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昕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06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二、 地點：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 402 巷 2 號（昕境廣場 6 樓） 

三、 出席股數：出席股東及代理股東出席之股數計 308,553,705 股(電子投票行使

表決權計 4,346,411 股)，佔本公司發行股數 380,090,374 股 81.17%，已達法

定數額，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四、 主席：姚連地                     記錄：廖軒廷 

五、 出席董事：姚連地、姚政岳、蘇素真         出席監察人：張閔凱 

六、 主席致詞(略) 

七、 報告事項 

第一案：一百零五年度營業報告。 

說 明：一百零五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錄。 

 

第二案：一百零五年度監察人審查報告。 

說 明：1.本公司一百零五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查核完竣，併同營業報告書、盈餘分配表送請監察人查核完竣，分別提出查核報

告及審查報告。 

2.會計師查核報告，請參閱附錄。                                                    

3.監察人審查報告，請參閱附錄。 

 

第三案：一百零五年度募資執行及公司債發行情形報告。 

說  明：公司債發行情形，請參閱下表： 

公司債種類 
普通公司債 

105-1 

普通公司債 

105-2 

普通公司債 

106-1 

   發行（辦理）日期 105 年 04 月 08 日 105 年 04 月 08 日 106 年 04 月 13 日

   面          額 新台幣壹佰萬元整 新台幣壹佰萬元整 新台幣壹佰萬元整

   發  行  價  格 依面額十足發行 依面額十足發行 依面額十足發行 

   總          額 新台幣伍億元整 新台幣叁億元整 新台幣伍億元整 

   利          率 1.15% 0.8％ 0.89％ 

   期          限 四年期；到期日： 三年期；到期日： 三年期；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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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04 月 08 日 108 年 04 月 08 日 109 年 04 月 13 日

   保  證  機  構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大眾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全國農業金庫股份

有限公司 

   受    託    人 華泰商業銀行(股) 華泰商業銀行(股) 華泰商業銀行(股)

   承  銷  機  構 
合作金庫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 

   簽  證  律  師 詹亢戎律師 詹亢戎律師 詹亢戎律師 

   簽 證 會 計 師 張淑瑩、池世欽 張淑瑩、池世欽 張淑瑩、池世欽 

   償  還  方  法 到期一次還本 到期一次還本 到期一次還本 

   未 償 還 本 金 
新台幣 500,000 仟

元 

新台幣 300,000 仟

元 

新台幣 500,000 仟

元 

   贖 回 或 提 前 

   清 償 之 條 款 

提前贖回權：本公

司債買回日為自發

行日起發行屆滿第

二年及第三年之付

息日。本公司得於

買回日當日強制提

前買回本公司債，

本公司債之債權人

不得有異議。本公

司將於買回日前

30 日之前得擇期

公告買回，同時以

其他適當方式通知

本公司債之債權

人，按債券面額加

計實際持有期間之

應付利息，全數買

回本公司債，本公

司債於買回日全部

到期。 

提前贖回權：本公

司債買回日為自發

行日起發行屆滿第

二年之付息日。本

公司得於買回日當

日強制提前買回本

公司債，本公司債

之債權人不得有異

議。本公司將於買

回日前 30 日之前

得擇期公告買回，

同時以其他適當方

式通知本公司債之

債權人，按債券面

額加計實際持有期

間之應付利息，全

數買回本公司債，

本公司債於買回日

全部到期。 

提前贖回權：本公

司債買回日為自發

行日起發行屆滿第

1.5 年之付息日。

本公司得於買回日

當日強制提前買回

本公司債，本公司

債之債權人不得有

異議。本公司將於

買回日前 30 日之

前得擇期公告買

回，同時以其他適

當方式通知本公司

債之債權人，按債

券面額加計實際持

有期間之應付利

息，全數買回本公

司債，本公司債於

買回日全部到期。

   限  制  條  款 無 無 無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評等日期、公司債評等結果

中華信評 

105/02/22 

twAA 

中華信評 

104/06/25 

twA 

中華信評 

105/04/12 

twAAA 

 

第四案：一百零五年度董監酬勞及員工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  明：106 年 03 月 22 日董事會通過，自 105 年度獲利分派，擬分派董監酬勞 3%計新台幣

16,106,186 元及員工酬勞 1%計新台幣 5,368,729 元，全數以現金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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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百零五年度決算表冊案，提請  承認。 

說  明：本公司一百零五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淑瑩

會計師、池世欽會計師查核完竣，併同營業報告書送監察人審查竣事，相關報表請參

閱附錄。 

決  議：本案經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詳細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數為 308,553,705 股，有效表決權數為 298,550,015 權 

項目 
現場投票 

(權) 

電子投票 

(權) 

合計 

(權) 

佔表決權總數

百分比 

贊成權數 293,662,057 4,273,144 297,935,201 99.79% 

反對權數 0 42,879 42,879 0.01% 

無效權數 0 0  0 0.00% 

棄權權數 0 30,388 
571,935 0.19% 

未投票權數 541,547 0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百零五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擬定一百零五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 

亞昕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一百零五年度盈餘分配表 

項  目 金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679,152,030 
減：子公司所有權權益變動數 8,585,559 
加:本期稅後淨利 428,212,956 
可供分配盈餘 1,098,779,427 
盈餘提撥及分配  
法定盈餘公積(10%) 42,821,296 
股東紅利-股票 -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 0.5 元) 190,045,187 
期末未分配盈餘 865,912,944 
負責人：姚連地         經理人：姚連地         主辦會計：萬書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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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擬發放股東現金股利新台幣 190,045,187 元，依配息基準日股東名冊記載

持有股數，每股配發新台幣 0.5 元，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不計)，其畸零款合計數

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

及其他相關事宜。如嗣後因本公司現金增(減)資、買回本公司股份、可轉換公司

債轉換為普通股股份，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授權

董事長按除息基準日流通在外股數，依比率調整之。 

決  議：本案經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詳細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數為 308,553,705 股，有效表決權數為 298,550,015 權 

項目 
現場投票 

(權) 

電子投票 

(權) 

合計 

(權) 

佔表決權總數

百分比 

贊成權數 293,662,057 4,240,513 297,902,570 99.78% 

反對權數 0 78,581 78,581 0.02% 

無效權數 0 0  0 0.00% 

棄權權數 0 27,317 
568,864 0.19% 

未投票權數 541,547 0 

 

 

九、 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規定設立「審計委員會」，並刪除「監察人」相關條文，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 

決  議：本案經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詳細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數為 308,553,705 股，有效表決權數為 298,550,015 權 

項目 
現場投票 

(權) 

電子投票 

(權) 

合計 

(權) 

佔表決權總數

百分比 

贊成權數 293,662,057 4,265,448 297,927,505 99.79% 

反對權數 0 44,902 44,902 0.01% 

無效權數 0 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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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權權數 0 36,061 
577,608 0.19% 

未投票權數 541,547 0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因應本公司設立「審計委員會」，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訂條

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 

決  議：本案經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詳細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數為 308,553,705 股，有效表決權數為 298,550,015 權 

項目 
現場投票 

(權) 

電子投票 

(權) 

合計 

(權) 

佔表決權總數

百分比 

贊成權數 293,662,057 4,264,344 297,926,401 99.79% 

反對權數 0 47,006 47,006 0.01% 

無效權數 0 0  0 0.00% 

棄權權數 0 35,061 
576,608 0.19% 

未投票權數 541,547 0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案，提請 討論。 

說  明：因應本公司設立「審計委員會」，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分條文，

並修改辦法名稱為「董事選舉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 

決  議：本案經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詳細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數為 308,553,705 股，有效表決權數為 298,550,015 權 

項目 
現場投票 

(權) 

電子投票 

(權) 

合計 

(權) 

佔表決權總數

百分比 

贊成權數 293,662,057 4,264,344 297,926,401 99.79% 

反對權數 0 51,006 51,006 0.01% 

無效權數 0 0  0 0.00% 

棄權權數 0 31,061 572,608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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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投票權數 541,547 0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因應本公司設立「審計委員會」，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 

決  議：本案經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詳細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數為 308,553,705 股，有效表決權數為 298,550,015 權 

項目 
現場投票 

(權) 

電子投票 

(權) 

合計 

(權) 

佔表決權總數

百分比 

贊成權數 293,662,057 4,263,193 297,925,250 99.79% 

反對權數 0 52,110 52,110 0.01% 

無效權數 0 0  0 0.00% 

棄權權數 0 31,108 
572,655 0.19% 

未投票權數 541,547 0 

  

 

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因應本公司設立「審計委員會」，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修訂

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 

決  議：本案經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詳細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數為 308,553,705 股，有效表決權數為 298,550,015 權 

項目 
現場投票 

(權) 

電子投票 

(權) 

合計 

(權) 

佔表決權總數

百分比 

贊成權數 293,662,057 1,605,309 295,267,366 98.90% 

反對權數 0 2,708,994 2,708,994 0.90% 

無效權數 0 0  0 0.00% 

棄權權數 0 32,108 573,655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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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投票權數 541,547 0 

 

 
第六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因應法條修正及本公司設立「審計委員會」，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 

決  議：本案經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詳細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數為 308,553,705 股，有效表決權數為 298,550,015 權 

項目 
現場投票 

(權) 

電子投票 

(權) 

合計 

(權) 

佔表決權總數

百分比 

贊成權數 293,662,057 4,263,240 297,925,297 99.79% 

反對權數 0 51,110 51,110 0.01% 

無效權數 0 0  0 0.00% 

棄權權數 0 32,061 
573,608 0.19% 

未投票權數 541,547 0 

 

第七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辦理現金減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本公司為提高股東權益報酬率，並維持穩定之每股盈餘，擬減少資本計新台幣（以

下同）380,090,370元整，減少發行股份38,009,037股，減資比率10%，減資後實收

資本額變動為新台幣3,420,813,370元，減少之股本全數以現金依各股東持股比例

退還之。 

2.各股東依「減資換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持有股份計算，每仟股換發900股，

本公司減資後股份採無實體發行。減資後不足壹股之畸零股，股東可自減資換股停

止過戶日起五日內向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合併湊成整股之登記，未拼湊或拼湊

後仍不足壹股之畸零股，按面額計算給付現金，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並

由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之。 

3.本案俟本次股東會通過經呈報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另訂減資基準日等相關

作業事宜。如俟後因法令變更或主管機關調整或本公司因買回、註銷、公司債股份

轉換、發行新股或其他影響股份變動原因，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量，股東減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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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因此發生變動時，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依法調整辦理。

決  議：本案經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詳細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數為 308,553,705 股，有效表決權數為 298,550,015 權 

項目 
現場投票 

(權) 

電子投票 

(權) 

合計 

(權) 

佔表決權總數

百分比 

贊成權數 293,662,057 4,220,267 297,882,324 99.77% 

反對權數 0 103,904 103,904 0.03% 

無效權數 0 0, 0 0.00% 

棄權權數 0 22,240 
563,787 0.18% 

未投票權數 541,547 0 

 

十、 選舉事項

案 由：董事選舉案，提請  選任。        (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將於 106 年 06 月 25 日屆滿，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

取代監察人職務，擬於本次股東常會全面改選。

2、依本公司章程規定，選任董事 7 席，其中三席獨立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

3、新選任之董事，任期三年，自 106 年 6 月 14 日起 至 109 年 6 月 13 日止。

4、本公司選舉方式採單記名累積選舉法。

5、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持股 1%股東提名)
候選人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股

(股)

陳盛泉 臺大電機系學士  

美國辛辛那提電機碩士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瑞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富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0

洪全 實踐大學會計系學士  

美國密蘇里大學會計學碩士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經理  

大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大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0

黃永清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本局股長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主任

林國春議員特助  

新北市退休警察協會總幹事 

0

以上獨立董事被提名人之資格條件，業經本公司106年4月28日董事會議審查通過。

選舉結果：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職稱
股東戶號

(身份證字號) 姓 名 當選權數

董事 3194
上億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姚連地 
320,822,162

董事 2962
益昕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姚政岳 
294,267,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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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股東戶號 
(身份證字號) 姓   名 當選權數 

董事 930 
永翊開發(股)公司 

代表人：蘇素真 
293,627,731 

董事 21005 
展騰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孟慧 
290,508,985 

獨董 A1017XXXXX 陳盛泉 290,478,770 

獨董 A1244XXXXX 洪全 290,217,544 

獨董 H1205XXXXX 黃永清 289,901,362 

 

 
十一、 其他事項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董事會提) 

說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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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本公司新任董事兼任其他公司職務表： 

董事：上億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姚連地 

1.上億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2.益昕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3.永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董事：永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蘇素真 

1.永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2.益昕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3.上億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董事：益昕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姚政岳 

1.上億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2.益昕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3.永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4.佳穎精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決  議：本案經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詳細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數為 308,553,705 股，有效表決權數為 298,550,015 權 

項目 
現場投票 

(權) 

電子投票 

(權) 

合計 

(權) 

佔表決權總數

百分比 

贊成權數 293,662,057 1,511,983 295,174,040 98.86% 

反對權數 0 2,743,830 2,743,830 0.91% 

無效權數 0 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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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權權數 0 90,598 
632,145 0.21% 

未投票權數 541,547 0 

十二、 臨時動議：無。

十三、 散會：上午十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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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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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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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攀升。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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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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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路及海

麻六甲未來

挹注。 

年度公司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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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規範，本公司並未編製一百零五年度之財務

預測。 

   (三) 財務收支情況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例 

營業收入 4,522,260 3,182,860 (1,339,400) (29.62%) 

營業毛利 1,796,826 1,067,358 (729,468) (40.60%) 

營業損益 1,328,329 737,213 (591,116) (44.50%) 

稅前淨利 1,145,411 516,425 (628,986) (54.91%) 

本期淨利 913,853 428,213 (485,640) (53.14%) 

每股盈餘 2.40 1.13 (1.27) (52.92%) 

 

   (四) 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資產報酬率(%) 4.47 2.39 

股東權益報酬率(%) 12.56 5.76 

占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34.95 19.40 

稅前純益     30.14 13.59 

純益率(%) 20.21 13.45 

每股盈餘(元) 2.4 1.13 

 

   (五) 研究發展狀況 

1.土地開發方面，公司已有足夠未來幾年推案之土地庫存，不躁進買地，將以詳細

的分析開發案後，以最精準的價格及條件進場。區域以適合推出低單底總產品首

要，且購買銷售率高及具有漲幅空間之區位。 

2.規劃方面，對於已取得具有漲幅空間之土地，研究該區域適合銷售之產品，依據

總價及單價市場精準給予產品定位，再以建材、設備給與產品差異化，提升銷售

競爭力。 

3.設計方面，跨越國界，結合國內外知名設計團隊給予建築物創新思維，創造城市

地標，提升產品價值。 

4.營造工程管理方面，為提升建案品質，投入研究標準工法，加強管理流程；推展

教育訓練，提升同仁對於公司品牌、品質標準之認知；確實落實工地現場品質提

升及要求；為使營造成本更具有競爭力，投入價值工程之檢討，並加強工地現場

施工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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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百零六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 

           1.嚴格控管品質、建立品牌形象。 

     2.客戶導向、提升整體客戶品牌滿意度。 

     3.掌握單價、總價市場脈動，強化產品規劃。 

     4.提升個案競爭力，強化區域個案表現。 

     5.嚴格管控成本、創新價值工程。 

     6.倡導電子化作業、加速且透明化管理流程。 

     （二）預期銷售數量及其依據 

           1.本年度持續進行興建工程個案： 

    亞昕晴空樹、亞昕飯店、亞昕星空樹、亞昕昕世代、亞昕昕樂章。 

           2.本年度預計新推出個案： 

馬來西亞-麻六甲 A區一期。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1.提升土地附加價值、增加產品競爭力。 

    2.創新市場行銷理念、多元化銷售策略。 

      3.深入市場、擬定因應對策。 

    4.密集分析客戶需求、掌握市場供需趨勢。 

    5.推動資源整合、多元化整合發展。 

     (四)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1.前進馬來西亞市場，以台灣品牌、多元經營策略優勢，更進一步跨足國際，分

散公司推案風險，挹注公司營收。 

2.以台北市、新北市作為購地及推案首選，但不排斥南下桃園、新竹、台中等區

域；因應市場變化及區域漲幅潛力作為土地策略布局。 

 3.因應土地取得成本風險偏高開發區域，研擬合建、共同投資興建等多元開發策略，

降低開發風險，提升推案業績。 

 

三、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整體經營之影響 

（一）經濟環境： 

國內物價指數持續上漲，平均薪資所得亦不增反減，國內消費力道仍然低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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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量化寬鬆政策退場，資金將從寬鬆轉為緊縮，顯示全球經濟已緩步復甦成長。

因此雖中央銀行說明利率不可能長期維持低檔，但因各國需維持其出口競爭力，

貨幣及利率勢必仍處於低檔。故對台灣長期來說，低利率仍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故無法對房地產帶來顯著的影響，以總體經濟的角度來說，房產市場仍保有保值

及成長空間。 

（二）政策法規環境： 

台北市路段率、房屋評定現值大幅調高，激增台北市房屋稅及契稅；預售屋實價

登錄、房地合一稅、豪宅標準降低、年收入 1,000 萬稅率調整至 45%等政策，因

多變且大多未定，持續造就市場觀望氣氛，拉長銷費者購屋決策時間，本公司將

專注法規的更新及研究，以保守的策略應對，以確保股東權益。 

（三）房市趨勢： 

都會區域土地供給有限、都更法令及獎勵日趨嚴格、及公開標售土地價格造就房

產價格持續攀升。台北市仍為建商購地首選，但因高單價高總價高持有成本，使

得二、三線城市得以吸引台北市首購及換屋族目光。未來房市需求將以具有交通

建設、豐富生活機能、剛性需求、自住換屋的產品為主力。 

 

         敬祝         時褀 

 

                                            董 事 長：姚連地 

 

總 經 理：姚連地 

 

會計主管：萬書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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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送民國一

所張淑瑩會

、盈餘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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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０

 

人審查報
 

一百零五年

會計師、池

配表業經本

。 

會 

 監察人

 

 
 

六 年

報告書

年度財務報

池世欽會

本監察人

人：張閔

  黃宗

  達樺

  姚彣

年 三

報表(含合

會計師查核

人等審查完

閔凱 

宗偉 

樺投資有限

彣欣 

月 二

 

合併報表)經

核完竣，認

完竣，爰依

限公司 

十 二

經由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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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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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昕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四 章 董 事   第 四 章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修

訂 

第十三條：本公司設董事七人，由股

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

任，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

後，其全體董事合計持股

比例，依證券管理機關之

規定。 

第十三條：本公司設董事七人，監察

人三人，由股東會就有行

為能力之人選任，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本公司

公開發行股票後，其全體

董事及監察人合計持股比

例，依證券管理機關之規

定。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修

訂 

第十三條之一：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

之 2，前條董事名額中，

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

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的

五分之一，其選任採公司

法第一九二條之ㄧ候選人

提名制度。 

 

第十三條之一：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

之 2，前條董事名額中，

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

人，其選任採公司法第一

九二條之ㄧ候選人提名制

度。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修

訂 

第十三條之二：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

之 4規定設置審計委員

會，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

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

會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

交易法、及其他法令規定

監察人之職權，以及證券

交易法規定審計委員會之

職權。 

 

 增訂條文，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修

訂 

第十四條之一：董事會召集時應載明

事由，於七日前書面通知

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

時，得隨時召集之，並得

以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

通知。 

 

第十四條之一：董事會召集時應載明

事由，於七日前書面通知

各董事及監察人，但遇有

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

之，並得以傳真或電子郵

件等方式通知。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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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六條：全體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

會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

度及貢獻之價值議定之 ,

不論營業盈虧得依同業水

準支給之。 

為降低並分散董事因違法

行為而造成公司及股東重

大損失之風險，公司得為

各董事購買責任保險。 

 

第十六條：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

授權董事會依其對公司營

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

議定之 ,不論營業盈虧得

依同業水準支給之。 

為降低並分散董事及監察

人因違法行為而造成公

司及股東重大損失 

之風險，公司得為各董

事、監察人購買責任保

險。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修

訂 

第十八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

了，經審計委員會同意送

董事會決議 1.財務報表，

並由董事會造具2.營業報

告書3.盈餘分派或虧損撥

補之議案等表冊，於股東

常會開會三十日前送交審

計委員會查核並出具1.財

務報表 2.營業報告書 3.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

案等各項表冊之編製及查

核報告，於股東常會提出

請求承認。 

 

第十八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

了，董事會應編造下列各

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

十日前送交監察人查核出

具報告書，並於股東常會

提出請求承認。 

1.營業報告書 

2.財務報表 

3.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

議案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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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公司應以當年度獲利狀

況，以百分之一為下限百

分之十為上限（1%~10%）

分派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百分之三分派董事酬

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

時，應予彌補。員工酬勞

得以現金或股票為之，且

發給現金或股票之對

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

之從屬公司員工。董事酬

勞僅得以現金為之。 

第一項所稱之當年度獲

利狀況係指當年度稅前

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

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

分派應由董事會以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特

別決議行之，並提報股東

會。 

第十九條：公司應以當年度獲利狀

況，以百分之一為下限百

分之十為上限（1%~10%）

分派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百分之三分派董監酬

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

時，應予彌補。員工酬勞

得以現金或股票為之，且

發給現金或股票之對

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

之從屬公司員工。董事酬

勞僅得以現金為之。 

第一項所稱之當年度獲

利狀況係指當年度稅前

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

及董監酬勞前之利益。 

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之

分派應由董事會以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特

別決議行之，並提報股東

會。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修

訂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四年一月十二

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一月九

日。。。（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

月二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六年六

月十四日。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四年一月十二

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一月九

日。。。（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

月二日。 

 

增列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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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昕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十、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

外，表決以已出席股東表決權過

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如經

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為通過，

其效力與投票表決相同。 
但選舉董事之表決，應依董事選

舉辦法辦理。 

十、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

外，表決以已出席股東表決權過

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如經

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為通過，

其效力與投票表決相同。 
但選舉董事及監察人之表決，應

依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辦理。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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昕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名稱：董事選舉辦法 名稱：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配合設置審計

委員會修訂 

一、本公司董事之選舉，依本辦法之

規定辦理。 
一、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依

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配合設置審計

委員會修訂 

二、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單記名

累積投票法，選舉人之記名，得

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

之，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每一股

份有與應選出人數相同之選舉

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

數人。 

二、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

用單記名累積投票法，選舉人之

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

證號碼代之，本公司董事及監察

人之選舉，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

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

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配合設置審計

委員會修訂 

四、本公司董事，由股東會就有行為

能力之人選任之，並依本公司章

程所規定之名額，由所得選舉票

代表選舉權較多者，依次分別當

選為董事，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

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

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

主席代為抽籤。 

四、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由股東會

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並依

本公司章程所規定之名額，由所

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依

次分別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如

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

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

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依前項同時當選為董事及監察人

者，應自行決定充任董事或監察

人，其缺額由原選次多數之被選

舉人遞充。 

配合設置審計

委員會修訂 

五、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

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

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東。 

五、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或監

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

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東。 

配合設置審計

委員會修訂 

六、董事之選舉，由董事會設置投票

箱，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六、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由董事會

設置投票箱，於投票前由監票員

當眾開驗。 

配合設置審計

委員會修訂 

十、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分別

發給當選通知書 

十、當選之董事及監察人由本公司董

事會分別發給當選通知書 
配合設置審計

委員會修訂 

十二、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修正於 106.06.14 股東

常會通過後施行。 

十二、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增列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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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昕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八條：辦理資金貸與他人應注意事

項：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更，致貸與對象

不符本作業程序規定或餘額超限時，

稽核單位應督促財務部訂定改善計

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會，

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第八條：辦理資金貸與他人應注意事

項：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更，致貸與對象

不符本作業程序規定或餘額超限時，

稽核單位應督促財務部訂定改善計

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

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修

訂 

第九條：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

管程序 

三、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亦應至少每

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

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

大違規情事，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

司稽核單位，本公司稽核單位應將書

面資料送交審計委員會。 

第九條：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

管程序 

三、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亦應至少每

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

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

大違規情事，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

司稽核單位，本公司稽核單位應將書

面資料送交各監察人。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修

訂 

第十三條：本辦法訂立於中華民國九

十年四月二十五日。 
本辦法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二

日第五次修訂。 
本辦法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十

四日第六次修訂。 
 

第十三條：本辦法訂立於中華民國九

十年四月二十五日。 
本辦法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二

日第五次修訂。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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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昕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四條：背書保證之額度 

本公司、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對外背

書保證之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一百五十為限。

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額度以不超過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七十

五為限。 

 

第四條：背書保證之額度 

本公司、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對外背

書保證之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一百二十為限。

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額度以不超過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六十

為限。 

依公司作業

需求修訂 

第八條：辦理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二、本公司因情事變更，致背書保證

對象不符本作業程序規定或金額超限

時，稽核單位應督促財務部訂定改善

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

會，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第八條：辦理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二、本公司因情事變更，致背書保證

對象不符本作業程序規定或金額超限

時，稽核單位應督促財務部訂定改善

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

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修

訂 

第十條：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

管程序 

三、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

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

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

規情事，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稽

核單位，本公司稽核單位應將書面資

料送交審計委員會。 
 

第十條：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

管程序 

三、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

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

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

規情事，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稽

核單位，本公司稽核單位應將書面資

料送交各監察人。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修

訂 

第十二條：實施與修訂 

     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審計

委員會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

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

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審計委員會及提

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第十二條：實施與修訂 

     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

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

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

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

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修

訂 

第十三條：本辦法訂立於九十年四月

二十五日。 

本辦法於一百零二年六月十九日第五

次修訂。 

本辦法於一百零六年六月十四日第六

次修訂。 

 

第十三條：本辦法訂立於九十年四月

二十五日。 

本辦法於一百零二年六月十九日第五

次修訂。 

 

增列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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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昕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之
處理程序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處

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

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

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將

董事異議資料送審計委員會。 

四、不動產或設備估價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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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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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報告應行記載事
項詳如附件一），並符合下列規定：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之
處理程序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處
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
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
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將
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 

四、不動產或設備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
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
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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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報告應行記載事
項詳如附件一），並符合下列規定： 
 

1.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會

修訂 

2.配合法規

修訂 

第八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
理程序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處

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

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

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將

董事異議資料送審計委員會。 
 
 
 
 
 
 
 
 

第八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
理程序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處

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

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

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將

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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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
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及董
事會決議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
付款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三
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
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
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程序規定
提交董事會通過及審計委員會承認部
分免再計入。 
三、(五)、2.審計委員會應依公司法
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九條：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
內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
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
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三
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
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
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程序規定
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
再計入。 
三、(五)、2.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
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1.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會

修訂 

2.配合法規

修訂 

第十條：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之處理程序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3.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處理
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
者，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
面聲明，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
審計委員會。 
(四)會員證或無形資產專家評估意見
報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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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之處理程序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3.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處理
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
者，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
面聲明，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
各監察人。 
(四)會員證或無形資產專家評估意見
報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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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機構交易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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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會

修訂 

2.配合法規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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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
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二)經營（避險）策略 
本公司不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如營運業務上有避險需求者，不在此
限。 
(三)權責劃分 
1.董事會
(1)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須
提董事會核准後，方得為之，董事
會核准額度內，可授權董事長監督
執行。
(2)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
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
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將董事
異議資料送審計委員會。
(3)本公司若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
設置獨立董事，依前項規定將取得
或處分資產交易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
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4)本公司若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
設置審計委員會者，重大之衍生性
商品交易，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
決議。
2.財務部
(1)負責衍生性商品之交易與操
作，惟負責交易與確認交割等後勤
作業不得互相兼任。會計單位負責
交易之帳務處理、報表製作及定期
彙總報告。
(2)應就本公司幣別之部位及該幣
別之走勢有充分之瞭解及預測，並
作成操作要領之評估，以提供決策
者作成決策。
(3)依授權和銀行進行交易，每筆交
易須經董事長簽准後得予進行，交
易後應立即統計部位並將交易送交
會計部門。 

第十二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
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二)經營（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應
以避險為目的，交易商品應選擇使用
規避公司業務經營所產生之風險為
主，持有之幣別必須與公司實際進出
口交易之外幣需求相符，以公司整體
內部部位（指外幣收入及支出）自行
軋平為原則，藉以降低公司整體之外
匯風險，並節省外匯操作成本。其他
特定用途之交易，須經謹慎評估，提
報董事會核准後方可進行之。 
(三)權責劃分 
1.財務部門 
(1)交易人員 
A.負責整個公司金融商品交易之策略
擬定。 
B.交易人員應每二週定期計算部位，
蒐集市場資訊，進行趨勢判斷及風險
評估，擬定操作策略，經由核決權限
核准後，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C.依據授權權限及既定之策略執行交
易。 
D.金融市場有重大變化、交易人員判
斷已不適用既定之策略時，隨時提出
評估報告，重新擬定策略，經由總經
理核准後，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2)會計人員 
A.執行交易確認。 
B.審核交易是否依據授權權限與既定
之策略進行。 
C.每月進行評價，評價報告呈核至總
經理。 
D.會計帳務處理。 
E.依據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規定進
行申報及公告。 
(3)交割人員:執行交割任務。 
(4)衍生性商品核決權限 
A.避險性交易之核決權限 
B.其他特定用途交易，提報董事會核
准後方可進行之。 

1.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會

修訂 

2.依公司實

際作業內容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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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

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

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

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主管機

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3.稽核部門

負責定期稽核，監督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之流程是否確實有效的被遵

行。

4.績效評估

會計單位應按月比較期末評價匯率

與已從事衍生性商品之約定匯率，

據以計算期末未實現匯兌損益，連

同當年度已實現匯兌損益之相關資

料，彙總提出報告，呈核至董事長。

5.契約總額

(1)契約總額：避險性交易額度以不

超過本公司營業所產生之外匯風險

淨部位為限。

(2)損失上限之訂定：避險交易目的

為規避風險與鎖定外匯成本，全部

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不得逾全部或

個別契約金額的百分之十，當損失

超過上限時，應立即報告董事長並

召集相關人員決議是否結清持有部

位與後續處理方式。

二、風險管理措施 
(一)信用風險管理: 
基於市場受各項因素變動，易造成衍
生性金融商品之操作風險，故在市場
風險管理，依下列原則進行: 
(1)交易對象：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
為主。 
(2)交易商品：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
提供之商品為限。 

C.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處理
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
者，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
面聲明，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
各監察人。另外本公司若已設置獨立
董事者，依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
易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
之意見與理由列入會議紀錄。 
2.稽核部門 
負責了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
允當性及查核交易部門對作業程序之
遵循情形，並分析交易循環，作成稽
核報告，並於稽核項目完成後次月底
前交付監察人查閱；另外內部稽核人
員如發現重大違規或公司受有重大損
失之虞時，應立即作成報告陳核，並
通知監察人。 
3.續效評估 
(1) 避險性交易 
A.以公司帳面上匯率成本與從事衍生
性金融交易之間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
估基礎。 
B.為充份掌握及表達交易之評價風
險，本公司採月結評價方式評估損益。 
C.財務部門應提供外匯部位評價與外
匯市場走勢及市場分析予總經理作為
管理參考與指示。 
(2) 特定用途交易 
以實際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依據，
且會計人員須定期將部位編製報表以
提供管理階層參考。 
4.契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訂定 
(1)契約總額 
A. 避險性交易額度 
財務部門應掌握公司整體部位，以規
避交易風險，避險性交易金額以不超
過公司整體淨部位三分之二為限，如
超出三分之二應呈報總經理核准之。 

1.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會

修訂 

2.依公司實

際作業內容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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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風險管理: 

(1)應隨時核對交易總額是否符合本程

序規定限額。

(2)應對市價評估，並注意未來市場價

格波動對所持部位可能之損益影響。

(五)作業風險管理 

4.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少
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辦
理之避險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
次，其評估報告應呈核至董事長。 

(六)商品風險管理 
內部交易人員對金融商品應俱備完整
及正確之專業知識，並要求銀行充分
揭露風險，以避免誤用金融商品之風
險。 
(七)法律風險管理: 
與金融機構簽署的文件應經法務或法
律顧問之專門人員檢視後，才可正式
簽署，以避免法律風險。 

B.特定用途交易 
基於對市場變化狀況之預測，財務部
得依需要擬定策略，提報總經理、董
事長核准後方可進行之。本公司特定
用途之交易全公司淨累積部位之契約
總額以美金 1,000 萬元為限，超過上
述之金額，需經過董事會之同意，依
照政策性之指示始可為之。 
 
(2)損失上限之訂定 

A.有關於避險性交易乃在規避風險，
故無損失上限設定之必要。 

B.如屬特定目的之交易契約，部位建
立後，應設停損點以防止超額損失。
停損點之設定，以不超過交易契約金
額之百分之十為上限，如損失金額超
過交易金額百分之十時，需即刻呈報
總經埋，並向董事會報告，商議必要
之因應措施。 

C.個別契約損失金額以不超過美金貳
萬元或交易合約金額百分之五何者為
低之金額為損失上限。 

D.本公司特定目的之交易性操作年度
損失最高限額為美金30萬元。 

二、風險管理措施 
(一)信用風險管理: 
基於市場受各項因素變動，易造成衍
生性金融商品之操作風險，故在市場
風險管理，依下列原則進行: 
(1)交易對象：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
為主。 
(2)交易商品：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
提供之商品為限。 
(3)交易金額：同一交易對象之未沖銷
交易金額，以不超過授權總額百分之
十為限，但總經理核准者則不在此限。 
(二)市場風險管理: 
以銀行提供之公開外匯交易市場為
主，佔不考慮期貨市場。 

1.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會

修訂 

2.依公司實

際作業內容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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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部稽核制度 
(一)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
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
查核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處理程序之遵守情形並分析交易循
環，作成稽核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
情事，應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二)內部稽核人員應於次年二月底前
將稽核報告併同內部稽核作業年度查
核情形依主管機關規定申報，且至遲
於次年五月底前將異常事項改善情
形，依主管機關規定申報備查。 
四、定期評估方式 
(二)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
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
辦理之避險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
次，其評估報告應呈核至董事長。 
五、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事會
之監督管理原則 
(四)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
應建立備查簿，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之種類、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
相關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於
備查簿備查。 

(五)作業風險管理 

4.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少
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辦理
之避險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
評估報告應呈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
管人員。 
(六)商品風險管理 
內部交易人員對金融商品應俱備完整
及正確之專業知識，並要求銀行充分揭
露風險，以避免務用金融商品風險。 
(七)法律風險管理: 
與金融機構簽署的文件應經過外匯及
法務或法律顧問之專門人員檢視後，才
可正式簽署，以避免法律風險。 
三、內部稽核制度 
(一)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
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查
核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
理程序之遵守情形並分析交易循環，作
成稽核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
以書面通知監察人。 
(二)內部稽核人員應於次年二月底前
將稽核報告併同內部稽核作業年度查
核情形依證期會規定申報，且至遲於次
年五月底前將異常事項改善情形，依證
期會規定申報備查。 
四、定期評估方式 
(二)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
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辦
理之避險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
次，其評估報告應呈送董事會授權之高
階主管人員。 
五、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事會之
監督管理原則 
(四)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應
建立備查簿，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
種類、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依本條
第四項第（二）款、第五項第（一）及
第（二）款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
載於備查簿備查。 

1.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會

修訂 

2.依公司實

際作業內容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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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時宜委請律師、會計師及承

銷商等共同研議法定程序預計時間

表，且組織專案小組依照法定程序執

行之。並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

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

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

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

會討論通過。但公開發行公司合併其直

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

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

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

子公司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

具之合理性意見。  

 

第十三條：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時宜委請律師、會計師及承

銷商等共同研議法定程序預計時間

表，且組織專案小組依照法定程序執

行之。並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

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

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

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

會討論通過。 

配合法規修

訂 

第十四條：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
金，不在此限。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
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
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券交易
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
買賣，或證券商於初級市場認購及依
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
之貨幣市場基金。 

第十四條：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
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
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
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券交易
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
買賣，或證券商於初級市場認購及依
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配合法規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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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八條：實施與修訂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並經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
會同意，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
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並
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審計委員會。 
 

第十八條：實施與修訂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
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
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
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修

訂 

第十九條：附則 
第五次修訂於 103 年 6 月 26 日 
第六次修訂於 106 年 6 月 14 日 
 

第十九條：附則 
第五次修訂於 103 年 6 月 26 日 
 

增列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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