表決權，資本返還或
其他方面的內容。且公司有
權贖回或買回任何或所有此
等股份、分割或合併任何此
等股份及就其資本之任一部
或全部發行，不論是賦予優
先或特別之權利或加上權利
之遞延或其他任何條件或限
制等，且因此除發行條件另
有明文規定外，每一股份之
發行不論係稱為普通股、特
別股或其他，均應受前述公
司權力之限制。

3.1 根據法令、章程大綱、章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程和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以及
股東會上公司可能給予的任
何指示）的相關規定（如有）
，
在不損害現有股份權利的情
況下，董事會得在其認為適
當的時間，按其認為適當的
條件向其所認為適當的人分
配、發行、授與認股權或以其
他方式處分股份，無論該股份
是否具有優先權，遞延權或
其他權利或限制，且無論是
關於股利、表決權、返還資
本或其他方面的權利。公司
得贖回或買回任何或所有此
等股份、分割，或合併任何
此等股份及就其資本之部分
或全部發行，不論是賦予優先
或特別之權利或權利之遞
延，或其他任何條件或限制
等，且除發行條件另有明文規
定外，每一股份之發行不論係
稱為普通股、特別股或其他，
均應受前述公司權力之限制。

4.1 董事會應在其所認為適
當之處所備置一份股東名
冊，惟如董事會對放置地點

4.1 董事會應在其所認為適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當之處所備置股東名冊，惟如
董事會對備置地點無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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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原條文
無決議時，股東名冊應放置
在註冊處所。

修訂後條文
時，股東名冊應備置在註冊
處所。

4.2 如果董事會認為必要或
適當，公司得於開曼群島境
內或境外董事會認為適當之
處所備置一份或數份股東分
冊。股東總名冊和分冊應一
同被視為本章程所稱之股東
名冊。

4.2 如董事會認為必要或適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當時，公司得於開曼群島境
內或境外經董事會認為適當
之處所，備置一份或數份股
東分冊。股東總名冊和分冊應
一同被視為本章程所稱之股
東名冊。

4.3 股份在證交所交易時，
該上市股份得依照其所適用
之法律及證交所規定證明及
轉讓所有權。本公司就股東
名冊得按照法令第 40 條之規
定記載股份詳細情況並加以
保管，惟如上市股份適用之
法律及證交所相關規定對記
載格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

4.3 股份在證交所交易時，該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上市股份得分別依其所適用
之法令及證交所之相關規定
證明及轉讓其所有權。公司
就股東名冊得依法令第40條
之規定記載股份情況，並加
以保管，惟如上市股份適用之
法令及證交所相關規定對記
載格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

5.1 為決定有權獲得股東會
或股東會延會通知之股東，
或有權在股東會或股東會延
會投票之股東，或有權獲得
股利之股東或為其他目的而
需決定股東名單者，董事會
應決定股東名冊之停止過戶
期間，且該停止過戶期間不
應少於公開發行公司法令規
定之最低期間。

5.1 為決定得獲得股東會或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股東會延會通知之股東、得
在股東會或股東會延會投票
之股東、得獲得股利之股東
或為其他目的而需決定股東
名單者，董事會應決定股東名
冊之停止過戶期間，該停止過
戶期間不應少於公開發行公
司法令規定之最低期間。

5.2 於依第 5.1 條之限制
下，除股東名冊變更之停止
外，或為取代股東名冊變更
之停止，董事會為決定有權
獲得股東會通知，或有權在
股東會或股東會延會投票之
股東名單，或為決定有權獲
得股利或為任何其他目的而
需決定股東名單時，得預先
或延後指定一特定日作為基
準日。董事會依本 5.2 條規定
指定基準日時，董事會應依

5.2 在不違反第5.1條之情形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下，股東名冊變更之停止、
董事會為決定得獲得股東會
通知、有權在股東會或股東
會延會投票之股東名單，或為
決定有權獲得股利或為任何
其他目的而需決定股東名單
時，得指定一特定日作為基準
日。董事會依第5.2條規定指
定基準日時，董事會應依公開
發行公司法令透過公開資訊
觀測站公告該基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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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原條文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透過公開
資訊觀測站公告該基準日。
5.3 有關執行股東名冊停止
過戶期間的規則和程序，包
括向股東發出有關停止變更
期間的通知，應遵照董事會
通過的政策（董事會可能隨
時變更之）
，該相關政策應符
合法令、章程大綱、章程和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的規定。

修訂後條文

說明

6.4 若股票經塗汚，磨損，
遺失或損壞，得提出證據證
明、賠償並支付公司在調查
證據過程中所產生之合理費
用以換發新股票，該相關費
用由董事會定之，並（在塗
汚或磨損的情況下）於交付
舊股票時支付之。

5.3 有關執行股東名冊停止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過戶期間的規則和程序，包括
向股東發出有關停止股東名
冊變更期間的通知，應遵照
董事會通過的政策，董事會
並得隨時變更之，該相關政
策應符合法令、章程大綱、章
程和公開發行公司法令的規
定。
6.1 除法令、章程大綱、章程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和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另有規
定外，公司發行之股份應以無
實體發行，並採帳簿劃撥方
式交付，並依公開發行公司
法令於發行、轉讓或註銷時
依臺灣證券集中保管結算所
股份有限公司相關規定辦
理。於董事會決議印製股票
時，股東始有權獲得實體股
票。股票（如有）應根據董事
會決定之格式製作。股票應由
董事會授權的一名或多名董
事簽署。董事會得授權以機械
程序簽發有權簽名的股票。所
有股票應連續編號或以其他
方式識別之，並註明其所表彰
的股份。為轉讓之目的提交公
司的股票應依本章程規定予
以註銷。於繳交並註銷與所表
彰股份相同編號的舊股票之
前，不得簽發新股票。
6.4 若股票塗汚、磨損、遺失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或損壞時，得提出證據證
明、賠償並支付公司在調查證
據過程中所產生之合理費
用，以換發新股票。該相關
費用由董事會定之，並在塗汚
或磨損的情況下，於交付舊
股票時支付。

7.1 經三分之二或以上董事

7.1 經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

6.1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公
司發行之股份應以無實體發
行，並依公開發行公司法令
洽集保結算所登錄發行股份
之相關資料。僅於董事會決
議印製股票時，股東始有權
獲得股票。股票（如有）應
根據董事會決定之格式製
作。股票應由董事會授權的
一名或多名董事簽署。董事
會得授權以機械程序簽發有
權簽名的股票。所有股票應
連續編號或以其他方式識別
之，並註明其所表彰的股
份。為轉讓之目的提交公司
的股票應依本章程規定予以
註銷。於繳交並註銷與所表
彰股份相同編號的舊股票之
前，不得簽發新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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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原條文
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通
過之決議及股東會之特別決
議，公司得發行較公司發行
的普通股有優先權利的股份
（“特別股”）。

修訂後條文
席，出席董事過半數通過之
決議，及股東會之特別決
議，公司得發行具有優先權
利的股份為特別股。

7.2 在依第 7.1 條發行特別
股之前，公司應修改章程並
在章程中明定特別股的權利
和義務，包括但不限於下列
內容，而且特別股之權利及
義務將不抵觸公開發行公司
法令有關於特別股權利及義
務之強制規定，變更特別股
之權利時亦同：
(a) 特別股分派股息及紅利
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b) 特別股分派公司剩餘財
產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c) 特別股股東行使表決權
之順序或限制（包括無表決
權等）；
(d) 與特別股權利義務有關
的其他事項；
(e) 公司被授權或被強制要
購回特別股時，其贖回之方
法；於不適用贖回權時，其
聲明。
8.1 公司發行新股，應經董
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
意。新股份之發行應限於公
司之授權資本額內為之。

7.2 在依第7.1條發行特別股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之前，公司應修改章程並在章
程中明定特別股的權利和義
務，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內容，
且特別股之權利及義務不得
抵觸公開發行公司法令有關
特別股權利及義務之強制規
定，於變更特別股之權利
時，亦同：
(1) 特別股分派股息及紅利
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2) 特別股分派公司剩餘財
產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3) 特別股股東行使表決權
之順序或限制（包括無表決權
等）；
(4) 與特別股權利義務有關
的其他事項；
(5) 公司被授權或被強制應
贖回特別股時，其贖回之方
法；於不適用贖回權時，其
相關規定。
8.1 公司發行新股應經董事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為
之。新股份之發行應於公司
之授權資本額內為之。

8.2 除股東於股東會另以普
通決議為不同決議外，公司
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時，應公
告及通知各股東其有優先認
購權，得按照原有股份比例
儘先分認。於決議發行新股
之同一股東會，股東並得決
議放棄優先認購權。公司應
於前開公告中聲明，如股東
未依指定之期限依原有股份

8.2 除股東會另有決議外，於 1. 配合第 8.3 條修正。
依本章程第8.3條提撥公開銷 2.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售部分（定義如後）及員工
認股部分（定義如後）後，
公司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時，應
公告及通知各股東其有優先
認購權，得按照原有股份比例
儘先分認之。於決議發行新
股之同一股東會，股東並得決
議放棄優先認購權。公司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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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原條文
比例認購新發行之股份者，
則應視為喪失其優先認購
權。在不違反第 6.3 條之規定
下，如原有股東持有股份按
比例不足以行使優先認購權
認購一股新股者，數股東得
依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合併共
同認購或歸併一人認購；如
新發行之股份未經原有股東
於指定期限內認購完畢者，
公司得依公開發行公司法令
將未經認購之新股於中華民
國公開發行或洽由特定人認
購之。
8.3 公司於中華民國境內辦
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時，除
董事會依據公開發行公司法
令及/或金管會或證交所之指
示而為公司無須或不適宜對
外公開發行之決定外，應提
撥發行新股總額之百分之
十，在中華民國境內對外公
開發行，但股東會另有較高
提撥比率之決議者，從其決
議。

修訂後條文
說明
前開公告及通知中聲明，如
股東未依指定之期限依原有
股份比例認購發行之新股
者，視為喪失其優先認購權。
在不違反第6.3條之規定下，
如原有股東持有股份按比例
不足以行使優先認購權認購
一股新股者，數股東得依公開
發行公司法令合併共同認購
或歸併一人認購；如新發行之
股份未經原有股東於指定期
限內認購完畢者，公司得依公
開發行公司法令將未經認購
之新股於中華民國公開發行
或洽特定人認購之。
8.3 公司於中華民國境內辦
1. 增訂公司法第 267 條
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時，除董
之相關規定。
事會依據公開發行公司法令 2.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及/或金管會或證交所（依其
適用情形）之指示而為無須
或不適宜對外公開發行之決
定外，應提撥發行新股總額之
百分之十，在中華民國境內對
外公開發行，但股東會另有較
高提撥比率之決議者，從其決
議（下稱「公開銷售部分」）。
公司得保留發行新股總額百
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供公司
及其從屬公司之員工認購
（下稱「員工認股部分」）。
公司對該等員工認購之新
股，得限制在一定期間內不
得轉讓，但期間最長不得超
過二年。
8.4 股東之新股認購權得獨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立於該股份而轉讓。新股認購
權轉讓之規則和程序應依據
公司的政策，且該政策應符
合法令、章程大綱、章程和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

8.4 股東之新股認購權得獨
立於該股份而轉讓。新股認
購權轉讓之規則和程序應依
據公司制定的政策，且相關
政策應符合法令，章程大
綱，章程和公開發行公司法
令。
8.5 第 8.2 條規定的股東優
8.5 第8.2條規定的股東優先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先認購權，在因下列原因或 認購權，在因下列原因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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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目的而發行新股時不適用：
(a)與他公司合併，公司分割
或公司重整有關；(b)與公司
履行其認股權憑證及/或認股
權契約之義務有關，包括第
11 條所提及者；(c)與公司履
行可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
公司債之義務有關；(d)與公
司履行附認股權特別股之義
務有關，(e)與私募有關，或(f)
依據第 8.7 條所發行之限制
性股份。

修訂後條文
說明
而發行新股時不適用：(a)與
他公司合併、公司分割或公
司重整有關；(b)與公司履行
其認股權憑證及/或認股權契
約之義務有關，包括第11.1條
至第11.4條所提及者；(c)與公
司履行可轉換公司債或附認
股權公司債之義務有關；(d)
與公司履行附認股權特別股
之義務有關，(e)與私募有
關，(f)依據第8.7條所發行之
限制型股票；或(g)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法令規定之情形。
8.7 公司得以股東會特別
8.7 在不違反法令及公開發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重度）決議發行予員工限 行公司法令之前提下，公司
制權利之新股（下稱“限制性 得經股東會特別（重度）決
股份”）
，第 8.2 條規定於發行 議發行限制員工權利之股份
限制性股份時不適用之。限 （下稱「限制型股票」）予公
制性股份之發行條款，包括 司及其從屬公司之員工，不
其發行數量、發行價格及發 適用第8.2條之規定。限制型
行條件等應遵循公開發行公 股票之發行條件，包括但不
司法令之規定。
限於發行數量、發行價格及
其他相關事項，應符合公開
發行公司法令之規定。
8.8 於不違反法令規定下， 8.8 於不違反法令及公開發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公司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行公司法令規定下，公司應
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 經股東會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 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
之同意辦理私募，其對象、 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
有價證券種類、價格訂定及 決議辦理私募，其對象、有
有價證券之轉讓限制等事
價證券種類、價格訂定及有價
項，應遵循公開發行公司法 證券之轉讓限制等事項，應
令。
符合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規
定。
9.1 於不違反法令和公開發 9.1 除違反法令或公開發行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行公司法令之規定下，公司 公司法令外，公司發行的股
發行的股份應得自由轉讓。 份得自由轉讓。
9.2 除章程和公開發行公司
法令另有規定時應從其規
定，股東得以簽署轉讓文件
之方式轉讓股份。

9.2 除章程或公開發行公司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法令另有規定，股東得以簽署
轉讓文件方式轉讓股份。

9.4 無論第 9.2 條之規定，於 9.4 董事會得同意公司於證

-35-

增訂無實體發行之轉讓相

原條文
證交所交易股份之轉讓，在
不違反公開發行公司法令的
情況，董事會得以決議通過
依證交所採用的有價證券轉
讓方式為之。

10. 股份之買回
10.1 於不違反法令、章程大
綱及章程之情況下，公司得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規
定，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數決議之條件自證交所買回
其股份。公司如決議依據章
程自證交所買回任何上市之
股份，該董事會決議及其執
行情形，應依據公開發行公
司法令於最近一次之股東會
向股東報告，該報告義務於
公司因故未執行買回計畫
時，亦同。
10.2 董事會得於依據第 10.1
條買回或贖回任何股份前決
定該股份應作為庫藏股持有
之。

修訂後條文
說明
交所交易時，該上市之無實 關規定。
體發行之各種類股份，得透
過相關系統（包括集保結算
所之相關系統），以不簽署轉
讓文件之方式轉讓。就無實
體發行之股份，公司應依據
相關系統之規定、設備及要
求，通知無實體發行之股份
持有者，提供（或由該持有
者指派他人提供）透過相關
系統轉讓股份所需之指示，
惟上述應不違反章程、章程
大綱、法令及公開發行公司
法令。
10. 股份之贖回及買回
因應贖回權規定調整條文
標題。
10.1 於不違反法令、章程大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綱及章程之情況下，公司得依
董事會決議之方式及條件隨
時買回其股份。縱使有前述
規定，公司買回其股份應依
據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規
定，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同意，自證交所之集中交易
市場買回其股份。公司如依
本條規定買回於證交所之股
份，該董事會決議及其執行情
形，應依據公開發行公司法令
於最近一次之股東會報告；
其因故未買回股份者，亦同。
10.2 在符合法令、章程及章 參照公司法規定增訂關於
程大綱規定之前提下，公司 股份贖回權之規定。
得發行由股東或公司行使贖
回權的股份。該股份贖回權
之條件，應事前經公司以股
東會特別決議通過，對於支
付其贖回股份之款項，得以
法令所允許之任何方式（包
括股本）支付。前述事項並
應依公司應遵循之公開發行
公司相關法令辦理。
10.3 董事會於依據第10.1條 因 應 贖 回 權 規 定 增 訂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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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至第10.7條買回或贖回股份
條，並修正庫藏股相關規
時，該股份應作為庫藏股（下 定。
稱「庫藏股」）。庫藏股不得
配發或支付股利，亦不得就
公司之資產為其他分配（無
論係以現金或其他方式，包
括公司清算時對於股東的資
產分配）。
10.3 在不違反法令、章程或 10.4 在不違反法令、章程及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情形
章程大綱之情形下，董事會
下， 董事得決定註銷庫藏股 得決議將該庫藏股註銷或將
或按其認為合理條件下轉讓 該庫藏股按合理條件（包括
庫藏股（包括但不限於無償） 但不限於無償）轉讓予員
予員工。
工。前述事項並應依法令及
公司應遵循之公開發行公司
相關法令辦理。
10.4 縱有第 10.3 條之規定，
如公司買回任何於證交所交
易之股份，並作為庫藏股持
有之（下稱“買回庫藏股”），
任何將買回庫藏股以低於實
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下
稱“平均買回價格”）轉讓予員
工之提議，應經最近一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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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事項並應載明於該
次股東會通知並說明其主要
內容，且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
(1) 所定轉讓價格、折價
比率、計算依據及合理
性；
(2) 轉讓股數、目的及合
理性；
(3) 認股員工之資格條件
及得認購之股數；及
(4) 對公司股東權益影響
事項：
(i) 可 能 費 用 化 之 金
額及對公司每股

10.5 公司買回於證交所交易 1. 增訂轉讓與從屬公司
之股份後，以低於實際買回
員工規定。
股份之平均價格（下稱「平 2.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均買回價格」）轉讓予員工或
其從屬公司員工者，應經最
近一次股東會以有代表已發
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
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
以上之同意辦理，並應於該
次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舉並
說明下列事項，不得以臨時
動議提出：
(a) 所定轉讓價格、折價
比率、計算依據及合
理性；
(b) 轉讓股數、目的及合
理性；
(c) 認股員工之資格條件
及得認購之股數；及
(d) 對公司股東權益影響
事項：
(i) 可能費用化之金
額及對公司每股
盈餘稀釋情形；
(ii) 說明低於平均買
回價格轉讓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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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盈餘稀釋情形；
(ii) 說 明 低 於 平 均 買
回價格轉讓予員
工對公司造成之
財務負擔。
10.5 依據第 10.4 條買回而轉
讓予員工之庫藏股總數，於
轉讓任何庫藏股之日累計不
得超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之百分之五，且累計轉讓予
單一員工之庫藏股總數於轉
讓予該員工任何庫藏股之
日，累計不得超過公司已發
行股份總數之千分之五。公
司並得限制員工於不超過二
年之期間內不得轉讓該股
份。
10.6 縱有第 10.1 條至 10.5 條
之規定，在不違反法令及公
開發行公司法令之情形下，
公司得經股東會普通決議強
制贖回或買回公司股份並註
銷，惟該贖回或買回除法令
或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另有規
定外，應依股東所持股份比
例為之。就該贖回或買回之
給付（如有）應經通過該贖
回或買回之普通決議，以現
金或公司特定財產之分配為
之，惟(a)相關股份於贖回或
買回時將被註銷且不會作為
公司之庫藏股，且(b)於以現
金以外之財產分配予股東
時，其類型、價值及抵充數
額應(i)於股東會決議前經中
華民國會計師查核簽證，及
(ii)經該收受財產股東之同
意。
11.1 公司得經董事會以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通
過一個以上之激勵措施並得

修訂後條文
工對公司造成之
財務負擔。

10.6 依據第10.4條買回而轉
讓予員工之累計庫藏股總
數，以及轉讓予單一員工之
累計庫藏股總數，應依照公
司所應適用之公開發行公司
法令規定辦理，且不得超過
公司轉讓員工庫藏股之日已
發行且分派股份總數之法定
比例。公司並得限制員工於
不超過二年之期間內不得轉
讓該股份。

說明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10.7 縱使有第10.1條至10.6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條之規定，在不違反法令、
章程及章程大綱以及公開發
行公司法令規定之情形下，
公司得經股東會普通決議強
制贖回或買回公司股份並註
銷，該贖回或買回並應依股
東所持股份比例為之。就該贖
回或買回之給付（如有）應通
過該贖回或買回之普通決
議，以現金或公司特定財產之
分配為之，惟(a)相關股份於
贖回或買回時將被註銷且不
會作為公司之庫藏股，且(b)
於以現金以外之財產分配予
股東時，其類型、價值及抵充
數額應(i)於董事會提交股東
會決議前經中華民國會計師
查核簽證，及(ii)經該收受財
產股東之同意。前述事項並
應依公司應遵循之公開發行
公司相關法令辦理。
11.1 除第8.7條限制型股票之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規定外，公司得經董事會以
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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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發行股份或選擇權、認股權
憑證或其他類似之工具給公
司及從屬公司之員工。規範
此等激勵計畫之規則及程序
應與董事會所制訂之政策一
致，並應符合法令，章程大
綱，章程和公開發行公司法
令。

11.3 公司得依上開第 11.1 條
所定之激勵計畫，與其員工
及從屬公司之員工簽訂認股
權契約，約定於一定期間
內，員工得認購特定數量的
公司股份。此等契約之條款
對相關員工之限制不得低於
其所適用之激勵措施所載條
件。
11.4 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之董
事非本章程第 11 條所訂員工
激勵計畫之對象，但倘董事
亦為公司或其從屬公司之員
工，該董事得基於員工身分
（而非董事身分）參與員工
激勵計畫。

12.1 無論公司是否處於清算
程序，在任何時候，如果公
司資本被劃分為不同種類的
股份，則需經該類股份持有
人之股東會特別決議始可變
更該類股份所附屬之權利，
但該類股份發行條件另有規
定者不在此限。縱有前述規
定，如果章程的任何修改或
變更損害了任一種類股份的
優先權，那麼該相關修改或
變更應經特別決議通過，並
應經該類股份股東個別之股
東會的特別決議通過。

修訂後條文
說明
議，通過激勵措施並得發行股
份或選擇權、認股權憑證或其
他類似之工具予公司及從屬
公司之員工。規範此等激勵計
畫之規則及程序應與董事會
所制訂之政策一致，並應符合
法令、章程大綱和章程。前
述事項並應依公司應遵循之
公開發行公司相關法令辦
理。
11.3 公司得依上開第11.1條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所定之激勵計畫，與其員工及
從屬公司之員工簽訂相關契
約，約定於一定期間內，員工
得認購特定數量的公司股
份。此等契約之條款對相關員
工之限制，不得低於其所適
用之激勵計畫所載之條件。
11.4 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之董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事非本章程第8.7條所定發行
限制型股票或本章程第11條
所訂員工激勵計畫之對象，但
倘董事亦為公司或其從屬公
司之員工，該董事得基於員工
身分（而非董事身分）參與
認購限制型股票或員工激勵
計畫。
12.1 無論公司是否處於清算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程序，任何時候如果公司資本
被劃分為不同種類的股份，則
需經該類股份持有人之股東
會特別決議始可變更該類股
份之權利，惟該類股份發行
條件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縱使有前述規定，如果
章程的修改或變更損害了任
一種類股份的優先權，則該
相關修改或變更應經特別決
議通過，並應經該類股份個別
股東會之特別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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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12.2 章程中與股東會有關的
規定應適用於每一相同種類
股份持有者的會議。

修訂後條文
12.2 章程中與股東會相關的
規定，應適用於相同種類股
份持有者的會議。

13.1 如果股東死亡，若該股
份為共同持有時其他尚生存
之共同持有人，或該股份是
單獨持有時其法定代理人，
為公司所認定唯一有權享有
股份權益之人。死亡股東之
財產就其所共有之股份所生
之義務不因死亡而免除。

13.1股東死亡時，如該股份為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共同持有者，其他生存之共
同持有人、或該股份是單獨
持有時之法定代理人，應為
公司所認定唯一有權享有股
份權益之人。死亡股東對於
其所共有之股份如有任何責
任者，亦不因死亡而免除。

13.2 因股東死亡、破產、清
算、解散或者因轉讓之外的
任何其他情形而對股份享有
權利的人，應以書面通知公
司，且在董事會所可能要求
的相關證據完成後，得寄發
書面通知，選擇成為該相關
股份之持有人或指定特定人
成為該股份之持有人。

13.2 因股東死亡、破產、清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算、解散或因轉讓以外的任
何其他情形而對股份享有權
利的人，應以書面通知公司，
且在董事會要求的相關證據
完成後寄發書面通知，選擇成
為該相關股份之持有人或指
定特定人成為該股份之持有
人。

14.1 在不違反法令和章程就
應經股東會普通決議處理事
項之規定的情形下，公司應
以特別決議為下列事項：
(a) 變更其名稱；
(b) 修改或增加章程；
(c) 修改或增加章程大綱有
關宗旨、權力或其他特別載
明的事項；
(d) 減少其資本和資本贖回
準備金；及
(e) 根據公司於股東會之決
定，增加決議所規定的股本
或註銷任何在決議通過之日
尚未為任何人取得或同意取
得的股份。但於變更額定資
本額之情形，公司亦應向股
東會提出修改。

14.1 在不違反法令、章程及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規定之情
形下，應以股東會特別決議
為下列事項：
(a) 變更其名稱；
(b) 修改或增訂章程；
(c) 修改或增訂章程大綱有
關宗旨、權力或其他特別載明
的事項；
(d) 減少其資本和資本贖回
準備金；及
(e) 根據公司於股東會之決
定，增加股本或註銷任何在決
議通過之日尚未為任何人取
得或同意取得的股份。但於變
更授權資本額之情形，公司
應於股東會通過章程修訂
案。

14.2 在不違反法令和公開發
行公司法令的情形下，公司
非經特別（重度）決議不得

14.2 在不違反法令、章程及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的情形
下，公司應以特別（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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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原條文
為下列事項：
(a) 出售、讓與或出租公司
全部營業或對股東權益有重
大影響的其他事項；
(b) 解任任何董事；
(c) 許可一個或多個董事為
其自身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
業範圍內的其他商業活動的
行為；
(d) 使可分配股利及/或紅利
及/或其他依第 35 條所規定
款項之資本化；
(e) 合併、分割或私募，但
符合法令定義之合併應同時
符合法令之規定；
(f) 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
公司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
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
協議；
(g) 讓與其全部或主要部分
之營業或財產，但前述規定
不適用於因公司解散所進行
的轉讓；或
(h) 取得或受讓他人的全部
營業或財產而對公司營運有
重大影響者。
14.3 在不違反法令、章程及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所訂法定
出席股份數門檻之規定下，
有關公司解散之程序：
(a) 如公司係因無法於其債
務到期時清償而決議自願解
散者，公司應以股東會普通
決議為之；或
(b) 如公司係因前述第 14.3
條（a）款以外之事由而決議
自願解散者，公司應以特別
決議為之。

15 在不違反法令規定之情

修訂後條文
說明
決議為下列事項：
(a) 出售、讓與或出租公司全
部營業，或對股東權益有重
大影響的其他事項；
(b) 解任董事；
(c) 允許董事為其自身或他
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的
其他商業活動；
(d) 將可分配股利及/或紅利
及/或其他依第35條所規定款
項予以資本化；
(e) 合併（不包括簡易合併）
或分割，但如符合（開曼）
法令所定義之「合併」，則應
同時符合（開曼）法令之規
定；
(f) 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公
司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
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協議；
(g) 讓與其全部或主要部分
之營業或財產，但前述規定不
適用於因公司解散所進行的
轉讓；及
(h) 取得或受讓他人的全部
營業或財產而對公司營運有
重大影響者。
14.3 在不違反法令、章程及 1. 修訂因無法於其債務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規定
到期時清償而決議自
下，有關公司解散之程序：
願解散者之程序。
(a) 如公司係因無法於其債
2.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務到期時清償而決議自願解
散者，應以股東會特別（重
度）決議為之；或
(b) 如公司係因前述第14.3條
(a)款以外之事由而決議自願
解散者，公司應以股東會特
別決議為之。
14.4 公司依法令、章程及或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返還股本
時，應依股東所持股份比例
為之。
15 在不違反應適用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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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返還股本時之相關規
定。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原條文
形下，公司得通過董事會決
議變更其註冊處所之地點。
16.1 除年度股東常會外之所
有股東會，應稱為股東臨時
會；

修訂後條文
說明
法令之情形下，公司得通過董
事會決議變更其註冊處所之
地點。
16.1 年度股東常會以外之其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他股東會，為股東臨時會。

16.2 公司應於每一會計年度
終了後六個月內召開一次股
東會作為年度股東常會，並
應在股東會召集通知中詳細
說明。在這些會議上董事會
應作相關報告（如有）。

16.2 公司應於每一會計年度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終了後六個月內召開一次股
東會作為年度股東常會，並應
在股東會召集通知中詳細說
明。董事會應於股東會作相
關報告（如有）。

16.3 公司應每年舉行一次年
度股東常會；

16.3 公司應每年舉行一次年
度股東常會。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16.4 股東會應於董事會指定
之時間及地點召開，惟除法
令或本條另有規定外，股東
會應於中華民國境內召開。
如在中華民國境外召開股東
會，相關程序及核准應依中
華民國相關主管機關之規定
辦理。於中華民國境外召開
股東會時，公司應委任中華
民國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
受理該等股東會行政事務
（包括但不限於受理股東委
託投票事宜）。

16.4 股東會應於董事會指定
之時間及地點召開，除法令或
本條另有規定外，股東會應於
中華民國境內召開。公司如
在中華民國境外召開股東會
者，公司應於董事會決議或
股東取得主管機關召集許可
後二日內申報證交所同意，
且於中華民國境外召開股東
會時，公司應委任中華民國之
專業股務代理機構，受理該等
股東會股務行政事務（包括
但不限於受理股東委託投票
事宜）。
16.5 董事會得召集股東會，
如經股東請求時，應立即進
行股東臨時會之召集。

因應外國發行人註冊地股
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表更
新，修訂於中華民國境外
召開股東會之程序。

16.6 前條股東請求是指在股
東提出請求日持有不低於當
時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
的股份，並且持有該股份至
少一年之股東所作出的請
求；

16.6 前條得請求召集股東會
之股東，係指繼續一年以上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
三以上股份之股東。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16.7 前條股東之請求，必須
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
由，並由提出請求者簽名，

16.7 前條股東之請求，必須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
由，並由提出請求者簽名，交

16.5 董事會得召集股東會，
且於經股東請求時，應立即
進行公司股東臨時會之召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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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原條文
交存於註冊處所，且得由格
式相似的數份文件構成，每
一份由一個或多個請求者簽
名；

修訂後條文
存於註冊處所，得由格式相似
的數份文件構成，每一份由一
個或多個請求者簽名。

16.8 如董事會於股東提出請
求日起十五日內未為股東臨
時會召集之通知，則提出請
求之股東得依據公開發行公
司法令自行召集股東臨時
會。

16.8 如董事會於前述股東提
出請求日起十五日內未為股
東臨時會召集之通知者，則
提出請求之股東得依據公開
發行公司法令規定自行召集
股東臨時會。

17.1 任何年度股東常會之召
集，應至少於三十日前通知
各股東，任何股東臨時會之
召集，應至少於十五日前通
知各股東。每一通知之發出
日或視為發出日及送達日應
不予計入。股東會通知應載
明會議地點、日期、時間和
召集事由，並應以下述方式
發出，或經股東同意者，以
電子方式發出，或以公司規
定的其他方式發出。但如果
經所有有權參加該股東會之
股東（或其代理人）同意，
則無論本章程所規定的通知
是否已發出，也無論是否遵
守章程有關股東會的規定，
該公司股東會均應被視為已
合法召集。

17.1任何年度股東常會之召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集，應至少於三十日前通知各
股東，任何股東臨時會之召
集，應至少於十五日前通知各
股東。每一通知之發出日或視
為發出日及送達日不予計
入。股東會通知應載明會議地
點、日期、時間和召集事由，
並應以下述方式，或經股東同
意者，以電子方式，或以公司
規定的其他方式發出。如經
所有得參加該股東會之股東
（或其代理人）同意，則無論
本章程所規定的通知是否已
發出，或是否遵守章程有關
股東會的規定，該公司股東會
均應被視為已合法召集。

17.2 倘公司非因故意而漏向
有權獲得通知之任ㄧ股東發
出股東會通知，或其未收到
股東會會議通知，該股東會
會議之程序不因此而無效。

17.2 倘公司非因故意漏未向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得獲得通知之股東發出股東
會通知，或其未收到股東會會
議通知，該次股東會會議不
因此而無效。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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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
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

17.3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
前，一併公告股東會開會通
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
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
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
明資料，並依公開發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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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原條文
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公
司股東會採行書面行使表決
權者，並應將前開資料及書
面行使表決權用紙，併同寄
送給股東。
17.4 公司並應於股東會前依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準備股東
會議事手冊和補充資料供股
東索閱，並陳列於公司及其
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
會現場發放，並應依公開發
行公司法令所規定之期限傳
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17.5 與(a)選舉或解任董事，
(b)修改章程，(c)(i)解散，合
併或分割，(ii)訂立、修改或
終止關於出租公司全部營
業，或委託經營，或與他人
經常共同經營之契約，(iii)讓
與公司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
或財產，(iv)受讓他人全部營
業或財產而對公司營運有重
大影響者，(d)許可董事為其
自己或他人從事公司營業範
圍內事務的行為，(e)以發行
新股方式分配公司全部或部
分盈餘，法定公積及或其他
依第 35 條所規定款項之資本
化，及(f)公司私募發行具股
權性質之有價證券等有關的
事項，應載明於股東會通知
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且不得
以臨時動議提出。
17.6 董事會應在公司之登記
機構（如有適用）及公司位
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股務代理
機構之辦公室備置公司章
程，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
表，股東名冊以及公司發行
的公司債存根簿。股東得檢
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

修訂後條文
說明
法令將該等資料電子檔案傳
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司股
東會採行書面行使表決權
者，並應將前開資料及書面行
使表決權用紙，併同寄送給股
東。
17.4 公司應公開發行公司法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令於股東會前準備股東會議
事手冊和補充資料供股東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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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依公開發行公司法令
所規定之期限，傳送至公開
資訊觀測站。
17.5 與(a)選舉或解任董事， 1. 參照企業併購法第 12
(b)修改章程，(c)(i)解散、合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併（不包括簡易合併）
、股權
19 條等規定增訂排除
轉換或分割，(ii)訂立、修改
簡易合併之規定。
或終止關於出租公司全部營 2.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業，或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
常共同經營之契約，(iii)讓與
公司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
財產，(iv)受讓他人全部營業
或財產而對公司營運有重大
影響者，(d)許可董事為其自
己或他人從事公司營業範圍
內事務的行為，(e)以發行新
股方式分配公司全部或部分
盈餘，法定盈餘公積及或其
他依第35條所規定款項之資
本化，及(f)公司私募發行具股
權性質之有價證券等有關事
項，應載明於股東會通知並說
明其主要內容，且不得以臨時
動議提出。
17.6 董事會應在公司之登記 酌修條文格式。
機構（如有適用）及公司位於
中華民國境內之股務代理機
構之辦公室備置公司章程、
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
股東名冊以及公司發行的公
司債存根簿。股東得檢具利害
關係證明文件，指定查閱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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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查閱範圍，隨時請求檢查、
查閱或抄錄。

修訂後條文
圍，隨時請求檢查、查閱或抄
錄。

17.7 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
法令及法令之規定，將董事
會準備的所有表冊，以及審
計委員會準備之報告書（如
有）
，備置於其登記機構（如
有適用）及其位於中華民國
境內之股務代理機構之辦公
室。股東可隨時檢查和查閱
前述文件，並可偕同其律師
或會計師進行檢查和查閱。

17.7 公司應依法令、章程及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規定，將
董事會準備的所有表冊，以及
審計委員會準備之報告書（如
有），備置於其登記機構（如
有適用）及其位於中華民國境
內之股務代理機構之辦公
室。股東可隨時檢查和查閱前
述文件，並可偕同其律師或會
計師進行檢查和查閱。

18.1 除非出席股東代表股份
數達到法定出席股份數，股
東會不得為任何決議。除章
程另有規定外，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親自
或委託代理人出席，應構成
股東會之法定權數。

18.1 除出席股東代表股份數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達到法定出席股份數，股東會
不得為任何決議。除法令、
章程及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另
有規定外，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過半數之股東親自或委託
代理人出席，應構成股東會之
出席法定權數。
18.2 董事會應根據法令、章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程及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要
求，提交其為年度股東常會所
準備的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
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
案，供股東承認或同意，且
董事會應將經承認的財務報
表、公司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
決議分發給每一股東或於公
開資訊觀測站以公告為之。

18.2 董事會應根據公開發行
公司法令之要求，提交其為
年度股東常會所準備的營業
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
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供股
東承認或同意，經股東會承
認或同意後，董事會應根據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將經承
認的財務報表及其副本、公
司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決議
分發給每一股東或於公開資
訊觀測站以公告方式為之。
18.3 除本章程另有明文規定
及不違反公開發行公司法令
之規定外，如果在指定為股
東會會議之時間開始時出席
股東代表股份數未達法定出
席股份數，或者在股東會會
議進行中出席股東代表股份
數未達法定出席股份數者，
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但其
延後次數以二次為上限，且

說明

18.3 除法令、章程或公開發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行公司法令另有規定外，如
果在指定為股東會會議之時
間開始時出席股東代表股份
數未達法定出席股份數者，主
席得宣布延後開會，但其延後
次數以二次為上限，且延後時
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如股
東會經延後二次開會但出席
股東代表股份數仍不足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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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
時。如股東會經延後二次開
會但出席股東代表股份數仍
不足法定出席股份數時，主
席應宣布該股東會流會。如
仍有召集股東會之必要者，
則應依章程規定重行召集一
次新的股東會。

修訂後條文
出席股份數時，主席應宣布該
股東會流會。如仍有召集股東
會之必要者，則應依章程規定
重行召集一次新的股東會。

18.7 章程任何內容不得妨礙
任何股東向有管轄權之法院
提起訴訟，以尋求與股東會
召集程序之不當或不當通過
決議有關的適當救濟，因前
述事項所生之爭議應以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

18.7 章程任何內容不得妨礙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股東向有管轄權之法院提起
訴訟，以尋求股東會召集程序
之不當或決議不當有關的適
當救濟，因前述事項所生之爭
議得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

18.8 除法令、章程大綱或章
程另有明文規定外，任何於
股東會上提出交由股東決
議、同意、採行、確認者，
應以普通決議為之。

18.8 除法令、章程或公開發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行公司法令另有明文規定
外，任何於股東會上提出交由
股東決議之事項，應以普通
決議為之。

18.9 於相關之股東名冊停止
過戶期間前持有已發行股份
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
東，得於由董事會制訂並經
股東會普通決議同意之股東
會議事規則所規定之範圍
內，依該規則以書面向公司
提出一項股東常會議案。下
列提案均不列入議案：(a)提
案股東持股未達已發行股份
總數百分之一者，(b)該提案
事項非股東會所得決議者，
(c)該提案股東提案超過一項
者，或(d)該提案於公告受理
期間外提出者。

18.9 依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規定，於相關之股東名冊停
止過戶期間前持有已發行且
分派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
之股東，得於由董事會制訂並
經股東會普通決議同意之股
東會議事規則所規定之範圍
內，依該規則以書面向公司提
出一項股東常會議案。下列提
案均不列入議案：(a)提案股
東持股未達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一者，(b)該提案事項
非股東會所得決議者，(c)該
提案股東提案超過一項者，或
(d)該提案於公告受理期間外
提出者。
19.3 有表決權之股東對行使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表決權者資格提出異議者，應
提交主席處理，主席應依相
關法令規定逕為裁定。

19.3 有表決權之股東對行使
表決權者資格提出異議者，
應提交主席處理，主席的決
定具有終局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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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原條文
19.5 持有超過一股以上的股
東就任何決議應以相同方式
行使其持有股份之表決權。
惟股東係為他人持有股份
時，股東得主張在不違反法
令之範圍內依據公開發行公
司法令分別行使表決權。

修訂後條文
說明
19.5股東就任何決議應以相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同方式行使其持有股份之表
決權。惟股東係為他人持有股
份時，股東得在不違反法令之
範圍內，依據章程及公開發
行公司法令分別行使表決權。

19.6 如股東會於中華民國召
開者，董事會得決定股東於
股東會之表決權得以書面投
票或電子方式行使之。如股
東會於中華民國境外召開
者，股東行使表決權之方式
應包括得採行以書面投票或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如表
決權得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
式行使時，行使表決權之方
式應載明於寄發予股東之股
東會通知，其以書面投票或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意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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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前述方式行使表決權的股東
應被視為已指派股東會主席
為其代理人，以書面文件或
電子文件中指示方式在股東
會中行使其股份之表決權。
惟此種指派不應視為依公開
發行公司法令之委託代理
人。擔任代理人之主席無權
就書面或電子文件中未提及
或載明之任何事項而行使該
等股東之表決權，亦不應就
股東會中提案之任何原議案
之修訂或任何臨時動議行使
表決權。以此種方式行使表
決權之股東應視為已拋棄其
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或
原議案之修正之通知及表決
權之權利。如股東會主席未
依該等股東之指示代為行使
表決權，則該股份數不得算

19.6 如股東會於中華民國召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開者，董事會得決定股東於股
東會之表決權得以書面投票
或電子方式行使之。如股東會
於中華民國境外召開者，或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另有規
定，股東行使表決權之方
式，應包括得採行以書面投
票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如
表決權得以書面投票或電子
方式行使時，行使表決權之方
式者，應載明於寄發予股東
之股東會通知，其以書面投票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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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
述方式行使表決權的股東應
被視為已指派股東會主席為
其代理人，並依書面或電子
文件中之指示，在股東會中
行使其股份之表決權。惟此種
指派不應視為依公開發行公
司法令之委託代理人。擔任代
理人之主席無權就書面或電
子文件中未提及或載明之任
何事項而行使該等股東之表
決權，亦不應就股東會中提案
之任何原議案之修訂或任何
臨時動議行使表決權。以此種
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應視
為已拋棄其就該次股東會之
臨時動議及/或原議案之修正
之通知及表決權之權利。如股
東會主席未依該等股東之指
示代為行使表決權，則該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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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惟應算入計算股東會最低出
席人數時之股數。

修訂後條文
數不得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
決權數，惟應算入計算股東會
最低出席人數時之股數。

19.7 倘股東依第 19.6 條之規
定向公司送達其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
示後，至遲得於股東會開會
前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
相同之方式，另向公司送達
其欲撤銷其之前行使表決權
之意思表示，且該等撤銷構
成依據 19.6 條指派股東會主
席為其代理人之意思表示之
撤銷。倘股東依據 19.6 條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之意思表示後，超過前述撤
銷其意思表示之期限者，依
據 19.6 條視為指派股東會主
席為其代理人之意思表示將
無法撤銷，並應由主席在股
東會中代為行使其股份之表
決權。

19.7 倘股東如欲撤銷其依第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19.6條之規定向公司送達其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之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
相同之方式撤銷該意思表
示，該撤銷應視為一併撤銷
依本章程第19.6條視為指派
股東會主席為其代理人之意
思表示。倘股東依據第19.6
條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之意思表示後，逾期撤
銷者，則不得撤銷第19.6條視
為指派股東會主席為其代理
人之意思表示，股東會主席
應依股東之指示代為行使其
股份之表決權。

19.8 倘股東已按第 19.6 條之
規定指派主席為代理人透過
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者，仍以委託書委託其
他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則
其後之委託其他代理人應視
為已撤銷按第 19.6 條規定對
於主席為代理人之指派。
20.1 委託代理人之委託書應
以書面為之，由委託人或其
正式授權的被授權人書面簽
署。如委託人為公司時，則
由其正式授權的高級職員或
被授權人進行簽署。代理人
不需要是公司股東。

19.8 倘股東已依第19.6條之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規定指派主席為代理人透過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者，仍以委託書委託其他代理
人出席股東會者，則其後之委
託其他代理人應視為已撤銷
依第19.6條規定對於主席為
代理人之指派。
20.1 委託代理人之委託書應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以書面為之，由委託人親自
簽名或蓋章。如委託人為公
司時，則由其正式授權的高級
職員或被授權人進行簽署。代
理人不需要是公司之股東。

20.2 出席股東會委託書之取
得，應受下列限制：

20.2 出席股東會委託書之取
得，除法令、章程或公開發
行公司法令另有規定外，並
應受下列限制：

(a) 委託書之取得不得以金
錢或其他利益為交換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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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原條文
但代公司發放股東會紀念品
或徵求人支付予代為處理徵
求事務者之合理費用，不在
此限。
(b) 委託書之取得不得以他
人名義為之。
(c) 徵求取得之委託書不得
作為非屬徵求之委託書以出
席股東會。
20.5 除股東依照第 19.6 條規
定指派股東會主席為代理人
透過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或根據中華民國
法律組織的信託事業，或依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核准的股
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
兩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
理的有權表決權數不得超過
股票停止過戶前已發行股份
總數表決權的百分之三；超
過時其超過的表決權，不予
計算。為免疑義，依第 20.4
條經公司委任之股務代理機
構所代理之股數，不受前述
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百分
之三之限制。
20.6 受三人以上股東委託之
受託代理人，其代理之股數
不得超過其本身持有股數之
四倍，且不得超過已發行股
份總數之百分之三。
20.8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
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委
託書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
送達公司註冊處所，或送達
在股東會召集通知或公司寄
出之委託書上所指定之處
所。公司收受之委託書有重
複時，除該股東於後送達之
委託書中以書面明確撤銷先

修訂後條文
說明
(a) 委託書之取得不得以金
錢或其他利益為交換條件。但
代公司發放股東會紀念品或
徵求人支付予代為處理徵求
事務者之合理費用，不在此
限。
(b) 委託書之取得不得以他
人名義為之。
(c) 徵求取得之委託書不得
作為非屬徵求之委託書以出
席股東會。
20.5 除股東依第19.6條之規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定指派股東會主席為代理人
透過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或屬依中華民國法律
組織的信託事業，或依公開發
行公司法令核准的股務代理
機構外，一人同時受兩人以上
股東委託時，其代理的有權表
決權數，不得超過股票停止
過戶前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
權的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
的表決權，不予計算。為免疑
義，依第20.4條經公司委任之
股務代理機構所代理之股
數，不受前述已發行股份總數
表決權百分之三之限制。
20.6 受三人以上股東委託之
非屬徵求委託書之受託代理
人，其代理之股數不得超過其
本身持有股數之四倍，且不得
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
之三。
20.8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
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委託
書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
達公司註冊處所，或送達在股
東會召集通知或公司寄出之
委託書上所指定之其他處
所。公司收受之委託書有重複
時，除該股東於後送達之委託
書中以書面明確撤銷先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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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
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 13
條及第 21 條修訂本條文。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原條文
送達之委託書外，以最先送
達於公司者為準。

修訂後條文
之委託書外，以最先送達於公
司者為準。

20.9 委託書應以公司核准之
格式為之，並載明僅為特定
股東會所為。委託書格式內
容應至少包括(a)填表須知、
(b)股東委託行使事項及(c)股
東、受託代理人及徵求人（如
有）基本資料等項目，並與
股東會召集通知同時提供予
股東。此等通知及委託書用
紙應於同日分發予所有股
東。

20.9 委託書應以公司核准之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格式為之，並載明僅為特定股
東會所為。委託書格式內容應
至少包括(a)填表須知、(b)股
東委託行使事項及(c)股東、
受託代理人及徵求人（如有）
基本資料等項目，並與股東會
召集通知一併提供予股東。
此等通知及委託書用紙應於
同日分發予所有股東。

20.10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
之議案者，委託書於股東會
開會前應經公司之股務代理
機構或其他股務代理機構予
以統計驗證。其驗證內容如
下：
(a) 委託書是否為基於公司
權限所印製；
(b) 委託人是否簽名或蓋章
於委託書上；
(c) 委託書上是否填具徵求
人或受託代理人（依其適用
之情形）之姓名，且其姓名
是否正確。
20.12
根據委託書條款所
為之表決，除公司在委託書
所適用之該股東會或股東會
延會開始前二日前，於註冊
處所收到書面通知外，其所
代理之表決均屬有效。前揭
通知應敘明撤銷委託之原因
係因被代理人於出具委託書
時不具行為能力或不具委託
權力者或其他事由。

20.10 公司召開股東會，委託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書於股東會開會前應經公司
之股務代理機構或其他股務
代理機構予以統計驗證。其驗
證內容如下：
(a) 委託書是否為基於公司
權限所印製；
(b) 委託人是否簽名或蓋章
於委託書上；
(c) 委託書上是否填具徵求
人或受託代理人（依其適用之
情形）之姓名，且其姓名是否
正確。

20.13
委託受託代理人之
股東得於股東會後七日內應
有權向公司或其股務代理機

說明

20.12 根據委託書條款所為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之表決，除公司在委託書所適
用之該股東會或股東會延會
開始前二日前，於註冊處所
或股東會召集通知或公司寄
出之委託書上所指定之其他
處所收到書面通知外，其所代
理之表決均屬有效。前揭通知
應敘明撤銷委託之原因係因
被代理人於出具委託書時不
具行為能力或不具委託權力
者或其他事由。
20.13 委託代理人之股東於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股東會後七日內，有權向公
司或其股務代理機構請求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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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構請求查閱該委託書之使用
情形。

修訂後條文
閱該委託書之使用情形。

21 除法令及章程另有規定
外，委託書徵求之相關事
宜，悉依照中華民國公開發
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
書規則之規定辦理。

21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委託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書徵求之相關事宜，悉依照中
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
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之規定
辦理。

22.1 在下列決議為股東會通
過的情況下，於會議前已以
書面通知公司其反對該項決
議之意思表示，並在股東會
上再次提出反對意見的股
東，可請求公司以當時公平
價格收買其所有之股份：
(a) 公司締結，修改或終止
有關出租公司全部營業，委
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
營的契約；
(b) 公司轉讓其全部或主要
部分的營業或財產，但公司
因解散所為的轉讓不在此
限；
(c) 公司受讓他人全部營業
或財產，對公司營運產生重
大影響者。
22.2 在公司營業之任一部分
被分割或與另一公司進行合
併的情況下，放棄對該議案
之表決權並就該議案在股東
會前或股東會中以書面表示
異議，或以口頭表示異議（並
經記錄）的股東，得要求公
司以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所
有之股份。

22.1 股東會通過下列任一決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議時，於該次股東會前已以
書面通知公司反對該項決議
之意思表示，並在該次股東
會上再次提出反對意見的股
東，可請求公司以當時公平價
格收買其所有之股份：
(a) 公司締結，修改或終止有
關出租公司全部營業，委託經
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的
契約；
(b) 公司轉讓其全部或主要
部分的營業或財產，但公司因
解散所為之轉讓者，不在此
限；或
(c) 公司受讓他人全部營業
或財產，對公司營運產生重大
影響者。
22.2 在公司營業之任一部分 1. 參照企業併購法第 12
被分割或與另一公司進行合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併（不包括簡易合併）的情
19 條等規定增訂簡易
合併相關規定。
況下，就該議案在決議分割
或合併（不包括簡易合併） 2.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之股東會集會前或集會中以
書面表示異議，或以口頭表示
異議經記錄，放棄表決權之
股東，得要求公司以當時公
平價格收買其所有之股份。
如在簡易合併之情況，公司
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發行有表
決權之股份被其他參與合併
公司持有者，公司應於董事
會決議合併後，立即通知每
位股東，並聲明股東得於一
定期限內提出書面異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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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說明
求公司以當時公平價格收買
其所有之股份。
22.3 前兩條所規定的請求應 22.3 前兩條所規定的請求應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在決議日起二十日內，提出 在決議日起二十日內，提出記
記載請求買回之股份種類和 載請求買回之股份種類及數
數額的書面請求於公司。在 額之書面，向公司請求。提
公司與提出請求的股東就該 出請求之股東與公司間協議
股東所持股份之收買價格
決定該股東所持股份之收買
（以下稱「股份收買價格」） 價格（以下稱「股份收買價
達成協定的情況下，公司應 格」）者，公司應自決議日起
在決議日起九十日內支付價 九十日內支付價款。未能在決
款。在公司未能在決議日起 議日起六十日內達成協議
六十日內與股東達成協定的 者，股東應在該六十日期限
情況下，股東可在該六十日 後三十日內，聲請中華民國有
期限之後的三十日內，聲請 管轄權的法院為股份收買價
中華民國有管轄權的法院為 格之裁定，該法院所作出的裁
股份收買價格之裁定，該法 定對於公司和提出請求的股
院所作出的裁定對於公司和 東之間，僅就有關股份收買價
提出請求的股東之間僅就有 格之事項具有拘束力和終局
關股份收買價格之事項具有 性。
拘束力和終局性。
23 任何公司組織或其他非
自然人為股東時，其得根據
其組織文件，或如組織文件
沒有相關規範時以董事會或
其他有權機關之決議，授權
其認為適當之人作為其在公
司會議或任何類別股東會的
代表，該被授權之人有權代
表該法人股東行使與作為個
人股東所得行使之權利相同
的權利。

23 股東為公司組織或其他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非自然人時，該股東得根據
其組織文件，或如組織文件
無相關規範時，以董事會或
其他有權機關之決議，授權其
認為適當之人作為其在公司
會議或任何類別股東會的代
表，該被授權之人得代表該
法人股東行使與作為個人股
東所得行使權利相同的權利。

24.1 公司持有自己之股份者
（包括透過從屬公司持有
者）不得在任何股東會上直
接或間接行使表決權，亦在
任何時候不算入已發行股份
之總數。

24.1 公司持有自己之股份者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包括透過從屬公司持有者）
不得在任何股東會上直接或
間接行使表決權，且在任何
時候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
數。

25.1 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
（包括獨立董事）人數不得
少於九人，且不多於十五
人，每一董事任期三年，得

25.1 公司董事會應設置董事 1. 參照公司法第 201 條
（包括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
及經濟部九二、五、五
於九人，且不多於十五人，每
商字第０九二０二０
一董事任期三年，得連選連
九一０七０號函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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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選連任。於符合相關法令
要求（包括但不限於對上市
公司之要求）之前提下，公
司得於前述董事人數範圍內
隨時以董事會決議增加或減
少董事的人數。

25.6 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
上之股東，得以書面請求審
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為
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並得
以有管轄權之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股東提出請求後
三十日內不提起訴訟時，股
東得為公司提起訴訟，並得
以有管轄權之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26.1 於符合法令，章程大綱
和章程以及依股東會普通決
議、特別決議以及特別（重
度）決議所作指示之情形
下，公司業務應由可以行使
公司全部權力的董事會管理
之。如果在對章程大綱或章
程進行變更或股東會作出前
述任何指示前，董事會所為
的行為是有效的，則對章程
大綱或章程所為的變更及前
述相關指示的作出，不得使
董事會的該等先前行為無
效。合法召集之董事會於符
合法定出席人數時，得行使
所有董事會得行使之權力。
26.5 董事應忠實執行業務並
盡善良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
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
得以股東會普通決議，將該
違反義務行為之所得，當作

修訂後條文
說明
任。於符合相關法令要求（包
訂缺額補選董事之任
括但不限於對上市公司之要
期規定。
求）之前提下，公司得於前述 2.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董事人數範圍內隨時以董事
會決議增加或減少董事的人
數。董事因缺額而進行補選
或增額者，補選之董事之任
期應以補足原董事之任期為
限。
25.6 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公司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
上之股東，得以書面請求審計
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為公
司對董事提起訴訟，並得以有
管轄權之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獨立董事於前述之股
東提出請求後三十日內不提
起訴訟時，前述之股東得為
及代表公司提起訴訟，並得
以有管轄權之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26.1 在不違反法令，章程、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以及依股
東會決議所作指示之情形
下，公司業務應由可以行使權
力的董事會管理之。如果在對
章程進行變更或股東會作出
前述任何指示前，董事會所為
的行為是有效的，則對章程大
綱或章程其後所為之變更及
或股東會其後做出之相關指
示，不得使董事會該等先前行
為無效。合法召集之董事會於
符合法定出席人數時，得行使
所有董事會得行使之權力。

26.5 董事應忠實執行業務並 1. 依公司法第 23 條增訂
盡善良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
董事連帶責任相關規
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
定。
損害賠償責任。公司得以股東 2.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會普通決議，將該為自己或
他人所為而違反義務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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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違反義務行為係為公司利
益所為而視其為公司之所
得。如董事對於公司業務之
執行，因違反法令致公司受
有損害時，該董事應對公司
負賠償之責。以上義務，於
經理人亦有適用。

修訂後條文
說明
所得，當作該違反義務行為係
為公司利益所為而視其為公
司之所得。如董事對於公司業
務之執行，因違反法令致公司
受有損害時，該董事應對公司
負賠償之責。公司之董事對
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
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
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
之責。以上所述之義務，於
經理人亦有適用。
27.1 公司得於任何股東會以 27.1 公司得於股東會以多數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多數決，或低於多數時以最 決，或低於多數時以最多票
決，選任董事，此等投票應
多票決，選任任何人為董
事，此等投票應依下述第 27.2 依下述第27.2條計票。公司得
條計票。公司得以特別（重 以特別（重度）決議解任董
度）決議解任任一董事。有 事。有代表公司已發行股份
代表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過 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親自
半數之股東出席（親自出席 出席或委託出席）者，應構成
或委託出席）者，應構成選 選舉董事之股東會之法定出
舉一席以上董事之股東會之 席股份數。
法定出席股份數。
27.2 董事之選舉應依票選制
度採行累積投票制，其程序
由董事會通過且經股東會普
通決議採行之，每一股東得
行使之投票權數與其所持之
股份乘上應選出董事人數之
數目相同（以下稱「特別投
票權」），任一股東行使之特
別投票權總數得由該股東依
其選票所指明集中選舉一名
董事候選人，或分配選舉數
董事候選人。無任一投票權
限於特定種類、派別或部
別，且任一股東均應得自由
指定是否將其所有投票權集
中於一名或任何數目之候選
人而不受限制。由所得選票
代表投票權較多之候選人，
當選為董事。如選任超過一
名以上之董事時，由所得選
票代表投票權較其他候選人

27.2 董事之選舉應依票選制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度採行累積投票制，其程序由
董事會通過且經股東會普通
決議採行之，每一股東得行使
之投票權數與其所持之股份
乘上應選出董事人數之數目
相同（以下稱「特別投票
權」）
，任一股東行使之特別投
票權總數得由該股東依其選
票所指明集中選舉一名董事
候選人，或分配選舉數董事候
選人。無任一投票權限於特定
種類或派別，且任一股東均
應得自由指定是否將其所有
投票權集中於一名或任何數
目之候選人而不受限制。由所
得選票代表投票權較多之候
選人，當選為董事。如選任超
過一名以上之董事時，由所得
選票代表投票權較其他候選
人為多者，當選為董事。該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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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多者，當選為董事。該累
積投票制度的規則和程序，
應隨時符合董事會所擬訂並
經股東會普通決議通過的政
策，該政策應符合章程大
綱，章程和公開發行公司法
令的規定。

修訂後條文
積投票制度的規則和程序，應
隨時符合董事會所擬定並經
股東會普通決議通過的政
策，該政策應符合章程大
綱、章程和公開發行公司法
令的規定。

27.3 董事會得採用符合公開
發行公司法令之候選人提名
制度。該候選人提名的規則
和程序應符合董事會所擬訂
並經股東會普通決議通過後
所隨時制定的政策，該政策
應符合法令，章程大綱，章
程和公開發行公司法令的規
定。此外，獨立董事之選任，
應採用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
候選人提名制度。

27.3 董事會得採用符合公開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發行公司法令之候選人提名
制度。該候選人提名的規則
及程序應符合董事會所擬訂
並經股東會普通決議通過的
政策，該政策應符合法令、
章程大綱、章程及公開發行
公司法令的規定。此外，獨立
董事之選任，應採用公開發行
公司法令之候選人提名制度。

28.1 本章程縱有相反之規
定，公司得於董事任期未屆
滿前，以普通決議改選全體
董事，並按第 27.1 條規定選
舉新任董事，且現任董事除
通過改選之決議另有決議
外，應視為於通過該決議時
在任期屆滿前解任。

28.1 本章程縱使有相反之規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定，公司得於董事任期未屆滿
前，以普通決議改選全體董
事，並依第27.1條之規定選舉
新任董事。全體現任董事除
股東會另有決議外，應視為
於股東會通過改選決議時
（在任期屆滿前）解任。

28.2 任一董事如果發生下列
情事之一者，該董事應當然
解任：
(a) 其以書面通知公司辭任
董事職位；
(b) 其死亡，破產或廣泛地
與其債權人為協議或和解；
(c) 其被有管轄權法院或官
員以其為或將為心智缺陷，
或因其他原因而無法處理自
己事務為由而作出裁決，或
依其所適用之法令其行為能
力受限制；
(d) 其從事不法行為經有罪
判決確定，且服刑期滿尚未

28.2 董事如果發生下列情事 1. 增訂公司法第 197 條
之一者，該董事應當然解任：
董事當然解任、當選無
(a) 其以書面通知公司辭任
效事由。
董事職位；
2.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b) 其死亡、破產或廣泛地與
其債權人為協議或和解；
(c) 其被有管轄權法院或官
員以其為或將為心智缺陷，或
因其他原因而無法處理自己
事務為由而作出裁決，或依其
所適用之法令其行為能力受
有限制；
(d) 其從事不法行為經有罪
判決確定，且服刑期滿尚未逾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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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五年；
(e) 其因刑事詐欺、背信或
侵占等罪，經判處一年以上
有期徒刑確定，且服刑期滿
尚未逾二年；
(f) 其從事公職期間因侵占
公司款項或公共資金經有罪
判決確定，且服刑期滿尚未
逾二年；
(g) 其使用票據經拒絕往來
尚未期滿；
(h) 經股東會特別（重度）
決議解任其董事職務；或
(i) 董事若在其執行職務期
間所從事之行為對公司造成
重大損害，或嚴重違反相關
適用之法律及/或規章或章程
大綱和章程，但未經公司依
特別（重度）決議將其解任
者，則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有
權自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三十
日內，以公司之費用，訴請
有管轄權之法院解任該董
事，而該董事應於該有管轄
權法院為解任董事之終局判
決時被解任之。為免疑義，
倘一相關法院有管轄權而得
於單一或一連串之訴訟程序
中判決前開所有事由者，則
為本條款之目的，終局判決
應係指該有管轄權法院所為
之終局判決。
如董事當選人有前項第(b)、
(c) 、(d) 、(e) 、(f)或(g)款
情事之一者，該董事當選人
應被取消董事當選人之資
格。

修訂後條文
(e) 其因刑事詐欺、背信或侵
占等罪，經判處一年以上有期
徒刑確定，且服刑期滿尚未逾
二年；
(f) 其從事公職期間因侵占公
司款項或公共資金經有罪判
決確定，且服刑期滿尚未逾二
年；
(g) 其使用票據經拒絕往來
尚未期滿；
(h) 經股東會特別（重度）決
議解任其董事職務；
(i) 在任期中轉讓股份超過選
任當時所持有公司股份數額
二分之一；或
(j) 除法令、章程或公開發行
公司法令另有規定，董事若
在其執行職務期間所從事之
行為對公司造成重大損害，或
嚴重違反相關適用之法律及/
或規章或章程，但未經公司依
特別（重度）決議將其解任
者，則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
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有權
自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三十日
內，以公司之費用，訴請有管
轄權之法院解任該董事，而該
董事應於該有管轄權法院為
解任董事之終局判決時被解
任之。為免疑義，倘一相關法
院有管轄權而得於單一或一
連串之訴訟程序中判決前開
所有事由者，則為本條款之目
的，終局判決應係指該有管轄
權法院所為之終局判決。
如董事當選人有前項第(b)、
(c)、(d) 、(e)、(f)或(g)款情
事之一者，該董事當選人應被
取消董事當選人之資格。
董事當選後，於就任前轉讓
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
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或於
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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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原條文

29.1 董事會得訂定董事會進
行會議所需之最低法定出席
人數，除董事會另有訂定
外，法定出席人數應為超過
經選任之董事總席次的一
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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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司董事
會缺額席次達經選任之董事
總席次三分之一時，董事會
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會補
選董事以填補缺額。

修訂後條文
說明
戶期間內，轉讓持股超過二
分之一時，其當選失其效力。
29.1 董事會得訂定董事會進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行會議之最低法定出席人
數。除董事會另有訂定外，
法定出席人數應為超過經選
任之董事總席次之半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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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司董事會缺額席次
達經選任之董事總席次三分
之一時，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
召開股東會補選董事以填補
缺額。

29.2 除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另
有規定外，若獨立董事因故
解任，致人數不足三人時，
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
選之。除公開發行公司法令
另有規定外，若所有獨立董
事均解任時，董事會應於六
十日內，召開股東會補選獨
立董事以填補缺額。

29.2 除法令、章程或公開發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行公司法令另有規定外，如
獨立董事因故解任致其人數
不足三人時，公司應於最近一
次股東會補選之。除公開發行
公司法令另有規定外，若所有
獨立董事均解任時，董事會應
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會補選
獨立董事以填補缺額。

29.3 於符合章程規定之情形
下，董事會得以其認為適當
的方式規範其程序。任何提
議應經由多數決決定。在得
票數相等的情況下，主席不
得投下第二票或決定票。

29.3 於符合法令、章程及公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開發行公司法令規定之情形
下，董事會得以其認為適當的
方式規範其程序。任何提議應
經由多數決決定。在得票數相
等的情況下，主席無權投下
第二票或決定票。
29.4 出席董事會人員得透過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視訊會議方式出席董事會或
相關委員會。以該方式參加
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公司
董事會或相關委員會召開之
地點與時間，應於公司所在地
及辦公時間或便於董事出席
且適合董事會或相關委員會
召開之地點及時間為之。

29.4 出席董事會人員得透過
視訊會議方式出席董事會或
董事委員會。以該方式參加
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本
公司董事會或董事委員會召
開之地點與時間，應於本公
司所在地及辦公時間或便於
董事出席且適合董事會或董
事委員會召開之地點及時間
為之。
29.5 任一董事或經任一董事
授權之本公司高級職員者得

29.5 董事長或其他經授權之
公司人員得召集董事會，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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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原條文
召集董事會，並應至少於七
日前以書面通知（得以傳真
或電子郵件通知）每一董
事，該通知並應載明討論事
項之概述。但有緊急情事
時，得於依據公開發行公司
法令發出召集通知後隨時召
集之。

修訂後條文
應至少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
（得以傳真或電子郵件通知）
每一董事，該通知並應載明討
論事項之概述。如有緊急情
事時，得於發出召集通知後隨
時召集之。

29.6 續任董事得履行董事職
務不受部分董事因解任而職
位空缺之影響，惟如續任董
事之人數低於章程所規定的
必要董事人數時，續任董事
僅得召集股東會，不得從事
其他行為。

29.6 續任董事得履行董事職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務不受部分董事因解任所造
成職位空缺之影響，惟如續
任董事之人數低於章程所規
定的董事人數時，續任董事僅
得召集股東會，不得從事其他
行為。

29.8 對於任何董事會或董事
委員會所做成的行為，即便
其後發現董事選舉程序有瑕
疵，或相關董事或部分董事
不具備董事資格，該行為仍
與經正當程序選任之董事或
董事具備董事資格的情況下
所作出的行為具有同等效
力。

29.8 於符合法令之情形下，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對於董事會或董事委員會所
作成的行為，如其後發現董
事選舉程序有瑕疵，或部分董
事不具備董事資格，該行為
之效力，依照所應適用之相
關法令決定。

29.9 董事得以書面委託代理
人代理出席董事會。代理人
應計入法定出席人數，代理
人在任何情況下所進行的投
票應視為原委託董事的投
票。

29.9 董事得以書面委託其他 依公司法第 205 條修訂本
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代理 條文。
人應計入法定出席人數，代理
人所進行的投票應視為原委
託董事的投票。

30.1 董事在其任董事期間，
可同時擔任本公司任何其他
帶薪職位，其期間、條件及
報酬等董事會得決定之。

30.1 董事（除獨立董事外）
於其擔任董事期間，可同時
擔任公司任何其他帶薪職
位，其期間、條件及報酬等
由薪酬委員會建議並提請董
事會決定之。
30.2 董事之報酬僅得以現金
給付。該報酬之金額應由薪
酬委員會建議並提請董事會
決定，且應參酌董事對公司
之服務範圍、價值及國內外

30.2 董事之報酬僅得以現金
給付。該報酬之金額應由董
事會決定且應參酌董事對公
司經營之服務範圍與價值及
中華民國國內及海外之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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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依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
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
法修訂本條文。

1. 依股票上市或於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
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
及行使職權辦法增訂
董事津貼之規定。

原條文
給付水準。

30.3 除法令或公開發行公司
法令另有禁止外，董事得以
個人或其公司的身份在專業
範圍內代表本公司，該董事
個人或其公司有權就其提供
之專業服務收取相當於如其
非為董事情況下的同等報
酬。

修訂後條文
說明
同業之水準給付。公司應支 2.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付董事為參加董事會、委員
會、常會或其他與公司業務
有關會議之旅費、住宿費及
其他相關費用，及/或支付由
薪酬委員會建議、董事會決
定之薪資。前述決定應遵守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辦理。
30.3 除法令、章程或公開發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行公司法令另有規定外，董
事得在公司授權的範圍內代
表公司，該董事個人或其公司
得就其提供之服務收取相當
於如其非為董事情況下的同
等報酬。

30.4 董事如在公司業務範圍
內為自己或他人從事行為，
應在從事該行為之前，於股
東會上向股東揭露該等利益
的主要內容，並在股東會上
取得特別（重度）決議許可。
如果董事違反本條規定，為
自己或他人為該行為時，股
東得以普通決議，要求董事
交出自該行為所獲得的任何
和所有收益，但自相關所得
發生後逾一年者，不在此限。

30.4 董事如在公司業務範圍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內為自己或他人從事行為，應
在從事該行為之前，於股東會
上向股東揭露該等利益的主
要內容，並在股東會上依特
別（重度）決議取得許可。
如董事違反本條規定，為自己
或他人為該行為時，股東得以
普通決議，要求董事交出自該
行為所獲得的任何和所有收
益，但自相關所得發生後逾一
年者，不在此限。

30.5 縱本條（第 30 條）有任
何相反之規定，對董事會會
議討論事項有個人利害關係
且其利益與公司利益可能衝
突之董事，應於當次董事會
說明其自身利害關係及其重
要內容，且不得行使表決權
或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決
權，根據上述規定不得行使
表決權或代理行使表決權的
董事，其表決權不應計入已
出席董事會會議董事的表決
權數。

30.5 縱使本條（第30.1條至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第30.5條）有任何相反之規
定，對董事會會議討論事項有
個人利害關係且其利益與公
司利益可能衝突之董事，應於
當次董事會說明其自身利害
關係及其重要內容，且不得行
使表決權或代理其他董事行
使表決權，根據上述規定不得
行使表決權或代理行使表決
權的董事，其表決權不應計入
已出席董事會會議董事的表
決權數。

31 董事會應將有關董事會

31 董事會應將有關高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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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原條文
對高級職員的所有任命、公
司會議事項、任何種類股份
持有股東之股東會、董事會
及董事委員會，包括每一會
議出席董事的姓名等事項，
集結成議事錄並整理成冊。

修訂後條文
管的任命、公司會議事項、
各類股份之股東會、董事會
及委員會，包括會議出席董事
的姓名等事項，作成議事錄
並加以保管。

32.1 董事會得於遵守公開發
行公司法令之情形下，將其
任何權力委託給由一位或多
位董事所組成的委員會行
使。如果認為需要常務董事
或擔任其他行政職位的董事
行使相關權力，亦得委託常
務董事或擔任其他行政職位
的董事行使之，但倘若受委
託之常務董事中止董事一
職，對常務董事的委託應撤
回。任何此種委託得受董事
會所訂定之條件約束，附屬
於或獨立於董事會之權力，
並得撤回和變更。於章程中
規範董事會事項的內容有所
調整時，前述董事委員會亦
應受章程中規範董事會事項
之規範（如得適用時）。

32.1在不違反公開發行公司
法令之情形下，董事會得授
權由一位或多位董事組成的
委員會行使相關權力。如需
常務董事或其他擔任管理職
務的董事行使相關權力，亦
得授權常務董事或其他擔任
管理職務的董事行使之，惟
如被授權之常務董事解除董
事職務，對常務董事的授權
視為撤回。上述授權受董事
會所訂定條件之約束，且係
附屬於或獨立於董事會之權
力，並得撤回或變更。除法
令或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另有
規定外，章程中董事會議事
的程序規範亦適用於本條之
委員會（如適用）。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32.2 董事會得設立委員會，
並得任命任何人為經理或管
理公司事務之代理人，並得
指定任何人作為委員會的成
員。任何此種指定應受董事
會所訂定之條件約束，附屬
於或獨立於董事會之權力，
並得撤回和變更。於章程中
規範董事會事項的內容有所
調整時，前述相關委員會亦
應受其規範（如得適用時）。

32.2 董事會得設立委員會、
任命經理或代理人處理公司
事務、並得指定委員會的成
員。相關任命應受董事會所
訂定條件之約束、附屬於或
獨立於董事會之權力、並得
撤回或變更。除另有規範
外，章程中董事會議事的程
序規範亦適用於本條之委員
會（如適用）。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32.3 董事可以根據董事會訂
定之條件，以委託書授權或
其他方式指定公司代理人，
但該委託不得排除董事自身
權力，且該委託得於任何時

32.3 董事會得訂定條件，以
委託書授權或其他方式指定
公司代理人，該委託/指定不
排除董事之權力，且該委託/
指定得由董事會撤回。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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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原條文
候由董事撤回。

修訂後條文

說明

32.4 董事會可經由授權委託
書或其他方式指定任何公
司，事務所、個人或主體（無
論由董事會直接提名或間接
提名）作為公司之代理人或
有權簽署人，在董事會認為
適當的條件與期間下，擁有
相關權力、授權及裁量權（惟
不得超過根據本章程董事會
所擁有或得以行使的權
力）。任何授權和其他委託，
可包含董事會認為適當，有
關保護進行委託或授權簽署
事項人員和為其提供方便的
規定。董事亦得授權相關代
理人或授權簽署人將其所擁
有的權力、授權及裁量權再
為委託。

32.4 董事會得經由委託書或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其他方式指定公司、事務
所、個人或法人（無論由董
事會直接或間接提名），作為
公司之代理人或被授權人，
在董事會認為適當的條件與
期間下，有相關的權力、授
權及裁量權（惟不得超過根據
本章程董事會得行使的權
力）。相關授權和委任，得包
括董事會認為適當之條件，
以保護、促進公司相關人員
與代理人或被授權人處理相
關事宜，董事會亦得授權相
關代理人或被授權人再授權
其所被授與的權力、授權及
裁量權。

32.5 在不違反喪失資格和解
任的相關規定下，董事會應
選舉董事長，且得以其認為
適當的條件和薪酬指定其認
為必要的其他高級職員，履
行其認為適當的義務，除非
其任命條件另有說明，否則
得透過董事會決議解雇該高
級職員。

32.5 董事會應選任董事長，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並得以其認為適當的條件、
薪酬、資格任命適當之高階
主管，履行職務，或解任之。
除非委任契約另有約定外，
否則董事會得決議解任高階
主管。

32.6 縱本條（第 32 條）有任
何相反之規定，除公開發行
公司法令另有規定外，董事
會應設立由全體獨立董事組
成的審計委員會，其中一人
為召集人，且在公開發行公
司法令要求之範圍內，至少
有一人需具有會計或財務專
長。審計委員會決議應經該
委員會半數或超過半數成員
同意。審計委員會規則和程
序應符合隨時經審計委員會
成員提案並經董事會通過的
政策，相關政策應符合法

32.6 縱使與本條（第32.1條
至第32.9條）之規定不同，除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另有規定
外，董事會應設立由全體獨立
董事組成的審計委員會，其中
一人為主席，且至少有一人
需具有會計或財務專長。審計
委員會決議應經該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審計委員會規則和程序應符
合經審計委員會成員提案並
經董事會通過的政策，相關政
策應符合法令、章程大綱、章
程、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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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
會行使職權辦法及證交所
公布之「○○股份有限公
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
參考範例修訂本條文。

原條文
令、章程大綱、章程及公開
發行公司法令之規定與金管
會或證交所之指示或要求
（如有）
。此外，董事會應依
其決議訂定審計委員會組織
規程，且該規程應符合章程
及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規
定。

修訂後條文
定與金管會或證交所之指示
或要求（如有）。此外，董事
會應依其決議、章程及公開
發行公司法令之規定，訂定
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

32.7 任何下列公司事項應經
審計委員會半數或超過半數
成員同意，並提交董事會進
行決議：
(a) 訂定或修正公司內部控
制制度；
(b) 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
考核。
(c) 訂定或修正重大財務或
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例如
取得或處分資產、衍生性商
品交易、資金貸與他人，或
為他人背書或保證；
(d) 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
之事項；
(e)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
品交易；
(f) 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
或提供保證；
(g)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
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h) 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
任或報酬；
(i)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
主管之任免；
(j) 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
告；
(k) 公司隨時認定或監督公
司之任一主管機關所要求的
任何其他事項。
前項第(a)款至第(k)款規定的
任何事項，除第（j）款以外，
如未經審計委員會成員半數
或超過半數同意者，得僅由
全體董事三分之二或以上同

32.7 任何下列公司事項應經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並提交董事會
進行決議：
(a) 訂定或修正公司內部控
制制度；
(b) 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
考核；
(c) 訂定或修正重大財務或
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例如取
得或處分資產、衍生性商品交
易、資金貸與他人，或為他人
背書或保證；
(d) 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
之事項；
(e)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
品交易；
(f) 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
提供保證；
(g)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
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h) 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
或報酬；
(i)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
管之任免；
(j) 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k) 公司所決定或監督公司
之主管機關所規定之其他事
項；及
(l) 其他公開發行公司法令規
定之事項。
前項第(a)款至第(k)款規定的
任何事項，除第（j）款以外，
如未經審計委員會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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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原條文
意行之，不受前項規定之限
制，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32.8 董事會應依照公開發行
公司法令設立薪資報酬委員
會。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之
人數、專業資格、持股與兼
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應
依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規
定，席次不低於三席，並由
其中一人擔任薪資報酬委員
會主席。薪資報酬委員會規
則和程序應符合經薪資報酬
委員會成員提案並經董事會
通過的政策，相關政策應符
合法令、章程大綱、章程及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規定，
及金管會或證交所之指示及
要求。董事會應依其決議訂
定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
程，且該規程應符合章程及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規定。

修訂後條文
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之，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並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
委員會之決議。
32.8 董事會應依照公開發行
公司法令設立薪資報酬委員
會。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之人
數、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
制、獨立性之認定，應依公開
發行公司法令之規定，席次不
低於三席，並由其中一人擔任
薪資報酬委員會主席。薪資報
酬委員會規則和程序應符合
經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提案
並經董事會通過的政策，相關
政策應符合法令、章程大綱、
章程、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
規定及金管會或證交所之指
示及要求。董事會應依其決
議、章程及公開發行公司法
令之規定，訂定薪資報酬委
員會組織規程。

說明

依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
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
法修訂本條文。

32.9 前條薪資報酬應包括董
事及經理人之報酬、薪資、
股票選擇權與其他獎勵性給
付。為本條款之目的，第 32.9
條所述之經理人係指薪資報
酬委員會組織規程所定義之
經理人。

32.9 前條薪資報酬應包括董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事及經理人之薪資、股票選擇
權與其他獎勵措施。除公開
發行公司法令另有規定，第
32.9條所述之經理人係指薪
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所定
義之經理人。

(1)

33.1 如經董事會決
定，則公司得有一印章。該
印章僅能依董事會或董事會
授權之董事委員會之授權使
用之。印章之使用應依董事
會制訂之印章使用規則（董
事會得隨時修改之）為之。

33.1 經董事會決議，公司得
刻印章。該印章僅得由董事
會或董事會授權之委員會依
相關授權使用之。印章之使
用應依照董事會制訂之印章
使用規則（董事會得修改
之）。

33.2 公司得在開曼群島境外
的任何地方持有複製的印章
以供使用，每一複製印章均
應是公司印章的精確複製

33.2 公司得在開曼群島境外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複製印章供使用，每一複製印
章均應是公司印章的複製
品，並由董事會指定之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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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原條文
品，並由董事會指定之人保
管，且若經董事會決定，得
在複製印章的表面加上其使
用地點的名稱。

修訂後條文
管。董事會得在複製印章加
上其使用之地點。

33.3 董事會授權之人得在要
求其須以印章進行驗證的文
件上，或在提交開曼群島或
其他地方公司登記機關的任
何公司文件上，將印章加蓋
於其簽名之上。

33.3 董事會授權之人得用印
於其簽署的文件上，或在提
交開曼群島或其他地方登記
機關的文件上用印。

34.1 本公司得依董事會擬訂
並經股東會以普通決議通過
之利潤分配計畫分配利潤。
董事會應以下述方式擬訂該
利潤分配計畫：本公司應就
當年度淨利先彌補歷年虧
損。其次，依公開發行公司
法令規定或依主管機關要求
提撥特別盈餘公積；並得提
撥當年度淨利之百分之二至
百分之五作為員工紅利，該
員工紅利得按照依第 11.1 條
規定同意之員工激勵計畫配
發。董事會應於盈餘分派之
議案中明訂分派予員工之紅
利之成數，股東會得以決議
修改該提案。董事兼任本公
司執行主管者得受領擔任公
司員工之紅利。任何所餘利
潤得依法令及公開發行公司
法令，並考量當年度之淨利
狀況及因應公司資本結構發
放股利，除董事會及股東會
另有決議外，所分配予股東
之盈餘金額不得低於當年度
淨利之百分之六十，且現金
股利之數額不得低於當年度
擬分配利潤之百分之十。

34.1 公司得依董事會擬訂並 1. 依公司法第 237、241
經股東會以普通決議通過之
條修訂發放股利相關
利潤分配計畫分配利潤。董事
規定。
會應依下述方式擬訂利潤分 2.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配計畫：公司應依法提撥應
繳納之稅款，並就年度淨利
先彌補歷年虧損。其次，依公
開發行公司法令規定提撥法
定盈餘公積或特別盈餘公
積；並得提撥當年度淨利之百
分之二至百分之五作為員工
紅利，該員工紅利得依第11.1
條規定之員工激勵計畫配
發。董事會應於盈餘分派之議
案中明訂分派予員工之紅利
之成數，股東會得於決議前
修改該提案。董事兼任公司
及/或其從屬公司之執行主管
者得同時受領其擔任董事之
酬勞及擔任公司員工之紅
利。任何所餘利潤得依法令及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並考量當
年度之盈餘狀況、因應公司
資本結構、未來資金需求及
長期財務規劃等，發放股
利，股利之分派得以現金股
利或股票股利（盈餘轉增資
按比例分配股份予股東）之
方式為之。除董事會及股東
會另有決議外，所分配予股東
之盈餘不得低於當年度稅後
盈餘之百分之六十，且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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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原條文

34.2 在不違反法令和本條規
定的情形下，董事會可公告
已發行股份的股利和利益分
派，並授權使用公司於法律
上可動用的資金支付股利或
利益分派。除以公司已實現
或未實現利益、股份發行溢
價帳戶或經法令允許的其他
款項支付股利或為利益分派
外，不得支付股利或為利益
分派。
34.3 除股份所附權利另有規
定者外，應根據股東持有股
份之比例分派支付所有股
利。如果股份發行的條件是
從某一特定日期開始計算股
利，則該股份之股利應依此
計算。

修訂後條文
說明
股利之數額不得低於當年度
擬分配利潤之百分之十。
34.2 在不違反法令、章程及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的情形
下，董事會得公告股利和每
股盈餘，並以公司於法律上
可動用的資金支付股利或利
益分派。除以公司已實現或未
實現利益、股份發行溢價金
額或法令允許的其他款項支
付股利或為利潤分派外，不
得支付股利或為利潤分派。
34.3 除另有相關約定外，應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根據股東持股比例分派股
利。如果股份發行的條件是從
某一特定日期開始計算股
利，則該股份之股利應依此計
算。

34.4 股東如有因任何原因應
向公司支付任何款項，董事
會得從應支付予該股東的股
利或利益分派中扣除之。

34.4 在不違反法令、章程及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的情形
下，股東如應向公司支付款
項，董事會得從應支付予該股
東的股利或利潤分派中扣除
之。
34.5 董事會於經股東會之普 34.5 在不違反法令、章程及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通決議通過後得宣佈全部或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的情形
部分股利以外之分派以特定 下，董事會於經股東會之普
資產為之（尤其是其他公司 通決議通過後，得宣佈以特
之股份、債券或證券）
，或以 定資產作為全部或部分股利
其中一種或多種方式支付， 之分派（特別是其他公司之
在此種分配發生困難時，董 股份、債券或證券），或以其
事會得以其認為便利的方式 中一種或多種方式支付，如
解決，並確定就特定資產分 分配發生困難時，董事會得以
配之價值或其一部之價值， 適當、有效率的方式解決，
且得決定於所確定價值的基 並確定就特定資產分配之價
礎上向股東支付現金以調整 值或其一部之價值，且得決定
所有股東的權利，並且如果 依所確定價值向股東支付現
董事會認為方便，可就特定 金以調整股東的權利；如董
事會認為適當有效率者，得
資產設立信託。
就上述特定資產設立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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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34.6 任何股利、分派、利息
或與股份有關的其他現金支
付款項得以匯款轉帳給股份
持有者，或以支票或認股權
憑證直接郵寄到股份持有者
的登記地址。每一支票或認
股權憑證應憑收件人的指示
支付。

修訂後條文
34.6 任何股利、分派、利息
或與股份有關的其他現金支
付，得匯款轉帳給股東，或
以支票或認股憑證郵寄到股
東的登記地址。每一支票或
認股憑證應依收件人的指示
支付。

34.8 不能支付給股東的股利
及/或在股利公告日起六個月
之後仍無人主張的股利，可
根據董事會的決定，支付到
以公司名義開立的獨立帳
戶，但該公司不得成為該帳
戶的受託人，且該股利仍然
為應支付給股東的債務。如
於股利公告日起六年之後仍
無人請求的股利將被認定為
股東已拋棄其可請求之權
利，該股利並轉歸公司所有。

34.8 在不違反法令、章程及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的情形
下，如不能支付予股東的股
利及/或在股利公告日起六個
月後仍無人主張的股利，得
依董事會的決定，支付到以
公司名義開立的獨立帳戶，但
公司不得成為該帳戶的受託
人，且該股利仍為應支付給股
東的債務。如於股利公告日起
六年之後仍無人請求的股
利，將被認定為股東已拋棄
其得請求之權利，該股利並
轉歸公司所有。
35 在不違反第14.2(d)條規定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的情形下，董事會得將列入
公司準備金（包括股份溢價和
資本贖回準備金）的任何餘
額、或列入損益帳戶的任何
餘額，或其他可供分配的款項
予以資本化，並依據如以股利
分配盈餘時之比例分配予股
東，代表股東將金額用以繳
足供分配之未發行股份股
款，記為付清股款之股份，
並依前述比例分配予股東。在
這種情況下，董事會應為使該
資本化生效所需之全部行為
及事項，董事會並有權制訂其
認為適當的規範，使股份將不
會以小於最小單位的方式分
配（包括規定該等股份應分配
之權利歸公司所有而非該股
東所有）。董事會得代表利害
關係股東授權他人與公司訂

35 在不違反第 14.2(d)條規
定的情形下，董事會可將列
入公司準備金帳戶（包括股
份溢價帳戶和資本贖回準備
金）的任何餘額，或列入損
益帳戶的任何餘額，或其他
可供分配的款項予以資本
化，並依據如以股利分配盈
餘時之比例分配此等金額予
股東。並代表股東將此等金
額用以繳足供分配之未發行
股份股款，記為付清股款之
股份並依前述比例分配予股
東。在這種情況下，董事會
應為使該資本化生效所需之
全部行為及事項，董事會並
有全權制訂其認為適當的規
範，使股份將不會以小於最
小單位的方式分配（包括規
定該等股份應分配之權利應
歸公司所有而非該股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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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原條文
有）
。董事會可授權任何人代
表所有就此具利益關係之股
東與公司訂立契約，規定此
等資本化事項以及其相關事
項。任何於此授權下所簽訂
之契約均為有效且對所有相
關之人具有拘束力。

修訂後條文
立契約，規定資本化事項及其
相關事項。於此授權下所簽訂
之契約有效且對相關之人具
有拘束力。

36 董事會於公司或公司依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指派之訴
訟及非訟代理人接獲公開收
購申報書副本及相關書件後
七日內，應對建議股東接受
或反對本次公開收購做成決
議，並公告下列事項：

36 董事會於公司或公司指派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之訴訟及非訟代理人接獲公
開收購申報書副本及相關書
件後七日內，應依據公開發
行公司法令設置審議委員
會，並決議建議股東接受或
反對本次公開收購，並公告下
列事項：
1. 董事及持有公司已發行股
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自己
及以他人名義目前持有之股
份種類、數量；
2. 就本次公開收購對股東之
建議，並應載明對本次公開收
購棄權投票或持反對意見之
董事姓名及其所持理由；
3. 公司財務狀況於最近期財
務報告提出後有無重大變化
及其變化說明（如有）；
4. 董事及持有公司已發行股
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自己
及以他人名義持有公開收購
人或其關係企業之股份種
類、數量及其金額；及
5. 其他公開發行公司法令規
定之事項。
37.1 董事會應保存會計帳簿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上、記錄與公司收受和支出
相關的款項、收受或支出款項
發生的相關事宜、公司所有的
物品銷售和購買，以及公司的
資產和負債。如會計帳簿不
能反映公司的真實和公平情
況並解釋其交易，則不能視為
公司有適當的帳簿。

1. 董事及持有公司已發行
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自
己及以他人名義目前持有之
股份種類、數量。
2. 就本次公開收購對股東
之建議，並應載明對本次公
開收購棄權投票或持反對意
見之董事姓名及其所持理
由。
3. 公司財務狀況於最近期
財務報告提出後有無重大變
化及其變化說明（如有）。
4. 董事及持有公司已發行
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自
己及以他人名義持有公開收
購人或其關係企業之股份種
類、數量及其金額。
37.1 董事會應在適當會計帳
簿上記錄與公司所有收受和
支出相關的款項、收受或支
出款項發生的相關事宜、公
司所有的物品銷售和購買，
以及公司的資產和責任。如
會計帳簿不能反映公司事務
的真實和公正情況並解釋其
交易，則不能視為公司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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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原條文
適當的帳簿。

修訂後條文

說明

37.2 董事會應決定公司會計
帳簿或其中一部分是否公開
供非董事之股東檢查，以及
在什麼範圍內，什麼時間和
地點，根據什麼條件或規定
進行檢查。除非經法令授
權、董事會授權或公司股東
會同意者外，非董事之股東
沒有權利檢查公司任何會計
帳簿或文件。

37.2 董事會得決定公司會計
帳簿或其中一部分公開供非
董事之股東檢查，以及在特
定之範圍內、時間、地點、
條件或規定下進行檢查。除
經法令、董事會或股東會授
權外，非董事之股東無權檢
查公司會計帳簿或文件。

37.3 董事會得依法令之要求
備置損益表、資產負債表、
合併報表（如有）以及其他
報告和帳簿於股東會。
37.4 所有董事會會議、董事
委員會會議和股東會之議事
錄和書面記錄應以中文為
之，並附英文翻譯。於中文
版本與其英文翻譯有不一致
之情形，應以中文版本為
準。但於決議須向開曼群島
公司登記處申請登記之情
形，應以英文版本為準。

37.3 董事會得依法令、章程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及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要
求，於股東會備置損益表、
資產負債表、合併報表（如有）
以及其他報告和帳簿。
37.4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所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有董事會、委員會和股東會之
議事錄和書面記錄應以中文
為之，並附英文翻譯。於中文
版本與其英文翻譯有不一致
之情形，應以中文版本為
準；惟相關決議應向開曼群
島公司登記處登記之情形，應
以英文版本為準。

(2)

37.5 委託書及依章
程與相關規定製作之文件、
表冊、媒體資料，應保存至
少一年。但與股東提起訴訟
相關之委託書、文件、表冊
及/或媒體資料，如訴訟超過
一年時，應保存至訴訟終結
為止。

37.5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委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託書及依章程和相關規定製
作之文件、表冊及/或電子存
取資料，應保存至少一年。
但與股東提起訴訟相關之委
託書、文件、表冊及/或電子
存取資料，如訴訟超過一年
時，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38.1 通知應以書面為之，且
得由公司交給股東個人，或
透過快遞、郵寄、越洋電報、
電傳或電子郵件發送給股
東，或發送到股東名冊中所
顯示的位址（或者在透過電
子郵件發送通知時，將通知
發送至股東所提供的電子郵

38.1 通知應以書面為之，且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得由公司交給股東個人，或透
過快遞、郵寄、越洋電報、電
傳或電子郵件發送給股東，或
發送到股東名冊中所顯示的
地址（或者在透過電子郵件
發送通知時，將通知發送至股
東所提供的電子郵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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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件位址）
。如果通知是從一個 址）。如通知是從一個國家郵
國家郵寄到另一個國家，應 寄到另一個國家，應以航空信
以航空信寄出。
寄出。

說明

38.2 當透過快遞發出通知
時，將通知提交快遞公司之
日，應視為通知寄送生效
日，並且通知提交快遞後的
第三日（不包括週六、週日
或國定假日）
，應視為收到通
知之日。當通知透過郵寄發
出時，適當填寫地址、預先
支付款項以及郵寄包含通知
之信件之日，應視為通知寄
送生效日，並且於通知寄出
後的第五日（不包括週六、
週日或國定假期）
，應視為收
到通知的日期。當通知透過
越洋電報或電傳發出通知
時，適當填寫地址並發出通
知之日，應視為通知寄送生
效日，其傳輸當日應視為通
知收到日期。當通知透過電
子郵件發出時，將電子郵件
傳送到指定接受者所提供的
電子郵件位址之日，應視為
通知寄送生效日，電子郵件
發送當日應視為收到通知的
日期，無須接受者確認收到
電子郵件。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38.2 當透過快遞發出通知
時，將通知交付予快遞公司
之日，視為通知寄送生效日，
並且通知交付快遞後的第三
日（不包括週六、週日或國定
假日），應視為通知到達之
日。當通知透過郵寄發出時，
適當填寫地址、預先支付款項
以及郵寄包含通知之信件之
日，應視為通知寄送生效日，
並且於通知寄出後的第五日
（不包括週六、週日或國定假
期），應視為收到通知的日
期。當通知透過越洋電報或電
傳發出通知時，適當填寫地址
並發出通知之日，應視為通知
寄送生效日，其傳輸當日應視
為通知收到日期。當通知透過
電子郵件發出時，將電子郵件
傳送到指定接受者所提供的
電子郵件位址之日，應視為通
知寄送生效日，電子郵件發送
當日應視為收到通知的日
期，無須接受者確認收到電子
郵件。

38.3 公司得以與發送本章程
所要求其他通知相同的方
式，向因股東死亡或破產而
被公司認為有權享有股份權
利之人發送通知，並以其姓
名、死者的代理人名稱、破
產管理人或主張權利之人提
供之地址中所為類似之描述
為收件人，或者公司可以選
擇以如同未發生死亡或破產
情事下相同之方式發送通
知。

38.3 公司得以與發送本章程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要求其他通知相同的方式，
向因股東死亡或破產而被公
司認為有權享有股份權利之
人發送通知，並以其姓名、死
者的代理人名稱、破產管理人
或主張權利之人提供之地址
中所為類似之描述為收件
人，或者公司可以選擇以如同
未發生死亡或破產情事下相
同之方式發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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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38.4 每一股東會的通知應以
上述方式，向在認定基準日
於股東名冊被記載為股東之
人為之，或於股份因股東死
亡或破產而移交給法定代理
人或破產管理人時，向法定
代理人或破產管理人為之，
其他人無權接受股東會通
知。
39.1 如果公司進入清算之程
序，且可供股東分配的財產
不足以清償全部股份資本，
該財產應予以分配，以使股
東得依其所持股份比例承擔
損失。如果在清算過程中，
可供股東間分配的財產顯足
以抵償清算開始時的全部股
份資本，得於扣除有關到期
款項或其他款項後，將超過
之部分依清算開始時股東所
持股份之比例在股東間進行
分配。本條規定不損及依特
殊條款和條件發行的股份持
有者之權利。

修訂後條文
說明
38.4 股東會的通知應以上述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方式，向在基準日於股東名冊
記載為股東之人為之，或於股
份因股東死亡或破產而移交
給法定代理人或破產管理人
時，向法定代理人或破產管理
人為之，其他人無權接受股東
會通知。

39.2 如果公司應清算，經公
司特別決議同意且取得任何
法令所要求的其他許可並且
符合公開發行公司法令的情
況下，清算人得依其所持股
份比例將公司全部或部分之
財產（無論其是否為性質相
同之財產）分配予股東，並
可為該目的，對任何財產進
行估價並決定如何在股東或
不同類別股東之間進行分
配。經同前述之決議同意及
許可，如清算人認為適當，
清算人得為股東之利益，將
此等財產之全部或一部交付
信託。但股東不應被強迫接
受負有債務或責任的任何財
產。

39.2 如公司應進行清算，經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公司特別決議同意且取得任
何法令所要求的其他許可並
且符合公開發行公司法令的
情況下，清算人得依其所持股
份比例將公司全部或部分之
財產（無論其是否為性質相同
之財產）分配予股東，並可為
該目的，對任何財產進行估
價，並決定如何在股東或不同
類別股東之間進行分配。經同
前述之決議同意及許可，如清
算人認為適當，清算人得為股
東之利益，將此等財產之全部
或一部交付信託。但股東不應
被強迫接受負有債務或責任
的任何財產。

39.1 如公司進入清算之程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序，而可供股東分配的財產
不足以清償全部股份資本，該
財產應予以分配，以使股東得
依其所持有股份比例承擔損
失。如果在清算過程中，可供
股東間分配的財產顯足以抵
償清算開始時的全部股份資
本，得於扣除有關到期款項或
其他款項後，將超過之部分依
清算開始時股東所持股份之
比例在股東間進行分配。本條
規定不損及依特殊條款和條
件發行的股份持有者之權利。

-70-

原條文
40 除董事會另有規定，公司
財務年度應於每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結束，並於公司設立
當年度起，於每年一月一日
開始。
41 如果公司根據法令為一
豁免公司，則可依據法令並
經特別決議，延長公司之註
冊並依開曼群島外之其他準
據法進行公司實體登記而繼
續存續，並註銷在開曼群島
之登記。
42 在不違反法令之情形
下，公司應以董事會決議指
定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或
居所之自然人為其在中華民
國境內依公開發行公司法令
之訴訟及非訴訟之代理人，
並以之為公開發行公司法令
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
公司應將該指定及其變更依
據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向中華
民國主管機關申報。

修訂後條文
說明
40 除董事會另有決議，公司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財務年度應於每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結束，並於公司設立當
年度起，於每年一月一日開
始。
41 如公司依據法令為豁免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公司，則得依法令規定及特
別決議延長公司註冊，並得
依開曼群島外之其他準據法
進行公司登記而繼續存續，並
註銷在開曼群島之登記。
42 在不違反法令之情形下， 酌修條文用字及格式。
公司應依董事會決議，指定
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或居
所之自然人為其在中華民國
境內依公開發行公司法令規
定之訴訟及非訴訟之代理
人，且該訴訟及非訴訟之代
理人為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
之負責人。公司應將指定及變
更依據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向
中華民國主管機關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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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修訂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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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對照表
原條文
6.1.5 本公司與本公司直接及間
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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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公司間，因短期融通資金
必要所為資金貸與，均不受第
6.1.3 條融資金額之限制，且本
公司與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境外公
司間對單一子公司從事資金貸
與之限額，以不得超過本公司
淨值百分之四十為限。

修訂後條文
6.1.5 本公司與本公司直接及
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境外公司間或本公司直
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分之百之境外公司間，因短期
融通資金必要所為資金貸
與，均不受第 6.1.3 條融資金
額之限制，且本公司與本公司
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境外公司間對單
一子公司從事資金貸與之限
額，以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
百分之四十為限。
6.5.4 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時，應 6.5.4 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時，
即還清本息。如到期未能償還 應即還清本息，違者本公司得
而需延期者，需事先提出請
就其所提供之擔保品或保證
求，報經董事會核准後為之， 人，依法逕行處分及追償。
每筆延期償還以不超過三個
月，並以一次為限，違者本公
司得就其所提供之擔保品或保
證人，依法逕行處分及追償。

-73-

說明
參考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問
答集第六題修訂。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第
三條規定修訂。

附件 F
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訂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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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對照表
原條文
6.1.2 股東會之召集，應編制議
事手冊，並依相關法令和章程
規定之時間與方式，於股東常
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
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議事手冊及
其他相關資料於中華民國證券
主管機關指定之公開資訊觀測
站公告申報之。股東會召集之
通知，常會應於開會日之三十
日前通知各股東，臨時會應於
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

6.1.4 與(a)選舉或解任董事，
(b)修改章程，(c)(i)解散，合併
或分割，(ii)訂立、修改或終止
關於出租公司全部營業，或委
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
營之契約，(iii)讓與公司全部或
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iv)受讓
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而對公司
營運有重大影響者，(d)許可董
事為其自己或他人從事公司營
業範圍內事務的行為，(e)以發
行新股方式分配公司全部或部
分盈餘，法定公積及或其他依
本公司章程第 35 條所規定款
項之資本化，及(f)公司私募發
行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等有
關的事項，應載明於股東會通
知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且不得

修訂後條文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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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與(a)選舉或解任董事，
(b)修改章程，(c)(i)解散，合併
或分割，(ii)訂立、修改或終止
關於出租公司全部營業，或委
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
營之契約，(iii)讓與公司全部或
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iv)受讓
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而對公司
營運有重大影響者，(d)許可董
事為其自己或他人從事公司營
業範圍內事務的行為，(e)以發
行新股方式分配公司全部或部
分盈餘，法定公積及或其他依
本公司章程第 35 條所規定款項
之資本化，(f)公司私募發行具
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g)發行
認股價格不受認股價格不得低
於發行日標的股票之收盤價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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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配合「上市上櫃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第6條第1項做
文字修訂。

配合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
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56 條之
1 及第 60 條之 2 之規定做
文字修訂。

原條文
以臨時動議提出。

修訂後條文
定限制之員工認股權憑證，及
(h)申報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等有關的事項，應載明於股東
會通知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且
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本條新增）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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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
6.3.2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
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 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
理人（以下稱｢股東｣）簽到， 理人（以下稱｢股東｣）簽到，
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 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
簽到。
簽到。
6.3.2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 6.3.3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
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 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
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 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
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
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
者，應另附選舉票。
者，應另附選舉票。
6.3.3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 6.3.4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
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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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
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 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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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 6.3.5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
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
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
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 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
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6.3.6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
6.3.5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
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 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
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 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
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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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
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 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
長未指定代理人或指定之代理 長未指定代理人或指定之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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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依「oo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
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第 6
條新增條文
條號修訂

條號修訂

配合「上市上櫃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第 6 條第 1 項
做文字及條號修訂

條號修訂

條號修訂

原條文
人因故不能行使代理職權者，
由其他出席之董事互推一人代
理之。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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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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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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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 除章程另有明文規定
外，如果在指定為股東會會議
之時間開始時出席股東代表股
份數未達法定出席股份數，主
席得宣佈延後開會，但其延後
次數以二次為上限，且延後時
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如股
東會經延後二次開會但出席股
東代表股份數仍不足法定出席
股份數時，主席應宣佈該股東
會流會。如仍有召集股東會之
必要者，則應依章程規定重行
召集一次新的股東會。
（本條新增）

（本條新增）

修訂後條文
人因故不能行使代理職權者，
由其他出席之董事互推一人代
理之。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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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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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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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 除章程另有明文規定
外，如果在指定為股東會會議
之時間開始時出席股東代表股
份數未達法定出席股份數，主
席得宣佈延後開會，但其延後
次數以二次為上限，且延後時
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如股
東會經延後二次開會但出席股
東代表股份數仍不足法定出席
股份數時，主席應宣佈該股東
會流會。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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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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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
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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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參採我國上市櫃公司治理
評鑑指標第 6、7 項，以及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第 6 條第 2 項做文
字及條號修訂
條號修訂

條號修訂

依「oo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
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第 9
條做文字修訂

依「oo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
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第 9
條新增條文

依「oo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
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第 9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
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規定
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6.8.1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 6.8.1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
受限制或本公司章程規定無表 受公司法限制或本公司章程規
決權者，不在此限。
定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6.8.5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 6.8.5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
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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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
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 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
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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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權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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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 除議程所列議案外，股東 （本條删除）
提出之其他議案或原議案之修
正案或替代案，應有其他股東
附議。
6.8.6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
6.8.7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
代案時，由主席並同原案定其 代案時，由主席並同原案定其
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 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
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
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
決，勿庸再行表決。
決，勿庸再行表決。
6.8.8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
6.8.7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
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 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
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6.8.9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
6.8.8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
開為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 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
報告，並作成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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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 6.9.1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
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 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
理，並應當場宣佈選舉結果。 理，並應當場宣佈選舉結果，
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
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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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條新增條文

依「oo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
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第
13 條做文字修訂
配合「上市上櫃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第 7 條第 3 項
做文字修訂

依「oo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
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第
13 條刪除條文
條號修訂

條號修訂

依「oo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
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第
13 條做文字及條號修訂

依「oo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
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第
14 條做文字修訂

原條文
6.10.4 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
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
少保存一年。但遇有與股東會
召集程序不當或不當通過決議
有關之訴訟情事時，應保存至
訴訟終結為止。

6.13.3 股東會得決議在五日內
延期或續行集會。
6.13.4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
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
續行會議。

修訂後條文
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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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至
少保存一年。但遇有與股東會
召集程序不當或不當通過決議
有關之訴訟情事時，應保存至
訴訟終結為止。
6.13.3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規
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
集會。
（本條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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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依「oo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
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第 8
條做文字修訂

依「oo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
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第
18 條做文字修訂
依「oo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
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第
18 條刪除條文

附件 G
董事選舉辦法
修訂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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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選舉辦法修訂對照表
原條文
1、目的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 除法令
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 依本
辦法之規定辦理。
2、範圍
無。

（本條新增）

修訂後條文
1、目的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
爰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2、範圍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 除法令或章
程另有規定者外, 依本辦法之規
定辦理。
6.1 董事資格及提名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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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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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
格，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設置即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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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文字修訂。

文字修訂。

依
「oo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
監察人選任程序」參考範例
第3、5、6條新增條文。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二條、第三條以及第四條之規
定。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
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即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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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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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 本公司董事因故解任，致不
足五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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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自事實發生之日
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
選之。獨立董事因故解任致人數
不足章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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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採累積 依「oo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6.1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單
記名累積投票制，每一股份有 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 及監察人選任程序」參考範
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
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
例第 7 條做文字及條號修
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
訂。
開選舉數人。
（本條删除）
6.2 本公司依章程設獨立董
事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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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之選任，應
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6.4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
6.4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監 依「oo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定監票員、計票員若干人，執 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 及監察人選任程序」參考範
行各有關任務。選舉用之投票 有關職務。選舉用之投票櫃(箱)
例第 10 條做文字修訂。
櫃(箱)由本公司備製, 並應於 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
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但 票員當眾開驗。
監票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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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6.6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
分，選舉人在選舉票｢被選舉
人｣欄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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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其
結果由主席宣佈之。

修訂後條文
說明
6.6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選 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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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其結
果應由主席當場宣佈，包含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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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股東依公司法提起
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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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酌「oo 股份有限公司股
東會議事規則」
參考範例第
14 條做文字修訂，並增訂
有關選舉票之保存，以資周
延。

肆、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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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公司章程（修正前）
(此中譯本僅供參考之用，其內容應以英文版為準)

開曼群島公司法（2012 年修訂）
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次修訂和重述章程大綱和章程

AIRTAC INTERNATIONAL GROUP
亞徳客國際集團
-2009 年 9 月 16 日成立-

（經 2013 年 5 月 22 日特別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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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曼群島公司法（2012 年修訂版）
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次修訂和重述章程大綱
AIRTAC INTERNATIONAL GROUP
亞徳客國際集團
（經 2013 年 5 月 22 日特別決議通過）

公司名稱為 AIRTAC INTERNATIONAL GROUP (亞德客國際集團)。
公司註冊所在地為開曼群島 Maples Corporate Services Limited,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或董事會日後決議之其他地點。
公司設立之目的未受限制，公司有權實行未受《公司法》（2012 年修訂版）及其日
後修正之版本或任何其他開曼群島法律所禁止的任何目的。
各股東對公司之義務限於繳清其未繳納之股款。
公司授權資本額是新臺幣 2,000,000,000 元，劃分為 200,000,000 股，每股面額新臺幣
10.00 元，根據《公司法》（2012 年修訂版）及其日後修正之版本和公司章程，公司
有權購回或購買任何股份，有權再分割或合併其中任何股票，有權發行全部或部分資
本，無論是否有任何性質的優先權或特權或任何遞延權利，或任何性質的條件或限制
等，除非已明確說明每股發行條件為普通股或特別股，否則公司有權依前述約定規定
發行條件。
公司有權依開曼群島外之其他準據法登記為股份有限公司而繼續存續，並註銷在開曼
群島之登記。
本章程大綱中未定義的專有名詞應與公司章程中的定義一致。
–頁面其餘部分有意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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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曼群島公司法（2012 年修訂版）
股份有限公司
修訂和重述章程
AIRTAC INTERNATIONAL GROUP
亞徳客國際集團
1

解釋

1.1

在本章程中，除非與本文有不符之處，法令所附第一個附件中的表格 A 不適用：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

指影響公開發行公司或任何在臺灣證券交易市場上市的公
司的中華民國法律，規則和規章，包括但不限於《公司法》
、
《證券交易法》、《企業併購法》等相關規定、經濟部發布
的規章制度、金管會發布的規章制度、臺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證交所」）發布的規章制度和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其相關規範等。

“年度淨利”

係指依各該年度公司經審計之年度淨利。

“章程”

指公司章程。

“公司”

指 AIRTAC INTERNATIONAL GROUP (亞徳客國際集團)。

“董事”

指公司當時的董事（為明確起見，包括任一及所有獨立董
事）。

“股利”

包括期中股利。

“電子記錄”

與《電子交易法》中的定義相同。

“電子交易法”

指開曼群島的《電子交易法》（2003 年修訂）。

“金管會”

指中華民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獨立董事”

指為符合當時有效之公開發行公司法令而於股東會經股東
選舉為“獨立董事”的董事。

“公開資訊觀測站”

指金管會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

“股東”

與法令中的定義相同。

“章程大綱”

指公司章程大綱。

“合併”

指(i)參與合併之公司全部消滅，由新成立之公司概括承受
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或(ii)參與合併之其中一公司存
續，由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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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續或新設公司之股份、或其他公司之股份、現金或其他
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
“普通決議”

指在股東會上有權投票的股東，親自或在允許代理的情況
下透過代理，以簡單多數決通過的決議。

“私募”

指由該公司或經其授權之人挑選或同意之特定投資人認購
本公司之股份、選擇權、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公司債、
附認股權特別股或其他有價證券。但不包括依據第 11 條所
為之員工激勵計畫或股份認購協議、認股權憑證、選擇權
或發行之股份。

“股東名冊”

指依法令維持的股東名冊登記。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包括
股東名冊登記的任何副本。

“註冊處所”

指公司目前註冊處所。

“中華民國”

指中華民國。

“印章”

指公司的一般圖章，包括複製的印章。

“股份”

指公司股份。

“股票”

指表彰股份之憑證。

“徵求人”

指依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徵求任何其他股東之委託書以被該
股東指派為代理人代理參加股東會並於股東會上行使表決
權之股東、經股東委託之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構。

“特別決議”

指經有權於該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表決權數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之決議。該股東得親自行使表決權或委託經充分
授權之代理人（如允許委託代理人，須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中載明該特別決議係特別決議）代為行使表決權。

“分割”

係指一公司將其得獨立營運之任一或全部之營業讓與既存
或新設之他公司，作為既存或新設之受讓公司發行新股予
為轉讓之該公司或該公司股東對價之行為。

“法令”

指開曼群島《公司法》（2012 年修訂）。

“從屬公司”

指(i)公司持有其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
過半數之公司；或(ii)公司、其從屬公司及控制公司直接或
間接持有其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合計超
過半數之公司。

“特別（重度）決議”

指(i)由代表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或以上之股東
（包括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出席股東表決權過
半數同意通過的決議，或(ii)若出席股東會的股東代表股份
總數雖未達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但超過公司已
發行股份總數之半數時，由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或以
上之同意通過的決議。

“集保結算所”

指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88-

“庫藏股”

指依據法令登記於公司名下之庫藏股。

“證交所”

指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1.2

在本章程中：
(a)

單數詞語包括複數含義，反之亦然；

(b)

陽性詞語包括陰性含義；

(c)

表述個人的單詞包括公司含義；

(d)

“書面”和“以書面形式”包括所有以可視形式呈現的重述或複製之文字
模式，包括以電子記錄形式；

(e)

所提及任何法律或規章的規定應理解為包括該規定的修正、修改、重新
制定或替代規定；

(f)

帶有“包括”、“尤其”或任何類似之表達語句應理解為僅具有說明性質，
不應限制其所描述之詞語的意義；

(g)

標題僅作參考，在解釋這些條款之意義時應予忽略；

(h)

《電子交易法》的第 8 部分不適用於本章程。

2

營業開始

2.1

公司設立後，得於董事會認為適當之時點開始營業。

2.2 董事會得以公司資本或任何其他公司之款項支付因公司成立和設立而生之所有

費用，包括登記費用。
3

股份發行

3.1 根據法令、章程大綱、章程和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以及股東會上公司可能給予的

任何指示）的相關規定（如有），在不損害現有股份所附屬權利的情況下，董事
會可以在其認為適當的時間、按其認為適當的條件、向其所認為適當的人分配、
發行、授與認股權或以其他方式處分股份，無論該股份是否有優先權，遞延權或
其他權利或限制，無論是關於股利，表決權，資本返還或其他方面的內容。且公
司有權贖回或買回任何或所有此等股份、分割或合併任何此等股份及就其資本之
任一部或全部發行，不論是賦予優先或特別之權利或加上權利之遞延或其他任何
條件或限制等，且因此除發行條件另有明文規定外，每一股份之發行不論係稱為
普通股、特別股或其他，均應受前述公司權力之限制。
3.2

公司不得發行無記名股票。

3.3

公司不得發行任何未繳納股款或繳納部分股款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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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東名冊

4.1

董事會應在其所認為適當之處所備置一份股東名冊，惟如董事會對放置地點
無決議時，股東名冊應放置在註冊處所。

4.2

如果董事會認為必要或適當，公司得於開曼群島境內或境外董事會認為適當
之處所備置一份或數份股東分冊。股東總名冊和分冊應一同被視為本章程所
稱之股東名冊。

4.3

股份在證交所交易時，該上市股份得依照其所適用之法律及證交所規定證明
及轉讓所有權。本公司就股東名冊得按照法令第 40 條之規定記載股份詳細情
況並加以保管，惟如上市股份適用之法律及證交所相關規定對記載格式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定。

5

股東名冊停止過戶或認定基準日

5.1

為決定有權獲得股東會或股東會延會通知之股東，或有權在股東會或股東會
延會投票之股東，或有權獲得股利之股東或為其他目的而需決定股東名單
者，董事會應決定股東名冊之停止過戶期間，且該停止過戶期間不應少於公
開發行公司法令規定之最低期間。

5.2

於依第 5.1 條之限制下，除股東名冊變更之停止外，或為取代股東名冊變更之
停止，董事會為決定有權獲得股東會通知，或有權在股東會或股東會延會投
票之股東名單，或為決定有權獲得股利或為任何其他目的而需決定股東名單
時，得預先或延後指定一特定日作為基準日。董事會依本 5.2 條規定指定基準
日時，董事會應依公開發行公司法令透過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該基準日。

5.3

有關執行股東名冊停止過戶期間的規則和程序，包括向股東發出有關停止變
更期間的通知，應遵照董事會通過的政策（董事會可能隨時變更之），該相
關政策應符合法令、章程大綱、章程和公開發行公司法令的規定。

6
6.1

股票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公司發行之股份應以無實體發行，並依公開發行公司法
令洽集保結算所登錄發行股份之相關資料。僅於董事會決議印製股票時，股
東始有權獲得股票。股票（如有）應根據董事會決定之格式製作。股票應由
董事會授權的一名或多名董事簽署。董事會得授權以機械程序簽發有權簽名
的股票。所有股票應連續編號或以其他方式識別之，並註明其所表彰的股份。
為轉讓之目的提交公司的股票應依本章程規定予以註銷。於繳交並註銷與所
表彰股份相同編號的舊股票之前，不得簽發新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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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若董事會依第 6.1 條之規定決議印製股票時，公司應於依法令、章程大綱、章
程及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得發行股票之日起 30 日內，對認股人或應募人交付股
票，並應依公開發行公司法令於交付股票前公告之。

6.3

股份不得登記為超過一位股東名下。

6.4

若股票經塗汚，磨損，遺失或損壞，得提出證據證明、賠償並支付公司在調
查證據過程中所產生之合理費用以換發新股票，該相關費用由董事會定之，
並（在塗汚或磨損的情況下）於交付舊股票時支付之。

7

特別股

7.1

經三分之二或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通過之決議及股東會之特別
決議，公司得發行較公司發行的普通股有優先權利的股份（“特別股”）。

7.2

在依第 7.1 條發行特別股之前，公司應修改章程並在章程中明定特別股的權利
和義務，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內容，而且特別股之權利及義務將不抵觸公開發
行公司法令有關於特別股權利及義務之強制規定，變更特別股之權利時亦同：

8

(a)

特別股分派股息及紅利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b)

特別股分派公司剩餘財產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c)

特別股股東行使表決權之順序或限制（包括無表決權等）；

(d)

與特別股權利義務有關的其他事項；

(e)

公司被授權或被強制要購回特別股時，其贖回之方法；於不適用贖回權
時，其聲明。

發行新股

8.1

公司發行新股，應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
意。新股份之發行應限於公司之授權資本額內為之。

8.2

除股東於股東會另以普通決議為不同決議外，公司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時，應
公告及通知各股東其有優先認購權，得按照原有股份比例儘先分認。於決議
發行新股之同一股東會，股東並得決議放棄優先認購權。公司應於前開公告
中聲明，如股東未依指定之期限依原有股份比例認購新發行之股份者，則應
視為喪失其優先認購權。在不違反第 6.3 條之規定下，如原有股東持有股份按
比例不足以行使優先認購權認購一股新股者，數股東得依公開發行公司法令
合併共同認購或歸併一人認購；如新發行之股份未經原有股東於指定期限內
認購完畢者，公司得依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將未經認購之新股於中華民國公開
發行或洽由特定人認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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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公司於中華民國境內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時，除董事會依據公開發行公司
法令及/或金管會或證交所之指示而為公司無須或不適宜對外公開發行之決定
外，應提撥發行新股總額之百分之十，在中華民國境內對外公開發行，但股
東會另有較高提撥比率之決議者，從其決議。

8.4

股東之新股認購權得獨立於該股份而轉讓。新股認購權轉讓之規則和程序應
依據公司制定的政策，且相關政策應符合法令，章程大綱，章程和公開發行
公司法令。

8.5

第 8.2 條規定的股東優先認購權，在因下列原因或目的而發行新股時不適用：
(a)與他公司合併，公司分割或公司重整有關；(b)與公司履行其認股權憑證及/
或認股權契約之義務有關，包括第 11 條所提及者；(c)與公司履行可轉換公司
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之義務有關；(d)與公司履行附認股權特別股之義務有
關，(e)與私募有關，或(f)依據第 8.7 條所發行之限制性股份。

8.6

通知股東行使優先認購權的期間及其他規則和程序、實行方式，應依董事會
所訂之政策制定，該相關政策應符合法令、章程大綱、章程和公開發行公司
法令。

8.7

公司得以股東會特別（重度）決議發行予員工限制權利之新股（下稱“限制性
股份”），第 8.2 條規定於發行限制性股份時不適用之。限制性股份之發行條
款，包括其發行數量、發行價格及發行條件等應遵循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規
定。

8.8

於不違反法令規定下，公司得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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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私募，其對象、有價證券種類、價
格訂定及有價證券之轉讓限制等事項，應遵循公開發行公司法令。

9

股份轉讓

9.1

於不違反法令和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規定下，公司發行的股份應得自由轉讓。

9.2

除章程和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另有規定時應從其規定，股東得以簽署轉讓文件
之方式轉讓股份。

9.3

於受讓人的名稱登記於公司股東名冊之前，讓與人應被視為股份持有者。

9.4

無論第 9.2 條之規定，於證交所交易股份之轉讓，在不違反公開發行公司法令
的情況，董事會得以決議通過依證交所採用的有價證券轉讓方式為之。

10
10.1

股份買回
於不違反法令、章程大綱及章程之情況下，公司得依據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
規定，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決議之條件自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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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買回其股份。公司如決議依據章程自證交所買回任何上市之股份，該董
事會決議及其執行情形，應依據公開發行公司法令於最近一次之股東會向股
東報告，該報告義務於公司因故未執行買回計畫時，亦同。

10.2

董事會得於依據第 10.1 條買回或贖回任何股份前決定該股份應作為庫藏股持
有之。

10.3

在不違反法令、章程或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情形下， 董事得決定註銷庫藏股
或按其認為合理條件下轉讓庫藏股（包括但不限於無償）予員工。

10.4

縱有第 10.3 條之規定，如公司買回任何於證交所交易之股份，並作為庫藏股
持有之（下稱“買回庫藏股”），任何將買回庫藏股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
價格（下稱“平均買回價格”）轉讓予員工之提議，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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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事項並應載明於該次股東會通知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且不得以臨時動議
提出：
(a)

所定轉讓價格、折價比率、計算依據及合理性；

(b)

轉讓股數、目的及合理性；

(c)

認股員工之資格條件及得認購之股數；及

(d)

對公司股東權益影響事項：
(i)

可能費用化之金額及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

(ii) 說明低於平均買回價格轉讓予員工對公司造成之財務負擔。
10.5

依據第 10.4 條買回而轉讓予員工之庫藏股總數，於轉讓任何庫藏股之日累計
不得超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五，且累計轉讓予單一員工之庫藏股
總數於轉讓予該員工任何庫藏股之日，累計不得超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千分之五。公司並得限制員工於不超過二年之期間內不得轉讓該股份。

10.6

縱有第 10.1 條至 10.5 條之規定，在不違反法令及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情形
下，公司得經股東會普通決議強制贖回或買回公司股份並註銷，惟該贖回或
買回除法令或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股東所持股份比例為之。
就該贖回或買回之給付（如有）應經通過該贖回或買回之普通決議，以現金
或公司特定財產之分配為之，惟(a)相關股份於贖回或買回時將被註銷且不會
作為公司之庫藏股，且(b)於以現金以外之財產分配予股東時，其類型、價值
及抵充數額應(i)於股東會決議前經中華民國會計師查核簽證，及(ii)經該收受
財產股東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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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員工激勵計畫

11.1

公司得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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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決議，
通過一個以上之激勵措施並得發行股份或選擇權、認股權憑證或其他類似之
工具給公司及從屬公司之員工。規範此等激勵計畫之規則及程序應與董事會
所制訂之政策一致，並應符合法令，章程大綱，章程和公開發行公司法令。

11.2

依前述第 11.1 條發行之選擇權、認股權憑證或其他類似之工具不得轉讓，但
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11.3

公司得依上開第 11.1 條所定之激勵計畫，與其員工及從屬公司之員工簽訂認
股權契約，約定於一定期間內，員工得認購特定數量的公司股份。此等契約
之條款對相關員工之限制不得低於其所適用之激勵措施所載條件。

11.4

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之董事非本章程第 11 條所訂員工激勵計畫之對象，但倘董
事亦為公司或其從屬公司之員工，該董事得基於員工身分（而非董事身分）
參與員工激勵計畫。

12

股份權利變更

12.1

無論公司是否處於清算程序，在任何時候，如果公司資本被劃分為不同種類
的股份，則需經該類股份持有人之股東會特別決議始可變更該類股份所附屬
之權利，但該類股份發行條件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縱有前述規定，如果章
程的任何修改或變更損害了任一種類股份的優先權，那麼該相關修改或變更
應經特別決議通過，並應經該類股份股東個別之股東會的特別決議通過。

12.2

章程中與股東會有關的規定應適用於每一相同種類股份持有者的會議。

12.3

股份持有人持有發行時附有優先權或其他權利之股份者，其權利不因創設或
發行與其股份順位相同之其他股份而被視同變更，但該類股份發行條件另有
明確規定者不在此限。

13

股份移轉

13.1

如果股東死亡，若該股份為共同持有時其他尚生存之共同持有人，或該股份
是單獨持有時其法定代理人，為公司所認定唯一有權享有股份權益之人。死
亡股東之財產就其所共有之股份所生之義務不因死亡而免除。

13.2

因股東死亡、破產、清算、解散或者因轉讓之外的任何其他情形而對股份享
有權利的人，應以書面通知公司，且在董事會所可能要求的相關證據完成後，
得寄發書面通知，選擇成為該相關股份之持有人或指定特定人成為該股份之
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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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4.1

14.2

14.3

章程大綱和章程的修改和資本變更
在不違反法令和章程就應經股東會普通決議處理事項之規定的情形下，公司
應以特別決議為下列事項：
(a)

變更其名稱；

(b)

修改或增加章程；

(c)

修改或增加章程大綱有關宗旨、權力或其他特別載明的事項；

(d)

減少其資本和資本贖回準備金；及

(e)

根據公司於股東會之決定，增加決議所規定的股本或註銷任何在決議通
過之日尚未為任何人取得或同意取得的股份。但於變更額定資本額之情
形，公司亦應向股東會提出修改。

在不違反法令和公開發行公司法令的情形下，公司非經特別（重度）決議不
得為下列事項：
(a)

出售、讓與或出租公司全部營業或對股東權益有重大影響的其他事項；

(b)

解任任何董事；

(c)

許可一個或多個董事為其自身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的其他商
業活動的行為；

(d)

使可分配股利及/或紅利及/或其他依第 35 條所規定款項之資本化；

(e)

合併、分割或私募，但符合法令定義之合併應同時符合法令之規定；

(f)

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公司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
經營之協議；

(g)

讓與其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但前述規定不適用於因公司解散
所進行的轉讓；或

(h)

取得或受讓他人的全部營業或財產而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者。

在不違反法令、章程及公開發行公司法令所訂法定出席股份數門檻之規定
下，有關公司解散之程序：
(a)

如公司係因無法於其債務到期時清償而決議自願解散者，公司應以股東
會普通決議為之；或

(b)

如公司係因前述第 14.3 條（a）款以外之事由而決議自願解散者，公司
應以特別決議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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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註冊處所
在不違反法令規定之情形下，公司得通過董事會決議變更其註冊處所之地點。

16

股東會

16.1

除年度股東常會外之所有股東會，應稱為股東臨時會；

16.2

公司應於每一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一次股東會作為年度股東常會，
並應在股東會召集通知中詳細說明。在這些會議上董事會應作相關報告（如
有）。

16.3

公司應每年舉行一次年度股東常會；

16.4

股東會應於董事會指定之時間及地點召開，惟除法令或本條另有規定外，股
東會應於中華民國境內召開。如在中華民國境外召開股東會，相關程序及核
准應依中華民國相關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於中華民國境外召開股東會時，
公司應委任中華民國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受理該等股東會行政事務（包括
但不限於受理股東委託投票事宜）。

16.5

董事會得召集股東會，且於經股東請求時，應立即進行公司股東臨時會之召
集；

16.6

前條股東請求是指在股東提出請求日持有不低於當時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
三的股份，並且持有該股份至少一年之股東所作出的請求；

16.7

前條股東之請求，必須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並由提出請求者簽名，
交存於註冊處所，且得由格式相似的數份文件構成，每一份由一個或多個請
求者簽名；

16.8

如董事會於股東提出請求日起十五日內未為股東臨時會召集之通知，則提出
請求之股東得依據公開發行公司法令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

17

股東會通知

17.1

任何年度股東常會之召集，應至少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任何股東臨時會
之召集，應至少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每一通知之發出日或視為發出日及
送達日應不予計入。股東會通知應載明會議地點、日期、時間和召集事由，
並應以下述方式發出，或經股東同意者，以電子方式發出，或以公司規定的
其他方式發出。但如果經所有有權參加該股東會之股東（或其代理人）同意，
則無論本章程所規定的通知是否已發出，也無論是否遵守章程有關股東會的
規定，該公司股東會均應被視為已合法召集。

17.2

倘公司非因故意而漏向有權獲得通知之任ㄧ股東發出股東會通知，或其未收
到股東會會議通知，該股東會會議之程序不因此而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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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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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東會採
行書面行使表決權者，並應將前開資料及書面行使表決權用紙，併同寄送給
股東。

17.4

公司並應於股東會前依公開發行公司法令準備股東會議事手冊和補充資料供
股東索閱，並陳列於公司及其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並應
依公開發行公司法令所規定之期限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17.5

與(a)選舉或解任董事，(b)修改章程，(c)(i)解散，合併或分割，(ii)訂立、修改
或終止關於出租公司全部營業，或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契約，
(iii)讓與公司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iv)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而對
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者，(d)許可董事為其自己或他人從事公司營業範圍內事
務的行為，(e)以發行新股方式分配公司全部或部分盈餘，法定公積及或其他
依第 35 條所規定款項之資本化，及(f)公司私募發行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等
有關的事項，應載明於股東會通知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且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

17.6

董事會應在公司之登記機構（如有適用）及公司位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股務代
理機構之辦公室備置公司章程，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股東名冊以及公
司發行的公司債存根簿。股東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查閱範圍，隨
時請求檢查、查閱或抄錄。

17.7

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及法令之規定，將董事會準備的所有表冊，以及
審計委員會準備之報告書（如有），備置於其登記機構（如有適用）及其位
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股務代理機構之辦公室。股東可隨時檢查和查閱前述文
件，並可偕同其律師或會計師進行檢查和查閱。

18

股東會事項

18.1

除非出席股東代表股份數達到法定出席股份數，股東會不得為任何決議。除
章程另有規定外，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親自或委託代理人出
席，應構成股東會之法定權數。

18.2

董事會應根據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要求，提交其為年度股東常會所準備的營
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供股東承認或同意，經
股東會承認或同意後，董事會應根據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將經承認的財務報
表及其副本、公司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決議分發給每一股東或於公開資訊觀
測站以公告方式為之。

18.3

除本章程另有明文規定及不違反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規定外，如果在指定為
股東會會議之時間開始時出席股東代表股份數未達法定出席股份數，或者在
股東會會議進行中出席股東代表股份數未達法定出席股份數者，主席得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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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後開會，但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上限，且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
如股東會經延後二次開會但出席股東代表股份數仍不足法定出席股份數時，
主席應宣布該股東會流會。如仍有召集股東會之必要者，則應依章程規定重
行召集一次新的股東會。
18.4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應由董事長擔任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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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所指
定之代理人因故不能行使代理職權時，應由其他出席之董事互推一人代理
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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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在會議上進行投票的決議應通過投票方式決定。在會議上進行投票的決議不
得以舉手表決之方式決定之。在需要投票並計算多數決時，需注意章程授予
每一股東的投票數。

18.6

在票數相同的情況下，主席均無權投下第二票或決定票。

18.7

章程任何內容不得妨礙任何股東向有管轄權之法院提起訴訟，以尋求與股東
會召集程序之不當或不當通過決議有關的適當救濟，因前述事項所生之爭議
應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18.8

除法令、章程大綱或章程另有明文規定外，任何於股東會上提出交由股東決
議、同意、採行、確認者，應以普通決議為之。

18.9

於相關之股東名冊停止過戶期間前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
股東，得於由董事會制訂並經股東會普通決議同意之股東會議事規則所規定
之範圍內，依該規則以書面向公司提出一項股東常會議案。下列提案均不列
入議案：(a)提案股東持股未達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者，(b)該提案事項非
股東會所得決議者，(c)該提案股東提案超過一項者，或(d)該提案於公告受理
期間外提出者。

19

股東投票

19.1

在不影響其股份所附有之任何權利或限制下，每一親自出席或委託代理人出
席之股東於進行表決時，就其所持有的每一股份均有一表決權。

19.2

除已在認定基準日被登記為股東，或者已繳納相關催繳股款或其他款項者
外，任何人均無權在任何股東會或個別種類股份持有者的個別會議上行使表
決權。

19.3

有表決權之股東對行使表決權者資格提出異議者，應提交主席處理，主席的
決定具有終局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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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表決得親自進行或透過代理人進行。一股東僅得以一份委託書指定一個代理
人出席會議並行使表決權。

19.5

持有超過一股以上的股東就任何決議應以相同方式行使其持有股份之表決
權。惟股東係為他人持有股份時，股東得主張在不違反法令之範圍內依據公
開發行公司法令分別行使表決權。

19.6

如股東會於中華民國召開者，董事會得決定股東於股東會之表決權得以書面
投票或電子方式行使之。如股東會於中華民國境外召開者，股東行使表決權
之方式應包括得採行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如表決權得以書面
投票或電子方式行使時，行使表決權之方式應載明於寄發予股東之股東會通
知，其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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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述方式行使表決權的
股東應被視為已指派股東會主席為其代理人，以書面文件或電子文件中指示
方式在股東會中行使其股份之表決權。惟此種指派不應視為依公開發行公司
法令之委託代理人。擔任代理人之主席無權就書面或電子文件中未提及或載
明之任何事項而行使該等股東之表決權，亦不應就股東會中提案之任何原議
案之修訂或任何臨時動議行使表決權。以此種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應視為
已拋棄其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或原議案之修正之通知及表決權之權利。
如股東會主席未依該等股東之指示代為行使表決權，則該股份數不得算入已
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惟應算入計算股東會最低出席人數時之股數。

19.7

倘股東依第 19.6 條之規定向公司送達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意思
表示後，至遲得於股東會開會前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另向
公司送達其欲撤銷其之前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且該等撤銷構成依據 19.6
條指派股東會主席為其代理人之意思表示之撤銷。倘股東依據 19.6 條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後，超過前述撤銷其意思表示之期限者，
依據 19.6 條視為指派股東會主席為其代理人之意思表示將無法撤銷，並應由
主席在股東會中代為行使其股份之表決權。

19.8

倘股東已按第 19.6 條之規定指派主席為代理人透過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者，仍以委託書委託其他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則其後之委託其他代
理人應視為已撤銷按第 19.6 條規定對於主席為代理人之指派。

20

代理

20.1

委託代理人之委託書應以書面為之，由委託人或其正式授權的被授權人書面
簽署。如委託人為公司時，則由其正式授權的高級職員或被授權人進行簽署。
代理人不需要是公司股東。

20.2

出席股東會委託書之取得，應受下列限制：
(a)

委託書之取得不得以金錢或其他利益為交換條件。但代公司發放股東會
紀念品或徵求人支付予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之合理費用，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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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委託書之取得不得以他人名義為之。

(c)

徵求取得之委託書不得作為非屬徵求之委託書以出席股東會。

20.3

除股務代理機構外，受託代理人所受委託之人數不得超過三十人。受託代理
人受三人以上股東委託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依其適用之情形檢附下
列文件送達公司或其股務代理機構：(a)聲明書聲明委託書非為自己或他人徵
求而取得；(b)委託書明細表乙份，及(c)經簽名或蓋章之委託書。

20.4

股東會無選舉董事之議案時，公司得委任股務代理機構擔任股東之受託代理
人。相關委任事項應於該次股東會委託書使用須知載明。股務代理機構受委
任擔任受託代理人者，不得接受任何股東之全權委託，並應於公司股東會開
會完畢五日內，將委託出席股東會之委託明細、代為行使表決權之情形，契
約書副本及中華民國證券主管機關所規定之事項，製作受託代理出席股東會
彙整報告，並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處。

20.5

除股東依照第 19.6 條規定指派股東會主席為代理人透過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或根據中華民國法律組織的信託事業，或依公開發行公司法令
核准的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兩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的有權表
決權數不得超過股票停止過戶前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的百分之三；超過時
其超過的表決權，不予計算。為免疑義，依第 20.4 條經公司委任之股務代理
機構所代理之股數，不受前述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百分之三之限制。

20.6

受三人以上股東委託之受託代理人，其代理之股數不得超過其本身持有股數
之四倍，且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三。

20.7

倘股東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委託受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以受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股東於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後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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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委託書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
送達公司註冊處所，或送達在股東會召集通知或公司寄出之委託書上所指定
之處所。公司收受之委託書有重複時，除該股東於後送達之委託書中以書面
明確撤銷先送達之委託書外，以最先送達於公司者為準。

20.9

委託書應以公司核准之格式為之，並載明僅為特定股東會所為。委託書格式
內容應至少包括(a)填表須知、(b)股東委託行使事項及(c)股東、受託代理人及
徵求人（如有）基本資料等項目，並與股東會召集通知同時提供予股東。此
等通知及委託書用紙應於同日分發予所有股東。

20.10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之議案者，委託書於股東會開會前應經公司之股務代理機
構或其他股務代理機構予以統計驗證。其驗證內容如下：
(a)

委託書是否為基於公司權限所印製；

-100-

(b)

委託人是否簽名或蓋章於委託書上；

(c)

委託書上是否填具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依其適用之情形）之姓名，且
其姓名是否正確。

20.11

委託書、議事手冊或其他會議補充資料、徵求人徵求委託書之書面及廣告、
委託書明細表、基於公司權限印發之委託書用紙及其他文件資料之應記載主
要內容，不得有虛偽或欠缺之情事。

20.12

根據委託書條款所為之表決，除公司在委託書所適用之該股東會或股東會延
會開始前二日前，於註冊處所收到書面通知外，其所代理之表決均屬有效。
前揭通知應敘明撤銷委託之原因係因被代理人於出具委託書時不具行為能力
或不具委託權力者或其他事由。

20.13

委託受託代理人之股東得於股東會後七日內應有權向公司或其股務代理機構
請求查閱該委託書之使用情形。

20.14

公司於中華民國境外召開股東會時，應於中華民國境內委託專業股務代理機
構，受理股東投票事宜。

21

委託書徵求

除法令及章程另有規定外，委託書徵求之相關事宜，悉依照中華民國公開發行
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之規定辦理。
22
22.1

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
在下列決議為股東會通過的情況下，於會議前已以書面通知公司其反對該項
決議之意思表示，並在股東會上再次提出反對意見的股東，可請求公司以當
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所有之股份：
(a)

公司締結，修改或終止有關出租公司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
共同經營的契約；

(b)

公司轉讓其全部或主要部分的營業或財產，但公司因解散所為的轉讓不
在此限；

(c)

公司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營運產生重大影響者。

22.2

在公司營業之任一部分被分割或與另一公司進行合併的情況下，放棄對該議
案之表決權並就該議案在股東會前或股東會中以書面表示異議，或以口頭表
示異議（並經記錄）的股東，得要求公司以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所有之股份。

22.3

前兩條所規定的請求應在決議日起二十日內，提出記載請求買回之股份種類
和數額的書面請求於公司。在公司與提出請求的股東就該股東所持股份之收
買價格（以下稱「股份收買價格」）達成協定的情況下，公司應在決議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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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日內支付價款。在公司未能在決議日起六十日內與股東達成協定的情況
下，股東可在該六十日期限之後的三十日內，聲請中華民國有管轄權的法院
為股份收買價格之裁定，該法院所作出的裁定對於公司和提出請求的股東之
間僅就有關股份收買價格之事項具有拘束力和終局性。
22.4

23

前述股份收買價款的支付應與股票的交付同時為之，且股份的移轉應於受讓
人之姓名登錄於股東名冊時生效。

法人股東
任何公司組織或其他非自然人為股東時，其得根據其組織文件，或如組織文件沒
有相關規範時以董事會或其他有權機關之決議，授權其認為適當之人作為其在公
司會議或任何類別股東會的代表，該被授權之人有權代表該法人股東行使與作為
個人股東所得行使之權利相同的權利。

24

無表決權股份

24.1

公司持有自己之股份者（包括透過從屬公司持有者）不得在任何股東會上直
接或間接行使表決權，亦在任何時候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24.2

對於股東會討論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且其利益可能與公司之利益衝突的
股東，就其所持有的股份，不得在股東會上就此議案加入表決，但為計算法
定出席股份數門檻之目的，此等股份仍應計入出席該股東會股東所代表之股
份數。前述股東亦不得代理其他股東行使表決權。

24.3

董事以其所持股份設定質權者，應將設定情事通知公司。董事以股份設定質
權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其超過之股份不得行使
表決權，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25

董事

25.1

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包括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九人，且不多於十五
人，每一董事任期三年，得連選連任。於符合相關法令要求（包括但不限於
對上市公司之要求）之前提下，公司得於前述董事人數範圍內隨時以董事會
決議增加或減少董事的人數。

25.2

除經證交所核准者外，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關係或二
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25.3

公司召開股東會選任董事，當選人不符第 25.2 條之規定時，不符規定之董事
中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低者，其當選應視同失效。已充任董事違反前述規
定者，當然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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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除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就
公開發行公司法令要求之範圍內，獨立董事其中至少一人應在中華民國境內
設有戶籍，且至少一名獨立董事應具有會計或財務專業知識。

25.5

獨立董事應具備專業知識，且於執行董事業務範圍內應保持獨立性，不得與
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利害關係。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
立性之認定，應依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規定。

25.6

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得以書面請求
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並得以有管轄權之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股東提出請求後三十日內不提起訴訟時，股東得為公司
提起訴訟，並得以有管轄權之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26

董事會權力

26.1

於符合法令，章程大綱和章程以及依股東會普通決議、特別決議以及特別（重
度）決議所作指示之情形下，公司業務應由可以行使公司全部權力的董事會
管理之。如果在對章程大綱或章程進行變更或股東會作出前述任何指示前，
董事會所為的行為是有效的，則對章程大綱或章程所為的變更及前述相關指
示的作出，不得使董事會的該等先前行為無效。合法召集之董事會於符合法
定出席人數時，得行使所有董事會得行使之權力。

26.2

所有支票、本票、匯票和其他可流通票據以及向公司支付款項的所有收據，
應以董事會決議所決定之方式為簽名、簽發、承兌、背書或以董事會決議之
其他方式簽署。

26.3

董事會得行使公司全部權力，而為公司進行借款、對公司之保證、財產和未
催繳之股本設定抵押或收取全部或部分費用，或以直接購買或是作為公司或
任何第三人債務、責任或義務的擔保之用而發行債券、信用債券、設定抵押、
公司債券或其他相關證券。

26.4

公司得購買董事責任保險，且董事會應參考中華民國國內及海外同業水準決
議該保險之相關條件。

26.5

董事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
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得以股東會普通決議，將該違反義務行為之所得，
當作該違反義務行為係為公司利益所為而視其為公司之所得。如董事對於公
司業務之執行，因違反法令致公司受有損害時，該董事應對公司負賠償之責。
以上義務，於經理人亦有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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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董事任命和免職

27.1

公司得於任何股東會以多數決，或低於多數時以最多票決，選任任何人為董
事，此等投票應依下述第 27.2 條計票。公司得以特別（重度）決議解任任一
董事。有代表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親自出席或委託出席）
者，應構成選舉一席以上董事之股東會之法定出席股份數。

27.2

董事之選舉應依票選制度採行累積投票制，其程序由董事會通過且經股東會
普通決議採行之，每一股東得行使之投票權數與其所持之股份乘上應選出董
事人數之數目相同（以下稱「特別投票權」），任一股東行使之特別投票權
總數得由該股東依其選票所指明集中選舉一名董事候選人，或分配選舉數董
事候選人。無任一投票權限於特定種類、派別或部別，且任一股東均應得自
由指定是否將其所有投票權集中於一名或任何數目之候選人而不受限制。由
所得選票代表投票權較多之候選人，當選為董事。如選任超過一名以上之董
事時，由所得選票代表投票權較其他候選人為多者，當選為董事。該累積投
票制度的規則和程序，應隨時符合董事會所擬訂並經股東會普通決議通過的
政策，該政策應符合章程大綱，章程和公開發行公司法令的規定。

27.3

董事會得採用符合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候選人提名制度。該候選人提名的規
則和程序應符合董事會所擬訂並經股東會普通決議通過後所隨時制定的政
策，該政策應符合法令，章程大綱，章程和公開發行公司法令的規定。此外，
獨立董事之選任，應採用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候選人提名制度。

27.4

法人為股東時，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代表人有數人時，並得分別當選。

28

董事職位之解任

28.1

本章程縱有相反之規定，公司得於董事任期未屆滿前，以普通決議改選全體
董事，並按第 27.1 條規定選舉新任董事，且現任董事除通過改選之決議另有
決議外，應視為於通過該決議時在任期屆滿前解任。

28.2

任一董事如果發生下列情事之一者，該董事應當然解任：
(a)

其以書面通知公司辭任董事職位；

(b)

其死亡，破產或廣泛地與其債權人為協議或和解；

(c)

其被有管轄權法院或官員以其為或將為心智缺陷，或因其他原因而無法
處理自己事務為由而作出裁決，或依其所適用之法令其行為能力受限
制；

(d)

其從事不法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且服刑期滿尚未逾五年；

(e)

其因刑事詐欺、背信或侵占等罪，經判處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確定，且服
刑期滿尚未逾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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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其從事公職期間因侵占公司款項或公共資金經有罪判決確定，且服刑期
滿尚未逾二年；

(g)

其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

(h)

經股東會特別（重度）決議解任其董事職務；或

(i)

董事若在其執行職務期間所從事之行為對公司造成重大損害，或嚴重違
反相關適用之法律及/或規章或章程大綱和章程，但未經公司依特別（重
度）決議將其解任者，則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
有權自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三十日內，以公司之費用，訴請有管轄權之法
院解任該董事，而該董事應於該有管轄權法院為解任董事之終局判決時
被解任之。為免疑義，倘一相關法院有管轄權而得於單一或一連串之訴
訟程序中判決前開所有事由者，則為本條款之目的，終局判決應係指該
有管轄權法院所為之終局判決。

如董事當選人有前項第(b)、(c) 、(d) 、(e) 、(f)或(g)款情事之一者，該董事
當選人應被取消董事當選人之資格。

29

董事會事項

29.1

董事會得訂定董事會進行會議所需之最低法定出席人數，除董事會另有訂定
外，法定出席人數應為超過經選任之董事總席次的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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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司董事會缺額席次達經
選任之董事總席次三分之一時，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會補選董事以
填補缺額。

29.2

除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另有規定外，若獨立董事因故解任，致人數不足三人時，
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除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另有規定外，若所有
獨立董事均解任時，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會補選獨立董事以填補
缺額。

29.3

於符合章程規定之情形下，董事會得以其認為適當的方式規範其程序。任何
提議應經由多數決決定。在得票數相等的情況下，主席不得投下第二票或決
定票。

29.4

出席董事會人員得透過視訊會議方式出席董事會或董事委員會。以該方式參
加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本公司董事會或董事委員會召開之地點與時間，
應於本公司所在地及辦公時間或便於董事出席且適合董事會或董事委員會召
開之地點及時間為之。

29.5

任一董事或經任一董事授權之本公司高級職員者得召集董事會，並應至少於
七日前以書面通知（得以傳真或電子郵件通知）每一董事，該通知並應載明
討論事項之概述。但有緊急情事時，得於依據公開發行公司法令發出召集通
知後隨時召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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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續任董事得履行董事職務不受部分董事因解任而職位空缺之影響，惟如續任
董事之人數低於章程所規定的必要董事人數時，續任董事僅得召集股東會，
不得從事其他行為。

29.7

董事會應依其決議訂定董事會之議事規則，並將該議事規則提報於股東會，
且該議事規則應符合章程及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規定。

29.8

對於任何董事會或董事委員會所做成的行為，即便其後發現董事選舉程序有
瑕疵，或相關董事或部分董事不具備董事資格，該行為仍與經正當程序選任
之董事或董事具備董事資格的情況下所作出的行為具有同等效力。

29.9

董事得以書面委託代理人代理出席董事會。代理人應計入法定出席人數，代
理人在任何情況下所進行的投票應視為原委託董事的投票。

30

董事利益

30.1

董事在其任董事期間，可同時擔任本公司任何其他帶薪職位，其期間、條件
及報酬等董事會得決定之。

30.2

董事之報酬僅得以現金給付。該報酬之金額應由董事會決定且應參酌董事對
公司經營之服務範圍與價值及中華民國國內及海外之同業給付水準。

30.3

除法令或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另有禁止外，董事得以個人或其公司的身份在專
業範圍內代表本公司，該董事個人或其公司有權就其提供之專業服務收取相
當於如其非為董事情況下的同等報酬。

30.4

董事如在公司業務範圍內為自己或他人從事行為，應在從事該行為之前，於
股東會上向股東揭露該等利益的主要內容，並在股東會上取得特別（重度）
決議許可。如果董事違反本條規定，為自己或他人為該行為時，股東得以普
通決議，要求董事交出自該行為所獲得的任何和所有收益，但自相關所得發
生後逾一年者，不在此限。

30.5

縱本條（第 30 條）有任何相反之規定，對董事會會議討論事項有個人利害關
係且其利益與公司利益可能衝突之董事，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自身利害關
係及其重要內容，且不得行使表決權或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決權，根據上述
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或代理行使表決權的董事，其表決權不應計入已出席董
事會會議董事的表決權數。

31

議事錄
董事會應將有關董事會對高級職員的所有任命、公司會議事項、任何種類股份持
有股東之股東會、董事會及董事委員會，包括每一會議出席董事的姓名等事項，
集結成議事錄並整理成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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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董事會權力之委託

32.1

董事會得於遵守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情形下，將其任何權力委託給由一位或
多位董事所組成的委員會行使。如果認為需要常務董事或擔任其他行政職位
的董事行使相關權力，亦得委託常務董事或擔任其他行政職位的董事行使
之，但倘若受委託之常務董事中止董事一職，對常務董事的委託應撤回。任
何此種委託得受董事會所訂定之條件約束，附屬於或獨立於董事會之權力，
並得撤回和變更。於章程中規範董事會事項的內容有所調整時，前述董事委
員會亦應受章程中規範董事會事項之規範（如得適用時）。

32.2

董事會得設立委員會，並得任命任何人為經理或管理公司事務之代理人，並
得指定任何人作為委員會的成員。任何此種指定應受董事會所訂定之條件約
束，附屬於或獨立於董事會之權力，並得撤回和變更。於章程中規範董事會
事項的內容有所調整時，前述相關委員會亦應受其規範（如得適用時）。

32.3

董事可以根據董事會訂定之條件，以委託書授權或其他方式指定公司代理
人，但該委託不得排除董事自身權力，且該委託得於任何時候由董事撤回。

32.4

董事會可經由授權委託書或其他方式指定任何公司，事務所、個人或主體（無
論由董事會直接提名或間接提名）作為公司之代理人或有權簽署人，在董事
會認為適當的條件與期間下，擁有相關權力、授權及裁量權（惟不得超過根
據本章程董事會所擁有或得以行使的權力）。任何授權和其他委託，可包含
董事會認為適當，有關保護進行委託或授權簽署事項人員和為其提供方便的
規定。董事亦得授權相關代理人或授權簽署人將其所擁有的權力、授權及裁
量權再為委託。

32.5

在不違反喪失資格和解任的相關規定下，董事會應選舉董事長，且得以其認
為適當的條件和薪酬指定其認為必要的其他高級職員，履行其認為適當的義
務，除非其任命條件另有說明，否則得透過董事會決議解雇該高級職員。

32.6

縱本條（第 32 條）有任何相反之規定，除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另有規定外，董
事會應設立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的審計委員會，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在公
開發行公司法令要求之範圍內，至少有一人需具有會計或財務專長。審計委
員會決議應經該委員會半數或超過半數成員同意。審計委員會規則和程序應
符合隨時經審計委員會成員提案並經董事會通過的政策，相關政策應符合法
令、章程大綱、章程及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規定與金管會或證交所之指示或
要求（如有）。此外，董事會應依其決議訂定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且該規
程應符合章程及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規定。

32.7

任何下列公司事項應經審計委員會半數或超過半數成員同意，並提交董事會
進行決議：
(a)

訂定或修正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b)

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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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訂定或修正重大財務或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例如取得或處分資產、衍
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或為他人背書或保證；

(d)

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e)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f)

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g)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h)

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i)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j)

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k)

公司隨時認定或監督公司之任一主管機關所要求的任何其他事項。

前項第(a)款至第(k)款規定的任何事項，除第（j）款以外，如未經審計委員會
成員半數或超過半數同意者，得僅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或以上同意行之，不受
前項規定之限制，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32.8

董事會應依照公開發行公司法令設立薪資報酬委員會。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
之人數、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應依公開發行公司法
令之規定，席次不低於三席，並由其中一人擔任薪資報酬委員會主席。薪資
報酬委員會規則和程序應符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提案並經董事會通過的
政策，相關政策應符合法令、章程大綱、章程及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規定，
及金管會或證交所之指示及要求。董事會應依其決議訂定薪資報酬委員會組
織規程，且該規程應符合章程及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規定。

32.9

前條薪資報酬應包括董事及經理人之報酬、薪資、股票選擇權與其他獎勵性
給付。為本條款之目的，第 32.9 條所述之經理人係指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
程所定義之經理人。

33

印章

33.1

如經董事會決定，則公司得有一印章。該印章僅能依董事會或董事會授權之
董事委員會之授權使用之。印章之使用應依董事會制訂之印章使用規則（董
事會得隨時修改之）為之。

33.2

公司得在開曼群島境外的任何地方持有複製的印章以供使用，每一複製印章
均應是公司印章的精確複製品，並由董事會指定之人保管，且若經董事會決
定，得在複製印章的表面加上其使用地點的名稱。

33.3

董事會授權之人得在要求其須以印章進行驗證的文件上，或在提交開曼群島
或其他地方公司登記機關的任何公司文件上，將印章加蓋於其簽名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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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股利，利益分派和公積

34.1

本公司得依董事會擬訂並經股東會以普通決議通過之利潤分配計畫分配利
潤。董事會應以下述方式擬訂該利潤分配計畫：本公司應就當年度淨利先彌
補歷年虧損。其次，依公開發行公司法令規定或依主管機關要求提撥特別盈
餘公積；並得提撥當年度淨利之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作為員工紅利，該員工
紅利得按照依第 11.1 條規定同意之員工激勵計畫配發。董事會應於盈餘分派
之議案中明訂分派予員工之紅利之成數，股東會得於決議同意前修改該提
案。董事兼任本公司執行主管者得受領擔任公司員工之紅利。任何所餘利潤
得依法令及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並考量當年度之淨利狀況及因應公司資本結
構發放股利，除董事會及股東會另有決議外，所分配予股東之盈餘金額不得
低於當年度淨利之百分之六十，且現金股利之數額不得低於當年度擬分配利
潤之百分之十。

34.2

在不違反法令和本條規定的情形下，董事會可公告已發行股份的股利和利益
分派，並授權使用公司於法律上可動用的資金支付股利或利益分派。除以公
司已實現或未實現利益、股份發行溢價帳戶或經法令允許的其他款項支付股
利或為利益分派外，不得支付股利或為利益分派。

34.3

除股份所附權利另有規定者外，應根據股東持有股份之比例分派支付所有股
利。如果股份發行的條件是從某一特定日期開始計算股利，則該股份之股利
應依此計算。

34.4

股東如有因任何原因應向公司支付任何款項，董事會得從應支付予該股東的
股利或利益分派中扣除之。

34.5

董事會於經股東會之普通決議通過後得宣佈全部或部分股利以外之分派以特
定資產為之（尤其是其他公司之股份、債券或證券），或以其中一種或多種
方式支付，在此種分配發生困難時，董事會得以其認為便利的方式解決，並
確定就特定資產分配之價值或其一部之價值，且得決定於所確定價值的基礎
上向股東支付現金以調整所有股東的權利，並且如果董事會認為方便，可就
特定資產設立信託。

34.6

任何股利、分派、利息或與股份有關的其他現金支付款項得以匯款轉帳給股
份持有者，或以支票或認股權憑證直接郵寄到股份持有者的登記地址。每一
支票或認股權憑證應憑收件人的指示支付。

34.7

任何股利或分派不得向公司要求加計利息。

34.8

不能支付給股東的股利及/或在股利公告日起六個月之後仍無人主張的股利，
可根據董事會的決定，支付到以公司名義開立的獨立帳戶，但該公司不得成
為該帳戶的受託人，且該股利仍然為應支付給股東的債務。如於股利公告日
起六年之後仍無人請求的股利將被認定為股東已拋棄其可請求之權利，該股
利並轉歸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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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資本化
在不違反第 14.2(d)條規定的情形下，董事會可將列入公司準備金帳戶（包括股
份溢價帳戶和資本贖回準備金）的任何餘額，或列入損益帳戶的任何餘額，或其
他可供分配的款項予以資本化，並依據如以股利分配盈餘時之比例分配此等金額
予股東。並代表股東將此等金額用以繳足供分配之未發行股份股款，記為付清股
款之股份並依前述比例分配予股東。在這種情況下，董事會應為使該資本化生效
所需之全部行為及事項，董事會並有全權制訂其認為適當的規範，使股份將不會
以小於最小單位的方式分配（包括規定該等股份應分配之權利應歸公司所有而非
該股東所有）。董事會可授權任何人代表所有就此具利益關係之股東與公司訂立
契約，規定此等資本化事項以及其相關事項。任何於此授權下所簽訂之契約均為
有效且對所有相關之人具有拘束力。

36

公開收購
董事會於公司或公司依公開發行公司法令指派之訴訟及非訟代理人接獲公
開收購申報書副本及相關書件後七日內，應對建議股東接受或反對本次公開
收購做成決議，並公告下列事項：
1. 董事及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自己及以他人名義目
前持有之股份種類、數量。
2. 就本次公開收購對股東之建議，並應載明對本次公開收購棄權投票或
持反對意見之董事姓名及其所持理由。
3. 公司財務狀況於最近期財務報告提出後有無重大變化及其變化說明
（如有）。
4. 董事及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自己及以他人名義持
有公開收購人或其關係企業之股份種類、數量及其金額。

37

會計帳簿

37.1

董事會應在適當會計帳簿上記錄與公司所有收受和支出相關的款項、收受或
支出款項發生的相關事宜、公司所有的物品銷售和購買，以及公司的資產和
責任。如會計帳簿不能反映公司事務的真實和公正情況並解釋其交易，則不
能視為公司擁有適當的帳簿。

37.2

董事會應決定公司會計帳簿或其中一部分是否公開供非董事之股東檢查，以
及在什麼範圍內，什麼時間和地點，根據什麼條件或規定進行檢查。除非經
法令授權、董事會授權或公司股東會同意者外，非董事之股東沒有權利檢查
公司任何會計帳簿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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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董事會得依法令之要求備置損益表、資產負債表、合併報表（如有）以及其
他報告和帳簿於股東會。

37.4

所有董事會會議、董事委員會會議和股東會之議事錄和書面記錄應以中文為
之，並附英文翻譯。於中文版本與其英文翻譯有不一致之情形，應以中文版
本為準。但於決議須向開曼群島公司登記處申請登記之情形，應以英文版本
為準。

37.5

委託書及依章程與相關規定製作之文件、表冊、媒體資料，應保存至少一年。
但與股東提起訴訟相關之委託書、文件、表冊及/或媒體資料，如訴訟超過一
年時，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38

通知

38.1

通知應以書面為之，且得由公司交給股東個人，或透過快遞、郵寄、越洋電
報、電傳或電子郵件發送給股東，或發送到股東名冊中所顯示的位址（或者
在透過電子郵件發送通知時，將通知發送至股東所提供的電子郵件位址）。
如果通知是從一個國家郵寄到另一個國家，應以航空信寄出。

38.2

當透過快遞發出通知時，將通知提交快遞公司之日，應視為通知寄送生效日，
並且通知提交快遞後的第三日（不包括週六、週日或國定假日），應視為收
到通知之日。當通知透過郵寄發出時，適當填寫地址、預先支付款項以及郵
寄包含通知之信件之日，應視為通知寄送生效日，並且於通知寄出後的第五
日（不包括週六、週日或國定假期），應視為收到通知的日期。當通知透過
越洋電報或電傳發出通知時，適當填寫地址並發出通知之日，應視為通知寄
送生效日，其傳輸當日應視為通知收到日期。當通知透過電子郵件發出時，
將電子郵件傳送到指定接受者所提供的電子郵件位址之日，應視為通知寄送
生效日，電子郵件發送當日應視為收到通知的日期，無須接受者確認收到電
子郵件。

38.3

公司得以與發送本章程所要求其他通知相同的方式，向因股東死亡或破產而
被公司認為有權享有股份權利之人發送通知，並以其姓名、死者的代理人名
稱、破產管理人或主張權利之人提供之地址中所為類似之描述為收件人，或
者公司可以選擇以如同未發生死亡或破產情事下相同之方式發送通知。

38.4

每一股東會的通知應以上述方式，向在認定基準日於股東名冊被記載為股東
之人為之，或於股份因股東死亡或破產而移交給法定代理人或破產管理人
時，向法定代理人或破產管理人為之，其他人無權接受股東會通知。

39
39.1

清算
如果公司進入清算之程序，且可供股東分配的財產不足以清償全部股份資
本，該財產應予以分配，以使股東得依其所持股份比例承擔損失。如果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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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過程中，可供股東間分配的財產顯足以抵償清算開始時的全部股份資本，
得於扣除有關到期款項或其他款項後，將超過之部分依清算開始時股東所持
股份之比例在股東間進行分配。本條規定不損及依特殊條款和條件發行的股
份持有者之權利。
39.2

40

如果公司應清算，經公司特別決議同意且取得任何法令所要求的其他許可並
且符合公開發行公司法令的情況下，清算人得依其所持股份比例將公司全部
或部分之財產（無論其是否為性質相同之財產）分配予股東，並可為該目的，
對任何財產進行估價並決定如何在股東或不同類別股東之間進行分配。經同
前述之決議同意及許可，如清算人認為適當，清算人得為股東之利益，將此
等財產之全部或一部交付信託。但股東不應被強迫接受負有債務或責任的任
何財產。

財務年度
除董事會另有規定，公司財務年度應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束，並於公司設立
當年度起，於每年一月一日開始。

41

註冊續展
如果公司根據法令為一豁免公司，則可依據法令並經特別決議，延長公司之註冊
並依開曼群島外之其他準據法進行公司實體登記而繼續存續，並註銷在開曼群島
之登記。

42

訴訟及非訴訟之代理人
在不違反法令之情形下，公司應以董事會決議指定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或居所
之自然人為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依公開發行公司法令之訴訟及非訴訟之代理人，並
以之為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公司應將該指定及其變更依
據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向中華民國主管機關申報。
–頁面其餘部分有意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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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前）
1、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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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訂定
本規則，以資遵循。
2、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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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職責
3.1 集團辦公室：負責本規則的制訂、修訂。
4、定義
無
5、流程
無
6、作業內容
6.1 股東會會召集、通知
6.1.1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6.1.2

股東會之召集，應編制議事手冊，並依相關法令和章程規定之時間與方
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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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手冊及
其他相關資料於中華民國證券主管機關指定之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申報
之。股東會召集之通知，常會應於開會日之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臨時會
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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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與(a)選舉或解任董事，(b)修改章程，(c)(i)解散，合併或分割，(ii)訂立、
修改或終止關於出租公司全部營業，或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
之契約，(iii)讓與公司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iv)受讓他人全部營業
或財產而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者，(d)許可董事為其自己或他人從事公
司營業範圍內事務的行為，(e)以發行新股方式分配公司全部或部分盈
餘，法定公積及或其他依本公司章程第 35 條所規定款項之資本化，及(f)
公司私募發行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等有關的事項，應載明於股東會通知
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且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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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議案非為股東會所得決議、提案股東於股東名冊停止過戶期間前持股未
達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或該議案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者，董事會
得不列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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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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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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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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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

股東會應於董事會指定之時間及地點召開，惟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外，
股東會應於中華民國境內召開。如在中華民國境外召開股東會，相關程序
及核准應依中華民國相關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於中華民國境外召開股
東會時，公司應委任中華民國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受理該等股東會行政
事務（包括但不限於受理股東委託投票事宜）。股東會之會議開始時間不
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慮獨立董
事之意見。

6.2 委託出席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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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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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註冊處所，或股東會召集通知或公司寄出之委託書上所指定之處
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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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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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股東會召開
6.3.1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
｣）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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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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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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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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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指定之代理人因故不能行使代理職權者，由其他出席之董事互推一人代理
之。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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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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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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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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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股東會開始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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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6.4.2

除章程另有明文規定外，如果在指定為股東會會議之時間開始時出席股東
代表股份數未達法定出席股份數，主席得宣佈延後開會，但其延後次數以
二次為上限，且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如股東會經延後二次開會
但出席股東代表股份數仍不足法定出席股份數時，主席應宣佈該股東會流
會。如仍有召集股東會之必要者，則應依章程規定重行召集一次新的股東
會。

6.5 議案討論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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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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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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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徑行宣佈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佈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
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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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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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宣佈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6.6 股東發言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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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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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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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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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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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6.7 表決股數之計算、規避制度
6.7.1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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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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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且其利益可能與公司之利益衝突
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6.7.4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灌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6.7.5

除根據中華民國法律組織的信託事業，或依公開發行公司法令核准的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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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表決
6.8.1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本公司章程規定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6.8.2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實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但股東會
於中華民國境外召開者，公司應提供股東得採行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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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公司宜
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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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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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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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

除議程所列議案外，股東提出之其他議案或原議案之修正案或替代案，應
有其他股東附議。

6.8.7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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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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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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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選舉事項
6.9.1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佈
選舉結果。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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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遇有與股東會召集程序不當或不當通過決議有關之訴訟情事時，
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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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會議記錄
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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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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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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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4 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遇有
與股東會召集程序不當或不當通過決議有關之訴訟情事時，應保存至訴訟
終結為止。
6.11 對外公告
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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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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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會場秩序之維護
6.12.1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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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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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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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休息、續行集會
6.13.1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佈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
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佈續行開會之時間。
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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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3 股東會得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6.13.4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會議。
6.14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本規則訂定後，如遇相關法令變
更，本規則應適時配合修正，並應依照法令經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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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董事酬勞及員工紅利相關資訊
有關本公司董事會通過之擬議盈餘分配情形如下：
一、董事不參與盈餘分配。
二、員工現金紅利為人民幣 12,568,000 元。
三、本公司 2014 年度財務報表已將員工紅利費用估列入帳，實際配
發與估列數差異金額，將依規定認列為 2015 年度之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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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無償配股對公司經營績效、
每股盈餘及股東投資報酬率之影響
單位：新台幣千元；股
年
項

目

度 2014 年度
(預估)
1,705,000

期初實收資本額
本年度
配股配息情形

4.8(註 1)

每股現金股利(元)

0.05(註 1)

盈餘轉增資每股配股數
資本公積轉增資每股配股數

－

營業利益
營業利益較去年同期增(減)比率
稅後純益
營業績效變化
稅後純益較去年同期增(減)比率
情形
每股盈餘(元)
每股盈餘較去年同期增(減)比率
年平均投資報酬率(年平均本益比倒數)
若盈餘轉增資全數改配
放現金股利

擬制每股盈餘(元)

若未辦理資本公積轉增
擬制性每股盈 資
餘及本益比

擬制每股盈餘(元)

若未辦理資本公積且盈
餘轉增資改以現金股利
發放

擬制每股盈餘(元)

擬制年平均投資報酬
率

擬制年平均投資報酬
率

擬制年平均投資報酬
率

註 1：本年度配股配息情形尚待股東會決議。
註 2：本公司 2014 年未公開財務預測，故無需揭露 2014 年預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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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

附錄 E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職 稱

姓 名

選 任 時
持有股數

選 任 日 期

現 在
持有股數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董事長

王世忠

2013/05/22

－

－

－

－

董事

藍順正

2013/05/22

3,093,613

2.06%

3,310,165

1.94%

董事

林江帝

2013/05/22

1,052,737

0.70%

1,126,428

0.66%

董事

汪海明

2013/05/22

－

－

－

－

董事

陳瑞隆

2013/05/22

5,000,065

3.33%

5,360,769

3.14%

董事

曹永祥

2013/05/22

45,000

0.03%

48,150

0.03%

獨立董事

張寶光

2013/05/22

－

－

－

－

獨立董事

姜志俊

2013/05/22

－

－

－

－

獨立董事

梁金羨

2013/05/22

－

－

－

－

計

9,191,415

6.12%

9,845,512

5.77%

合

註1：2013年5月22日普通股發行總股份為149,999,998股。
註2：2015年3月30日普通股發行總股份為170,499,998股。
註3：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未設置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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