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股東股東股東股東常常常常會議會議會議會議事錄事錄事錄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四）上午十時整 

地    點：新北市樹林區三多路 123 號（本公司樹林廠）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96,678,000 股 

出席股東股份總數：56,648,466 股（含電子投票 7,026,597 股） 

出席股數佔全部已發行股數：58.59%  

出席董事：李清崑、李進勝、李福臨、獨立董事簡虹瑤（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

委員），出席董事合計四席（含一席獨立董事） 

列席：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邱昭賢會計師 

主席：李清崑                 記錄：陳崇文 

出席股東代表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一○七年度營業報告。 

說  明：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第二案 

案  由：一○七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 

說  明：一○七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第三案 

案  由：一○七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說  明：1.本公司一○七年度員工酬勞 13,000,000 元及董事酬勞 5,000,000 元，業經

108 年 3 月 27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2.上述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皆以現金方式發放。 

 

三、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說  明：1.本公司一○七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徐明釧及邱昭賢會

計師查核竣事，敬請  鑒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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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財務報表併同營業報告書業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認為尚無

不合，並出具書面審查報告在案。 

3.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上述財務報

表，請參閱附件三。 

4.敬請 承認。 

決  議：本案以票決方式決議，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56,648,466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56,470,264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949,395 權） 
99.69% 

反對權數：11,00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1,000 權） 
0.02%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67,202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6,202 權） 
0.29%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一○七年度盈餘分配案。 

說  明：1.本公司一○七年度盈餘分配案，業經民國 108 年 3 月 27 日董事會決議通

過，擬訂每股配發現金股利 3.6 元，俟股東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除

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2.上述現金股利按除息基準日股東持股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

配未滿 1 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3.本公司一○七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四。 

4.敬請 承認。 

決  議：本案以票決方式決議，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56,648,466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56,470,264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949,395 權） 
99.69% 

反對權數：11,00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1,000 權） 
0.02%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67,202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6,202 權） 
0.29%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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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全面改選董事案。 

說  明：1.本公司現任董事之任期至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止，為符合法令規定，擬

配合本年度股東常會辦理全面改選。 

2.本公司章程規定設置董事 5~9 人，考量公司經營規模及董事會實務運作，

擬比照現任第三屆董事人數，選任第四屆董事 7 人（含 3 席獨立董事），

並自一○八年股東常會後就任，任期三年，自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起至

一一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止，並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原董事任

期至本年股東常會完成時止。 

3.本次董事選舉，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董事候選人名單如

下： 身份別 姓名 代表法人姓名 主要經(學)歷 現職 持有股份數額 董  事 李清崑 德億投資有限公司 積穗國中 台灣滾珠工業(股)公司董事長 全球傳動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全球滾珠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台灣滾珠工業(股)公司董事長 全美綠能(股)公司董事 5,735,000 

董  事 李進勝  台北科技大學工管系 EMBA 龍華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碩士 全球滾珠科技(股)公司總經理 全球傳動科技(股)公司總經理 全球滾珠科技(股)公司總經理 台灣滾珠工業(股)公司總經理 全美綠能(股)公司董事長 3,183,456 董  事 李福臨 德章投資有限公司 龍華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學士 德章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德章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全美綠能(股)公司董事 2,200,000 董  事 黃福興 中盈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美國華盛頓大學企管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海洋運輸學系學士 中盈投資開發(股)公司副總經理 
中盈投資開發(股)公司副總經理 華星光通科技(股)公司董事 1,975,000 獨立董事 王泊翰  成功大學會計學士 中山大學企管碩士 詳崴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 － 獨立董事 簡虹瑤  政治大學會計系學士 裕隆集團總管理處財管部科長 － 獨立董事 劉怡麟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博士班(在學)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 EMBA 專班碩士班 私立銘傳大學保險系學士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公司營業協理 － 

4.敬請 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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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第四屆董事當選名單及全數如下： 類別 
戶號/ 身分證字號 

戶名 
得票權數 （含電子投票） 

董事 

4 
德億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清崑 

81,582,300 

2 李進勝 55,792,233 

3 
德章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福臨 

50,406,385 

214 
中盈投資開發(股)公司 代表人：黃福興 

49,098,468 獨立董事 

E122525*** 王泊翰 42,487,746 

Q222258*** 簡虹瑤 41,325,138 

F122101*** 劉怡麟 41,295,786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說  明：1.依公司法第 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

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為借助董事之專才與相關經驗，擬配合實際業務需要，在無損及本公司之

利益下，擬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身份別 姓名 代表法人姓名 兼任公司名稱及職務 董   事 李清崑 德億投資有限公司 全球滾珠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台灣滾珠工業(股)公司董事長 全美綠能(股)公司董事 董   事 李進勝  全球滾珠科技(股)公司總經理 台灣滾珠工業(股)公司總經理 全美綠能(股)公司董事長 董   事 李福臨 德章投資有限公司 德章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全美綠能(股)公司董事 董   事 黃福興 中盈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中盈投資開發(股)公司副總經理 華星光通科技(股)公司董事 獨立董事 王泊翰  詳崴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 穆拉德加捷生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東台精機(股)公司獨立董事 中宇環保工程(股)公司獨立董事 瑞陞財務顧問(股)公司董事 兆萬諮詢有限公司董事 鉅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獨立董事 簡虹瑤  裕隆集團總管理處財管部科長 獨立董事 劉怡麟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公司營業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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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請  討論。 

決  議：本案以票決方式決議，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56,648,466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56,288,008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767,139 權） 
99.36% 

反對權數：187,456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87,456 權） 
0.33%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73,002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72,002 權） 
0.31%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說  明：1.擬依公司營運發展之所需予以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 

2.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3.提請 討論。 

決 議：本案以票決方式決議，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56,648,466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56,300,208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779,339 權） 
99.39% 

反對權數：178,056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78,056 權） 
0.31%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70,202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9,202 權） 
0.3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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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說  明：1.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訂「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之修改以及公司實際營運之需求，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 

2.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3.提請 討論。 

決 議：本案以票決方式決議，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56,648,466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56,466,264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945,395 權） 
99.68% 

反對權數：13,00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3,000 權） 
0.02%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69,202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8,202 權） 
0.3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辦法」案。 

說  明：1.擬依法令規定修正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辦法」。 

2.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 

3.提請 討論。 

決 議：本案以票決方式決議，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56,648,466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56,465,264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944,395 權） 
99.68% 

反對權數：13,00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3,000 權） 
0.02%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70,202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9,202 權） 
0.3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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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辦法」案。 

說  明：1.擬依法令規定修正本公司「背書保證辦法」。 

2.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八。 

3.提請 討論。 

決 議：本案以票決方式決議，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56,648,466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56,465,264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944,395 權） 
99.68% 

反對權數：13,00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3,000 權） 
0.02%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70,202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9,202 權） 
0.3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同日上午十時三十分，由主席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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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民國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 

 

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 

 

    本公司從事滾珠螺桿及線性滑軌等相關產品領域之製造已有超過 30 年以上的經驗，

於研發新產品及技術方面不斷尋求推陳出新，在經營團隊的帶領下除鑽研本業的精密級

轉造滾珠螺桿，更秉持著求新求變的精神，發展尺寸齊全的產品線，除了精密級滾珠螺

桿及線性滑軌外，尚有滾珠花鍵、直線傳動平台以及其他傳動元件產品。 

     本公司一○七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 3,418,356仟元，較一○六年度 2,709,435仟元成

長 26.16%；一○七年度稅後淨利為 621,535仟元，稅後每股盈餘為 6.93 元。茲就一○七

年度營業狀況報告如下：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每股盈餘：元 

         年度      

項目 107 年度 106 年度 

增(減)變動 

金額 比例% 

營業收入淨額 3,418,356 2,709,435 708,921 26.16 

營業成本 2,220,742 2,034,680 186,062 9.14 

營業毛利 1,197,614 674,755 522,859 77.49 

營業費用 428,692 331,532 97,160 29.31 

營業利益 768,922 343,223 425,699 124.03 

營業外收(支)淨額 16,030 (76,402) 92,432 (120.98) 

稅前淨利 784,952 266,821 518,131 194.19 

所得稅費用 163,417 53,349 110,068 206.32 

稅後淨利 621,535 213,472 408,063 191.16 

未實現評價損益 (3,920) - (3,920) (100.00) 

本期綜合損益 617,615 213,472 404,143 189.32 

稅後每股盈餘 6.93 2.50 4.43 177.20 

 

 



 

~ 9 ~ 

(二)預算執行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7 年度實際數 107 年度預算數 達成率% 

營業收入淨額 3,418,356 3,504,718 97.54 

營業成本 2,220,742 2,449,416 90.66 

營業毛利 1,197,614 1,055,302 113.49 

營業費用 428,692 364,968 117.46 

營業利益 768,922 690,334 111.38 

營業外收(支)淨額 16,030 (71,269) (22.49) 

稅前淨利 784,952 619,065 126.80 

  說明：營收達成率為 97.54%，主要係受到中美貿易戰等政經因素之影響，導致 107 年下

半年度營收金額不如預期；另外，受到產品售價調漲之影響，故整體毛利率高於預

算預估水準。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年度 

項目 
107 年度 106 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39.51% 56.27%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210.88% 139.41%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13.13% 6.16% 

股東權益報酬率(%) 23.74% 13.13% 

占實收資本比率

(%) 

營業利益 79.53% 40.25% 

稅前淨利 81.19% 31.29% 

純益率(%) 18.18% 7.88% 

每股盈餘(元) 6.93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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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研究發展狀況 

隨著地球環保節能的需求以及科技之改變，高速節能環保的直線傳動元件應用領

域逐漸提高，所需之技術層次也高於一般舊有生產技術。 

本公司技術層次於目前台灣業界屬轉造級螺桿之翹楚，而研磨級螺桿與線性滑軌

亦名列前茅，研發從業人員均為實務經驗豐富之人員，基礎功夫扎實，平均年資超過7

年以上，穩定性高，且無技術斷層之問題。 

本公司研發之主要業務如下： 

1.新產品之開發與設計 

2.設備保養維護與建構 

3.製程更新及改善 

4.產品標準建立 

5.專利申請與維護 

6.產學合作推展與執行 

7.各式圖面繪製 

因此除加強自有技術提升與創新外，更積極研發新產品及開發新技術，並將所開

發之技術與產品申請多國專利，並與國內知名大學院校合作如台灣大學、台北科技大

學、龍華科技大學等，以理論結合實務，達產學雙贏之目的，並藉此培訓更多的機械

專業人才，避免公司專業人才短缺問題；更與實務經驗豐富之設備製造廠合作，由公

司提供需求設備之設計圖，再由經驗豐富穩定可靠的機械製造廠製造生產，因機械設

備乃針對公司特殊需求所設計，且以模組化方式生產製造，故穩定性及維修便利性高，

且自製率達90%以上，故保養和維護容易，而為因應這瞬息萬變的環境，未來仍將持

續投入新產品之研發與製程之改善。 

 

 

 

 

 

 

 

 

 

 

 

 

董事長：李清崑    經理人：李進勝    會計主管：陳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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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民國一○七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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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民國一○七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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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民國一○七年度盈餘分配表 

期初未分配盈餘 173,881,895$   

加：本期淨利（註） 621,533,916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 (62,153,392)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733,262,419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3.6元／股） (348,040,8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385,221,619$   

註：該金額已扣除董事酬勞5,000,000元及員工酬勞13,000,000元。

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一○七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董事長：李清崑    經理人：李進勝    會計主管：陳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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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 

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1,000,000,000元

整，分為100,000,000股，每股金額新台幣10元，

全數為普通股，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1,000,000,000元

3,000,000,000 元 整 ， 分 為 100,000,000 股

300,000,000股，每股金額新台幣10元，全數為普

通股，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依公司未來組織規劃及業務

拓展所需予以修正。 

 

第十八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一以上為員

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

其發放對象得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

撥百分之五以下之董監酬勞。員工酬勞及董監酬

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一以上為員工

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

放對象得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董事

會所訂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

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百分之五以下之董

監酬勞。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

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

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依公司未來組織規劃及業務

拓展所需予以修正。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新增本次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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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 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條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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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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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匯貼現

及放款、催收款項)。 

六、 衍生性商品。 

七、 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八、 其他重要資產。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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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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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使用權資產。 

五、六、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匯貼

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六、七、衍生性商品。 

七、八、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八、九、其他重要資產。 

 一、配合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六號租賃公報規定，爰新增第五款，擴大使用權資產範圍，並將現行第二款土地使用權移至第五款規範。    二、現行第五款至第八款移列第六款至第九款。  

 

 

 

 

第二條之一 （略）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利率、

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

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

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及上述

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所稱

之遠期契約，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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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利率、

金融工具價格、商品價格、匯率、價格或

費率指數、信用評等或信用指數、或其他

變數所衍生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

貨契約、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及

 配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金融工具之定義，修正第一款，本準則衍生性商品之範圍，並酌作文字修正。 
 依金管會相關函令修改條文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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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約、售後服務契約、長期租賃契約及

長期進（銷）貨合約。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購

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

法或其他法律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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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 

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上述契

約之組合，或嵌入衍生性商品之組合式契

約或結構型商品等。所稱之遠期契約，不

含保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契約、

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契約。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

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購法、金融

控股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

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八項之

三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

稱股份受讓）者。  

（略） 

序。 

 

 

 

 

 

 

 

 

 

 

 第四條 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與

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

符合下列規定： 

(一)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

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

考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

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變更

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自地

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

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

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

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

通過；未來其嗣後有交易條件變更者

時，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亦同。  

 配合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六號租賃公報規定，爰修正將使用權資產納入本條規範。  

 酌作文字修正，以符法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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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略）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關交易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

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略） 

（略）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

國內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

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

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

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略） 第五條                 

授權額度與授權層級 一、 本公司資產之取得或處分由權責主管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有關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及投資作業程序之規定辦理，並於下列授權範圍內裁決之： 項目 金額(新臺幣) 權責單位 董事會 董事長 總經理 經理 股權投資 上市或上櫃公司 壹千萬以下 核備 決決決決    審 審 壹千萬以上 決 審 審 審 非上市或上櫃公司 伍佰萬以下 核備 決 審 審 伍佰萬以上 決 審 審 審 公債、公司債、國內受益憑證、海外共同基金、存託憑證 伍佰萬以下 核備 決 審 審 伍佰萬以上 決 審 審 審 不動產 壹千萬以下 核備 決 審 審 壹千萬以上 決 審 審 審 

授權額度與授權層級 一、 本公司資產之取得或處分由權責主管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有關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及投資作業程序之規定辦理，並於下列授權範圍內裁決之： 項目 金額(新臺幣) 權責單位 董事會 董事長 總經理 中心主管 部級主管 股權投資 上市或上櫃公司 壹千萬以下 核備 決 決 審  壹千萬以上 決 審 審 審  非上市或上櫃公司 伍佰萬以下 核備 決 審 審  伍佰萬以上 決 審 審 審  公債、公司債、國內受益憑證、海外共同基金、存託憑證 伍佰萬以下 核備 決 審 審  伍佰萬以上 決 審 審 審  不動產 壹千萬以下 核備 決 決 審 審 壹千萬以上 決 審 審 審 審 

依公司組織架構調整及資訊系統更新，擬修正「核決權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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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會員證 貳百萬以下 核備 決 審 審 貳百萬以上 決 審 審 審 無形資產 壹千萬以下 核備 決 審 審 壹千萬以上 決 審 審 審 
設備 

十萬元(含)以下    決 超過十萬~ 一百萬以下   決 審 超過一百萬~ 壹千萬以下 核備 決 審 審 超過壹千萬 決 審 審 審  
（略）       

會員證 貳百萬以下 核備 決 審 審  貳百萬以上 決 審 審 審  無形資產 壹千萬以下 核備 決 審 審  壹千萬以上 決 審 審 審  
設備 

十萬元(含)以下    決 決 超過十萬~ 一百萬以下   決 審 決 審 超過一百萬~ 壹千萬以下 核備 決 審 審 審 超過壹千萬 決 審 審 審 審 
（略）        第十一條 決議程序 

（略）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

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以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

下列資料，提交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後，

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決議程序 

（略）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

交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

配合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六號租賃公報規定，爰修正將使用權資產納入本條規範。  

 酌作文字修正，以符法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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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略）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本處理程序第十

二條或第十三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

理性之相關資料。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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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在新台幣壹千萬以下

者，由董事長核准並於事後最近一次董事會中

提會報備；其金額超過壹千萬以上者，須提董

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略） 

 

契約及支付款項： 

（略）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本

處理程序第十二條或第十三條規定評估預

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略）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或、子公司間或其直接或間

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

司，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

資產，金額在新台幣壹千萬以下者，由董事長

核准並於事後最近一次董事會中提會報備；其

金額超過壹千萬以上者，須提董事會通過後始

得為之。 

（略） 第十二條 交易條件合理性之評估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除關係人係因繼

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或關係人訂約取得不

動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或係本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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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三種情形應按第十一條第三款規定辦理

外，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並

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略） 

交易條件合理性之評估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除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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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係本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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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三種情形應按第十一條第三款規定辦理外，

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並洽請

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略） 

配合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六號租賃公報規定，爰修正將向關係人租賃取得不動產使用權資產納入本條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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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三、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

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二款所列任一方法評

估交易成本。 

三、合併購買或租賃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

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二款所列任一方法評

估交易成本。  第十三條 設算交易成本低於交易價格時應辦事項 

（略） 

(二) 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鄰近地區一

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其面積

相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慣例

應有之合理樓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

相當者。 

(三) 同一標的房地其他樓層一年內之其他非

關係人租賃案例，經按不動產租賃慣例

應有之合理樓層價差推估其交易條件相

當者。 

二、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產，其交

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

成交案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 

    前項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案例，以同一或相

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逾五百公

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

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之面積

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

則；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事實

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按第十二條

設算交易成本低於交易價時應辦事項 

（略） 

(二) 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鄰近地區一年

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交易案例，其面積

相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或租賃

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條

件相當者。 

(三) 同一標的房地其他樓層一年內之其他非關

係人租賃案例，經按不動產租賃慣例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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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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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為原則；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取得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

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配合廠房等不動產租賃之實務運作，放寬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使用權資產，得以鄰近地區一年內非關係人租賃交易作為設算及推估交易價格合理性之參考案例，並將現行第一款第三目整併至第二目，及增訂租賃案例亦為交易案例 。 
 

 

 

 

 

 

 

 酌作文字修正，以符法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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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及前二項規定評估結果之交易成本均較交易

價格為低，且無第一項所述之情形，應辦理下

列事項： 

一、 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

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

轉增資配股。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應

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

分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

證據確定無不合理，並經行政院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

盈餘公積。 

（略） 

公開發行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有其他

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應

依前項規定辦理。 

如經按第十二條及前二項規定評估結果之交易

成本均較交易價格為低，且無第一項所述之情

形，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應就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交易價格與評

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

派或轉增資配股。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應

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

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

定無不合理，並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略） 

公開發行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

之情事者，亦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酌作文字修正，以符法制作業。 
 

第二十六條 本處理程序制定於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十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二十日。 

本處理程序制定於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十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二十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新增本次修訂日期。。 

 

 

 



 

~ 31 ~ 

【附件七】資金貸與他人辦法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 

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六條 核決權限： 

  (略) 

4、 本公司設置獨立董事之後，有關資金貸與事

宜，將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

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

會紀錄。 

 

核決權限： 

  (略) 

4、本公司設置獨立董事之後，有關資金貸與事宜，

將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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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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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第二項

規定。 

 6、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7、第5、6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 所稱全體

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依相關法令規定予以修正。 

 

 

 

第十條 公告申報程序： 

  (略) 

3、 前項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簽約日、付款

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

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公告申報程序： 

  (略) 

3、 前項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簽約日、付款

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資金貸

與或背書保證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

者。 

 

 

依相關法令規定予以修正。 

 

第十三條 其他應規定事項：  

1、 本作業程序未盡事宜部份，依有關法令規定及

其他應規定事項：  

1、 本作業程序未盡事宜部份，依有關法令規定及

依相關法令規定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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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本公司相關規章辦理。 

2、 本作業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後，提

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

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提報股東會討

論，修正時亦同。依前項規定將資金貸與他人

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

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本公司相關規章辦理。 

2、 本作業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後，提

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

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提報股東會討

論，修正時亦同。依前項規定將資金貸與他人

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

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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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 制定與修改 

本辦法制定於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七年三月七日。 

。 

制定與修改 

本辦法制定於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七年三月七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新增本次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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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背書保證辦法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 

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九條 公告申報程序： 

1、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除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

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額外，

背書保證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

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略) 

(3) 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

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性

質之投資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達本公司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三十以上。 

(略) 

2、 前項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簽約日、付款

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

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公告申報程序： 

1、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除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

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額外，背書

保證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

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略) 

(3) 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性質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及帳面金額及資金貸與餘額

合計數達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閱之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 

(略) 

2、前項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

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資金貸與或

背書保證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依相關法令規定予以修正。 

 

 

 

第十二條 其他應規定事項：   

(略) 

6、本作業程序經審計委員會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

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

時亦同；本公司設置獨立董事之後，依前項規定

將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

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

其他應規定事項：   

(略) 

6、本作業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後，提報

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提報股東會討論，修

正時亦同；本公司設置獨立董事之後，依前項規

定將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

依相關法令規定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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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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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 制定與修改 

本辦法制定於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二

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制定與修改 

本辦法制定於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新增本次修訂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