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o Horizon Holdings Limited
鼎固控股有限公司
民國一○八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一、時間：民國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上午9時整。
二、地點：台北市信義路五段5號（世貿展覽大樓展覽一館第二會議室）
。
三、宣布開會：
上午九時正，代表出席股數1,726,840,766股，佔應計已發行股份總數1,740,296,982股
之99.22%，已達法定開會權數，由主席張總經理能耀宣布開會。
主席：張 能

耀

紀錄：蕭

四、來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黃瑞展會計師
五、出席董事：
董事：張能耀、馮安怡、汪渡村
獨立董事：陳政弘
六、主席致詞：(略)。
七、報告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2018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核。

說明：2018年度營業報告，附營業報告書（附件一）。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2018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敬請

鑒核。

說明：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附審核報告書（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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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2018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明：本公司 2018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並
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瑞展、陳麗琦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書在案，已送審計委員會審核完竣，敬請 承認。
附件：一、營業報告書（附件一）。
二、財務報表（附件三）。
決議：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726,869,766股，贊成1,695,461,168權，占出席總權數
98.18%，反對3,068權，占出席總權數0%，棄權31,405,530權，占出席總權數1.82%。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2018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盈餘分派案係依本公司章程 114 條規定辦理。
2.擬 i)提撥利潤之 10%作為法定盈餘公積；ii)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帳列當年度投
資性不動產增值利益，就尚未實現之部分提撥特別盈餘公積;iii)提撥所餘利
潤之 2.5%作為董事酬勞，及 iv)所餘利潤之 2.5%作為員工紅利。
3.擬扣除上述(2)之提撥後，按金管證發字第 1010012865 規定，計提兌換差
額後，當年度無剩餘利潤，董事會於考量財務、業務及經營等因素後，加
計以前年度部分或全部累積未分配盈餘後，全部以現金方式發放。
4.本次盈餘分派股東股息及紅利擬採現金方式發放，每股配發現金 0.72 元，
總計新台幣 1,253,013,827 元，每位股東分配現金股東紅利總額至元為止，
元以下不計，配發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洽
特定人全權處理；本次股利發放，將俟股東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訂定除
權息基準日及相關事宜。
5.本次之盈餘分派案所訂定之各項條件如因主客觀因素影響、主管機關核定變
更或除權基準日前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或公司買回庫藏股或員工認股權行
使，致股東配股因此發生變動者，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附件：盈餘分配表。
決議：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726,869,766股，贊成1,695,461,168權，占出席總權數
98.18%，反對3,068權，占出席總權數0%，棄權31,405,530權，占出席總權數1.82%。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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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 Horizon Holdings Limited
盈餘分配表
2018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期初餘額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目

金

額
13,035,420,179
1,631,299,010

可供分配盈餘
減：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14,666,719,189
(160,040,937)
(2,417,302,835)

分配項目：
股東股息－現金
期末未分配盈餘

(1,253,013,827)

(3,830,357,599)
10,836,361,590

註：董事酬勞0元、員工紅利0元。
董事長：

經理人：

主辦會計：

九、討論及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改「公司章程」案，敬請

討論。

說明：1.配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2018.11.30 臺公告修正之「外國發行人
註冊地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表」，擬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2.修訂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決議：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726,869,766股，贊成1,695,461,168權，占出席總權
數98.18%，反對3,068權，占出席總權數0%，棄權31,405,530權，占出席總權數
1.82%。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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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 Horizon Holdings Limited
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中譯文僅供參考)

修正前條文(中譯文僅供參考)

(新增定義)
1.
本章程之名詞定義如下：
(略)
「股份轉換」係指一公司股東依公開發行公
司規則，讓與全部已發行股份予他公司，而
由他公司以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支付該公
司股東作為對價之行為；
(略)
「分割」係指一公司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
規定，將其得獨立營運之一部或全部之營業
讓與既存或新設之他公司，而由既存公司或
新設公司以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支付該公
司或該公司股東作為對價之行為。
(以下略)
1.
In these Articles:

(Newly added)

(omitted)
"Share Swap" means an act wherein the
shareholders of a company transfer all of the
company's issued shares to another company,
such company issue its shares or pays cash or
other property to the shareholders of the first
company as consideration for the transf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omitted)
"Spin-off" means an act wherein a transferor
company transfers all or part of its
independently operated business to an existing
or a newly incorporated company and that
existing transferee company or newly
incorporated transferee company issues shares,
or pays cash or other property to the transferor
company or to shareholders of the transferor
company as conside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o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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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中譯文僅供參考)

修正前條文(中譯文僅供參考)

(本條新增)
43-1.
繼續三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股份之股東，得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股東
持股期間及持股數之計算，以相關股東臨時
會股東名冊停止過戶時之持股為準。
43-1.
(Newly added)
Any one or more Members holding in aggregate
more than half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issued
Shares of the Company for at least three (3)
consecutive months may convene an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a Member holds the Shares and
the number of Shares held by a Member shall
be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Register of
Members as of the book close date of the
relevant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本條新增)
43-2.
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
不能召集股東會外，得為公司利益，於必要
時，召集股東會。
43-2.
(Newly added)
Other than wher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s
unwilling or unable to convene a general
meeting, an Independent Director of the Audit
Committee may convene a general meeting for
the interest of the Company if necessary.
(本條新增)
43-3.
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得請
求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提供股東名冊。
43-3.
(Newly adde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any person who is
entitled to call or convene a general meeting
under these Articles may demand the Company
or its Shareholder's Service Agent to provide the
Register of Members.
47.
47.
下列事項，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並說明 下列事項，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並說明
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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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中譯文僅供參考)

修正前條文(中譯文僅供參考)

(a) 選任或解任董事；

(a) 選任或解任董事；

(b) 變更章程；

(b) 變更章程；

(c) 減資；
(d) 申請停止於中華民國公開發行；
(c) 公司解散、合併；

(c) (e)公司解散、合併、股份轉換或分割；

(d) (f)締結、變更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 (d) 締結、變更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
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契約；
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契約；
(e) 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e) (g)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f) (h)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而對公司營 (f) 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而對公司營運
運有重大影響者；

有重大影響者；

(g) (i)解除董事所為之與公司業務範圍相同行 (g) 解除董事所為之與公司業務範圍相同行
為之競業禁止；
為之競業禁止；
(h) (j)以發行新股方式分配公司全部或部分之 (h) 以發行新股方式分配公司全部或部分之
盈餘、法定公積及或進行依第 127 條所規
盈餘、法定公積及或進行依第 127 條所規
定款項之資本化及/或將法定盈餘公積及
定款項之資本化；及
因發行股票溢價或受領贈與所得之資本
公積以發行新股或現金方式分配與原股
東；及
(i) (k)公司私募發行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i) 公司私募發行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上開事項之主要內容得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
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或公司指定之網站，
並應將該網址載明於股東會通知。
47.
The following matters shall be stated in the
notice of general meetings, with a summary of
the material content to be discussed, and shall
not be brought up as an ad hoc motion:

47.
The following matters shall be stated in the
notice of general meetings, with a summary of
the material content to be discussed, and shall
not be brought up as an ad hoc motion:

(a) election or discharge of Directors;

(a) election or discharge of Directors;

(b) amendments to these Articles;

(b) amendments to these Articles;

(c) capital reduction;
(d) application for de-registration as a public
company in the ROC;
(c) dissolution or Merger of the Company;
(c) (e) dissolution, Merger, Share Swap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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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中譯文僅供參考)

修正前條文(中譯文僅供參考)

Spin-off of the Company;
(d) (f) entry into, amendment to, or termination
of any contract for lease of its business in
whole, or the delegation of management of
the Company's business to others or regular
joint operation of the Company with others;

(d) entry into, amendment to, or termination of
any contract for lease of its business in
whole, or the delegation of management of
the Company's business to others or regular
joint operation of the Company with
others;

(e) (g) the transfer of the whole or any material (e) the transfer of the whole or any material
part of its business or assets;
part of its business or assets;
(f) (h) taking over another's whole business or (f) taking over another's whole business or
assets, which will have a material effect on
assets, which will have a material effect on
the business operation of the Company;
the business operation of the Company;
(g) (i) ratification of an action by Director(s) (g) ratification of an action by Director(s) who
who engage(s) in business for him/herself
engage(s) in business for him/herself or on
or on behalf of another person that is within
behalf of another person that is within the
the scope of the Company's business;
scope of the Company's business;
(h) (j) effect any capitalization of distributable (h) effect any capitalization of distributable
dividends and/or bonuses and/or any other
dividends and/or bonuses and/or any other
amount prescribed under Article 127 hereof
amount prescribed under Article 127
and/or make distributions, in the form of
hereof; and
new Shares or cash, to the Members out of (i) the Private Placement of any equity-type
the legal reserve and the capital reserve
securities issued by the Company.
derived from the share premium and
income from endowments received by the
Company; and
(i) (k) the Private Placement of any equity-type
securities issued by the Company.
The material content may be uploaded onto the
Market Observation Post System or the website
designated by the Compan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and such
website shall be indicated in the notice of
general meeting.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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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上股份之股東，
於停止過戶期間內，得以書面或電子受理方
式向公司提出股東會議案。除（a）提案股東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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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上股份之股東，
於停止過戶期間內，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股
東會議案。（a）提案股東持股未達百分之ㄧ，

持股未達百分之ㄧ，（b）該提案事項非股東 （b）該提案事項非股東會所得決議者，（c）
會所得決議者，（c）該提案股東提案超過一 該提案股東提案超過一項者，或（d）該提案
項者，或（d）該提案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者，均不列入議案。
者，或（e）該提案超過三百個中文字外，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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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中譯文僅供參考)

修正前條文(中譯文僅供參考)

應列入議案。如前述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
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
會仍得列入股東會議案。
50.

50.

Member(s) holding 1% or more of the total Member(s) holding 1% or mor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outstanding shares immediately prior number of outstanding shares immediately prior
to the relevant book close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Company closes its Register of Members,
may propose to the Company a proposal for
discussion at a general meeting in writing or by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Proposals shall not be
included in the agenda of the general meeting

to the relevant book close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Company closes its Register of Members,
may propose to the Company a proposal for
discussion at a general meeting in writing.
Proposals shall not be included in the agenda of
the general meeting where (a) the proposing

except where (a) the proposing Member(s) Member(s) holds less than 1% of the total
holds less than 1% of the total number of number of outstanding shares, (b) where the
outstanding shares, (b) where the matter of such matter of such proposal may not be resolved at
proposal may not be resolved at a general
meeting, (c) the proposing Member has
proposed more than one proposal, or (d) the
proposal is submitted on any day beyond the
deadline fixed and announced by the Company
for accepting shareholders' proposals, or (e) the
proposal exceeds 300 Chinese characters. If
any of the proposals submitted by such

a general meeting, (c) the proposing Member
has proposed more than one proposal, or (d) the
proposal is submitted on any day beyond the
deadline fixed and announced by the Company
for accepting shareholders' proposals.

Member(s) is to urge the Company to promote
public interests or fulfill its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may
accept such proposal to be discussed at a
general meeting.
65.

65.

在不違反公司法之情形下，公司得隨時以重 在不違反公司法之情形下，公司得隨時以重
度決議：
度決議：
(a) 以發行新股方式分配公司全部或部分之 (a) 以發行新股方式分配公司全部或部分之
盈餘、法定公積及或進行依第127條所規
定款項之資本化，或將法定公積及因發行
股票溢價或受領贈與所得之資本公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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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法定公積及或進行依第127條所規
定款項之資本化；

修正後條文(中譯文僅供參考)

修正前條文(中譯文僅供參考)

發行新股或現金方式分配與原股東；

(b) (略)

(b) (略)

(c) (略)

(d) 進行合併，惟符合公司法定義之「合併」
時，除本章程規定外，亦須符合公司法
(d) 進行合併，惟符合公司法定義之「合併」
之要求；
時，除本章程規定外，亦須符合公司法之
(以下略)
要求，或進行分割；
(c) (略)

(以下略)
65.
Subject to the Companies Law, the Company
may from time to time by Supermajority
Resolution:

65.
Subject to the Companies Law, the Company
may from time to time by Supermajority
Resolution:

(a) effect any capitalization of distributable (a) effect any capitalization of distributable
dividends and/or bonuses and/or any other
dividends and/or bonuses and/or any other
amount prescribed under Article 127
amount prescribed under Article 127
hereof, or make distributions, in the form of
hereof;
new Shares or cash, to the Members out of
the legal reserve and the capital reserve
derived from the share premium and
income from endowments received by the
Company;
(b) (Omitted)
(b) (Omitted)
(c) (Omitted)
(c) (Omitted)
(d) effect any Merger of the Company,
(d) effect any Merger of the Company,
provided that any Merger which falls
provided that any Merger which falls
within the definition of "merger and/or
within the definition of "merger and/or
consolidation" under the Companies Law
consolidation" under the Companies Law
shall also be subjec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shall also be subjec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mpanies Law in addition to the
the Companies Law in addition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se Articles;
requirements of these Articles, or any
(Omitted)
Spin-off of the Company;
(Omitted)
(本條新增)

66-1.
在不違反公司法和公開發行公司規則的情形
下，公司非經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
之股東同意不得為下列事項：
(a) 公司參與合併後消滅，而致公司於證券交
易所終止上市，且合併後既存或新設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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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中譯文僅供參考)

修正前條文(中譯文僅供參考)

公司為非上市（櫃）公司；
(b) 公司概括讓與全部營業及財產，而致公司
於證券交易所終止上市，且受讓公司為非
上市（櫃）公司；
(c) 公司以股份轉換方式被他公司收購為其
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而導致公司於證
券交易所終止上市，且進行收購之他公司
為非上市（櫃）公司；或
(d) 公司進行分割，而致公司於證券交易所終
止上市，且分割後受讓營業之既存公司或
新設公司為非上市（櫃）公司。
66-1.
(Newly added)
Subject to the Companies Law and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the
Company shall not, without passing a resolution
adopted by a majority of not less than
two-thirds of the total number of votes
represented by the issued shares in the
Company:
(a) enter into a Merger, in which the Company
is not the surviving company and is
proposed to be struck-off and thereby
dissolved, which results in a delisting of the
Shares on the TSE, and the surviving or
newly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a non
TSE-listed or TPEx-listed company;
(b) make a general transfer of all the business
and assets of the Company, which results in
a delisting of the Shares on the TSE, and
the assigned company is a non TSE-listed
or TPEx-listed company;
(c) be acquired by another company as its
wholly-owned subsidiary by means of a
Share Swap, which results in a delisting of
the Shares on the TSE, and the acquirer is a
non TSE-listed or TPEx-listed company; or
(d) carry out a Spin-off, which results in a
delisting of the Shares on the TSE, and the
surviving or newly incorporated spun-off
company is a non TSE-listed or TPEx-listed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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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董事之選舉應採行累積投票制，每一股東得
行使之投票權數為其所持之股份乘以應選出
董事人數之數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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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選票所載集中選舉一名董事候選人，或分

86.
董事之選舉應採行累積投票制，每一股東得
行使之投票權數為其所持之股份乘以應選出
董事人數之數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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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選票所載集中選舉一名董事候選人，或分

配選舉數名董事候選人。與董事應選人數相
當獲得最多選票之候選人，當選為董事。董
事之選舉得採用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候
選人提名制度。該候選人提名的規則和程序
應符合董事會並經股東會普通決議通過後所
隨時制定的辦法，該辦法應符合公司法、章

配選舉數名董事候選人。與董事應選人數相
當獲得最多選票之候選人，當選為董事。董
事之選舉得採用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候
選人提名制度。該候選人提名的規則和程序
應符合董事會並經股東會普通決議通過後所
隨時制定的辦法，該辦法應符合公司法、章

程大綱、章程和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 程大綱、章程和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
此外，於股份於證券交易所上市後，(i)獨立 此外，於股份於證券交易所上市後，獨立董
董事之選舉，應依中華民國相關證券主管機 事之選舉，應依中華民國相關證券主管機關
關之要求，採用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候選人 之要求，採用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候選人提
提名制度，及(ii)若經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要 名制度。
求，該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候選人提名
制度亦應適用於所有董事（包含獨立董事及
非獨立董事）之選舉。
86.
Directors shall be elected pursuant to a
cumulative voting mechanism, where the
number of votes exercisable by any Member
shall be the same as the product of the number
of shares held by such Member and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to be elected ("Special Ballot
Vote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Special Ballot
Votes cast by any Member may be consolidated
for election of one Director candidate or may be
split for election amongst multiple Director
candidates, as specified by the Member
pursuant to the poll vote ballot. The top
candidates in the number equal to the number of
the Directors to be elected, to whom the votes
cast represent a prevailing number of votes
relative to the other candidates, shall be deemed
Directors elected. The Directors may adopt a
candidate nomination mechanism which is in
compliance with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for such
11

86.
Directors shall be elected pursuant to a
cumulative voting mechanism, where the
number of votes exercisable by any Member
shall be the same as the product of the number
of shares held by such Member and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to be elected ("Special Ballot
Vote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Special Ballot
Votes cast by any Member may be consolidated
for election of one Director candidate or may be
split for election amongst multiple Director
candidates, as specified by the Member
pursuant to the poll vote ballot. The top
candidates in the number equal to the number of
the Directors to be elected, to whom the votes
cast represent a prevailing number of votes
relative to the other candidates, shall be deemed
Directors elected. The Directors may adopt a
candidate nomination mechanism which is in
compliance with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for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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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didate nomination shall be in accordance
with policies established by the Directors and
approved by an Ordinary Resolution from time
to time, which policies shall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panies Law, the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these Articles and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For so long as the
shares are listed on the TSE, subject to the
requirement of the competent securities
authority in the ROC, (i) such candidate
nomination mechanism in compliance with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shall also be
used for an elec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ii) if required by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such candidate nomination
mechanism in compli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shall also be used for an
election of all Directors (including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non-independent Directors).

candidate nomination shall be in accordance
with policies established by the Directors and
approved by an Ordinary Resolution from time
to time, which policies shall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panies Law, the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these Articles and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For so long as the
shares are listed on the TSE, subject to the
requirement of the competent securities
authority in the ROC, such candidate
nomination mechanism in compliance with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shall also be
used for an elec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100.
董事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被解任：
(a) 破產或與其債權人為協議或和解，或經法
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b) (略)
(c) (略)
(d) (略)
(e) 經相關管轄法院或官員裁決其為或將為
心智失常，或因其他原因無法處理自己事

100.
董事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被解任：
(a) 破產或與其債權人為協議或和解；
(b) (略)
(c) (略)
(d) (略)
(e) 經相關管轄法院或官員裁決其為或將為
心智失常，或因其他原因無法處理自己事
務，或行為能力依所適用之法令受有限

務，或行為能力依所適用之法令受有限
制，或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制；

(f) 曾犯中華民國法規禁止之組織犯罪，經有 (f) 曾犯中華民國法規禁止之組織犯罪，經有
罪判決確定，且服刑期滿尚未逾五年尚未
罪判決確定，且服刑期滿尚未逾五年；
執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
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五年；
(g) 曾犯詐欺、背信或侵占經受有期徒刑一年 (g) 曾犯詐欺、背信或侵占經受有期徒刑一年
以上之刑宣告，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確
以上之刑宣告，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
定，尚未執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
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二年；
(h) 曾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曾服公務虧空公 (h) 曾服公務虧空公款，經有罪判決確定，服
款，經有罪判決確定，服刑期滿尚未逾二
刑期滿尚未逾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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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尚未執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 (以下略)
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二年；
(以下略)
100.
100.
The office of Director shall be vacated, if the The office of Director shall be vacated, if the
Director:
Director:
(a) becomes bankrupt or makes any (a) becomes bankrupt or makes any
arrangement or composition with his
arrangement or composition with his
creditors or had liquidation proceeding
creditors;
commenced against him by a court, and
such Director has not been reinstated to his
rights and privileges;
(b) (Omitted)
(b) (Omitted)
(c) (Omitted)

(c) (Omitted)

(d) (Omitted)

(d) (Omitted)

(e) is the subject in an order is made by any (e) is the subject in an order is made by any
competent court or official on the grounds
competent court or official on the grounds
that he is or will be suffering from mental
that he is or will be suffering from mental
disorder or is otherwise incapable of
disorder or is otherwise incapable of
managing his affairs, or his/her legal
managing his affairs, or his/her legal
capacity is restricted according to the
capacity is restricted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ble laws;
applicable laws, or he has been adjudicated
of the commencement of assistantship and
such assistantship or declaration have not
been revoked;
(f) having committed an offence as specified (f) having committed an offence as specified
in the ROC statute of prevention of
in the ROC statute of prevention of
organizational crimes and subsequently
organizational crimes and subsequently
adjudicated guilty by a final judgment, and
adjudicated guilty by a final judgment, and
the time elapsed after he has served the full
the time elapsed after he has served the full
term of the sentence is less than five years;
term of the sentence is less than five years
having not commenced to serve the term of
the sentence yet, or having commenced to
serve the term of sentence but not served
the full term, or less than five years having
elapsed from the date of completion of the
full sentence, the date of expiry of the
probation period or the date on which he
has been pardoned;
(g) having committed an offence involving (g) having committed an offence involving
fraud, breach of trust or misappropriation
fraud, breach of trust or misappropriation
and
subsequently
punished
with
and
subsequently
punished
with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of more than on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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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by a final judgement, and the time
elapsed after he has served the full term of
such sentence is less than two years having
not commenced to serve the term of the
sentence yet, or having commenced to
serve the term of sentence but not served
the full term, or less than two years having
elapsed from the date of completion of the
full sentence, the date of expiry of the
probation period or the date on which he
has been pardoned;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of more than one
year, and the time elapsed after he has
served the full term of such sentence is less
than two years;

(h) having been adjudicated guilty by a final (h) having been adjudicated guilty by a final
judgment for misappropriating public funds
judgment for misappropriating public funds
during the time of his public service, and
during the time of his public service, and
the time elapsed after he has served the full
the time elapsed after he has served the full
term of such sentence is less than two years
term of such sentence is less than two
committing the offense as specified in the
years;
Anti-corruption Act of the ROC, and
having not commenced to serve the term of (omitted)
the sentence yet, or having commenced to
serve the term of sentence but not served
the full term, or less than two years having
elapsed from the date of completion of the
full sentence, the date of expiry of the
probation period or the date on which he
has been pardoned;
(omitted)
100-1.
100-1.
在開曼法允許之範圍內，繼續一年六個月以 在開曼法允許之範圍內，繼續一年以上持有
上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一以上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
之股東得：
得：
(a) 以書面請求董事會授權審計委員會之獨 (a) 以書面請求董事會授權審計委員會之獨
立董事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並得以臺
立董事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並得以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或
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或
(b) 以書面請求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為公 (b) 以書面請求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為公
司對董事提起訴訟，並得以臺灣臺北地方
司對董事提起訴訟，並得以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以下略)

(以下略)

100-1.
100-1.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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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yman Islands, Members continuously
holding three one per cent (31%) or more of the
total issued shares of the Company for a year
six (6) consecutive months or longer may:

Cayman Islands, Members continuously
holding three per cent (3%) or more of the total
issued shares of the Company for a year or
longer may:

(a) request in writing the Board to authorise (a) request in writing the Board to authorise
any Independent Director of the Audit
any Independent Director of the Audit
Committee to file a petition with the Taipei
Committee to file a petition with the Taipei
District Court, ROC for and on behalf of
District Court, ROC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against any of the Directors;
the Company against any of the Directors;
or
or
(b) request in writing any Independent Director (b) request in writing any Independent Director
of the Audit Committee to file a petition
of the Audit Committee to file a petition
with the Taipei District Court, ROC for and
with the Taipei District Court, ROC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against any of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against any of
the Directors;
the Directors;
(Omitted)

(Omitted)

100-2.
縱有本章程第 89 條之規定，若董事（不含獨
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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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當然解任。
為免疑義，本公司 2013 年 6 月 25 日股東常
會選任之董事，如於本條增訂前業已轉讓股
份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
一者，且於本條增訂後新增轉讓一股（含）
以上之股份，當然解任，其解任毋須經股東
會之同意立即生效。

100-2.
縱有本章程第 89 條之規定，若董事在任期中
轉讓股份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公司股份數額
二分之一時，當然解任。為免疑義，本公司
2013 年 6 月 25 日股東常會選任之董事，如於
本條增訂前業已轉讓股份超過選任當時所持
有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者，且於本條增訂
後新增轉讓一股（含）以上之股份，當然解
任，其解任毋須經股東會之同意立即生效。

100-2.
Notwithstanding Article 89, if during a
Director's term of office (not including
Independent Directors), such Director transfers
some or all of his Shares such that he holds less
than one half of the total number of Shares
which he held as at the date of the general
meeting at which his appointment was
approved, such Director shall, be vacated from
office automatically.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for any Director who was elected at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mpany on June
25, 2013 and has, before the adoption of this
Article 100-2, transferred more than one half of
the Shares being held by him at the time he was
elected, he shall, ipso facto, be removed

100-2.
Notwithstanding Article 89, if during a
Director's term of office, such Director transfers
some or all of his Shares such that he holds less
than one half of the total number of Shares
which he held as at the date of the general
meeting at which his appointment was
approved, such Director shall, be vacated from
office automatically.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for any Director who was elected at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mpany on June
25, 2013 and has, before the adoption of this
Article 100-2, transferred more than one half of
the Shares being held by him at the time he was
elected, he shall, ipso facto, be removed
automatically from the office of Director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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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ally from the office of Director with
immediate effect and in such case no approval
from the Members shall be required if, on or
after the date of the adoption of this Article
100-2, he further transfers one or more Shares.

immediate effect and in such case no approval
from the Members shall be required if, on or
after the date of the adoption of this Article
100-2, he further transfers one or more Shares.

100-3.
100-3.
若任何人於股東會（下稱「相關股東會」） 若任何人於股東會（下稱「相關股東會」）
經選任為董事（不含獨立董事，下稱「當選
董事」），而於下列期間內轉讓股份超過選
任當時持有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其當
選失其效力（縱其選任經相關股東會決議通
過，同意選任該董事之決議應為無效）：
(a) 於股東會召開後，當選董事就任前；或

經選任為董事（下稱「當選董事」），而於
下列期間內轉讓股份超過選任當時持有公司
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其當選失其效力（縱
其選任經相關股東會決議通過，同意選任該
董事之決議應為無效）：
(a) 於股東會召開後，當選董事就任前；或

(b) 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期間內。 (b) 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期間內。
100-3. 100-3

100-3. 100-3

If any person is proposed for appointment as a If any person is proposed for appointment as a
Director (not including Independent Directors, Director (each such person a "proposed
each such person a "proposed director") at a director") at a general meeting (the "relevant
general

meeting

(the

"relevant

general general meeting"), such proposed director's

meeting"), such proposed director's appointment appointment

shall

not

become

effective

shall not become effective (regardless of (regardless of whether such appointment is
whether

such

appointment is

purportedly purportedly approved at the relevant general

approved at the relevant general meeting, and meeting, and any resolution which purports to
any resolution which purports to approve such approve such appointment shall be invalid and
appointment shall be invalid and ineffective), if ineffective), if the proposed director sells or
the proposed director sells or transfers more transfers more than one half of the total number
than one half of the total number of Shares of Shares which he holds (or held) at the time of
which he holds (or held) at the time of the the relevant general meeting, either:
relevant general meeting, either:

(a) during the period after the relevant
meeting, but prior to the commencement of
(a) during the period after the relevant meeting,
such proposed director's term of office; or
but prior to the commencement of such
(b) during the period when the Register of
proposed director's term of office; or
Members of the Company is closed for
(b) during the period when the Register of
transfers of Shares prior to the relevant
Members of the Company is closed for
general meeting.
transfers of Shares prior to the 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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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meeting.
106.
縱本章程有任何規定，董事對於董事會議之
事項有自身利益關係時，應於當次董事會說
明其自身利益關係之重要內容。 董事之配
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

106.
縱本章程有任何規定，董事對於董事會議之
事項有自身利益關係時，應於當次董事會說
明其自身利益關係之重要內容。董事就其有
利益關係之提案，如該利益關係與公司利益

關係之公司，就前述會議討論之事項有利害
關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
係。董事就其有利益關係之提案，如該利益
關係與公司利益相衝突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
虞者，不得行使表決權或代理其他董事行使
表決權。前述不得行使投票權之董事，不算

相衝突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者，不得行使
表決權或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決權。前述不
得行使投票權之董事，不算入已出席董事之
表決權數。

入已出席董事之表決權數。
106.

106

106.

106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to the contrary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to the contrary
contained in these Articles, a Director who has a contained in these Articles, a Director who has a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matter under discussion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matter under discussion
at a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hall at a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hall
disclose to the meeting his or her interest and disclose to the meeting his or her interest and
the material information regarding such interest. the material information regarding such interest.
Where the spouse, a blood relative within the A Director who has a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second degree of kinship of a Director, or any matter under discussion at a meeting of the
company which has a controlling or subordinate Directors, which may conflict with and impair
relation with a Director has a personal interests the interest of the Company shall not vote nor
in the matters under discussion at a meeting of exercise voting rights on behalf of another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n the preceding Director; the voting right of such Director who
paragraph, such Director shall be deemed to cannot vote or exercise any voting right as
have a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matter.

A prescribed above shall not be counted in the

Director who has a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number of votes of Directors present at the
matter under discussion at a meeting of the board meeting.
Directors, which may conflict with and impair
the interest of the Company shall not vote 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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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e voting rights on behalf of another
Director; the voting right of such Director who
cannot vote or exercise any voting right as
prescribed above shall not be counted in the
number of votes of Directors present at the
board meeting.
114.
114.
本公司每年度扣除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
稅前淨利如有獲利，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
議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如下，並報告股
東會；惟如本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
保留填補該虧損之數額：
(a) 不超過百分之三作為員工酬勞；
(b) 不超過百分之三作為董事酬勞。
前述第(a)款之員工酬勞得以現金、或以該金
額繳足尚未發行股份之價金、或兩者併採之
方式為之，發放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
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得依董事會擬訂並經股東會以普通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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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所 議通過之利潤分配計畫分配利潤。本公司所
處營業環境多變，企業生命週期正值成長期 處營業環境多變，企業生命週期正值成長期
階段，為因應未來營運擴展計畫，於兼顧股
利平衡及股東利益下，董事會應以下列順序
擬訂該利潤分配計畫：
(a) (略)
(b) 依本公司有價證券掛牌交易所在地之相
關法令提撥剩餘利潤之 10％作為法定盈
餘公積，直至累積法定盈餘公積相當於本
公司之實收資本總額時止；
(c) 依：

階段，為因應未來營運擴展計畫，於兼顧股
利平衡及股東利益下，董事會應以下列順序
擬訂該利潤分配計畫：
(a) (略)
(b) 依本公司有價證券掛牌交易所在地之相
關法令提撥剩餘利潤之 10％作為法定盈
餘公積，直至累積法定盈餘公積相當於本
公司之資本總額時止；
(c) 依：

(i) (略)
(ii)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帳列當年度投資性
不動產增值利益，就尚未實現之部分
提撥特別盈餘公積；惟以前年度已認

(i) (略)
(ii)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帳列當年度投資
性不動產增值利益，就尚未實現之部
分提撥特別盈餘公積；惟以前年度已

18

修正後條文(中譯文僅供參考)

修正前條文(中譯文僅供參考)

列投資性不動產減値損失，而於當年
度增值迴轉者，則就以前年度已累積
認列未實現損失限額內，不再另行提
撥特別盈餘公積。當未實現之增值利
益於後續年度轉為已實現利益時，應
就該部分之已實現利益，自特別盈餘

認列投資性不動產減値損失，而於當
年度增值迴轉者，則就以前年度已累
積認列未實現損失限額內，不再另行
提撥特別盈餘公積。當未實現之增值
利益於後續年度轉為已實現利益
時，應就該部分之已實現利益，自特

公積迴轉至未分配盈餘，並進行下述
第(d)款及第(e)款之提撥或分派；

別盈餘公積迴轉至未分配盈餘，並進
行下述第(d)款及第(e)款之提撥或分
派；
(d) 按上述第(a)至(c)款規定扣除後之餘額， (d) 按上述第(a)至(c)款規定扣除後之餘額，
則提撥不超過 3％作為董事酬勞以及不
則提撥不超過 3％作為董事酬勞以及不
超過 3%作為本公司及從屬公司員工紅
超過 3%作為本公司及從屬公司員工紅
利；
利；
(e) (d)按上述第(a)至(d) (c)款規定提撥後，其 (e) 按上述第(a)至(d)款規定提撥後，其剩餘
剩餘利潤（下稱「當年度剩餘利潤」），
利潤（下稱「當年度剩餘利潤」），董事
董事會於考量財務、業務及經營等因素
後，得加計以前年度部份或全部累積未分
配盈餘，以決定股利分配數額。惟股利分
配 數 額 ， 不 得 低 於 當年 度 剩 餘 利 潤 之
30%，且其中現金股利部份，不得低於當
年度所分派股利總額之 20%，但現金股利
每股若低於新台幣 0.1 元時，得改以股票
股利發放(須依第 65(a)條規定辦理)。
114.

114

114.

114

Upon the annual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Company’s accounts, if there is surplus profits
on the Company's net profits before tax (before
deducting any employees' compensation and
Directors'

compensation),

the

Board

會於考量財務、業務及經營等因素後，得
加計以前年度部份或全部累積未分配盈
餘，以決定股利分配數額。惟股利分配數
額，不得低於當年度剩餘利潤之 30%，
且其中現金股利部份，不得低於當年度所
分派股利總額之 20%，但現金股利每股
若低於新台幣 0.1 元時，得改以股票股利
發放(須依第 65(a)條規定辦理)。

of

Directors shall, upon approval by a majority of
the Directors present at a meeting attended by
two-thirds or mor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Directors, set aside employees' compensation
and Directors' compens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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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中譯文僅供參考)
the

following

manner,

and

report

修正前條文(中譯文僅供參考)
such

distribution of compensation to the general
meeting. However, if

the Company has

accumulated losses, the Company shall reserve
an amount thereof first to offset the losses:
(a) up to 3% as employees' compensation;
(b) up to 3% as Directors' compensation.
Employees' compensation stated in Article
114(a) above may be distributed by way of cash
or by way of applying such sum in paying up in
full unissued shares, or a combination of both;
employees

entitled

to

the

compensation

includes those of the Company' Subsidiaries
who meet certain qualifications.
The Company may distribute the profits The Company may distribute the profits
according to a distribution plan proposed and according to a distribution plan proposed and
approv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approv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sanctioned by an Ordinary Resolution. In sanctioned by an Ordinary Resolution. In
formulating the distribution plan, the Board of formulating the distribution pla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ha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Directors sha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volatility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whether volatility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whether
the Company is in a growth stage of its business the Company is in a growth stage of its business
life cycle; the requirements of future expansion life cycle; the requirements of future expansion
projects; the proportion of dividend distributed projects; the proportion of dividend distributed
by the Company by way of cash and/or the by the Company by way of cash and/or the
interest of shareholders of paying dividends, the interest of shareholders of paying dividends, th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hall formulate the
distribution pl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stribution pl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following principles:
Board

of

Directors

shall

formulate

(a) (Omitted)

(a) (O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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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中譯文僅供參考)

修正前條文(中譯文僅供參考)

(b) 10% of the remaining profits will then be set (b) 10% of the remaining profits will then be
aside as a legal reserve until such time as

set aside as a legal reserve until such time

the legal reserve is equal to the authorized

as the legal reserve is equal to the

paid-in capital pursuant to the applicable

authorized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jurisdiction or

applicabl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jurisdictions

jurisdiction or jurisdictions where the

where

the

Company's

securities are listed for trading;

pursuant

to

the

Company's securities are listed for trading;

(c) (i) (Omitted)

(c) (i) (Omitted)

(ii) an amount equal to the unrealized
amount

capital

of

investment

property

(ii) an amount equal to the unrealized
amount

of

investment

property

appreciation in the current year will

appreciation in the current year will

then be set aside as a special reserve

then be set aside as a special reserve

pursuant to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pursuant to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provided that such

Reporting Standards, provided that

special reserve may be reduced by an

such special reserve may be reduced

amount equal to the portion of any

by an amount equal to the portion of

unrealized

recognized

any unrealized cumulative recognized

losses on Investment Property for

losses on Investment Property for

previous years which are reversed into

previous years which are reversed into

appreciation in the current year.

appreciation in the current year.

unrealized

cumulative

appreciation

If the

If

becomes

the unrealized appreciation becomes

realized in the following year, such

realized in the following year, such

realized amount shall be reversed from

realized amount shall be reversed from

the special reserve into undistributed

the special reserve into undistributed

profits and shall be deducted or

profits and shall be deducted or

distributed in accordance with (d) and

distributed in accordance with (d) and

(e) below; and then

(e) below;

(d) of the remaining profits, after deductions (d) of the remaining profits, after deductions
have been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a) to

have been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a) to

(c) above, up to 3% of such profits may be

(c) above, up to 3% of such profits may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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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中譯文僅供參考)

修正前條文(中譯文僅供參考)

paid as bonuses to the Directors and up to

paid as bonuses to the Directors and up to

an additional 3% of such profits may be

an additional 3% of such profits may be

paid as bonuses to the employees of the

paid as bonuses to the employees of the

Company and its Subsidiaries; and then

Company and its Subsidiaries; and then

(e) (d) after deductions have been made in (e) after deductions have been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a) to (d) (c) above, the

accordance with (a) to (d) above, the

remaining profits (the "Remaining Profits

remaining profits (the "Remaining Profits

of Current Year") plus undistributed

of Current Year") plus undistributed

retained earnings of the previous years, in

retained earnings of the previous years, in

part or in whole, may be distributed as

part or in whole, may be distributed as

dividends in such amounts as the Board of

dividends in such amounts a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determine to be appropriate

Directors determine to be appropriate

having considered the financial, business

having considered the financial, business

and operational factors; provided, that the

and operational factors; provided, that the

total dividends to be distributed shall be no

total dividends to be distributed shall be no

less than 30% of the Remaining Profits of

less than 30% of the Remaining Profits of

Current Year and provided further that

Current Year and provided further that

dividends to be paid in cash shall be no less

dividends to be paid in cash shall be no less

than 20% of the total dividends to be

than 20% of the total dividends to be

distributed unless such cash amount would

distributed unless such cash amount would

be less than New Taiwan Dollar 0.1 per

be less than New Taiwan Dollar 0.1 per

share, in which case the dividends may be

share, in which case the dividends may be

paid entirely by way of a capitalization of

paid entirely by way of a capitalization of

distributable amounts (subject to approval

distributable amounts (subject to approval

of such capitaliz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of such capitaliz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65(a)).

Article 65(a)).

140.
董事會應將章程大綱、章程、所有股東會會
議記錄、財務報表、股東名冊及公司發行公
司債存根簿之副本備置於臺灣之股務代理機
構辦事處。公司股東得於提出其利害關係之

22

140.
董事會應將章程大綱、章程、所有股東會會
議記錄、財務報表、股東名冊及公司發行公
司債存根簿之副本備置於臺灣之股務代理機
構辦事處。公司股東得於提出其利害關係之

修正後條文(中譯文僅供參考)

修正前條文(中譯文僅供參考)

證明及表明相關利害事項後，要求查閱或抄 證明及表明相關利害事項後，要求查閱章程
錄章程大綱、章程、帳簿及紀錄，並取得其 大綱、章程、帳簿及紀錄，並取得其複本。
複本；公司並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
140.

140.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hall keep at the offic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hall keep at the office
of its Shareholders’ Service Agent in Taiwan of its Shareholders’ Service Agent in Taiwan
copies of the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the copies of the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the
Articles, the minutes of every meeting of the Articles, the minutes of every meeting of the
Members,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Register Members,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Register
of Members and the counterfoil of corporate of Members and the counterfoil of corporate
bonds issued by the Company. Any Shareholder bonds issued by the Company. Any Shareholder
of the Company may request, by submitting of the Company may request, by submitting
evidentiary

document(s)

to

show

his/her evidentiary

document(s)

to

show

his/her

interests involved and indicating the scope of interests involved and indicating the scope of
interested matters, an access to inspect, interested matters, an access to inspect and to
transcribe

and

to

make

copies

of

the make

copies

of

the

Memorandum

of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the Articles and Association, the Articles and accounting books
accounting books and records.

The Company and records.

shall procure its Shareholders’ Service Agent to
provide such Member(s) with access to above
documents.
150.
(本條新增)
股份於證券交易所上市期間，本公司經營業
務，應遵循適用於本公司之公開發行公司規
則及商業倫理規範，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
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
150.
(Newly added)
So long as the Shares are listed on the TSE, in
the course of conducting its business, the
Company shall comply with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and business ethics and
may take corporate actions to promote public
interests in order to fulfill its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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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敬請

討論。

說明：1.依照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2018 年 11 月 26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70341072 號
令修正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擬修正本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2.修正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決議：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726,869,766股，贊成1,695,461,167權，占出席總權
數98.18%，反對3,069權，占出席總權數0%，棄權31,405,530權，占出席總權數
1.82%。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Sino Horizon Holdings Limited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第二條 資產範圍

第二條 資產範圍

一、有價證券：包括股票、公債、公司債、金
融債券、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
證、認購(售)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
證券等投資。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不
動產、土地使用權、營建業之存貨）及
設備。

一、有價證券：包括股票、公債、公司債、金
融債券、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
證、認購(售)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
證券等投資。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不
動產、土地使用權、營建業之存貨）及
設備。

三、會員證。
四、無形資產：包括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
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使用權資產。
六、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匯貼現
及放款、催收款項）。
七、衍生性商品。
八、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
得或處分之資產。

三、會員證。
四、無形資產：包括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
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九、其他重要資產。

八、其他重要資產。

第三條 名詞定義

第三條 名詞定義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利率、匯
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之遠期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利率、特

五、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匯貼現
及放款、催收款項）。
六、衍生性商品。
七、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
得或處分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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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槓桿保證
金契約、交換契約，及上述商品組合而成
之複合式契約等。所稱之遠期契約，不含
保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契約、長
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 (銷)貨合約。

定利率、金融工具價格、商品價格、匯率、
指數或其他利 益等商 品 價格或費率指
數、信用評等或信用指數、或其他變數所
衍生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契
約、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及上述
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契約之組
合，或嵌入衍生性商品之組合式契約或結
構型商品等。所稱之遠期契約，不含保險
契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契約、長期租
賃契約及長期進 (銷)貨合契約。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
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購法、金融
控股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
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八項之
三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 (以下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
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購法、金融
控股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
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八項規
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 (以下簡稱
股份受讓) 者。

.
.

簡稱股份受讓) 者。

.
.
第四條 投資範圍及額度

第四條 投資範圍及額度

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除取得供營業使用
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除取得供營業使用
之資產外，尚得投資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 之資產外，尚得投資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
產及有價證券，其額度之限制分別如下：
產及有價證券，其額度之限制分別如下：
一、 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之總額不得逾各 一、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之總額不得逾各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十五。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十
五。
二、有價證券投資之總額，不得逾各公司最近
二、 有價證券投資之總額，不得逾各公司最
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一百五十。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一百五十。
三、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不得逾各公司
三、 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不得逾各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五十。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五十。
第五條
第五條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
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
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
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與交易當事人 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與交易當事人
不得為關係人。應符合下列規定：
不得為關係人。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銀行法、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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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法，或有
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
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確
定。但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已滿
三年者，不在此限。

修正前條文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
人之情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報告，不同專業估價者或估價人員不得互
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第六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處理程序

第六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處理程序

一、作業程序
(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長短期有價證
券，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投資
循環作業辦理。

一、 作業程序
(一) 本公司取得 或處分長 短期有價證
券，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投資
循環作業辦理。

(二) 授權額度及層級
除短期有價證券之取得或處分與
財務調度有關者（如買賣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債券型基金
等），由執行單位依本公司內部核
決權限呈核辦理以外；其取得或處
分長短期有價證券金額為約當新
臺幣三億元或以下者，授權董事長

(二) 授權額度及層級
除短期有價證券之取得或處分與財
務調度有關者（如買賣附買回、賣
回條件之債券、債券型基金等）
，由
執行單位依本公司內部核決權限呈
核辦理以外；其取得或處分長短期
有價證券金額為約當新臺幣三億元
或以下者，授權董事長決行；其取

決行；其取得或處分長短期有價證
券金額超過約當新臺幣三億元
者，應於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
得為之。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之有價證券取
得或處分，若交易金額未達本公
司淨值百分之四十(含)，授權董事
長決行。若達本公司淨值百分之
四十以上，由執行單位評估後,於

得或處分長短期有價證券金額超過
約當新臺幣三億元者，應於提報董
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為之。

第三目所定之額度內進行交易並
提報董事會核准後實施。
(三) 授權額度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有價證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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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不得高於本公司淨值之百分
之六十；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投資
個別有價證券之金額不得高於本
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十。
(四) 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長、短期有價證
券之執行單位為財務部分析室。

(三) 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長、短期有價證
券之執行單位為財務部。

.
.

.
.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處理程序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處理程序

一、作業程序
(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悉依本公司
內部控制制度固定資產循環作業辦

一、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設
備，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固定
資產循環作業辦理。

理。
(二) 授權額度及層級
1.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應依本公司內部核
決權限逐級呈核辦理。
2. 與交易之相對人訂立買賣 契約
時，依內部核決權限應由董事會
通過者，如為配合業務需要及爭
取時效，在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

(二)授權額度及層級
1.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應依本
公司內部核決權限逐級呈核辦
理。
2.與交易之相對人訂立買賣契 約
時，依內部核決權限應由董事會
通過者，如為配合業務需要及爭
取時效，在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額度
內，得先經董事長核准後先行訂
約，並於下次董事會提案追認之。
3.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如本公司當地法律、
公司章程或內部控制制度有規範
者，應同時遵照辦理之。
(三) 執行單位
本公司從事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之執行單
位為資產管理單位與使用保管單
位。
二、評估程序：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額度
內，得先經董事長核准後先行訂
約，並於下次董事會提案追認之。
3.取得或處分資產，如本公司當地
法律、公司章程或內部控制制度
有規範者，應同時遵照辦理之。
(三) 執行單位
本公司從事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設
備之執行單位為資產管理單位與使
用保管單位。
二、評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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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應由執行單
位事先擬定資本支出計畫，就取
得或處分目的、預計效益等進行
可行性評估。
(二) 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1.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應參考評

(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
應由執行單位事先擬定資本支出計
畫，就取得或處分目的、預計效益
等進行可行性評估。
(二) 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1.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應參考評定

定價值、鄰近不動產實際交易
價值、鄰近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
價格等，決議交易條件及交易
等，決議交易條件及交易價格。
價格。
2. 取得或處分設備，應採詢比議價
2. 取得或處分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或招標方式。
產，應採詢比議價或招標方式。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或其
三、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與
使用權資產，除與台灣地區政府機關交
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
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交
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約當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
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
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其嗣後有

約當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
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
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
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變更者，

交易條件變更者時，亦應比照上
開程序辦理同。

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
.

.
.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或其使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處
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之處理程序
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

(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悉
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投資循環
程序辦理。

產，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投資
循環程序辦理。
(二) 交易條件、交易價格、授權額度及

(二)交易條件、交易價格、授權額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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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

層級
1.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應參考市場
公平市價、決議交易條件及交易
價格，作成分析報告，並依本公
司內部核決權限逐級呈核辦理。
2.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應參考專
家評估報告或市場公平市價，決

1.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應參考市場
公平市價、決議交易條件及交易
價格，作成分析報告，並依本公
司內部核決權限逐級呈核辦理。
2.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應參考專家評估報告或市
場公平市價，決議交易條件及交
易價格，作成分析報告，並依本
公 司 內 部 核 決 權 限 逐級 呈 核 辦
理。

議交易條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
析報告，並依本公司內部核決權
限逐級呈核辦理。

(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時，應
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後，由使用部

(三) 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後，
由使用部門及財務部或採購部門負

門及財務部或採購部門負責執行。

責執行。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或其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交
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之 交易金額達公司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約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約當新臺幣三
當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關交
億元以上者，除與台灣地區政府機關交易
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
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
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臺
臺灣地區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佈之審
灣地區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佈之審
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

.
.

.

第十二條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第十二條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作業程序
用權資產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一、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
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
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約當新臺幣三億元
百分之十或約當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
買賣台灣地區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台灣地區證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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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下列資
料應先經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後，提交董事會決議通過，始
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下列資料應先
經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後，提交董事會決議通過，始得簽訂
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不動產之目的、必要
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依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規定評估
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十三條或
第十四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
理性之相關資料。

.
.

.
.

三、本公司與其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取得或處
三、本公司與其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取得或 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直接或間接持
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交易金額未達新臺
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
幣三億元以上者款授權董事長先行決
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交易金額未達
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款授權董事長先行
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
用權資產。
第十三條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第十三條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之評估程序
產之評估程序
一、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一、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按下列方
產，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
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性：
(一)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
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必

(一)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
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必

要資金利息成本，以公司購入資產年
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利率為準設
算之，惟其不得高於交易或業務執行
地區公佈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要資金利息成本，以公司購入資產年
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利率為準設
算之，惟其不得高於交易或業務執行
地區公佈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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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
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的
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融機構對該
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達貸放
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
逾一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
方互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二)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
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的
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融機構對該
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達貸放
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
逾一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
方互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二、合併購買或租賃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 二、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
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項所列任一
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項所列任一方法評
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估交易成本。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前二項規
產，依前二項規定評估不動產成本，並應
定評估不動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
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及表示具體意見。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情形
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第十二條規
之一者，應依第十二條規定辦理，不適用
定辦理，不適用本條前三項規定：
本條前三項規定：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
產。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三)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
產而取得不動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
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三)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
產而取得不動產。

( 四 )公 開發 行 公司 與其 母 公司 、子 公
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
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
間，取得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權
資產。
第十四條 所設算交易成本低於交易價格時應 第十四條 所設算交易成本低於交易價格時應
辦事項
辦事項
一、本公司依第十三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評 一、本公司依第十三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本條第
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本條
二項規定辦理，惟如因下列情形，並能提
第二項規定辦理，惟如因下列情形，並能
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與會
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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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師之具體合理性意見者，不在此限：

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意見者，不在此限：

(一)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建
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建
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 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估，房
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計
合理營建利潤，其合計數逾實際
交易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

1. 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估，房
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計
合理營建利潤，其合計數逾實際
交易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

潤，應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營建
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財政
部公佈之最近期建設業毛利率
孰低者為准。
2. 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鄰
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
成交交易案例，其面積相近，且
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或租

潤，應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營建
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財政
部公佈之最近期建設業毛利率
孰低者為准。
2. 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鄰
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
成交案例，其面積相近，且交易
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慣例應有

賃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或地區
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者。
3. 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一年
內之其他非關係人租賃案例，經
按不動產租賃慣例應有之合理
樓層價差推估其交易條件相當
者。
(二)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產
或租賃取得不動產使用權資產，其交

之合理樓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
條件相當者。
3. 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一年
內之其他非關係人租賃案例，經
按不動產租賃慣例應有之合理
樓層價差推估其交易條件相當
者。
(二)本 公 司 舉 證 向 關 係 人 購 入 之 不 動
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內之

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
關係人成交交易案例相當且面積相
近者。

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相當且面積
相近者。

所稱鄰近地區成交交易案例，以同一或相
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逾五百
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
積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成交交易案例
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

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案例，以同一或相鄰街
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逾五百公尺
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
人成交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
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十為原則；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取得不動
產 或其 使用 權資 產 事 實發生 之日 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次取得不動產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
追溯推算一年。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按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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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如經按第十三條及本條第一項規定評
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
事項：

三條及本條第一項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
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應就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交易價
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臺灣地區
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

(一) 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
之差額，依臺灣地區證券交易法第
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不得予以分 派 或轉增資配

轉增資配股。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
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
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
臺灣地區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二)審計委員會委員應依臺灣地區公司
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本款前段
對於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準
用之。

股。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
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司，亦應
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臺灣地
區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二) 審計委員會委員應依臺灣地區公司
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三) 應將第一款及第二款處理情形提報
(三)應將第一款及第前二款處理情形提
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
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
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三、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三、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者，應俟高價購入或承租之資產已認列跌
者，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
價損失或處分或終止租約或為適當補償
或處分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
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
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並經金管會同意
者，並經金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
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盈餘公積。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有其他證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
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
應依本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辦理。
規之情事者，亦應依本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得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契約額度 第十七條 得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契約額度
及損失上限及授權額度
及損失上限及授權額度

.
.
二、全部與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限制如

.
.
二、全部與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限制如

下：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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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公司全部已簽立衍生性商品契約
所產生之已實現及未實現之損失不
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之 15%。

(一)本公司全部已簽立衍生性商品契約
所產生之已實現及未實現之損失不
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之 15%。

(二)屬避險性之個別契約其所產生之已

(二)屬避險性之個別契約其所產生之已

實現及未實現損失金額不得超過該
契約金額之 30%。

實現及未實現損失金額不得超過該
契約金額之 30%。

(三)屬非避險性之個別契約其所產生之

(三)屬非避險性之個別契約其所產生之

已實現及未實限損失金額不得超過
該契約金額之 230%或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之 3%。

已實現及未實限損失金額不得超過
該契約金額之 20%或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之 3%。

.
.

.
.

第十八條 權責劃分

第十八條 權責劃分

一、董事會之權責：

一、董事會之權責：

(一)核決專責部門得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之契約金額上限。
(二)指定高階主管人員應隨時注意衍生
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督與控制。
(三)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績
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經營策略及承擔
之風險是否在公司容許承受之範圍。

(一)核決專責部門得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之契約金額上限。
(二)指定高階主管人員應隨時注意衍生
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督與控制。
(三)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績
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經營策略及承擔
之風險是否在公司容許承受之範圍。

(四)定期或於必要時（如將達到第十七條
所列損失限額）召集董事會，由授權
之高階主管向董事會報告衍生性商
品交易之績效。若其績效已不符合公
司經營策略或其風險已非本公司所
能承擔或超過原先預計計畫時，董事
會得決議終止有關之交易契約。

(四)定期或於必要時（如將達到第十七條
所列損失限額）召集董事會，由授權
之高階主管向董事會報告衍生性商
品交易之績效。若其績效已不符合公
司經營策略或其風險已非本公司所
能承擔或超過原先預計計畫時，董事
會得決議終止有關之交易契約。

二、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之權責：

二、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之權責：

(一)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措施

(一)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措施

是否適當，並確實依法令及本章節之
規定辦理。
(二)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異常情
事時，應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並立

是否適當，並確實依法令及本章節之
規定辦理。
(二)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異常情
事時，應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並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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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向董事會報告，董事會應有獨立董
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三、專責部門主管之權責：

即向董事會報告，董事會應有獨立董
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三、專責部門主管之權責：

(一)管理報表格式之訂定及董事會所訂
全公司授權額度之控管。
(二)風險評估模式及績效評估模式之訂
定。

(一)管理報表格式之訂定及董事會所訂
全公司授權額度之控管。
(二)風險評估模式及績效評估模式之訂
定。

(三)交易員任免之核決及交易員授權額
度之訂定。

(三)交易員任免之核決及交易員授權額
度之訂定。

四、專責部門交易員之權責：

四、專責部門交易員之權責：

(一)蒐集市場資訊，進行趨勢判斷及風險
評估，擬定操作策略。

(一)蒐集市場資訊，進行趨勢判斷及風險
評估，擬定操作策略。

(二)依據授權權限及既定之策略執行交
易，並將交易結果記錄於衍生性商品
交易備查簿。

(二)依據授權權限及既定之策略執行交
易，並將交易結果記錄於衍生性商品
交易備查簿。

(三)隨時注意市場變化，必要時應隨時提
出評估報告予權責主管，以調整操作
策略。
(四)各項交易單據及憑證之即時提供。

(三)隨時注意市場變化，必要時應隨時提
出評估報告予權責主管，以調整操作
策略。
(四)各項交易單據及憑證之即時提供。

五、交易確認人員之職責：

五、交易確認人員之職責：

(一)執行交易確認。
(二)審核交易是否依據授權權限與既定
之策略進行。

(一)執行交易確認。
(二)審核交易是否依據授權權限與既定
之策略進行。

(三)定期進行評價，將評價報告呈核予權
責主管。
(四)依金管會規定提供相關資料進行申
報及公告。

(三)定期進行評價，將評價報告呈核予權
責主管。
(四)依金管會規定提供相關資料進行申
報及公告。

六、交割作業人員之權責：

六、交割作業人員之權責：

(一)覆核交易單據及各式報表。
(二)交易有關之交割及結算作業。
一、財務單位得進行衍生性商品交易及確認之

(一)覆核交易單據及各式報表。
(二)交易有關之交割及結算作業。

人員由財務長指派。
二、交易之確認由財務單位不負交易責任之人
員為之。另交割人員由財務單位不負交易
或確認之人員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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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及確認人員之派任、解任應在生效日
前通知交易對象，以維護公司權益。
第三十條 公告申報程序

第三十條 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
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在金管會所指定
之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在金管會所指定
之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

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約當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台灣地區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買回國內台灣地區證券投資信託

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
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約當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附
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
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
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
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或出資
額（或股份）受讓。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或出資
額（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本處理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本處理

程序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之全部或
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程序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之全部或
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

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達約當新臺幣十億元以
上。

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易
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約當新
臺幣十億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約當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達約當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其中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
元以上,處分自行興建完工建案之不
動產, 且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者,交
易金額為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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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約當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
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公司
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約當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
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
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約當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
情形不在此限：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約當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
情形不在此限：

1. 買賣公債。

1. 買賣台灣地區公債。

2. 本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以 投 資 為 專
業，於海內外證券交易所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
賣，或於國內初級市場認購募集

2. 本公司之子公司以投資為專業
者，於海內外證券交易所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
賣，或於國內初級市場認購募集
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
權之一般金融債券(不含次順位
債券)，或申購或買回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或期貨信託基金。

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
權之一般金融債券。
3.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3.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上開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申購或買回國內台灣地區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
基金。

1. 每筆交易金額。
2. 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
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
額。

上開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1. 每筆交易金額。

3.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
動產之金額。

2. 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
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
額。

.
.

3.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之金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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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正「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敬請

討論。

說明：1. 依照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2019 年 3 月 7 日金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
令修正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擬修正「資金貸
予他人作業程序」部份條文。
2. 修正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決議：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726,869,766股，贊成1,695,461,167權，占出席總權
數98.18%，反對3,069權，占出席總權數0%，棄權31,405,530權，占出席總權數
1.82%。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Sino Horizon Holdings Limited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第二條 資金貸與對象
本公司之資金貸與對象（以下簡稱“借款人”）
以下列各款情形為限，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
他人。

修正前條文
第二條 資金貸與對象
本公司之資金貸與對象（以下簡稱“借款人”）
以下列各款情形為限，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
他人。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號。
一、 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號。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 二、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
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有短期融通資金
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有短期融通資
之必要者。所稱短期，以一年或一營業
金之必要者。所稱短期，以一年或一營
週期較長者為準。
業週期較長者為準。
三、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百分之百 三、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百分之百
之子公司間或子公司對本公司，除該子
之子公司間，除該子公司設立所在地有
公司設立所在地有相關法令規範應從
相關法令規範應從其規範者外，得因資
其規範者外，得因資金調度或營運需求
金調度或營運需求相互從事資金貸
相互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二款短期融
與，不受第二款短期融通之限制。
通之限制。
第三條 資金貸與額度
本公司資金貸與金額之限制如下：
一、 資金貸與總額度：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
係及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對外資金貸
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四十為限。
二、 對個別公司或行號之貸與額度：
(一) 因業務往來關係之貸與：不得超過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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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資金貸與額度
本公司資金貸與金額之限制如下：
一、 資金貸與總額度：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
係及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對外資金貸
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四十為限。
二、 對個別公司或行號之貸與額度：
(一) 因業務往來關係之貸與：不得超過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修正後條文
之二十，且基於風險考慮，其貸與
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最近一年往
來金額為限。
(二) 因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貸與：不得
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四十。
三、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
之百之子公司間或子公司對本公司從
事資金貸與，除該子公司設立所在地有
相關法令規範應從其規範者外，其貸與
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的百分之百為限，個別貸與額度以
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的
百分之五十，且不受第一、二款短期融
通之限制。
第四條 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一、 每筆資金貸與期限以一年為原則，與本
公司有業務往來者，經董事會核准，得
延長貸與期限，每筆資金貸與展期以不
超過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二、貸與資金利息採固定利率計算，依
本公司主要往來銀行公告之貸款
基準利率表之相對應借款期間利
率為準，並視公司資金成本調整，
由財務部呈請財務長核定後執行
之，以到期時一次支付為原則。
三、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之子公司間或子公司對本
公司，從事資金貸與，其貸與期限最
長不得超過五年。子公司間如有業務
往來，逾五年之貸與款項得依照其作
業程序及核決層級經董事會核定與予
展期。不受第一款短期融通之限制。

修正前條文
之二十，且基於風險考慮，其貸與
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最近一年往
來金額為限。
(二) 因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貸與：不得
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四十。
三、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
之百之子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除該子
公司設立所在地有相關法令規範應從
其規範者外，其貸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的百分之百為
限，個別貸與額度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的百分之五十。

第四條 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一、 每筆資金貸與期限以一年為原則，與本
公司有業務往來者，經董事會核准，得
延長貸與期限，每筆資金貸與展期以不
超過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二、 貸與資金利息採固定利率計算，依本公
司主要往來銀行公告之貸款基準利率
表之相對應借款期間利率為準，並視公
司資金成本調整，由財務部呈請財務長
核定後執行之，以到期時一次支付為原
則。
三、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
分之百之子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其
貸與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五年。子公司間
如有業務往來，逾五年之貸與款項得依
照其作業程序及核決層級經董事會核
定與予展期。

第九條 資訊公開
第九條 資訊公開
一、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輸入 一、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輸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
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
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本作業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
本作業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
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
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
足資確定交易資金貸與對象及交易金
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
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日期孰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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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

.

.

.

第十三條 實施與修訂
第十三條 實施與修訂
一、 本作業程序應先經審計委員會通過後 一、 本作業程序應先經審計委員會通過後
提送董事會通過，再提報股東會同意，
提送董事會通過，再提報股東會同意，
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並送審計委員
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並送審計委員
會委員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
會委員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
同。
同。
二、本公司依前款規定將本作業程序提
二、本公司依前款規定將本作業程序提報董
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慮各獨
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慮各獨立董事之
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
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
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
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事會紀錄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
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三、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訂定或修正資
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
會決議。
四、前款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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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正「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敬請

討論。

說明：1.依照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2019 年 3 月 7 日金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令
修正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擬修正「背書保證
作業程序」部份條文。
2. 修正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決議：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726,869,766股，贊成1,695,461,168權，占出席總權
數98.18%，反對3,068權，占出席總權數0%，棄權31,405,530權，占出席總權數
1.82%。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Sino Horizon Holdings Limited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第四條 背書保證之額度
第四條 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總額度、對單一企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總額度、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額度及本公司與其子公司
業背書保證額度及本公司與其子公司
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及對單一企
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及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之金額，均不得超過本公司
業背書保證之金額，均不得超過本公司
淨值的百分之一二百五十為限。當本公
淨值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為限。當本公司
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
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已
已達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應
達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應於
於股東會說明其必要性與合理性。
股東會說明其必要性與合理性。

.
.
第六條 背書保證的決策及授權層級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時，應並同第
五條之評估結果呈報董事會經同意後
為之。如認為有必要時，得由董事會授
權董事長於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三五十額度內決行，事
後再報經最近期董事會追認。
二、本公司於為他人背書保證時，應充分考
慮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
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

.
.
第六條 背書保證的決策及授權層級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時，應並同第
五條之評估結果呈報董事會經同意後
為之。如認為有必要時，得由董事會授
權董事長於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額度內決行，事後
再報經最近期董事會追認。
二、本公司於為他人背書保證時，應充分考
慮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
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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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會議紀錄。
第九條 資訊公開
第九條 資訊公開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向主管機關申報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向主管機關申報
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額。
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額。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
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進
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進
行申報：
行申報：
(一)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背書保證餘
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一)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背書保證餘
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者。
(三)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者。
(三)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餘額換算達新臺幣一

背書保證餘額換算達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
證、長期性質採用權益法之投
資帳面金額及資金貸與餘額合
計數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

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
長期性質之投資及資金貸與餘
額合計數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

.
.

.
.
第十三條 實施與修訂

第十三條 實施與修訂

一、本作業程序經審計委員會通過後，送董 一、本作業程序經審計委員會通過後，送董
事會同意，再提報股東會通過，如有董
事會同意，再提報股東會通過，如有董
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
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
公司應將其異議送審計委員會委員，審
公司應將其異議送審計委員會委員，審
計委員會表示無異議後再提報股東
計委員會表示無異議後再提報股東
會，修正時亦同。
會，修正時亦同。
二、本公司依前款規定將本作業程序提報董
二、本公司依前款規定將本作業程序提報董
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慮各獨立董事之
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慮各獨立董事之
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
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
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獨立董事
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
議事錄載明。
三、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訂定或修正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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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書保證作業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

修正前條文

四、前款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第十四條 其他

第十四條 其他

一、本作業程序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依 一、本作業程序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依
本公司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認定
本公司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認定
之。
之。
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報導準

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編製者，本作業程序所稱之淨值，係
指本公司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資
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則編製者，本作業程序所稱之淨值，係
指本公司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資
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二、本作業程序未盡事宜部分，依有關法令 二、本作業程序未盡事宜部分，依有關法令
規定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理。
規定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理。
三、本作業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系指輸入 三、本作業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系指輸入
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本作業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

本作業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

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
足資確定交易背書保證對象及交易金
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
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
日期孰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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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由：全面改選董事及獨立董事案，提請

改選。

說明：1.董事任期於 2019 年 8 月 26 日屆滿，擬由 2019 年度股東會中選任董事 11 席，
其中包括獨立董事 3 席，依公司章程第 86 條規定獨立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選
任，新任董事任期自 2019 年 6 月 28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27 日。
2.本次股東常會受理提名獨立董事，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及其相關資料載明如下表。
獨立董事候選人

學歷

徐立德

-美國哈佛大學 公共 -行政院副院長
0股
-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
行政碩士
董事長
-總統府資政
-行政院經建會主任委員
-中央投資公司董事長
-財政部長
-經濟部長
-美國威廉伍德 大學 -立法院第四、六、七屆立法委員
0股
-國民大會第二、三屆國大代表
企業管理研究所企業
-台視、中視、中廣節目主持人
碩士畢業
-經濟部中小企業經營管理講師
-國立中山大學 管理 -勤業眾信會計事務所副董事長及南 0 股
學院 EMBA 碩士
區區長合夥人
-國立台灣大學 會計 -中山大學會計系兼任講師
系學士

郭素春

陳政弘

經歷

持有股份

選舉結果：
董事及獨立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職稱

戶號

戶名
Great Sino Development Ltd.
代表人:張洪本
True Elite Holdings Limited
代表人: 張虔生
True Elite Holdings Limited
代表人: Madeline D Chang
Great Sino Development Ltd.
代表人:張能耀

董事

3

董事

4

董事

4

董事

3

獨立董事

A102XXXXXX

徐立德

1,567,484,793

董事

F103XXXXXX

林豐正

1,567,45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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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票權數
2,108,732,030
1,856,374,129
1,856,374,129
1,856,374,129

職稱

戶號

戶名

得票權數

董事

A111XXXXXX

陳清忠

1,567,454,129

獨立董事

S102XXXXXX

陳政弘

1,567,442,545

董事

R122XXXXXX

汪渡村

1,567,434,129

獨立董事

F222XXXXXX

郭素春

1,567,428,043

董事

17

馮安怡

1,567,404,129

第六案：（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敬請

討論。

說明：1.股東會改選之新任董事可能具有競業之情況。
2.依本公司公司章程第 65 條規定，公司得隨時以重度決議解除董事之競業禁
止。 擬向 2019 年股東會提案以重度決議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為自己
或他人從事與公司競業之行為禁止限制。
決議：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726,869,766股，贊成1,695,460,667權，占出席總權
數98.18%，反對3,170權，占出席總權數0%，棄權31,405,929權，占出席總權數
1.82%。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十、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無。
十一、散會：上午九時五十分。本日所定之議程均已進行完畢，由主席宣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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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大家好：
2018 年中國經濟運行保持總體平穩的發展態勢，展示出強大韌勁和巨大潛力：國內生
產總值超過 90 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6.6%。中央政府對房地產的政策，始終堅持「因
城施政、分類調控」，逐步完善房地產調控長效機制。
2018 年營業成果
2018 年度鼎固營業收入為 69 億元，營業毛利為 40 億元，毛利率為 58%。加計投資
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變動利益 5.6 億元及扣除相關費損後，稅前淨利為 32 億元，每股盈餘
為 0.94 元。
2018年度售房收入為41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30億元，主要係上海嘉定區安亭的建案
「伯爵灣」項目受到市場的認可，半年內高層住宅288套就已經完銷結束，單一建案即認
列售房收入逹32億元，有效地挹注了2018年度的業績表現。租賃業務基本與2017年度保
持持平，租賃收入為22億元(不含預計出售的北京鼎好電子商場之租賃收入9億元)。其中上
海日月光中心商場現在已經成為上海美食的地標。另外，上海黃浦日月光中心辦公樓截至
2018年底出租率接近滿租，主要係得益於项目直通地铁，加上商場的強大配套及鼎固優秀
而成熟的物業管理能力。
北京鼎好電子商城自 2003 年開業以來，迄今已經超過 15 年，資產增值幅度巨大，加
上市場潛在買家提出的價格合理，故鼎固控股於 2018 年 12 月 6 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授
權董事長簽署協議，透過處分子公司間接出售所持有的 80%北京鼎固鼎好實業公司股權。
本交易總金額約折合新台幣 192 億，已順利簽署買賣協議並於 2019 年 3 月完成交割。鼎
固認列稅後淨利約新台幣 78 億，每股獲利貢獻約新臺幣 4.51 元。該筆資金將能有效充裕
鼎固的營運資金，鼎固將進一步尋找優質項目進行投資或償還銀行貸款降低負債。
營業計畫：


鼎固之經營方針包括：

1. 結合大陸政府的城市化政策，並配合當地發展計劃，謹慎增加土地儲備；
2. 產品以辦公、商場及住宅並重，在快速取得現金及長期穩定的現金流發展上，取得適
當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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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商場品質，通過業態調整及提高商場營運管理，以達到吸引更多有效的消費客源，
與商戶共創雙贏；
4. 提升住宅品質，推動節能環保，選用優質承建商，在保證品質的前提下，嚴格實行成
本控制；
5. 與金融機構維持良好關係，擴大融資管道，同時強化財務管理及流動性管理。


預計規劃：
鼎固於江蘇省無錫市的「宛溪雅居」建案一期住宅項目共約200套，將於2019年上半

年度交房，而二期住宅項目也預計將於2019年下半年度完工；上海市安亭地區的伯爵灣二
期住宅項目共約350套，預計將於2019年取得預售許可證，本項目鄰近11號線地鐵安亭站，
附近除了諸如嘉亭薈城市生活廣場…等等的商業配套日漸成熟，還鄰近華東師範大學附屬
雙語幼兒園、同濟大學附屬實驗小學及實驗中學..等等優質教育資源，故相信能延續伯爵
灣一期的熱銷業績。
未來展望
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預計會放緩，但國務院開始實施減稅降費政府，主要包括將製業造
增值稅稅率從17%降到13%，並對小微民營企業實施定向降準，以培育新的發展動能、扶
持原有增長動力。預期中國政府將保持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繼續實施
房地產市場分類調控，加快建立和完善促進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防範化解房地
產市場風險。鼎固將繼續堅定不移實施租售並重，以售養租的經營方針，在以售房回籠資
金的同時，妥善管理出租物業，使其有穏定的現金流入。
鼎固為了增加對股東的回報，在考量2018年度的經營成果後，將現金股利由去年的每股
0.36元，進一步提升一倍至每股現金股利0.72元(註：經2019年度股東會決議通過後始得執
行)，以答謝廣大股東近幾年的鼎力支持。
最後，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衷心感謝所有股東、客戶、員工、業務夥伴的鼎力支持、
熱誠投入、專心致志和寶貴貢獻。我們將繼續倚仗大家的支持，締造良好的投資回報。

董事長：

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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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會計：

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審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
派案等，其中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
並出具查核報告。前述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表案業經本審
計委員會審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中華民國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第
十四條之五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Sino Horizon Holdings Limited
鼎固控股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 獨立董事 徐立德
獨立董事 郭素春
獨立董事 陳政弘

中

華

民

國

1

0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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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

0

日

附件三

會計師查核

會計師查核報告

鼎 固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SINO HORIZON HOLDINGS LIMITED ）

公鑒：

查核意見
鼎 固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SINO HORIZON HOLDINGS LIMITED ） 及 其 子 公
司 （ 鼎 固 集 團 ） 民 國 107 年 及 106 年 12 月 31 日 之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 暨 民 國
107 年 及 106 年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 之 合 併 綜 合 損 益 表、合 併 權 益 變 動 表 與
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
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鼎固集團民
國 107 年 及 106 年 12 月 31 日 之 合 併 財 務 狀 況，暨 民 國 107 年 及 106 年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 之 合 併 財 務 績 效 及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
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
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
業道德規範，與鼎固集團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
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 鍵 查 核 事 項 係 指 依 本 會 計 師 之 專 業 判 斷 ， 對 鼎 固 集 團 民 國 107 年 度 合
併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告整體及
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茲 對 鼎 固 集 團 民 國 107 年 度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之 關 鍵 查 核 事 項 敘 明 如 下 ：
投資性不動產之公允價值
關鍵查核事項說明
投 資 性 不 動 產 之 帳 面 價 值 於 民 國 107 年 12 月 31 日 為 45,138,117 仟 元 ，
投 資 性 不 動 產 之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對 民 國 107 年 度 之 稅 前 淨 利 影 響 數 為 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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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727 仟 元 。 由 於 投 資 性 不 動 產 之 餘 額 對 整 體 財 務 報 表 係 屬 重 大 ， 且 此 公 允
價 值 之 決 定 亦 涉 及 重 大 判 斷，故 將 投 資 性 不 動 產 之 評 價 認 定 為 關 鍵 查 核 事 項 。
為支持管理階層做出合理之估計，集團使用獨立鑑價機構之估價來決定
投資性不動產之公允價值。對該評價產生重大影響之假設已揭露於財務報表
附註十三。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此所執行的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 評 估 管 理 階 層 所 使 用 之 獨 立 評 價 人 員 之 專 業 能 力 、 適 任 能 力 、 與 客 觀 能
力，並驗證評價人員之資格。
2. 諮 詢 本 事 務 所 內 部 專 家 ， 以 評 估 管 理 階 層 之 判 斷 ， 包 括 估 價 方 式 、 主 要
評價參數及折現率之合理性。
3. 針 對 投 資 性 不 動 產 評 價 所 使 用 之 財 務 數 據 ， 包 括 租 金 收 入 、 租 賃 成 本 及
相關費用，與歷史財務資料進行比較分析，並予以核算，以確認數據之
合理性及相關性。
房地產銷售收入之確認時點
關鍵查核事項說明
民 國 107 年 度 之 房 地 產 銷 售 收 入 係 為 4,161,898 仟 元，依 鼎 固 集 團 之 會 計
政 策 （ 請 參 閱 附 註 四 ）， 房 地 產 銷 售 收 入 係 當 房 地 產 開 發 產 品 已 達 預 期 可 使 用
狀態，經相關部門驗收合格且辦妥備案手續後，鼎固集團係依銷售合約規定
發出交房通知書，於交房日或交房截止日認列銷貨收入，由於售房收入須符
合 前 述 條 件 後 始 得 認 列，故 將 房 地 產 銷 售 收 入 確 認 時 點 認 定 為 關 鍵 查 核 事 項 。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藉由執行控制測試以了解鼎固集團房地產銷售收入之時點及相
關控制制度之設計與執行情形。
此外，本會計師自本年度售房交易選取樣本執行的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 檢 視 經 買 賣 雙 方 簽 署 之 銷 售 合 約 ， 以 確 認 合 約 之 條 款 安 排 。
2. 核 對 相 關 交 房 紀 錄 或 交 房 通 知 書 ， 以 確 認 交 房 日 期 或 交 房 截 止 日 期 。
3. 核 對 售 房 之 收 款 紀 錄 是 否 與 銷 售 合 約 之 價 款 相 符 。
4. 確 認 帳 上 所 列 之 房 地 產 銷 售 收 入 係 完 成 交 房 程 序 後 才 予 以 計 入 ， 以 確 保
該項收入已適當紀錄在正確之會計期間。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50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
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告，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
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鼎固集團繼續經營
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
圖清算鼎固集團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鼎固集團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
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
併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
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
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
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 認 並 評 估 合 併 財 務 報 告 導 因 於 舞 弊 或 錯 誤 之 重 大 不 實 表 達 風 險 ； 對 所
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
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
導因於錯誤者。
2. 對 與 查 核 攸 關 之 內 部 控 制 取 得 必 要 之 瞭 解 ， 以 設 計 當 時 情 況 下 適 當 之 查
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鼎固集團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 估 管 理 階 層 所 採 用 會 計 政 策 之 適 當 性 ， 及 其 所 作 會 計 估 計 與 相 關 揭 露
之合理性。
4. 依 據 所 取 得 之 查 核 證 據 ， 對 管 理 階 層 採 用 繼 續 經 營 會 計 基 礎 之 適 當 性 ，
以及使鼎固集團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
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
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
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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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
可能導致鼎固集團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 估 合 併 財 務 報 告 （ 包 括 相 關 附 註 ） 之 整 體 表 達 、 結 構 及 內 容 ， 以 及 合
併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 於 集 團 內 組 成 個 體 之 財 務 資 訊 取 得 足 夠 及 適 切 之 查 核 證 據 ， 以 對 合 併
財務報告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
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
重 大 查 核 發 現 （ 包 括 於 查 核 過 程 中 所 辨 認 之 內 部 控 制 顯 著 缺 失 ）。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
已遵循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
能 被 認 為 會 影 響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之 關 係 及 其 他 事 項 （ 包 括 相 關 防 護 措 施 ）。
本 會 計 師 從 與 治 理 單 位 溝 通 之 事 項 中 ， 決 定 對 鼎 固 集 團 民 國 107 年 度 合
併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
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
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
之公眾利益。

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台 財 證 六 字 第 0920123784 號
中

華

民

國

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台 財 證 六 字 第 0920123784 號
1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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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0

日

鼎 固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SINO HORIZON HOLDINGS LIMITED ） 及 子 公 司
合併資產負債表
民 國 107 年 及 106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代
1100
1110
1170
1200
130X
1412
1460
1476
1479
1480
11XX

碼 資
產
流動資產
現金及約當現金（附註六）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附註七及三三）
應收帳款淨額（附註九）
其他應收款
存貨（附註十及三三）
預付租賃款（附註十五及三三）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附註十一）
其他金融資產（附註八及三三）
其他流動資產（附註十六及二六）
取得合約之增額成本－流動（附註二四）
流動資產總計

1510
1600
1760
1840
1980
1985
1990
15XX

非流動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附註七）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附註十二及三三）
投資性不動產（附註十三及三三）
遞延所得稅資產（附註二六）
其他金融資產（附註八及三三）
預付租賃款－非流動（附註十五及三三）
其他非流動資產（附註十六）
非流動資產總計

1XXX

資

代
2100
2130
2170
2200
2230
2260
2305
2313
2313
2320
2399
21XX

產

總

2540
2570
2645
25XX

權益（附註二三）
股
本
資本公積
保留盈餘
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重估增值
與待出售資產相關之權益
本公司業主之權益
非控制權益
權益總計
債 與

2,984,233
4,605,232
269,537
44,052
40,007,838
6,031
23,227,056
85,840
399,983
26,445
71,656,247

2
4
34
20
60

174,405
964,216
45,138,117
617,602
145,516
253,968
74,686
47,368,510
$ 119,024,757

$

負債總計

負

％

$

％

3,807,603
741,938
312,465
34,899
38,180,330
6,318
1,185,094
215,780
44,484,427

3
1
33
1
38

1
38
1
40

1,113,820
69,109,922
571,783
360,507
273,287
194,522
71,623,841

1
60
1
62

100

$ 116,108,268

100

(

1,429,427
1,216,506
742,059
1,364,703
1,474,114
10,593,226
468,886
216,255
861,307
392,353
18,758,836

1
1
1
1
1
9
1
1
16

37,262,262
10,107,011
372,968
47,742,241

925,570
745,514
1,286,529
1,443,196
647,324
379,599
147
7,061,579
178,223
12,667,681

1
1
1
1
1
6
11

31
9
40

29,628,900
19,295,591
505,051
49,429,542

25
17
42

66,501,077

56

62,097,223

53

17,402,970
201,861
34,762,889
2,571,353 )
40,860
179,536
50,016,763
2,506,917
52,523,680

15
29
2)
42
2
44

17,402,970
201,861
33,758,097
184,939 )
40,860
51,218,849
2,792,196
54,011,045

15
29
44
3
47

$ 119,024,757

權 益 總 計

(

$

(

100

後附之附註係本合併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董事長：

106年12月31日
額

金

益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附註十七及三三）
遞延所得稅負債（附註二六）
存入保證金（附註二一）
非流動負債總計

2XXX

3100
3211
3300
3410
3460
3470
31XX
36XX
3XXX

$

計

碼 負
債
及
權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附註十七及三三）
合約負債－流動（附註二四）
應付帳款（附註十八）
其他應付款（附註二十）
本期所得稅負債（附註二六）
與待出售資產相關之負債（附註十一）
其他金融負債－流動（附註二一）
預收收入（附註十九）
遞延收入－流動（附註二八）
一年內到期長期借款（附註十七及三三）
其他流動負債（附註二十）
流動負債總計

107年12月31日
額

金

經理人：

會計主管：
53

$ 116,108,268

100

鼎 固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SINO HORIZON HOLDINGS LIMITED ） 及 子 公 司
合併綜合損益表
民 國 107 年 及 106 年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惟每股
盈餘（虧損）為元

代 碼
營業收入（附註二四）
40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十、二四及
二五）

5950

營業毛利

6100
6200
6000

營業費用（附註二五）
行銷費用
管理費用
營業費用合計

6500

6900

7010
7020
7050
7000

107年度
金
額
$ 6,928,722

(

(
(
(

營業淨利

7900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

7950

所得稅費用（附註二六）

8000

繼續營業單位本年度淨利
（損）

( 42 )

3,998,671

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變動
利益（附註十三）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附註二
五及二八）
其他收入
其他利益及損失－淨額
財務成本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合計

2,930,051 )

％
100

133,971 )
255,669 )
389,640 )

(

58

(
(
(

2)
4)
6)

1,341,872 )
2,359,951

(
(
(

126,344 )
235,003 )
361,347 )

％
100

( 36 )
64

( 4)
( 6)
( 10 )

563,727

8

610,998

16

4,172,758

60

2,609,602

70

(
(

180,311
332,558 )
843,790 )

3
( 5)
( 12 )

(

996,037 )

( 14 )

3,176,721
(

106年度
金
額
$ 3,701,823

1,508,529 )

1,668,192

（接次頁）

54

(
(

89,777
874,015 )
666,911 )

3
( 24 )
( 18 )

(

1,451,149 )

( 39 )

46
( 22 )

24

1,158,453
(

1,170,995 )

(

12,542 )

31
( 31 )

-

（承前頁）
107年度
額

代 碼
金
停業單位本年度淨利（損）
8100
（附註十一）
($

35,033 )

％

金
-

8200

本年度淨利

8310
8341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
額

(

1,152,611 )

( 17 )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
目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
換算之兌換差額

(

1,341,406 )

( 19 )

8500

本年度綜合利益（損失）

($

860,858 )

( 12 )

8600
8610
8620

淨利歸屬於：
本公司業主
非控制權益

8360
8361

8700
8710
8720

9750
9850
9710
9810

1,633,159

$ 1,631,299
1,860
$ 1,633,159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業主
非控制權益

每股盈餘（虧損）
（附註二七）
來自繼續營業單位
基
本
稀
釋
來自停業單位
基
本
稀
釋

($
(
($

575,579 )
285,279 )
860,858 )

106年度
額

$

24

24
24

( 8)
( 4)
( 12 )

(

202,606

5

190,064

5

593,151 )

33

$

811,189

22

$

147,750
42,314
190,064

4
1
5

799,328
11,861
811,189

22
22

$

$
$

$
$

0.96
0.96

($
($

0.03 )
0.03 )

($
($

0.02 )
0.02 )

$
$

0.11
0.11

經理人：

會計主管：
55

( 16 )

1,214,276

後附之附註係本合併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董事長：

％

鼎 固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SINO HORIZON HOLDINGS LIMITED ） 及 子 公 司
合併權益變動表
民 國 107 年 及 106 年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
單位：除另予註明者外
，係新台幣仟元

歸

股
股

代 碼
A1

106 年 1 月 1 日餘額

B1
B5

105 年度盈餘指撥及分配
法定盈餘公積
本公司股東現金股利

屬

數
1,740,297

於

本

本
額
$ 17,402,970

金

公

司

資

本 公 積
$
201,861

業

主

之

權

益
其

保
留
盈
餘
法定盈餘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 未 分 配 盈 餘
$ 1,180,400
$ 18,029,978
$ 15,026,476

（
他

附
權

財務報表換算
之 兌 換 差 額
($
836,517 )

重

註
益

估
$

增 值
40,860

二
項
目
與待出售非流動
資產直接相關
之
權
益
$
-

三

）

總

計
$ 51,046,028

非 控 制 權 益
（附註二三）
$ 2,773,574

-

-

190,281
190,281

-

(
(
(

190,281 )
626,507 )
816,788 )

-

-

-

依金管證發字第 1030006415 號令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

-

-

-

-

498,160

(

498,160 )

-

-

-

-

-

-

D1

106 年度淨利

-

-

-

-

-

147,750

-

-

-

147,750

42,314

190,064

D3

106 年度稅後其他綜合損益

-

-

-

-

-

-

651,578

-

-

651,578

30,453 )

621,125

D5

106 年度綜合損益總額

-

-

-

-

-

147,750

651,578

-

-

799,328

11,861

811,189

O1

非控制權益

-

-

-

-

-

-

-

-

-

-

6,761

6,761

Z1

106 年 12 月 31 日餘額

1,740,297

17,402,970

201,861

1,370,681

18,528,138

13,859,278

40,860

-

51,218,849

2,792,196

54,011,045

B1
B5

106 年度盈餘指撥及分配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本公司股東現金股利

-

-

-

15,037
15,037

-

(
(
(

15,037 )
626,507 )
641,544 )

-

-

-

依金管證發字第 1030006415 號令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

-

-

-

-

182,313

(

182,313 )

-

-

-

-

-

-

D1

107 年度淨利

-

-

-

-

-

1,631,299

-

-

-

1,631,299

1,860

1,633,159

D3

107 年度稅後其他綜合損益

-

-

-

-

-

-

(

2,206,878 )

-

-

(

2,206,878 )

(

287,139 )

(

2,494,017 )

D5

107 年度綜合損益總額

-

-

-

-

-

1,631,299

(

2,206,878 )

-

-

(

575,579 )

(

285,279 )

(

860,858 )

T1

其他－重分類至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
權益

-

-

-

-

-

-

(

179,536 )

-

179,536

-

-

-

1,740,297

$ 17,402,970

201,861

$ 1,385,718

$ 18,710,451

$ 14,666,720

179,536

$ 50,016,763

$ 2,506,917

$ 52,523,680

B3

B3

Z1

107 年 12 月 31 日餘額

$

(

184,939 )

( $ 2,571,353 )

$

後附之附註係本合併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56

40,860

$

(
(

-

益 總 額
$ 53,819,602

-

(
(

626,507 )
626,507 )

權

(

626,507 )
626,507 )

-

(
(

(
(

626,507 )
626,507 )

626,507 )
626,507 )

鼎 固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SINO HORIZON HOLDINGS LIMITED ） 及 子 公 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
民 國 107 年 及 106 年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代

107年度

碼

A00010
A00020
A10000
A20010
A20100
A20200
A20400
A20900
A21200
A21300
A22500
A24100
A24600
A23700
A30000
A31110
A31150
A31180
A31200
A31240
A31250
A31270
A32125
A32150
A32180
A32210
A32220
A32250
A32990
A33000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
停業單位稅前淨損
本年度稅前淨利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攤銷費用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
資產及負債之淨損益
利息費用
利息收入
股利收入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未實現外幣兌換損益
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調整損
益
存貨跌價（迴轉）損失
營業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數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資產
應收帳款
其他應收款
存
貨
其他流動資產
其他金融資產
取得合約之增額成本
合約負債
應付帳款
其他應付款
預收款項
存入保證金
遞延收入
其他負債
營運活動收取之現金流入（出）

（接次頁）

57

$
(

3,176,721
339,869 )
2,836,852

106年度
$
(

85,963
8,822

(

698,232
1,859,480
107,058 )
84,030 )
6,951
162,475 )

(

143,872
2,088 )

(
(

(
(
(
(

(
(
(

13,549
14,302 )
2,655,728 )
243,633 )
272,879
26,445 )
1,120,370
35,152
356,545
26,800 )
49,417 )
115 )
229,994
4,296,570

1,158,453
28,080 )
1,130,373
96,229
10,319

(

283,940
1,648,568
102,037 )
1,218
575,463
92,229
50

(
(
(
(
(

(
(
(
(
(
(

1,040,878 )
53,115 )
7,812
4,662,571 )
96,425 )
30,006 )
18,691 )
107,119 )
33,026 )
152,595
30,927 )
221,691 )
2,397,690 )

（承前頁）
代

107年度

碼

A33300
A33500
AAAA

支付利息
支付所得稅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B00100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

B00200
B02700
B02800
B03700
B04100
B06500
B07500
B07600
BBBB

C00100
C00200
C01600
C01700
C03700
C04500
C04600
CCCC

處分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
購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
存出保證金減少
其他資產減少
其他金融資產減少
收取利息
收取之股利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
償還短期借款
舉借長期借款
償還長期借款
關係人借款
發放現金股利

($
(

(

1,810,967 )
1,172,915 )
1,312,688

106年度
($
(
(

11,378,324 )
7,546,800
42,840 )
425
115,548
11,659
105,944
84,030

(

(

(
(
(

47,110 )
16,750
7,258
1,003,814
103,525
-

(

3,556,758 )

1,084,237

2,334,884
1,865,206 )
21,616,936
20,330,940 )
983,840
626,507 )

942,514
5,756,482
2,777,404 )
626,507 )

(
(

2,113,007

子公司現金增資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620,579 )
1,121,330 )
5,139,599 )

6,761
3,301,846

DDDD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

62,895 )

(

61,797 )

EEEE

現金及約當現金淨減少

(

193,958 )

(

815,313 )

E00100

年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3,807,603

E00200 年底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接次頁）

$

58

3,613,645

4,622,916
$

3,807,603

（承前頁）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之調節
代

107年12月31日

碼

E00210

資產負債表帳列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E00240

包含於待出售處分群組之現金及約當現
金

E00200

$

3,613,645

後附之附註係本合併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59

$

629,412
$

年底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2,984,233

106年12月31日
3,807,603

$

3,807,603

附件四
股東常會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內容

60

61

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