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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LITHIUM ELECTROCHEMISTRY (CAYMAN) CO., LTD.

英屬蓋曼群島商立凱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股東常會會議議程
開會時間：2015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開會地點：桃園市八德區豐田路 68 號（本公司交誼廳）。
會議議程：
一、宣布開會：報告出席股份總數。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 2014 年度(103 年)營業報告。
(二)本公司 2014 年度(103 年)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三)本公司 2014 年度(103 年)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報告。
(四)本公司修改道德行為準則管理辦法。
(五)本公司修改誠信經營守則管理辦法
四、承認事項：
(一)本公司 2014 年度(103 年) 營業報告書與財務報表案。
(二)本公司 2014 年度(103 年) 虧損撥補案。
五、討論暨選舉事項：
(一) 修改本公司章程。
(二) 修改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管理辦法。
(三) 修改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管理辦法。
(四) 修改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辦法。
(五) 補選本公司董事案。
(六)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案。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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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事

項

第一案：
案由: 本公司 2014 年度(103 年)營業報告書，報請

公鑒。

說明: 本公司 2014 年度(103 年)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
（第 8 頁至第 10 頁）

第二案:
案由: 本公司 2014 年度(103 年)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報請

公

鑒。
說明:
一、 依據台灣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第三項之規定，公司設
置審計委員會者，本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對於監察人之
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二、 依據上述條文，審計委員會準用公司法第二百二十八條之
規定，查核第六屆第十二次董事會造送之營業報告書及虧
損撥補案，連同前經第二屆第十一次審計委員會及第六屆
第十二次董事會決議通過之財務報表，出具查核報告書，
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二。
（第 11 頁）

第三案：
案由: 本公司 2014 年度(103 年)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
一、 依據金管會 103 年 12 月 26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30051218 號
函文辦理，本公司已將 2014 年度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提
報 104 年 3 月 23 日第六屆第十二次董事會。
二、 本公司 2014 年度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報告書，請參閱本
手冊附件三。
（第 12 頁至第 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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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案由: 本公司修改道德行為準則管理辦法，報請

公鑒。

說明: 依據金管會 104 年 1 月 27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30051379 號函
文辦理，擬修改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管理辦法，修改前後條
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四。
（第 14 頁至第 15 頁）
第五案:
案由: 本公司修改誠信經營守則管理辦法，報請

公鑒。

說明: 依據金管會 103 年 10 月 3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30039898 號函
文辦理，擬修改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管理辦法，修改前後條
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五。
（第 16 頁至第 25 頁）

-3-

承 認 事 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2014 年度(103 年)營業報告書與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

認。
說明:
一、 本公司 2014 年度(103 年)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林玉寬及鄭雅慧會計師查核完竣，出具無保留意見
之查核報告書。
二、 經董事會通過之 2014 年度(103 年)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
表，擬提報 2015 年股東常會承認通過。
三、 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與附件
六。（第 8 頁至第 10 頁、第 26 頁至第 32 頁）
決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2014 年度(103 年)虧損撥補案，敬請

承認。

說明:
一、 為擬具本公司 2014 年度(103 年)撥補虧損案，本公司 2014
年度(103 年)稅後虧損為新台幣 563,110,522 元，加計期初待
彌補虧損新台幣 362,808,331 元，合計待彌補累積虧損為新
台幣 925,918,853 元，擬以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之溢
額彌補之。
二、 因本公司 103 年度為稅後虧損，故依章程規定不予分配，擬
不發放紅利、員工分紅及董事酬勞。
三、

2014 年度(103 年)虧損撥補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七。（第
33 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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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暨 選

舉 事 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改本公司章程，提請

討論。

說明：因應實務運作及配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中
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4 日證櫃審字第 10301018101 號函令辦
理，擬修改本公司章程，修改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
冊附件八。
（第 34 頁至第 42 頁）
決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改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管理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依據金管會 104 年 1 月 27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30051379 號函
文辦理，擬修改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管理辦法，修改前後
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九。
（第 43 頁至第 44 頁）
決議：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改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管理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依據金管會 104 年 1 月 27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30051379 號函
文辦理，擬修改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管理辦法，修改前後條
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十。（第 45 頁至第 46 頁）
決議：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改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辦法，提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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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說明：因應實務運作所需，擬修改本公司之背書保證作業辦法，修
改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十一。
（第 47 頁）
決議：

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由：補選本公司董事案。
說明：
一、 本公司王明德獨立董事因轉任公職，於 2014 年 12 月 24 日
辭任，擬依照本公司章程之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進行補
選。
二、 新任獨立董事任期自 2015 年 6 月 12 日至 2017 年 6 月 22 日
止，任期與本屆董事相同。
三、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董事會議審查通過，股東應就獨立
董事候選人名單選任之，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十二。（第 48
頁）
。
四、 謹提請

選舉。

選舉結果：

第六案：（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董事競業禁止案。
說明：
一、以 2015 年股東常會通過選任之董事為前提，本公司董事
可能為其他公司為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似之行為，擬提議
股東常會解除本次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二、提請解除競業限制項目，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十三。
（第 49 頁）
。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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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मឦᇂୗဂҥഩႝૈࣽިמҽԖज़Ϧљ
103 ԃࡋᔼൔਜ!
ǵᔼБଞǵᔼीჄჴࡼཷݩϷԋ݀!
!!!!!!!!҇୯)аΠӕ*103 ԃӦౚεޑΒ਼ϯᅹВ֡ᐚࡋॶςँઇ 400ppm ᜢαǴ҅Ԅ࠹!
!!!!Γᜪஒय़ჹঁཥុ҉ޑғӸӒᓀӦǶӕਔӧ೭ԃǴύ୯ύѧႝຎѠޣਮᓉ҅ӧ!
!!!!ܡឪȨޝഗϐΠȩ
ǴεᖌుΕӦඟ໒ᜦޑჿǴᡋᓙӄౚˤύ୯۔БԐςޕၰᕉნᝄख़!
!!!!ݩ炻ӧόЇଆ҇৮ཉΞѸঋ៝ᔮวޑගΠǴࢂܭ೭൳ԃᑈཱུඹжૈྍϷ!
!!!!ཥૈྍًǴӕਔᡏ࣬ᜢౢِೲวļҥഩႝ܌ғౢϐౢࠔ.ᕗለ៓᎖Ϸႝε!
!!!!࠼ًǴջࢂЬाןౢǶᒿύ୯ཥૈྍࡹӧཥሦᏤΓҺࡕ炻ᑈཱུமࠂޑΚၰ!
!!!!Π炻ҥഩႝ 103 ԃӝٳᔼԏीཥѠჾ 864,823 щϡǴၨ 102 ԃࡋԋߏ߈ 50%ˤ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ᔼीჄჴࡼख़ाԋ݀߾ӈӵΠ;!
!!!!)*103 ԃҥഩႝԋҥΑΖቺബཥࣴว༜ˈ٠ᆶВҁѭϦљᛝΑӝբഢבᒵˈ҅Ԅ!
!!!!!!!!໒ႝЃγǃᓯૈسᜢᗖਡЈೌמ᎖៓ႝԣϐࣴวļġ
ġ ġ ġ ġ )Β*103 ԃҥഩႝᆶٮᔈӝբϐႝЃγ҅ԄᕇΕεഌѱˈԋࣁѦҾಃৎᕇ!
!!!!!!!!ΕεഌႝЃѱޑቷļġ
ġ !!!)Ο*ҥഩႝ҅ԄԋҥҾޗೢҺہǴᝩ 102 ԃᕇႧύ҇୯Ȩ୯ৎ҉ុวዛȩ
炻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ҥഩႝ ܭ׳103 ԃᕇளȨ2014 ԃѠҾ҉ុዛ TCSAȩϐ
ˢ

*

Ѡ Top 50 Ҿ҉ុൔዛȨεࠠҾࣽמႝηᇙȩߎዛ

ˢ

* TCSA ബཥԋߏዛ!

!!!!!!!!!ҥഩႝ٠ֹԋа҉ុᔼᕉნˣྣ៝ިܿˣ϶๓ӣᔈπˣٮᔈˣࡹ۬ˣߚ!
!!!!!ࡹ۬ಔᙃаϷޗԋϐሡǴബ׳ԖճޑᔼᕉნǴගϲᔼၮਏᆶബҾሽ!
!!!!!ॶǶ!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ۯύ୯εഌΜΒϖीჄϷΜΟϖीჄ炻ཥૈྍံշࡹஒុԿ 2021 ԃǴ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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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ԃǴҥഩႝஒ٩ൻᆘՅૈྍࡹБӛុᘉεѱ՞ԖǴӧࣴزว
Бय़රଯൻᕉტڮϷଯૈໆஏࡋཱུ҅ޑࣴวǴၮҔӧႝԣˣᓯૈسǴӧًႝ٣
ޑวஒаࣴวཥжӭфၩسڀǴкඤႝسϐᇙǃࣴวᆶᎍ୧炻٠ӝύ
ΠෞӝբუՔˈӅബനεճ୷˛
Βǵ୍ԏЍϷᕇճૈΚϩ!
ൂՏǺཥѠჾщϡ!
! !

103 ԃࡋ

Ҟ!

୍ԏЍ!

ᕇճૈΚ
ຏǺ

102 ԃࡋ

ᔼԏΕ!

864,823

577,069

ᔼЛճ

42,938

30,248

ᔼృճ

(577,425)

(405,330)

Лճ%

5%

5%

ృճ%

-67%

-70%

߯٩ IFRS ጓᇙǶ

Οǵࣴزว!ݩރ
)*ᕗለ៓᎖ႝԣཱུ҅!!!!
1.ុׯ๓ගϲԖౢࠔϐૈ܄Ƕ
2.Ї׳ཥޑણᡏीϷણᡏࡕуππ᛬Ǵ಄ӝ࠼ЊӚᅿ࠼ᇙࠔϐሡǶ
3.ЇനཥࠠޑቔᜦಈೌמǴаගϲ࠼Њϐᏹբуπૈ܄Ǵ٠٬ཱུ҅ҁૈ܄يวච
ཱུ׳ठǶ
4.วଯႝᓸᐌҡ่ᄬཱུ҅ǴԖਏගϲᡏᑈૈໆஏࡋǶ
5.ᑈཱུᆶӚࣴൂزՏ໒Ӆӕ໒วीฝǴᙖԜ໒วр׳ཥࠠႝԣᆅسϷႝှనబу
ᏊǴගϲႝԣޑൻᕉტڮǶ
)Β*ႝЃγˣႝԣˣкඤႝسϐᇙˣࣴวᆶᎍ୧
1.Ⴃीֹԋ 10.5 Ꮢႝًǵ10.5 Ꮢႝً֣ڱ໒วϷӼӄෳ၂Ƕ
2.Ⴃीֹԋ 18 ԯᚈᄒԄЃγ໒วϷӼӄෳ၂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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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ႣीֹԋଯೲᇻำႝεЃγ໒วϷӼӄෳ၂Ƕ!!!!
Ѥǵಕᑈᖝཞ!ݩރ
!!!!!!!!ҁϦљᄒԿ 103 ԃ 12 Д 31 ВЗࡑᔆံᖝཞࣁཥѠჾ 925,918,853 ϡǴςၲჴԏၗҁ

ΒϩϐǶ!
!
ဠ٣ߏǺဃਔ!!!

!

!!!!!!!ᕴǺဃ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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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ЬᆅǺጰ۩ޱ

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03 年度(2014 年)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
虧損撥補議案，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林玉寬會計師及鄭雅慧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議案經本審計委員等查
核，認為尚無不合。爰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四第三項之規
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英屬蓋曼群島商立凱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dvanced Lithium Electrochemistry (Cayman) Co., Ltd.)

104 年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沈 維 民

民國

104

年

3
-11-

月

23

日

附件三
本公司 2014 年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報告
說明
本公司 2014 年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說明如下：
1. 營業收入為 864,823 仟元，較 2013 年同期 577,069 仟元，增加 287,754
仟元(約增加 50%)，營業收入較去年同期增加主係：
1.1 材料事業部受惠於中國新能源政策出台動力鋰電池下游市場啟動下，
使得 2014 年銷售需求持續增加，較 2013 年同期增加 315,505 仟元，
成長 62%。然因市場需求及同業削價競爭下，平均銷售價格較去年同
期下降 21%。
1.2 車電事業部因金門縣示範運行合約已期滿，所以換電收入較去年減少
5,375 仟元(-34%)。在售車部分，2014 年四台較去年減少七台，銷
貨收入減少 22,390 仟元(-45%)。因此總車電事業部收入較 2013 年
同期減少 27,750 仟元(42%)。
2. 營業成本為 821,885 仟元，較 2013 年同期 546,821 仟元，增加 275,064
仟元(約增加 50%)，其中：
2.1 材料事業部 2014 年營業成本 591,846 仟元，較去年同期 360,058 仟
元增加 64%，係因銷售量增加所致。平均單位成本和閒置成本分別下
降 6%和 69%。
2.2 車電事業部 2014 年營業成本 230,039 仟元，較去年同期 186,762 仟
元增加 23%，係因售車成本及存貨跌價成本增加之故。
3. 營業毛利為 42,938 仟元，較 2013 年 30,248 仟元，增加 12,690 仟元，而
營業毛利率從去年 5.24%微幅降至 4.96%，原因如下：
3.1 材料事業部雖單位銷售價格下降，但在產能利用率提升及成本有效控
制之下，毛利率 28.40%與去年 29.54%相去不遠，因此在銷貨量增加
的情況下，總收入也較去年增加。未來仍持續研究開發新產品提供客
戶認證，以拓展儲能市場產品之運用領域，同時因應大陸電動產業市
場需求，以期降低產品成本提高市場競爭力。
3.2 車電事業部因處開發營運階段，未達產業經濟規模，再加上今年售車
較少，使得 2014 年毛利率-501%劣於去年-183%。
4. 營業費用為 620,363 仟元，較 2013 年同期 435,578 仟元，增加 184,785
仟元(約增加 42%)：
4.1 材料事業部 2014 年營業費用 361,103 仟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41,850
仟元(13%)，其中，銷售費用 163,423 仟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40,530
仟元(33%)，主係權利金費用隨出貨上升所致；管理費用 94,032 仟元
較去年同期減少 10,052 仟元(-9.66%)；研發費用 103,647 仟元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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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期增加 11,372 仟元(12%)。
4.2 車電事業部 2014 年營業費用 259,261 仟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42,935
仟元(123%)，其中，銷售費用較同期增加 5,887 仟元(49%)；管理費
用增加 57,977 仟元(125%)；研發費用增加 79,071 仟元(136%)，係
因人事費用成長，持續投入研發及增設八德研發中心致相關費用增
加。
5. 營業損失為 577,425 仟元，較 2013 年同期虧損 405,330 仟元，增加
172,095 仟元(約 42%)。
6. 稅後損失為 563,111 仟元，較 2013 年同期虧損 408,358 仟元，增加
154,752 仟元(約 38%)。
截至 2014 年止本公司合併財務狀況仍虧損，但粉體事業部第四季稅前淨利已轉
正 26,899 仟元，銷貨收入提升且接近滿產能，銷貨成本持續壓低，毛利趨於穩
定，營業費用雖比去年同期微幅增加(13%)但相對於銷貨增加幅度而言(62%)，
仍屬正常且可控制，目前材料事業部已逐漸步上軌道，銷售前景良好。隨大陸新
能源車補貼政策漸趨明朗，車電事業部將積極加速與公交單位合作進度。因車電
事業仍在成長階段，所以營業費用仍微幅增加，主要以投入電池相關研發以提高
產品效能和競爭力。

-13-

附件四

文件改版修訂對照表
單號：
文件
名稱

道德行為準則管理辦法

條文
項目
5.2

修訂前內容
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應以客觀及有
效率之方式處理公務，且不得以其在
公司擔任之職務而使其自身、配偶、
父母、子女或三親等以內之親屬獲致
不當利益。前述人員所屬之關係企
業與本公司及子公司為資金貸與或
提供保證、重大資產交易、進(銷)貨
往來之情事時，相關之董事、監察人
或經理人應主動向公司說明其與公
司無潛在之利益衝突。

5.8.1

文件
編號

本項新增

W-FA-I-018
修訂後內容

匿名與保密：

司鼓勵員工表明自己的身分，以便進
行溝通與調查。接獲反應之單位應採
取合理之預防及保謢措施，以確保調
查品質，且公司將盡全力保護呈報者
的安全，使其免於遭受報復。
外部反應意見機制：
為推廣經營使命及維護本公司名
譽，本公司設有外部反應機制，以利
澄清與溝通。
5.9

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有違反道德行 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有違反道德行
為準則之情事時，公司應依相關規定 為準則之情事時，公司應依相關規定
處理，且即時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露 處理，且即時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露
違反人員之職稱、姓名、違反日期、 違反人員之違反日期、違反事由、違
違反事由、違反準則及處理情形等資 反準則及處理情形等資訊。公司並應
訊。因違反本準則之規定而受懲處

修訂原因說明

行修正
與本公司及子公司為資金貸與或提
供保證、重大資產交易、進(銷)貨往
來之情事時，相關之董事、監察人或
經理人應主動向公司說明其與公司
無潛在之利益衝突。

行反應時可以選擇匿名方式，但本公

本項新增

B

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應以客觀及有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
效率之方式處理公務，且不得以其在
員 會 104 年 1 月 27 日
公司擔任之職務而使其自身、配偶、
金 管 證 發 字 第
父母、子女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獲致
不當利益。前述人員所屬之關係企業 1030051379 號 函 進

為了鼓勵員工呈報違法情事，員工進

5.8.2

修改後版本

制定相關申訴制度，提供違反道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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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違反人員得依相關規定提出申

為準則者救濟之途徑。

訴。
5.10

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如有豁免遵循 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如有豁免遵循
本準則規定之必要時，應經董事會決 本準則規定之必要時，應經董事會決
議通過，且即時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 議通過，且即時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
露允許豁免人員之職稱、姓名及董事 露董事會通過豁免之日期、獨立董事
會通過豁免之日期、期間、原因、適 之反對或保留意見、期間、原因、適
用之準則等資訊，俾利股東評估董事 用之準則等資訊，俾利股東評估董事
會所為決議是否適當，以避免任意或 會所為決議是否適當，以避免任意或
可疑之豁免遵循情形發生，並確保任 可疑之豁免遵循情形發生，並確保任

5.11

何豁免遵循之情形均有適當控制機

何豁免遵循之情形均有適當控制機

制，以保護公司。

制，以保護公司。

本公司應於年報、公開說明書及公開 本公司應於公司網站、年報、公開說
資訊觀測站揭露本道德行為準則，修 明書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露本道德
正時亦同。

行為準則，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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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文件改版修訂對照表
單號：
文件
名稱

誠信經營守則管理辦法

條文
項目

修訂前內容

5.2

文件
編號

W-FA-I-012

修訂後內容

B

修訂原因說明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之董事、經理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之董事、經理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
人、受僱人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 人、受僱人、受任人或具有實質 員會 103 年 10 月
31 日金管證發字
者（下稱「實質控制者」），於 控制能力者（下稱「實質控制
第 1030039898 號函
從事商業行為之過程中，不得直 者」），於從事商業行為之過程
辦理
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 中，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
受任何不正當利益，或做出其他 諾、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
違反誠信、不法或違背受託義務 益，或做出其他違反誠信、不法
等不誠信行為，以求獲得或維

或違背受託義務等不誠信行

持利益（下稱「不誠信行為」）。

為，以求獲得或維持利益（下稱「不
誠信行為」
）。

5.7

修改後版本

本公司依集團企業與組織營運所

本公司依集團企業與組織營運所

在地之相關法令，制訂防範不誠信 在地之相關法令，制訂之誠信經營
行為方案（下稱「防範方案）如下： 政策，及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下
5.7.1 行賄及收賄。

稱「防範方案）之作業程序及行為

5.7.2 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指南，包含但不限於員工定期教育

5.7.3 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訓練、員工工作規則、與員工簽訂

5.7.4 提供或接受不合理禮物、款待 聘僱契約書、定期召開會議，及與
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交易往來之客戶、供應商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進行溝通，並於公司網站
設置陽光/申訴信箱，杜絕不誠信行
為之發生。
本公司訂定之防範方案至少應涵
蓋下列行為之防範措施:
5.7.1 行賄及收賄。
5.7.2 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5.7.3 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5.7.4 提供或接受不合理禮物、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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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5.7.5 侵害營業秘密、商標權、專
利權、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
產權。
5.7.6 從事不公平競爭之行為。
5.7.7 產品及服務於研發、採購、
製造、提供或銷售時直接或
間接損害消費者或其他利害
關係人之權益、健康與安全。
5.8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應以公平與透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應本於誠信經

明之方式進行商業活動。本公司與 營原則，以公平與透明之方式進行
集團企業於商業往來之前，應考量 商業活動。本公司與集團企業於商
其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 業往來之前，應考量其代理商、供
業往來交易對象之合法性及是否

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交易對

有不誠信行為紀錄，宜避免與有不 象之合法性及是否涉有不誠信行
誠信行為紀錄者進行交易。本公司 為紀錄，避免與涉有不誠信行為紀
與集團企業與他人簽訂契約，其內 錄者進行交易。本公司與集團企業
容宜包含遵守誠信經營政策及交

與其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

易相對人如涉及不誠信行為，得隨 商業往來交易對象簽訂之契約，其
時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條款。代理

內容應包含遵守誠信經營政策及

商、承包商、供應商、公職人員或 交易相對人如涉有不誠信行為
其他利害關係人提供或收受不正

時，得隨時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條

當利益。但符合營運所在地法律

款。

者，不在此限。

5.9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及其董事、經理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及其董事、經理

人、受僱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

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

業務時，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

者，於執行業務時，不得直接或間

諾、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之不正當

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形

利益，包括回扣、佣金、疏通費或

式之不正當利益，包括回扣、佣

透過其他途徑向客戶、代理商、承

金、疏通費或透過其他途徑向客

包商、供應商、公職人員或其他利

戶、代理商、承包商、供應商、公

害關係人提供或收受不正當利益。 職人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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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符合營運所在地法律者，不在此

收受不正當利益。

限。
5.10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及其董事、經理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及其董事、經理
人、受僱人與實質控制者，對政黨 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
或參與政治活動之組織或個人直

者，對政黨或參與政治活動之組織

接或間接提供捐獻，應符合政治獻 或個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捐獻，應符
金法及公司內部相關作業程序，不 合政治獻金法及公司內部相關作
得藉以謀取商業利益或交易優勢。 業程序，不得藉以謀取商業利益或
交易優勢。
5.11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及其董事、經理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及其董事、經理
人、受僱人與實質控制者，對於慈 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
善捐贈或贊助，應符合相關法令及 者，對於慈善捐贈或贊助，應符合
內部作業程序，不得為變相行賄。 相關法令及內部作業程序，不得為
變相行賄。

5.12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及其董事、經理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及其董事、經理
人、受僱人與實質控制者，不得直 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
接或間接提供或接受任何不合理

者，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或接受任

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藉 何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

5.13

以建立商業關係或影響商業交易

利益，藉以建立商業關係或影響商

行為。

業交易行為。

本公司之董事會應盡善良管理人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及其董事、經理

之注意義務，督促本公司與集團企 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
業防止不誠信行為，並隨時檢討其 者，應遵守智慧財產相關法規、公
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確保誠信經 司內作業程序及契約規定;未經智
營政策之落實。

慧財產權所有人同意，不得使用、
洩漏、處分、毀損或有其他侵害智
慧財產權之行為。

5.14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宜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應依相關競爭
由專責單位負責誠信經營政策與

法規從事營業活動，不得固定價

防範方案之制定及監督執行，並定 格、操控投標、限制產量與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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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向董事會報告。

或以分配顧客、供應商、營運區域
或商業種類等方式，分享或分割市
場。

5.15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之董事、經理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及其董事、經理

人、受僱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 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
務時，應遵守法令規定及防範方

者，於產品與服務之研發、採購、

案。

製造、提供或銷售過程，應遵循相
關法規與國際準則，確保產品及服
務之資訊透明性及安全性，制定且
公開其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權益保護政策，並落實於營運活
動，以防止產品或服務直接或間接
損害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
權益、健康與安全。有事實足認其
商品、服務有危害消費者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安全與健康之虞時，原則
上應即回收該批產品或停止其服
務。

5.16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應制定防止利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及其董事、經理

益衝突之政策，並提供適當管道供 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
董事與經理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

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督促

有無潛在之利益衝突。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防止不誠信行
為，並隨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持續
改進，確保誠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5.17

本公司董事應秉持高度自律，對董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應
事會所列議案，與其自身或其代表 設置隸屬於董事會之專責單位，負
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 責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方案之制
利益之虞者，得陳述意見及答詢， 定及監督執行，主要掌理下列事
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 項，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

5.17.1 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

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

公司經營策略，並配合法令

律，不得不當相互支援。

制度訂定確保誠信經營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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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防弊措施。
5.17.2 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
並於各方案內訂定工作業務
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及行為指
南。
5.17.3 規劃內部組織、編制與職
掌，對營業範圍內較高不誠
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安
置相互監督制衡機制。
5.17.4 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推動及
協調。
5.17.5 規劃檢舉制度，確保執行之
有效性。
5.17.6 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
及評估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
之防範措施是否有效運作，
並定期就相關業務流程進行
評估遵循情形，作成報告。
5.18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董事及經理人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之董事、經理

不得藉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使其 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
自身、配偶、父母、子女或任何他 於執行業務時，應遵守法令規定及

5.19

人獲得不正當利益。

防範方案。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應就具較高不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應制定防止利

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建立有 益衝突之政策，據以鑑別、監督並
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不 管理利益衝突所可能導致不誠信
得有外帳或保留秘密帳戶，並應隨 行為之風險，並提供適當管道供董
時檢討，俾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執 事與經理人及其他出席或列席董
行持續有效。

事會之利害關係人主動說明其與
公司有無潛在之利益衝突。

5.20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內部稽核人員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之董事、經理人

應定期查核前項制度遵循情形，並 及其他出席或列席董事會之利害
作成稽核報告提報董事會。

關係人對董事會所列議案，與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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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
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
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
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
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
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
亦應自律，不得不當相互支援。
5.21

本公司應依第六條規定訂定作業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之董事、經理

程序及行為指南，具體規範本公司 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
與集團企業董事、經理人、受僱人 不得藉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或影
及實質控制者執行業務應注意事

響力，使其自身、配偶、父母、子

項，其內容至少應涵蓋下列事項： 女或任何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
5.21.1 提供或接受不正當利益之認
定標準。
5.21.2 提供合法政治獻金之處理程
序。
5.21.3 提供正當慈善捐贈或贊助之
處理程序及金額標準。
5.21.4 避免與職務相關利益衝突之
規定，及其申報與處理程序。
5.21.5 對業務上獲得之機密及商業
敏感資料之保密規定。
5.21.6 對涉有不誠信行為之供應
商、客戶及業務往來交易對
象之規範及處理程序。
5.21.7 發現違反企業誠信經營守則
之處理程序。
5.21.8 對違反者採取之紀律處分。
5.22

本公司應定期對本公司與集團企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應就具較高不

業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及實質控 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建立有
制者舉辦教育訓練與宣導，並邀請 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不
與公司從事商業行為之相對人參

得有外帳或保留秘密帳戶，並應隨

與，使其充分瞭解公司誠信經營之 時檢討，俾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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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心、政策、防範方案及違反不誠 行持續有效。
信行為之後果。
5.22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應將誠信經營

條號重複

政策與員工績效考核及人力資源
政策結合，設立明確有效之獎懲制
度。
5.23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應提供正當檢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內部稽核單位

舉管道，並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 應定期查核前項制度遵循情形，並
內容應確實保密。

作成稽核報告提報董事會，且得委
任會計師執行查核，必要時，得委
請專業人士協助。

5.24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應明訂違反誠

本公司應依內部作業程序及行為

信經營規定之懲戒與申訴制度，

指南，具體規範本公司與集團企業

並即時於公司內部網站揭露違反

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及

人員之職稱、姓名、違反日期、

實質控制者執行業務應注意事

違反內容及處理情形等資訊。

項，其內容至少應涵蓋下列事項：
5.24.1 提供或接受不正當利益之認
定標準。
5.24.2 提供合法政治獻金之處理程
序。
5.24.3 提供正當慈善捐贈或贊助之
處理程序及金額標準。
5.24.4 避免與職務相關利益衝突之
規定，及其申報與處理程
序。
5.241.5 對業務上獲得之機密及商業
敏感資料之保密規定。
5.24.6 對涉有不誠信行為之供應
商、客戶及業務往來交易對
象之規範及處理程序。
5.24.7 發現違反企業誠信經營守則
之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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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8 對違反者採取之紀律處分。
5.25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應依相關法令

本公司及集團企業之董事長、總經

於公司網站、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理或高階管理階層應定期向董

揭露其誠信經營守則執行情形。

事、受僱人及受任人傳達誠信之重
要性。
本公司應定期對本公司與集團企
業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
及實質控制者舉辦教育訓練與宣
導，並邀請與公司從事商業行為之
相對人參與，使其充分瞭解公司誠
信經營之決心、政策、防範方案及
違反不誠信行為之後果。

5.26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應將誠信經營

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政策與員工績效考核及人力資源
政策結合，設立明確有效之獎懲制
度。

5.27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應訂定具體檢
舉制度，並應確實執行，其內容應
涵蓋下列事項:
5.27.1 建立並公告內部獨立檢舉信
箱、專線或委託其他外部獨立機構
提供檢舉信箱、專線，供公司
內部及外部人員使用。
5.27.2 指派檢舉受理專責人員或單
位，檢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階主
管，應呈報至獨立董事，並訂定
檢舉事項之類別及其所屬之調查
標準作業程序。
5.27.3 檢舉案件受理、調查過程、
調查結果及相關文件製作之紀錄
與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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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4 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之保
密。
5.27.5 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
遭不當處置之措施。
5.27.6 檢舉人獎勵措施。
受理檢舉專責人員或單位，如經調
查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公司有受
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作成報
告，以書面通知獨立董事。
5.28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應明訂違反誠
信經營規定之懲戒與申訴制度，並
即時於公司內部網站揭露違反人
員之職稱、姓名、違反日期、違反
內容及處理情形等資訊。

5.29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應建立推動誠
信經營之量化數據，持續分析評估
誠信政策推動成效，於公司網站、
年報及公開說明書揭露其誠信經
營採行措施、履行情形及前揭量化
數據與推動成效，並於公開資訊觀
測站揭露誠信經營守則之內容。

5.30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提
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本守則提
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反對或保留
之意見，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
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
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
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
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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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參

無

上市上櫃誠信經營守則。

考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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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Advanced Lithium Electrochemistry (Cayman) Co., Ltd.
虧損撥補表
103年度(2014年)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金

待彌補累積虧損期初餘額

($362,808,331)

本期虧損

(563,110,522)
($925,918,853)

2014年12月31日待彌補累積虧損餘額
資本公積-普通股溢價彌補虧損

925,918,853

彌補虧損後保留盈餘

董事長：張聖時

額

$

經理人：張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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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管：蔡幸芳

-

附件八

文件改版修訂對照表
單號：
文件名
稱

公司章程

條文項
目

文件
編號

修訂前內容

修改後版本
修訂後內容

修訂原因說明

修訂和

公司資本額為新台幣2,000,000,000

公司資本額為新台幣3,000,000,000

提高額定資本額，以

重述章

元，分成200,000,000股，每股面額

元，分成300,000,000股，每股面額

因應公司未來營運

程大綱

為新台幣10元。公司有權依（修訂） 為新台幣10元。公司有權依（修訂） 發展所需。

8.

公司法或公司章程贖回或買回股

公司法或公司章程贖回或買回股

份、分割或整合股份，將原有、買

份、分割或整合股份，將原有、買

回、增加或減少之資本額全數或部

回、增加或減少之資本額全數或部

分發行為附（或無）優先、特別、

分發行為附（或無）優先、特別、

遞延權利或附限制之股份。除非股

遞延權利或附限制之股份。除非股

份發行條款有明示規定者外，所發

份發行條款有明示規定者外，所發

行之股份無論為普通股或特別股均

行之股份無論為普通股或特別股

與公司先前所發行股份之權利相

均與公司先前所發行股份之權利

同。

相同。

The shar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is

The shar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is

New Taiwan Dollars 2,000,000,000

New Taiwan Dollars 3,000,000,000

divided into 200,000,000 shares of a

divided into 300,000,000 shares of a

nominal or par value of New Taiwan

nominal or par value of New Taiwan

Dollars 10.00 each provided always

Dollars 10.00 each provided always

that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that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mpanies Law (as amended) and

Companies Law (as amended) and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the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the

Company shall have power to

Company shall have power to

redeem or purchase any of its shares

redeem or purchase any of its shares

and to sub-divide or consolidate the

and to sub-divide or consolidate the

said shares or any of them and to

said shares or any of them and to

issue all or any part of its capital

issue all or any part of its capital

whether original, redeemed,

whether original, redeemed,

increased or reduced with or without

increased or reduced with or without

any preference, priority or special

any preference, priority or special

privilege or subject to any

privilege or subject to any

-34-

postponement of rights or to any

postponement of rights or to any

conditions or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conditions or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and so that unless the conditions of

and so that unless the conditions of

issue shall otherwise expressly

issue shall otherwise expressly

provide every issue of shares whether

provide every issue of shares whether

stated to be Ordinary, Preference or

stated to be Ordinary, Preference or

otherwise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otherwise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powers on the part of the Company

powers on the part of the Company

hereinbefore provided.

hereinbefore provided.

修訂和

縱有本章程第10條限制型股票之規

縱有本章程第10條限制型股票之規

改以依照公開發行

重述章

定，本公司得經董事會決議，訂定

定，本公司得經董事會決議，訂定

公司規則辦理，以維

程 13.

一個或數個激勵措施並得發行選擇

一個或數個激勵措施並得發行選擇

持彈性。

權、員工認股權憑證、其他類似之

權、員工認股權憑證、其他類似之

權證或發放現金予公司及從屬公司

權證或發放現金予公司及從屬公司

之員工。除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另有

之員工，並依照公開發行公司規則

規定者外，依本條發行之員工認股

辦理。依本條發行之前述選擇權、

權憑證，其每次發行得認購股份數

員工認股權憑證或其他類似之權證

額，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

不得轉讓，但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分之十，且加計前各次員工認股權

Notwithstanding Article 10 hereof,

憑證流通在外餘額，不得超過已發

the Company may, upon approval by

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十五，發行員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dopt one or

工認股權憑證給予單一認股權人之

more incentive programmes and may

認股權數量，不得超過每次發行員

issue options, employee warrants or

工認股權憑證總數之百分之十，且

other similar instruments or distribute

單一認股權人每一會計年度得認購

cash, to employees of the Company

股數不得超過年度結束日已發行股

and its Subsidiaries, and in

份總數之百分之一。依本條發行之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前述選擇權、員工認股權憑證或其

Public Company Rules. Options,

他類似之權證不得轉讓，但因繼承

employee warrants, or other similar

者不在此限。

instruments issued in accordance with

Notwithstanding Article 10 hereof,

this Article are not transferable save

the Company may, upon approval by

by inheritanc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dopt one or
more incentive programmes and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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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options, employee warrants or
other similar instruments or distribute
cash, to employees of the Company
and its Subsidiaries.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by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where the Company
issues the employee warrants
pursuant to this Article, the number of
shares for each issuance of employee
warrants may not exceed 10% of the
total issued Shares, and when
outstanding employee warrant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aggregated
volume may not exceed 15% of the
total issued Shares.

Further, where

the Company issues employee
warrants pursuant to this Article, the
volume of the employee warrants
granted to each employee may not
exceed 10% of the total volume of
each issue of employee warrants, and
the number of shares that may be
subscribed to by each employee for
any given fiscal year may not exceed
1% of the total issued Shares as of
the end of the fiscal year. Options,
employee warrants, or other similar
instruments issue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rticle are not transferable save
by inheritance.
修訂和

董事之選舉應採行累積投票制，每

董事之選舉應採行累積投票制，每

董事之選舉改採候

重述章

一股東得行使之投票權數為其所持

一股東得行使之投票權數為其所持

選人提名制度。

程 90.

之股份乘以應選出董事人數之數目

之股份乘以應選出董事人數之數目

（下稱「特別投票權」），任一股

（下稱「特別投票權」），任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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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行使之特別投票權總數得由該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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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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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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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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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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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選舉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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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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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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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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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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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大綱、章程和公開發行公司規則

之規定。此外，於股份於櫃買中心

之規定。此外，於股份於櫃買中心

上櫃後，獨立董事之選舉，應依中

上櫃後，獨立董事之選舉，應依中

華民國相關證券主管機關之要求，

華民國相關證券主管機關之要求，

採用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候選人提

採用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候選人提

名制度。

名制度。

Directors shall be elected pursuant to

Directors shall be elected pursuant to

a cumulative voting mechanism,

a cumulative voting mechanism,

where the number of votes

where the number of votes

exercisable by any Member shall be

exercisable by any Member shall be

the same as the product of the number

the same as the product of the number

of shares held by such Member and

of shares held by such Member and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to be elected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to be elected

("Special Ballot Votes"), and the

("Special Ballot Vote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Special Ballot Votes

total number of Special Ballot Votes

cast by any Member may be

cast by any Member may be

consolidated for election of one

consolidated for election of one

Director candidate or may be split for

Director candidate or may be split for

election amongst multiple Director

election amongst multiple Director

candidates, as specified by the

candidates, as specified by the

Member pursuant to the poll vote

Member pursuant to the poll vote

ballot. The top candidates in the

ballot. The top candidates in the

number equal to the number of the

number equal to the number of the

Directors to be elected, to whom the

Directors to be elected, to whom

votes cast represent a prevailing

the votes cast represent a preva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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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of votes relative to the other

number of votes relative to the other

candidates, shall be deemed Directors

candidates, shall be deemed Directors

elected. The Directors may adopt a

elected. The Directors shall adopt a

candidate nomination mechanism

candidate nomination mechanism

which is in compliance with

which is in compliance with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for such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for such

candidate nomination shall be in

candidate nomination shall be in

accordance with policies established

accordance with policies established

by the Directors and approved by an

by the Directors and approved by an

Ordinary Resolution from time to

Ordinary Resolution from time to

time, which policies shall be in

time, which policies shall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panies Law,

accordance with the Companies Law,

the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the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these Articles and the Applicable

these Articles and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For so long as

Public Company Rules. For so long as

the Shares are listed on the GTSM,

the Shares are listed on the GTSM,

subject to the requirement of the

subject to the requirement of the

competent securities authority in the

competent securities authority in the

ROC, such candidate nomination

ROC, such candidate nomination

mechanism in compliance with

mechanism in compliance with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shall also be used for an election of

shall also be used for an elec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Independent Directors.

修訂和

董事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被解

董事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被解

依財團法人證券櫃

重述章

任：

任：

檯買賣中心中華民

程 101.

(a) 破產或與其債權人為協議或和

(g) 破產或與其債權人為協議或和

國103年11月14日證

解；

解；

(b) 現為或將為精神失常；

(h) 現為或將為精神失常；

(c) 以書面通知公司辭任董事職位；

(i) 以書面通知公司辭任董事職位；

(d) 經股東會重度決議解任董事職

(j) 經股東會重度決議解任董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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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審字第
10301018101號函進
行修改

位；
(e) 經相關管轄法院或官員裁決其

位；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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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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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無法處理自己事務，或行為能

力依所適用之法令受有限制；

力依所適用之法令受有限制；

(f) 曾犯中華民國法規禁止之組織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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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且服刑

期滿尚未逾五年；

期滿尚未逾五年；

(g) 曾犯詐欺、背信或侵占經受有期 (g) 曾犯詐欺、背信或侵占經受有期
徒刑一年以上宣告，服刑期滿尚

徒刑一年以上宣告，服刑期滿尚

未逾二年；

未逾二年；

(h) 曾服公務虧空公款，經有罪判決 (h) 曾服公務虧空公款，經有罪判決
確定，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或

確定，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或

(i) 曾因使用信用工具而遭退票尚未

(i) 曾因使用信用工具而遭退票尚未

期滿者。

期滿者。

如董事當選人有前項第（a）、（e）、 (j) 任期中轉讓股份超過選任當時所
（f）、（g）、（h）或（i）款情事

持有之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

之一者，該董事當選人應被取消董

者。

事當選人之資格。

如董事當選人有前項第（a）、（e）、
（f）、（g）、（h）或（i）款情事
之一者，該董事當選人應被取消董
事當選人之資格。
董事當選後，於就任前轉讓超過選
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數額二分
之一時，或於

股東會召開前之停

止股票過戶期間內，轉讓持股超過
二分之一時，其當選失其效力。

The office of Director shall be The office of Director shall be
vacated, if the Director:
vacated, if the Director:
(a)becomes bankrupt or makes any (a)becomes bankrupt or makes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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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ngement or composition with his arrangement or composition with his
creditors;

creditors;
(b)is found to be or becomes of

(b)is found to be or becomes of
unsound mind;

unsound mind;

(c)resigns his office by notice in (c)resigns his office by notice in
writing to the Company;

writing to the Company;
(d)is

removed

from

office

by (d)is

removed

from

office

by

Supermajority Resolution;

Supermajority Resolution;

(e)is the subject in an order made by (e)is the subject in an order made by
any competent court or official on the any competent court or official on the
grounds that he is or will be suffering grounds that he is or will be suffering
from mental disorder or is otherwise from mental disorder or is otherwise
incapable of managing his affairs, or incapable of managing his affairs, or
his/her legal capacity is restricted his/her legal capacity is restricted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ble laws;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ble laws;

(f)having committed an offence as (f)having committed an offence as
specified in the ROC statute of specified in the ROC statute of
prevention of organizational crimes prevention of organizational crimes
and subsequently adjudicated guilty by and subsequently adjudicated guilty by
a final judgment, and the time elapsed a final judgment, and the time elapsed
after he has served the full term of the after he has served the full term of the
sentence is less than five years;
(g)having

committed

an

sentence is less than five years;
offence (g)having

committed

an

offence

involving fraud, breach of trust or involving fraud, breach of trust or
misappropriation

and

subsequently misappropriation

and

subsequ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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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rs;

(h)having been adjudicated guilty by a (h)having been adjudicated guilty b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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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judgment for misappropriating final judgment for misappropriating
public funds during the time of his public funds during the time of his
public service, and the time elapsed public service, and the time elapsed
after he has served the full term of after he has served the full term of
such sentence is less than two years; or such sentence is less than two years; or
(i)having been dishonored for use of (i)having been dishonored for use of
credit instruments, and the term of credit instruments, and the term of
such sanction has not expired yet.

such sanction has not expired yet.

In the event that any of the foregoing

(j) in case a director of a company

events described in clauses (a), (e),

whose shares are issued to the public

(f), (g), (h) and (i) has occurred to a

that has transferred, during the term of

Director elect, such Director elect

office as a director, more than one half

shall be disqualified from being

of the company's shares being held by

elected as a Director.

him/her at the time he/she is elected,
he/she shall, ipso facto, be discharged
from the office of director.
In the event that any of the foregoing
events described in clauses (a), (e),
(f), (g), (h) and (i) has occurred to a
Director elect, such Director elect
shall be disqualified from being
elected as a Director.
If any director of a company whose
shares are issued to the public, after
having been elected and before
his/her inauguration of the office of
director, has transferred more than
one half of the total number of shares
of the company he/she holds at the
time of his/her election as such; or
had transferred more than one half of
the total number of shares he/she held
within the share transfer pro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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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 fixed prior to the convention of
a shareholders' meeting, then his/her
election as a director shall become
invalid.

D-DC-I-0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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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文件改版修訂對照表
單號：
文件
名稱

股東會議事規則管理辦法

條文
項目

修訂前內容

5.4

5.6

5.18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
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
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
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等各
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
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
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
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
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
送至相關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股東
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
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
索閱，並陳列於公司及其股務代理機
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公司解
散、合併、分割或本公司章程所定之
其他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之事項，應
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
提出。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
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
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
備核對。

文件
編號

W-FA-I-013
修訂後內容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
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
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
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等各
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
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
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
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
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
送至相關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股東
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
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
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
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
會現場發放。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公司解
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五條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
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
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
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
或本公司章程所定之其他不得以臨
時動議提出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
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
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
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
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
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
件，以備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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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後版本

C

修訂原因說明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 會 104 年 1 月 27 日
金 管 證 發 字 第
1030051379 號 函 進
行修正

5.21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宜有董事會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
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
過半數之董事參與出席。
事、至少一席審計委員會成員親自出
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
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
東會議事錄。

5.46

議案之表決，除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
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
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
數。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
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
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
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
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
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
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
資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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ġ
䥹㈨Īˣ⮰㤕㈨傥⍲䓊㤕䴻槿䫱ˤġ
ġ
ġ
ġ
ġ
ġ
㛔℔⎠吋ḳᷳ怠ả炻ㅱ侫慷吋ḳ㚫
ġ
ᷳ㔜橼惵伖ˤ吋ḳ㚫ㆸ⒉ㅱ㘖念℟
ġ
⁁➟埴借⊁⽭枰ᷳ䞍嬀ˣ㈨傥⍲ ġ

ġ

䳈梲炻℞㔜橼ㅱ℟⁁ᷳ傥≃⤪ᶳ烉ġ ġ
ĶįĴįĴ 䆇忳⇌㕟傥≃ˤġ
ġ
ĶįĴįĵ 㚫妰⍲屉⊁↮㜸傥≃ˤġ
ġ

ġ

ĶįĴįĶ 䴻䆇䭉䎮傥≃ˤġ

ġ
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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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ġ
ġ
ġ
ġ
ġ
ġ
ġ
ĶįĶġ
ġ
ġ
ġ
ġ
ġ
ĶįĲĲ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ĶįĴįķ ⌙㨇嗽䎮傥≃ˤġ

ġ

ĶįĴįĸ 䓊㤕䞍嬀ˤġ

ġ

ĶįĴįĹ ⚳晃ⶪ⟜奨ˤġ

ġ

ĶįĴįĺ 柀⮶傥≃ˤġ ġ

ġ

ĶįĴįĲı 㰢䫾傥≃ˤġ

ġ

ġ

㛔℔⎠吋ḳᷳ怠冱㍉䓐姀⎵䳗䧵

㛔℔⎠吋ḳᷳ怠冱㍉䓐䳗䧵㈽䤐

㈽䤐⇞炻㭷ᶨ偉ấ㚱冯ㅱ怠↢吋ḳ ⇞炻㭷ᶨ偉ấ㚱冯ㅱ怠↢吋ḳṢ㔠
Ṣ㔠䚠⎴ᷳ怠冱㪲炻⼿普ᷕ怠冱ᶨ 䚠⎴ᷳ怠冱㪲炻⼿普ᷕ怠冱ᶨṢ炻
Ṣ炻ㆾ↮攳怠冱㔠Ṣˤġ

ㆾ↮惵怠冱㔠Ṣˤġ

ġ

ġ

㈽䤐⬴䔊⼴䔞⟜攳䤐炻攳䤐䳸㝄䓙 ㈽䤐⬴䔊⼴䔞⟜攳䤐炻攳䤐䳸㝄ㅱ
ᷣⷕ䔞⟜⭋ⶫ吋ḳ䔞怠⎵╖ˤġ

䓙ᷣⷕ䔞⟜⭋ⶫ炻⊭⏓吋ḳ䔞怠⎵

ġ

╖冯℞䔞怠㪲㔠ˤġ

ġ

⇵枭怠冱ḳ枭ᷳ怠冱䤐炻ㅱ䓙䚋䤐

ġ

⒉⭮⮩䯥⫿⼴炻⥍┬ᾅ䭉炻᷎军⮹

ġ

ᾅ⬀ᶨ⸜ˤỮ䴻偉㜙ὅ㱽㍸崟姜姇

ġ

侭炻ㅱᾅ⬀军姜姇䳪䳸䁢㬊ˤġ

ġ

ġ
D-DC-I-0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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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文件改版修訂對照表
單號：
文件
名稱
條文
項目
5.2.5

背書保證作業辦法

文件
編號

修訂前內容

W-FA-I-002
修訂後內容

修改後
版本

D

修訂原因說明

(1)除經股東會同意外，本公司為他

(1)除經股東會同意外，本公司為他公司所 配 合 實 際 需 求

公司所為之背書保證總額，不得超

為之背書保證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

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

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所示淨值百分

所示淨值百分之五十；除經股東會同意

之四十；除經股東會同意外，本公

外，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整體為他公司所為

司及各子公司整體為他公司所為之

之背書保證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

背書保證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

示淨值百分之五十。

務報告所示淨值百分之四十。

(2)除經股東會同意外，本公司為單一企業

(2)除經股東會同意外，本公司為單

背書保證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

一企業背書保證金額，不得超過本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所示

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淨值百分之五十；除經股東會同意外，本

閱之財務報告所示淨值百分之四

公司及各子公司整體為單一企業所為之

十；除經股東會同意外，本公司及

背書保證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

各子公司整體為單一企業所為之背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所示

書保證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

淨值百分之五十。

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 (3)因業務往來關係從事背書保證，就單一
對象提供背書保證之金額不得超過雙方
報告所示淨值百分之四十。
(3)因業務往來關係從事背書保證， 於背書保證前十二個月期間內之業務往
就單一對象提供背書保證之金額不 來總金額，且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得超過雙方於背書保證前十二個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所示淨值
期間內之業務往來總金額，且不超過 百分之五十。所稱業務往來金額，係指雙
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方間進貨或銷貨金額孰高者。
核閱之財務報告所示淨值百分之四
十。所稱業務往來金額，係指雙方間
進貨或銷貨金額孰高者。

-47-

修訂內容

附件十二

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
姓名

持有股數(註)

主要學(經)歷
美國賓州大學財務博士

王泰昌

國立台灣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0股
(獨立董事)

德陽生物科技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監察人

達輝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註：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民國 104 年 4 月 14 日）持有之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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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獨立董事候選人競業限制項目
姓名
王泰昌

提請解除競業限制項目
國立台灣大學會計學系暨研究所專任教授
第一金控股份有限公司獨立董事(審計委員)
第一金控股份有限公司薪酬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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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本中譯本僅供參考之用，
正確內容應以英文版為準

公司章程
Advanced Lithium Electrochemistry (Cayman) Co.,
Ltd.
英屬蓋曼群島商立凱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經 2012 年 6 月 19 日特別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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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
修訂和重述章程大綱
Advanced Lithium Electrochemistry (Cayman) Co., Ltd.
英屬蓋曼群島商立凱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經 2012 年[6]月[19]日特別決議通過）

1.

公 司 名 稱 為 英 屬 蓋 曼 群 島 商 立 凱 電 能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Advanced Lithium
Electrochemistry (Cayman) Co., Ltd.）。

2.

公司登記辦事處為 Portcullis TrustNet (Cayman) Ltd., The Grand Pavilion Commercial
Centre, Oleander Way, 802 West Bay Road, P.O. Box 32052, Grand Cayman KY1-1208,
Cayman Islands.，或其他經董事決定之地點。

3.

於不違反下列章程大綱之情形下，公司設立目的不受限制。

4.

於不違反下列章程大綱之情形下，公司有權依（修訂）公司法第27（2）條規定從事
具有完全行為能力自然人所得為之行為。

5.

公司於依蓋曼法取得許可前，不得從事該等需經許可始得經營之業務。

6.

除為促進公司於蓋曼群島外經營業務外，公司不得於蓋曼群島與任何人士、事務所
或公司進行交易；惟本條之規定不得解讀為限制公司於蓋曼群島簽訂契約，及於蓋
曼群島行使所有為執行其於蓋曼群島外之業務所需之權利。

7.

股東之責任限於就其持有股份尚未繳納之款項（如有）。

8.

公司資本額為新台幣2,000,000,000元，分成200,000,000股，每股面額為新台幣10元。
公司有權依（修訂）公司法或公司章程贖回或買回股份、分割或整合股份，將原有、
買回、增加或減少之資本額全數或部分發行為附（或無）優先、特別、遞延權利或
附限制之股份。除非股份發行條款有明示規定者外，所發行之股份無論為普通股或
特別股均與公司先前所發行股份之權利相同。

9.

如公司為豁免公司，其營運應受（修訂）公司法第174條之拘束，且除（修訂）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本公司有權依蓋曼群島外之其他準據法登記為股份有
限公司而繼續存續，並註銷在蓋曼群島之登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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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
修訂和重述章程
Advanced Lithium Electrochemistry (Cayman) Co., Ltd.
英屬蓋曼群島商立凱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經 2012 年[6]月[19]日特別決議通過）
表A
（修訂）公司法第一節表A之規定不適用於本公司。

釋義
1.

本章程之名詞定義如下：
「公開發行公司規則」指相關主管機關隨時針對公開發行公司或任何在臺灣之證券
交易所或證券市場上市公司訂定之中華民國法律、規則和規章（包括但不限於公司
法、證券交易法、金管會發布之法令規章，或櫃買中心發布之規章制度），而經相
關主管機關要求應適用本公司者；
「章程」係指本公司章程，及其隨時依特別決議修改或更替者；
「審計委員會」指由本公司之獨立董事組成，隸屬於董事會之審計委員會；
「公司法」係指蓋曼群島（修訂）之公司法，及其日後有效施行之各次修改、重新
立法或修正後之內容；
「本公司」係指英屬蓋曼群島商立凱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dvanced Lithium
Electrochemistry (Cayman) Co., Ltd.)；
「薪資報酬委員會」係指由董事會設置之薪資報酬委員會，該委員會係由專業人士
組成，並具有公開發行公司規則所規定之職能；
「董事」及「董事會」係指本公司現任之董事，或依具體情形，由董事組成之會議
或委員會，並包括任一或全體獨立董事；
「電子記錄」之定義如《電子交易法》之定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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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交易法」係指蓋曼群島（修訂）之《電子交易法》；
「金管會」係指中華民國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櫃買中心」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獨立董事」係指依公開發行公司規則要求選出之獨立董事；
「公開資訊觀測站」係指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維護之公開發行公司申報系
統；
「成員」或「股東」係指登記於公司股東名冊之人，包括每位章程大綱之發起人其
尚未取得認購股份者；
「章程大綱」係指本公司章程大綱，及其隨時之修改或更替者；
「合併」係指下列交易：
(a) (i)參予該交易之公司均為解散，而新設公司概括承受解散公司之一切權利及義
務，或(ii)僅有一家參予該交易之公司解散，且存續公司概括承受該解散公司
之一切權利及義務，且於上述任何一種情形，其對價為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或
其他公司之股份、現金或其他資產；或
(b) 其他符合公開發行公司規則定義之合併或收購類型；
「經理人」係指任何經董事會指派擔任本公司職務之人；
「普通決議」係指由有表決權股東親自或經由代理人（如允許委託）於公司股東會
以簡單多數決所為之決議；
「繳款」係指繳足每股面額及溢價應繳款項（包括得視為已付訖之款項）；
「人」係指任何自然人、事務所、公司、合資企業、合夥、組織或其他實體(無論有
無個別法律人格)或指以上任一者；
「特別股」係指如本章程第16條定義者；
「登記辦事處」指本公司依公司法第50條規定成立之辦事處；
「股東名冊」係指本公司依公司法所設置之登記名冊，若本公司股份於櫃買中心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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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者，則指本公司依公開發行公司規則所設置之登記名冊；
「私募」係指股份於櫃買中心上櫃後，在中華民國境內對公開發行公司規則所規定
及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特定投資人招募股份、選擇權、認股權憑證、表彰證券認購
權（包括認購股份）之債權證券或股權證券、或公司之其他證券，但不包含任何員
工激勵計畫或認股協議、認股權憑證、選擇權、或本章程第10條、第13條及第15條
規定之股份發行；
「中華民國」係指臺灣，中華民國；
「秘書」係指董事會指定執行本公司秘書職責的人，包含助理秘書；
「股份」係指就公司資本所發行股份；
「股務代理機構」係指經臺灣主管機關發給執照，依據公開發行公司規則得提供特
定股務服務之代理人；
「簽署」包含簽名或以機械方式蓋印之簽名；
「特別決議」係指於公司法規定下，依公司法第60條通過，由有權股東親自或經由
代理人（如允許委託）於公司股東會（開會通知中記明該提案擬以特別決議通過）
以出席股東至少三分之二表決權同意之多數決所為之決議；
「從屬公司」係指下列公司：（1）被他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半數（含）以上已發
行有表決權之股份總數或全部資本總額之公司；（2）他公司對其人事、財務或業務
經營有直接或間接控制權之公司；（3）公司之執行業務股東或董事半數（含）以上
與他公司相同者；及（4）已發行有表決權之股份總數或全部資本總額有半數（含）
以上為相同股東持有之公司；
「重度決議」係指由代表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二或以上之股東出席股東會，
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同意通過的決議，或若出席股東會的股東代表股份總數雖未
達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二，但超過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之半數時，由該股東
會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或以上之同意通過的決議；及
「庫藏股」其意義如本章程第28條所定。

2.

於本章程條文中，除其內文另有規定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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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指稱單數者亦包括複數，反之亦同；
(b) 指稱男性者亦包括女性；
(c) 指稱人包括公司、組織或個人團體，不論是否為公司；
(d) 「得」應解讀為允許之意，「應」應解讀為命令之意；
(e) 「書面」和「以書面形式」包括所有以可視形式呈現的重述或複製之文字模式，
包括電子記錄；
(f)

指稱任一法律者應包括其後生效之修訂或重訂；及

(g) 電子交易法第八部分於本章程不適用。
3.

於不違反前兩條規定之前提下，公司法定義之任何文詞，如未與標題或內文牴觸者，
於本章程中有相同意義。

3-1.

若本章程與公開發行公司規則有任何牴觸者，應以本章程為準。
前言

4.

本公司得於公司成立後儘速開始經營業務。

5.

本公司登記辦事處應設址於蓋曼群島內董事會隨時決定之地址。本公司得依董事會
隨時決定增設辦事處、營業處所及代理機構。

股份
發行股份之權力
6.

除本章程及股東會另有決議外，於未損及任何現有股份或股別持有人之特別權利
下，且於符合本章程第17條規定之前提下，董事會有權依其決定之條件發行任何公
司尚未發行之股份，且得依股東決議發行具有優先權、遞延權或其他權利或限制之
股份或股別（包括發行或授予選擇權、認股權憑證、得為棄權和其他與股份有關之
權利），不論是否以發放股息、表決權、資本返還或股東決議之其他形式為之，惟
除公司法別有規定者外，不得折價發行股票。

7.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者外，公司發行新股應經董事會同意，並應於公司之授權資本內
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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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司於中華民國境內辦理現金增資發行新股時，除經金管會或櫃買中心認為公司無
須或不適宜對外公開發行外，公司應提撥新股發行總額百分之十，在中華民國境內
對外公開發行。然若股東會另有較高比率之決議者，從其決議。公司亦得保留該等
新股之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供本公司及從屬公司之員工認購。公司對該等員工
認購之新股，得限制在一定期間內不得轉讓，但其期間最長不得超過二年。

9.

本公司股份於櫃買中心上櫃期間，除經股東會另為普通決議者外，公司依本章程第8
條規定辦理現金增資發行新股時，應公告及通知原有股東，按照原有股份比例儘先
分認（於依本章程第8條提撥對外公開發行及提供予員工認購之部分後）。公司應在
前開公告中聲明，若任何股東逾期不認購者，視為喪失其權利。原有股東持有股份
按比例不足分認一新股者，得依公開發行公司規則合併共同認購或歸併一人認購；
原有股東於前述時間內未認足者，得依公開發行公司規則公開發行或就未認購部分
洽特定人認購。

10.

於不違反或抵觸公司法之前提下，本公司得經股東會重度決議發行限制員工權利之
新股（下稱「限制型股票」）予本公司及從屬公司之員工，不適用本章程第8條之
規定。於本公司股份於櫃買中心上櫃期間，限制型股票之發行條件，包括但不限於
發行數量、發行價格及其他相關事項，應符合公開發行公司規則之規定。

11.

第9條規定之股東優先認股權於公司因以下原因或基於以下目的發行新股時，不適用
之：
(a)

公司與他公司合併，或為組織重組；

(b)

公司為履行員工認股權憑證及/或選擇權下之義務，包括本章程第13條及第15
條所規定者；

(c)

公司依第10條規定發行限制型股票；

(d)

公司為履行可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下之義務；

(e)

公司為履行附認股權特別股下之義務；或

(f)

公司進行私募時。

12.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本公司不得發行任何未繳納股款或繳納部分股款之股份。

13.

縱有本章程第10條限制型股票之規定，本公司得經董事會決議，訂定一個或數個激
勵措施並得發行選擇權、員工認股權憑證、其他類似之權證或發放現金予公司及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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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公司之員工。除公開發行公司規則另有規定者外，依本條發行之員工認股權憑證，
其每次發行得認購股份數額，不得超過已發行股份總數之百分之十，且加計前各次
員工認股權憑證流通在外餘額，不得超過已發行股份總數之百分之十五，發行員工
認股權憑證給予單一認股權人之認股權數量，不得超過每次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總
數之百分之十，且單一認股權人每一會計年度得認購股數不得超過年度結束日已發
行股份總數之百分之一。依本條發行之前述選擇權、員工認股權憑證或其他類似之
權證不得轉讓，但因繼承者不在此限。
14.

本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之董事非本章程第10條發行限制型股票或第13條所訂激勵措施
之對象，但倘董事亦為公司或其從屬公司之員工，該董事得基於員工身分（而非董
事身分）認購限制型股票或參與激勵措施。

15.

公司得依本章程第13條所定之激勵措施，與其員工及從屬公司之員工簽訂契約，約
定於一定期間內，員工得認購特定數量之公司股份或有價證券。該等契約之條件及
條款中，不得優於激勵措施中所載適用於該員工之條件及條款。
特別股

16.

縱有本章程之其他規定，公司得經特別決議指定發行各類具有優先權或其他特別權
利之股份，並依特別決議決定其優先權或其他特別權利之內容（此等具優先權或其
他特別權利之股份，下稱「特別股」），並將該等特別股載明於本章程中。特別股
之權利及義務包括（但不限於）下列條件，並應符合公開發行公司規則：
(a) 特別股之股息及紅利分配之順序、固定額度或固定比率；
(b) 公司盈餘分配之順序、固定額度或固定比率；
(c) 特別股股東表決權之順序或限制（包括宣佈無表決權）；
(d) 公司經授權或被迫贖回特別股之方式或不適用贖回權之聲明；及
(e) 特別股權利及義務之其他附隨事項。
股份所附權利之變更

17.

如公司資本分為不同種類之股份，除該類股份發行條件另有規範外，該類股份之權
利得經該類股份持有人之股東會特別決議變更或取消之。縱有前述規定，如本章程
之任何修改或變更將損及任一種類股份的優先權，則相關之修改或變更除經特別決
議通過外，並應經該類受損股份股東另行召開之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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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除該類股份發行條件另有明確規範外，各股份持有人就各該股份之優先權或其他權
利，不因其後創設、分配或發行與其同等之股份或因公司贖回或買回任一類別股份
等事由，而被認為已重大不利變更或取消。
股票

19.

在不違反或抵觸公司法之前提下，公司發行股份得不印製股票，其發行之具體情形
應記錄於公司保管之股東名冊，並依公開發行公司規則洽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
有限公司登錄。如董事會決議印製股票時，依股東名冊記載為股東之人有權依董事
會決議之股票印製形式取得股票。股票得蓋有機器蓋印之授權簽字，所有股票並應
載明所表彰之股數及已繳納之股款。如數人共有一股，公司毋庸發行數張股票，且
公司交付股票予共有人中之一人時，視為交付予共有人之全體。

20.

股票如有污損、遺失或毀損時，得於董事認為足以證明或補償之條件（如有）後補
發之。

21.

如董事會決議應依本章程第19條發行股票時，公司應於依公司法、章程大綱、章程
及公開發行公司規則得發行股票之日起三十日內對認股者交付股票，且應依公開發
行公司規則，於交付前公告。
私募

21-1

在不違反公司法規定之情況下，公司得依公開發行公司規則之規定，經特別決議在
中華民國境內進行有價證券之私募。

21-2

縱有本章程第21-1之規定，普通公司債之私募得於董事會決議之日起一年內分次辦
理。
畸零股

22.

於不違反本章程規定之情況下，董事會得發行任何股份種類之畸零股，如董事發行
依此發行畸零股時，該畸零股（計算至小數第三位）應具有與完整股份相對應比例
之各項權利及義務（無論係未付款項、出資、買權或其他）、限制、優先權、特權、
資格、約束、權利（包含但不限於表決權及參與權）及其他同種類完整股份之特性。
資本變更

23.

於不違反公司法規定之情況下，公司得隨時以普通決議增加授權資本至其認為適宜
之數量，或以任何法律授權之方式以特別決議減少其資本及資本贖回準備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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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買回
24.

於不違反公司法之情形下，公司得發行由公司或股東行使贖回權之股份。贖回股份
之方式應以發行股份前，公司以股東會特別決議所訂之方式為之。

25.

在不違反公司法、本章程及公開發行公司規則之情況下，公司得經董事會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之決議，買回其股份（包括可贖回股份及於櫃
買中心上櫃之股份），惟於股份於櫃買中心上櫃期間，買回之方式應符合公開發行
公司規則並依下列第26條規定辦理。

25-1

公司如依前條規定買回於櫃買中心上櫃之股份者，應依公開發行公司規則之規定，
將董事會決議及執行情形，於最近一次之股東會報告；其因故未買回於櫃買中心上
櫃之股份者，亦同。

26.

於股份於櫃買中心上櫃期間內，公司有權依下列買回方式以買回任何於櫃買中心上
櫃之股份：
(a)

26-1

買回股份之總金額，不得逾保留盈餘減除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已決議分派之盈
餘及下列已實現之資本公積之金額：
(i)

尚未轉列為保留盈餘之處分資產之溢價收入；

(ii)

發行股份之溢價及本公司受領贈與所得之總金額；

(b)

買回股份之總數量，不得超過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十；

(c)

買回之時點、價格及其他條件應由董事會自行決定，惟：
(i)

相關買回交易應依公開發行公司規則辦理；且

(ii)

相關買回交易應符合公司法。

於不違反公司法及公開發行公司規則之前提下，公司得經特別決議，以減少公司資
本或資本贖回準備金之方式，買回或贖回公司股份。除公司法及公開發行公司規則
另有規定外，前述以公司資本或資本贖回準備金買回或贖回股份，應按全體股東所
持股份比例為之。

27.

公司得以任何公司法允許之方式，支付買回股份之款項（包括自資本中撥款支付）。

28.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者外，公司所買回、贖回或取得（以退股或其他方式）之股份應
立即銷除，或依董事會之決議作為庫藏股而繼續持有（下稱「庫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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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公司不得因持有庫藏股而分派或取得任何股利，或取得公司之其他資產（以現金或
其他形式）（包括公司清算時所分派予股東之財產）。

30.

股東名冊中，應記載公司為庫藏股之所有人，惟：

31.

(a)

不論以何目的，均不得將公司等同股東對待，且公司不得就庫藏股行使任何權
利，若其意圖主張該權利者，亦為無效；

(b)

庫藏股不得於公司任何會議表決（不論直接或間接），亦不得計入本章程或公
司法所稱之已發行股份總數。

在不違反公司法、本章程及公開發行公司規則之情況下，公司得隨時依董事會決定
之條件及方式，處分庫藏股，但於股份於櫃買中心上櫃期間，本公司取得之庫藏股
未於買回之日起三年內處分或轉讓者，應於上開期間經過後立即銷除。

32.

縱有前述第31條之規定，公司買回於櫃買中心上櫃之股份後，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
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公司或從屬公司之員工，應經最近一次股東會有代表已發行股份
總數過半數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並應於該次股東會
召集事由中列舉並說明下列事項，不得以臨時動議提出：
(a) 所定轉讓價格、折價比率、計算依據及合理性；
(b) 轉讓股數、目的及合理性；
(c) 受讓員工之資格條件及得買受之股數；與
(d) 對股東權益之下列影響：
(i)

可能費用化金額及對公司股份之稀釋效果；及

(ii)

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移轉股份予公司員工，對公司造成之財務
負擔。

歷次股東會通過且已轉讓予員工之股數，累計不得超過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之百
分之五，且單一認股員工其買受股數累計不得超過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之千分之
五。
公司轉讓庫藏股予員工者，得限制在一定期間內不得轉讓，但其期間最長不得超
過二年。

股份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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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名冊
33.

本公司股份於櫃買中心上櫃期間，董事會應於其隨時決定之處所備置或促使他人備
置股東名冊，並應以符合公司法及公開發行公司規則規定之方式更新。

34.

如本公司有未於櫃買中心交易之股份，公司亦應依公司法第40條促使就該等股份備
置登記名冊。

35.

本公司於櫃買中心交易之股份，其所有權之證明及移轉，得依符合公開發行公司規
則之方式為之。
股份轉讓

36.

任何股份轉讓書之格式應為任何一般或通用格式或由董事會依其裁量核准之格式。
股份轉讓書應由轉讓人或其代表人簽署，如經董事會要求時，亦應經受讓人或其代
表人簽署，並應提出股票（如有）或其他董事會要求之證明文件以證明轉讓人其有
轉讓之權利。於股東名冊變更登記前，轉讓人仍應視為所轉讓股份之股東。

37.

股份轉讓登記得於股東名冊依本章程第42條停止過戶登記時暫停。

38.

已完成股份轉讓登記之股份轉讓書由公司留存，惟如董事會拒絕登記者，應將股份
轉讓書返還原申請人（有詐欺情事者除外）。

39.

縱有前三條之規定，本公司於櫃買中心交易之股份，應依公開發行公司規則所規定
之方式轉讓。
股份移轉

40.

股份單一持有人死亡，其繼承人或合法權利人應為公司所唯一承認對該等股份享有
權利之人。如股份係登記為二人以上所共同持有，尚未死亡之持有人應為公司所唯
一承認對該等股份享有權利之人。

41.

因股東死亡、破產、清算或解散而成為對股份享有權利之人，於依董事要求提出證
明該等情事之證據時，有權就該股份登記為股東，或不登記為股東，而依死亡、破
產、清算或解散之人可能進行之股份移轉為股份移轉。惟無論於何種情況下，董事
應有相同之權利拒絕或延遲登記，如同拒絕或延遲該死亡、破產、清算或解散之人
於死亡、破產、清算或解散前所可能進行之股份移轉。於該情形，對股份享有權利
之人應以董事會得接受之格式，以書面簽署有利於受讓人之移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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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股份過戶登記或訂定基準日
42.

為決定得收受股東會開會或休會通知或參加股東會，或於股東會行使表決權之股
東，或得收受股息分派之成員，或為其他理由決定孰為成員，董事會得決定於一定
期間內停止股東名冊之過戶登記。於股份於櫃買中心上櫃之期間內，該停止過戶登
記期間不應少於公開發行公司規則規定之最低期間。

43.

除股東名冊停止過戶登記外，董事會得事前訂定一基準日以決定得收到股東會開會
通知或參加開會或行使表決權之股東，與得收受股息分派之股東。董事會應依公開
發行公司規則，立即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或金管會或櫃買中心指定之網站上公告該指
定日期。

股東會議
股東會
44.

除股東常會外之股東會，均稱為股東臨時會。

45.

董事會得於必要時，召開公司股東會；惟公司應於會計年度結束後六個月內召開股
東會以為其股東常會，並應於開會通知中載明該會議為股東常會。

46.

於股份於櫃買中心上櫃前，股東會得於董事會認為適當之地點召開。於股份於櫃買
中心上櫃後，在不違反或抵觸公司法之前提下，股東會應於中華民國境內召開。於
股份於櫃買中心上櫃後，如董事會決議在中華民國境外召開股東會，公司應於董事
會決議後二日內申報櫃買中心核准。於中華民國境外召開股東會時，公司應委任一
中華民國境內之專業股務代理機構，受理該等股東會行政事務（包括但不限於受理
股東委託投票事宜）。

47.

於股份於櫃買中心上櫃之期間內，股東會亦得由股東以書面請求召開，請求之股東
須為得參與股東會並行使表決權且繼續一年以上持有公司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總數
百分之三以上者。該請求應由請求之股東簽署，載明開會目的，提交予公司之註冊
地或股務代理機構。如董事會未於股東請求提出日起十五日內召開股東會，則於股
份於櫃買中心上櫃之期間內，請求之股東得以與董事會召開股東會之相同方式（盡
量近似），自行召開股東會。
股東會開會通知

48.

於股份於櫃買中心上櫃前，至少應於開會七日前依本章程規定之方式將召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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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及召集事由通知依本章程有權收受通知之人。於股份於櫃買中心上櫃後，除公
開發行公司規則另有規定者外，股東常會應至少於三十日前，股東臨時會應至少於
十五日前，通知有權參與該次會議及於會中就應決議事項進行投票之股東，並載明
會議召開之日期、地點、時間及召集事由。
49.

倘公司偶然漏發股東會通知予有權收受通知之人或有權收受通知之人未收到股東會
通知，股東會之程序不因之而無效。

50.

於股份於櫃買中心上櫃期間內，公司董事會應至少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於股
東臨時會之情形，則於股東臨時會十五日前），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股東會開會
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與討論案（包括但不限於選任或解任董事之議案）
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說明資料。公司股東會採行書面行使表決權者，並應將前述資
料及書面行使表決權用紙，併同寄送給股東。董事會應依公開發行公司規則準備股
東會議事手冊和補充資料，除公開發行公司規則另有規定者外，並應於股東常會開
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臨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寄發予股東或以其他方式供所有股東參
閱，並上傳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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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選任或解任董事；
(b) 變更章程；
(c) 公司解散、合併或分割；
(d) 締結、變更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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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而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者；

(g) 解除董事所為之與公司業務範圍相同行為之競業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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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條所
規定款項之資本化；
(i)

將法定盈餘公積及發行股票溢價或受領贈與之所得以現金方式分配予原股東；

(j)

公司私募發行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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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公司依第 32 條規定買回股份。
股東會之章定出席數及議事程序
52.

股東會應於出席股東達最低出席人數時始得議事。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以親自或
經代理人出席之股東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達半數以上並得投票之股東為股東會之最
低出席人數。

53.

限於公司法容許之前提下，章程之內容不得妨礙任何股東向有管轄權之法院提起訴
訟，就股東會召集程序有瑕疵或決議方式有瑕疵之決議尋求適當救濟。股東得於決
議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有管轄權法院起訴，因前述事項所生之爭議並得以臺灣臺北地
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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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a）提案股東持股未達百分之ㄧ，（b）
該提案事項非股東常會所得決議者，（c）該提案股東提案超過一項者，或（d）該
提案於公告受理期間外提出者，均不列入議案。

55.

除公司法、本章程大綱或本章程另有規定者外，任何提經股東決議、核准、確認或
採行之事項應以普通決議為之。

56.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董事長應擔任該股東會之主席。如董事長請假、未出席或
不能行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理董事長。若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未出
席或不能行使職權時，董事長應指定董事一人代理主持該股東會。如董事長未指定
代理人或該代理人不能行使職權時，由出席股東會之董事互推一人代理董事長擔任
股東會主席。股東會係由董事會以外之人召集者，該召集股東會之人應擔任該股東
會主席。又股東會係由二人以上召集者，該等召集股東會之人應互推一人擔任該股
東會主席。

57.

於股東會中交付表決之議案應以投票為之，贊成或反對該議案之票數應紀錄於會議
紀錄中。縱有上述規定，如經主席詢問出席股東，無人表示反對該決議，應視為與
決議經投票通過有同一效力。

58.

如贊成與反對票數相等時，主席不得投第二次票或投決定票。

59.

公司得經股東會普通決議訂定股東會之議事規則，且該議事規則應符合章程及公開
發行公司規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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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投票
60.

在不違反當時各股份所附權利或限制下，每一親自出席或委託代理人出席之股東，
就其所持有的每一股份均有一表決權。於股份於櫃買中心上櫃期間，股東係為他人
持有股份時，股東得主張分別行使表決權，其分別行使表決權之資格條件、適用範
圍、行使方式、作業程序及其他事項，應符合公開發行公司規則之規定。

61.

股東得親自或委託代理人表決。一股東僅得以一份委託書指定一個代理人出席會議
並行使表決權。

62.

董事會得決定股東於股東會之表決權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行使之，但股東會若於
中華民國境外召開或符合公開發行公司規則所定要件者，公司應使股東得以書面投
票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如表決權得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行使時，行使表決權
之方式應載明於寄發予股東之股東會通知。股東擬依前開規定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
式行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
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以與行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聲明撤銷先前意思表示者，不在
此限。股東依前開規定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行使其於股東會之表決權時，應視為
委託股東會主席依該股東送達之書面或電子文件所載指示內容，代為行使表決權。
就該等書面或電子文件未載明之事項，及/或該次股東會原議案之修正，股東會主席
不得以代理人之身分行使表決權。為避免疑義，以此種方式行使表決權之股東應視
為已拋棄就該次股東會之臨時動議及/或原議案之修正之通知及行使表決權之權
利。如股東會主席未依該等股東之指示代為行使表決權，則該股數不得算入該議案
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數，惟應算入計算股東會最低出席人數時之股數。

63.

倘股東依第62條之規定向公司送達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後，
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前二日，以與行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
另向公司送達其欲撤銷之前行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倘股東超過前述期限撤銷其意
思表示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之表決權為準。

63-1

倘股東業依本章程第62條之規定，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但另行指定他人
代理其出席該次股東會者，應視為撤回依本章程第62條指派股東會主席為其代理人
之意思表示。

64.

下列公司股份無表決權，任何時候均不能算入已發行股份總數：
(a)

以公司為受益人之股份；

(b)

被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已發行股份總數或資本總額超過半數之從屬公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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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之股份；及
(c)

公司及（i）公司之控制公司；及/或（ii）（x）公司控制公司之從屬公司或
（y）公司之從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他公司已發行有表決權之股份總數或資
本總額合計超過半數之他公司，該他公司所持有之股份。

64-1

於股份於櫃買中心上櫃期間，如有董事設定質權之股份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
股份數額二分之一，則其設定質權之股份中，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數額
二分之一之部分無表決權，亦不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數，惟應算入計算股東會
最低出席人數時之股數。

65.

股東對於股東會討論之事項，有自身利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利益之虞時，不得加入
表決，其不得行使表決權之股份數亦不得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數，惟應算入計
算股東會最低出席人數時之股數。上述股東並不得代理他股東行使表決權。

66.

於共同股份持有人之情形，共同股份持有人應從中選出一代表以行使其股東權益，
且該代表所行使之表決權（親自或委託代理人）應被接受並排除其他共同股份持有
人行使表決權。

67.

心神喪失之股東或由有管轄權法院對之作出心神喪失裁定之股東，得由法院指派之
委員會或其他法院指派行使委員會職權之其他人行使表決權。前述委員會或其他人
得由代理人代為行使表決權。
股東會特別決議及重度決議

68.

69.

於不違反公司法之情形下，公司得隨時以特別決議：
(a)

變更公司名稱；

(b)

修改章程；

(c)

修改章程大綱所規範之目的、權限或其他事務；或

(d)

以法律允許之任何方式減少資本及資本贖回準備金。

在不違反公司法之情形下，公司得隨時以重度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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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條
或第 124 條所規定款項之資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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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依第 10 條規定發行限制型股份；

(c)

解任董事；

(d)

解除董事為自己或他人從事與公司競業之行為禁止；

(e)

進行合併或分割，惟符合公司法定義之「合併」時，僅得經股東會特別決議
通過；

(f)

締結、變更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契
約；

70.

(g)

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或

(h)

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而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者。

於不違反公司法之情形下，關於公司之解散程序，公司應依下列規定:
(a)

如公司因不能清償到期之債務而自願解散時，應經股東會普通決議；或

(b)

如公司因本章程第 70(a)條以外之事由而自願解散時，應經股東會特別決議。
代理人

71.

委託書應以書面為之，由委託人或其合法授權之代理人簽名或蓋章。如委託人為公
司時，由其合法授權之經理人或代理人簽名或蓋章。受託代理人毋庸為公司之股東。

72.

於不違反公開發行公司規則之情況下，除股東依本章程第62條之規定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指派股東會主席為其代理人或根據中華民國法律組織的信託事業或股務代理機
構外，一人同時受兩人（含）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理的表決權數不得超過股票停
止過戶前，公司停止股東名冊變更期間，已發行股份總數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
時其超過的表決權，不予計算。

73.

倘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理人出席股東會，以受託
代理人出席行使之表決權為準。委託書送達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公司為撤銷
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理人出席行使之表決權為準。

74.

委託書應至少於委託書所載受委託人代理投票之股東會或其延會至少五天前送達公
司在中華民國之股務代理機構辦公室，或送達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或公司寄出之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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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上指定之處所。除非股東於後送達之文件中明確以書面聲明撤銷先前之委託，否
則如公司收到同一股東之數份委託投票文件時，以最先送達之文件為準。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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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於股份於櫃買中心上櫃期間內，委託書之使用與徵求應遵循公開發行公司規則，包
括但不限於「中華民國公開發行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
法人股東之代表

77.

股東為法人者，得以書面授權其所認適當之一人或數人為其代表人，參與任何股東
會。代表人有權行使與該被代表法人如係自然人股東所得行使之相同權利。經代表
人出席之會議，該法人股東應視為已親自出席。

78.

縱有上述規定，會議主席得接受其認為適當之方式，確認任何人得於股東會代表法
人股東出席並行使表決權。
異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

79.

股東會決議下列事項之一時，於會議前已以書面通知公司其反對該項決議之意思表
示，並於股東會提出反對意見的股東，得請求公司以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所有之股
份：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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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公司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但公司因解散所為的讓與不在此
限；或

(c)
80.

公司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營運產生重大影響者。

在公司營業之任一部分被分割或與他公司進行合併時，於股東會集會前或集會中，
以書面或以口頭（並經記錄）表示異議，放棄表決權之股東，得要求公司以當時公
平價格收買其所有之股份。
股東會休會與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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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除本章程另有明文規定外，如為股東會會議時間開始時，出席股東人數未達最低出
席人數，或在股東會會議進行中，出席股東人數未達最低出席人數時，主席得宣布
延後開會，但其延後次數以二次為上限，且延後時間合計不得超過一小時。如股東
會經延後二次開會但出席股東人數仍不足最低出席人數時，主席應宣布該股東會解
散。如仍有召開股東會之必要者，應依章程規定重行召開股東會。

82.

股東會主席於股東會達最低出席人數並獲出席股東多數同意時，得直接宣佈休會或
延會。公司應於宣佈休會五日內或在五日內經普通決議訂定之另一日期，重新召開
股東會。於五日內召開新會議，無須另行通知會議日期、時間及地點。

83.

除前述第82條規定外，董事會得依本章程規定於會議前給予每位股東延後開會之通
知以延會。延會之日期、時間及地點應依本章程規定另行通知每位股東。

董事及經理人
董事人數及任期
84.

公司董事會應設置董事7至11人，每一董事任期不逾三年；倘任期屆滿公司無任何董
事，該任期得自動延長至任期屆滿後為選任繼任董事之股東會召開之日止。董事得
連選連任。

85.

除經櫃買中心核准者外，董事間應有超過半數之席次，不得具有配偶關係或二親等
以內之親屬關係。

86.

如公司召開股東會選任董事，當選人不符第85條之規定時，不符規定之董事中所得
選票代表選舉權較低者，以符合第85條規定之必要限度內，其當選失效。已充任董
事違反前述規定者，當然解任。

87.

除公開發行公司規則另有許可外，選任之董事應包含至少三名獨立董事。於公開發
行公司規則要求範圍內，獨立董事其中至少一人應在中華民國設有戶籍。

88.

獨立董事應具備專業知識，且於執行董事業務範圍內應保持獨立性，不得與公司有
直接或間接之利害關係。獨立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立性之認定，
應依公開發行公司規則之規定。獨立董事依公開發行公司規則不具備擔任獨立董事
之資格者，當然解任。
董事選舉

89.

公司得於股東會選任任何人為董事，其投票應依下述第90條計算。股東為法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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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其代表人有數人者，得分別當選為公司董事。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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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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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大綱、章程和
公開發行公司規則之規定。此外，於股份於櫃買中心上櫃後，獨立董事之選舉，應
依中華民國相關證券主管機關之要求，採用公開發行公司規則之候選人提名制度。

91.

依第87條規定選任之獨立董事因故辭職或解任，致人數不足三人時，公司應於最近
一次股東會補選之。所有獨立董事均辭職或解任時，董事會應於最後一位獨立董事
辭職或解任之日起六十日內，召開股東臨時會補選獨立董事以填補缺額。如在中華
民國設有戶籍獨立之董事辭職或解任，致使獨立董事中無任何人在中華民國設有戶
籍者，董事會亦應於該獨立董事辭職或解任之日起六十日內，召開股東臨時會補選
獨立董事以填補缺額。

92.

董事因故解任，缺額未達經選任之董事總席次三分之一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
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經選任之董事總席次三分之一者，公司應於六十日內，召
開股東臨時會補選之。
董事免職

93.

公司得隨時以重度決議解任任何董事，不論有無指派另一董事取代之。於公司董事
任期尚未屆滿前，倘經股東會決議改選全體董事者，如未決議原董事於任期屆滿始
為解任，應視為於改選日或股東會所決議之其他日期提前解任。前述改選應有代表
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之出席。

94.

董事執行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行為或違反法令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者，股東會未
為重度決議將其解任者，持有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得於股東
會後三十日內訴請法院裁判解任之，並得以臺灣臺北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94-1

在蓋曼群島法允許之範圍內，繼續一年以上持有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三以上
之股東，得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並得以臺灣臺北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董事報酬與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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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董事報酬僅得以現金給付。該報酬之金額由董事會參考董事對公司之貢獻度、公司
經營績效及中華民國國內及海外同業水準決定，且不論公司盈虧均應支付。因參與
董事會、董事會指定之委員會、公司股東會或與公司業務相關或為執行董事一般職
務而適當支出之差旅費、住宿費及其他費用，董事得請求支付。董事並有權依公司
法、公開發行公司規則、服務協議或其他與公司簽訂之相似契約，受領其報酬。

96.

本公司得為其董事或經理人就其因擔任董事或經理人而生之責任購買保險或續保，
或購買保險以補償公司因該等董事或經理人之過失、違約、違反職責或背信等事由
而依法對公司應負之損失或責任。
董事代理人

97.

董事無法親自出席董事會時，得指派其他董事做為代理人，代其參加董事會並依原
指派董事之指示進行表決。委託書應以書面為之並由原指派董事親自簽名，且應以
一般或通用格式或由董事會依其職權核准之格式作成，且須於該代理人被指派之董
事會開始前提交予該會議之主席。
董事職責

98.

於不違反公司法、本章程、公開發行公司規則及股東會通過之決議之前提下，公司
之業務應由董事會執行。董事會得支付公司設立登記所生之一切費用及行使公司之
一切權力。對於任何董事會或由董事組成之委員會所做成的行為，即便其後發現董
事選舉程序有瑕疵，或相關董事或部分董事不具備董事資格，該行為仍與經正當程
序選任之董事或董事具備董事資格的情況下所作出的行為具有同等效力。

99.

於不違反第98條之情況下，董事會得：
(a)

為公司管理上之需要，隨時任命任何人（無論其是否為董事）擔任其認為妥適
之公司職務，包括但不限於公司之總經理、一位或一位以上之副總經理、財務
長、經理人或主管，並決定其任期、報酬（無論係以薪資、分享利潤或前述組
合之方式）與職責。依此經董事會任命之人並得由董事會解任之。董事會亦得
任命一名或一名以上之董事為具有相同任期之常務董事，然此種常務董事之任
命將於常務董事喪失董事身份或公司以特別決議解任該常務董事時，即為終
止；

(b)

任命一秘書（如有需要則為一名或數名之助理秘書），並決定其任期、報酬、
條件及職權。董事會任命之秘書或助理秘書得由董事會解任之；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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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派由其成員及/或任何人所組成之委員會行使其職權；各該委員會之議事程
序及行使職權時應遵守董事會頒布之相關規定。

(c)

董事借款權限
100.

於不違反本章程規定之前提下，董事會得行使公司之一切權力進行借款，以承諾或
財產設定抵押或擔保，發行債券、債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或於借款時為擔保公
司或第三人之債務、責任或義務而發行前述各該有價證券。
董事解任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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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為或將為精神失常；

(c)

以書面通知公司辭任董事職位；

(d)

經股東會重度決議解任董事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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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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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曾犯詐欺、背信或侵占經受有期徒刑一年以上宣告，服刑期滿尚未逾二年；

(h)

曾服公務虧空公款，經有罪判決確定，服刑期滿尚未逾二年；或

(i)

曾因使用信用工具而遭退票尚未期滿者。

如董事當選人有前項第（a）、（e）、（f）、（g）、（h）或（i）款情事之一
者，該董事當選人應被取消董事當選人之資格。
董事會議事程序
董事會
102.

董事會得因業務交易、休會及其認為有必要事由而開會。董事會會議中之決議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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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應有多數贊成票之支持，票數相同時則為不通過。於股份於櫃買中心上櫃前，
董事會之召集應至少於五天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以較短之召集通
知、或於通知每位董事後、或經每位董事同意後無需事前通知，而為召集。於股份
於櫃買中心上櫃之期間內，董事會之召集應至少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
情事時，得以較短之召集通知、或於通知每位董事後、或經每位董事同意後無需事
前通知，而為召集。
103.

董事、秘書（經董事要求時）或其指定之經理人(經董事要求時)，應依第102條規定
召集董事會。會議通知用書面、郵件、電報、電傳、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可閱讀
之文字，將會議通知寄送至董事最近已知之地址或由董事提供予公司聯絡之其他地
址時，視為已合法通知。

104.

董事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得使所有與會者同時見到彼此並即時討論之通訊器材參與
董事會，以此種方式參與董事會之董事並應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會之最低出席人數

105.

董事會執行業務之最低出席人數應為董事人數之過半數。於計算是否已達最低出席
人數時，由代理人代為出席者應視為出席。

106.

縱董事有缺額，在任之董事得繼續執行職務，然於董事缺額已使董事會開會無法達
到本章程所訂之最低出席人數時，在任之董事得行使召開股東會之權，但不得為其
他目的而行使相關權利。
利益衝突

107.

董事對於董事會討論之事項如有直接或間接之自身利益關係者，應於相關之董事會
說明其自身利害關係之性質及重要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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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公司營業範圍內之行為，應對股東會說明該行為之重要內容，
並經股東會重度決議許可。董事違反前揭規定，為自己或他人為該行為時，股東會
得於該行為後一年內，以普通決議命該董事將行為之所得返還予公司。

109.

縱有上述規定，董事得於公司兼任其他職務（除審計職務以外），其任期與約款（例
如報酬及其他）由董事會決定。董事不因其於公司擔任其他職務、利潤、作為賣方、
買方或其他而視為解任。雖有利益關係，當該董事或其他董事被指派任職或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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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利潤或為職務之安排，董事應算入董事會之最低出席人數。
110.

於不違反本章程規定之情況下，董事得親自或透過其事務所為公司提供專業服務，
且該董事或其事務所，得如同其非為董事般就所提供之專業服務收取報酬；惟本條
不構成董事或其事務所得查核公司之權限。

110-1 於不影響及不違反公司之董事依蓋曼群島之普通法原則及法律對公司及股東所負之
一般董事責任之情形下，董事於執行公司之業務經營時，應忠實執行業務並盡善良
管理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於法律允許之最大限度內，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如董事因為違反上開規定之行為，而為自己或他人取得任何利益時，
於經股東會普通決議通過下，公司應採取所有適當之行動及步驟及於法律允許之最
大限度內，自該董事處使該等利益歸為公司所有。公司之董事於其執行業務經營時，
如有違反法律或命令導致公司對於任何人負有任何補償或損害責任時，該董事應與
公司就該等補償或損害負連帶賠償之責，且若因任何原因，該董事無須與公司負連
帶賠償之責，該董事應就其違反其責任導致公司所受之任何損失予以補償。經理人
於執行公司職務時，應負與公司董事相同之損害賠償責任。
擔任主席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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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董事會委派之委員會得選任會議主席。如未選出主席，或於會議開始後十五分鐘內
主席尚未出席者，出席之委員會成員得於其成員中選出一名主席主持會議。

113.

董事會委派之委員會得自行決定開會或休會。任何於會議中提出之問題應有過半數
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數同意決之，如贊成票與反對票相當，主席無第二表決權。

公司記錄
議事錄
114.

董事應將下列事項以簿冊或活頁夾紀錄留存:
(a) 由董事會指派經理人；
(b) 每一董事會之出席董事姓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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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股東會、董事會及依第 99 條規定所組成委員會之所有決議及程序。
股息、紅利分派和公積
115.

除依第69(a)條規定應經股東會重度決議通過外，本公司得依董事會擬訂並經股東以
普通決議通過之利潤分配計畫分配利潤。董事會應以下述方式擬訂該利潤分配計畫：
(1)

就年度淨利先彌補歷年虧損；

(2)

得提撥剩餘利潤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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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3)

依公開發行公司規則規定或依主管機關要求提撥特別盈餘公積；

(4)

按上述第(1)至(3)款規定扣除後之餘額，並得利用任何依本章程規定所提撥之
準備金帳戶（包括股款溢價帳戶和資本贖回準備金等）內之金額及其他依法可
供股利分派之資金為來源，加計以前年度部分或全部累積未分配盈餘（以下合
稱「剩餘利潤」）：
(i)

提撥不超過剩餘利潤之1%作為董事酬勞；

(ii)

提撥剩餘利潤之1%至10%作為本公司及從屬公司員工紅利。

董事會應於盈餘分派之議案中明訂分派予董事及員工之紅利之成數，惟股東得隨時
以決議修改上述成數。任何剩餘利潤得作為股利分派，本公司正處於產業發展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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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利政策係採現金、發行新股方式配發該項金額予股東（代表股東將此等
金額用以繳足供分配之未發行股份股款，記為付清股款之股份並依前述比例分配予
股東）、綜合前二者或以紅利形式發放，實際發放比例則授權董事會依公司法及公
開發行公司規則，在考量財務、業務及經營因素後進行分配，惟股利分派應不低於
剩餘利潤之百分之10，且其中現金股利部分應不低於股利總額之百分之10。
116.

董事會得於建議分派股息或紅利之前，由依法可得分派之資金中提撥適當金額之準
備金，該準備金應依董事會決定用以支應臨時開支、調節股利或其他得運用之用途。
除上述目的外，該準備金得依董事會決定用於公司業務或其他董事會認為適當之投
資。董事亦得不提撥準備金，結算其所決定不分派之利潤。

117.

任何股息、紅利或與股份相關之現金得以電匯或支票寄至股東名冊所載之股東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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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於共同持有股份之情形，任何股息、紅利或股份相關之現金得支付給股東名冊所載
第一列名之持有人或共同持有人書面指示之其他人之其他地址。如二人以上之人登
記為股份共同持有人，任一人得於收迄該股份股息後出具有效收據。

119.

於不違反任何種類之股份當時附有之權利及限制下，所有股息應依股東持有之股份
數分派。

120.

董事會經股東會以普通決議通過後，或於章程第69(a)條所述情況下，依重度決議通
過後，於不違反章程及股東會之指示下，依各股東持股比例發放股息予股東，且股
息得以現金、股份、或依章程第120-1之規定將其全部或部分以各種資產發放。公司
就未分派之股息，概不支付利息。

120-1 於不違反章程第120條之前提下，董事會得決定股息之全部或部分以特定資產分派
（得為他公司之股份或證券），並處理分派所生相關問題；惟，於董事會決定該等特
定資產之價值前，董事會應取得擬收受特定資產股東之同意，並就該特定資產之價
值，送交中華民國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得依據該等資產之價值發放現金予部分股
東，以調整股東之權益。於不影響上述概括規定下，董事會得以其認為適當之條件交
付該等特定資產予受託人，並發放畸零股。
帳冊及查核
121.

董事會就公司所有收支款項、收支產生之事由、供銷貨、資產及負債，應備置適當
之會計帳簿予以紀錄並保存。如會計帳簿未能正確公平反映公司之事務及說明相關
交易，視同未予妥善保存。該等會計帳簿應自備置日起保存至少五年。

122.

董事會應依公開發行公司規則之要求，編造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
虧損撥補之議案，提出予股東常會請求承認。經股東會承認後，董事會應將經承認
的財務報表及公司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決議副本分發或公告各股東。

123.

於股份於櫃買中心上櫃期間，董事會應於股東常會前十日將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之副本，備置於股務代理機構之辦事處，股東得於該股務代理機構之通常營業
時間內隨時查閱。
資本化

124.

在不違反第69(a)條規定的情形下，董事會可將列入公司準備金帳戶（包括股款溢價
帳戶和資本贖回準備金等）或損益帳戶的任何餘額，或其他可供分配的款項予以資
本化，並依據股利分配盈餘時之比例、以發行新股方式配發該項金額予股東，並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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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股東將此等金額用以繳足供分配之未發行股份股款，記為付清股款之股份並依前
述比例分配予股東。於上述情況下，董事會應為使該資本化生效所需之全部行為及
事項，董事會並有全權制訂其認為適當的規範，使股份將不會以小於最小單位的方
式分配（包括規定該等股份應分配之權利應歸公司所有而非該股東所有）。董事會
得授權任何人代表所有就上述事項具利益關係之股東與公司訂立契約，規定此等資
本化事項以及其相關事宜。任何於此授權下所簽訂之契約均為有效且對所有關係人
具有拘束力。
股款溢價帳戶
125.

董事會應依公司法第34條規定設立股款溢價帳戶，並應於該帳戶之貸項下隨時保有
相當於發行股份所得溢價之金額或價值。

126.

買回或購買股份時，股份面額及買回或購買價金之差額應借計於股款溢價帳戶，惟
此種差額得由董事會全權決定由公司盈餘中支付，或，如經公司法第37條許可，由
資本中支付。
審計委員會

127.

公司應設立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立董事組成，其委員會人數不得少
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負責不定期召集審計委員會會議，且至少一人應具備
會計或財務專長。審計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含）以
上之同意。

128.

下列事項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ㄧ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a) 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度；
(b) 內部控制制度有效性之考核；
(c) 訂定或修正重要財務或業務行為之處理程序，例如取得或處分資產、衍生性商
品交易、資金貸與他人，或為他人背書或保證；
(d) 涉及董事自身利害關係之事項；
(e)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易；
(f) 重大之資金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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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募集、發行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h) 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i)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j) 年度財務報告及半年度財務報告；及
(k) 公司隨時決定或公司監理主管機關所要求之其他事項。
除第（j）款以外，其他任何事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
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行之，不受前項規定之限制，並應於董
事會議事錄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薪資報酬委員會
129.

董事會應依公開發行公司規則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其委員不得少於三人，且其中
至少一名委員應為獨立董事。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之專業資格、所定職權之行使及
相關事項，應符合公開發行公司規則之規定。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時，應依本章程
規定與公開發行公司規則，依董事會決議，訂定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

129-1 前條所定應由薪資報酬委員會議定之薪酬，包括公司董事及經理人之薪資、股票選
擇權與其他具有實質獎勵之措施。
公開收購
130.

董事會於公司或依公開發行公司規則所指派之訴訟及非訟代理人，接獲公開收購申
報書副本及相關書件後七日內，應對建議股東接受或反對本次公開收購做成決議，
並公告下列事項：
(a) 董事及持有公司已發行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自己及以他人名義目前持有之
股份種類、數量；
(b) 就本次公開收購對股東之建議，並應載明對本次公開收購棄權投票或持反對意
見之董事姓名及其所持理由；
(c) 公司財務狀況於最近期財務報告提出後有無重大變化及其變化說明（如有）；
及
(d) 董事及持有公司已發行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自己及以他人名義持有公開收
- 27 -

-79-

本中譯本僅供參考之用，
正確內容應以英文版為準

購人或其關係企業之股份種類、數量及其金額。
通知
131.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通知或文件得由公司或有權通知之人親自或以傳真、附回郵
郵寄或以付清費用之可靠快遞服務送達至股東名冊中登記之地址，或於相關法規許
可之情況，以電子通訊傳送至股東為收受此一通知以書面確認之電子郵件號碼或地
址。於股份為數人共有之情形，所有通知應送達予股東名冊中列為共有人之代表人
之人，且此一通知應足以視為對全體共同持股人發出通知。

132.

各通知或文件，如以（a）郵寄遞送，於該信郵寄後視為送達；或（b）傳真發送，
於傳真機印出確認全部文件傳送至收件人傳真號碼之傳真報告後視為送達；（c）快
遞服務發送，於交件後視為送達；或（d）電子郵件發送，於發出電子郵件後即視為
送達。如通知或文件已正確載明地址並郵寄或交寄，即足以證明已由郵寄或快遞服
務送達該通知或文件。
資訊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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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之股務代理機構辦事處。公司股東得於提出
其利害關係之證明及表明相關利害事項後，要求查閱章程大綱、章程、帳簿及紀錄，
並取得其複本。
財務年度

134.

公司之會計年度終於每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於公司股東會決議範圍內，董事會得隨
時指定其他期間為會計年度，惟未經公司股東會普通決議，董事會指定之會計年度
不得超過十二個月。
清算

135.

如公司應清算，且可供分配之資產未達股本時，虧損儘量由股東依其持股比例分擔
之。如於開始清算時，可供分配之資產超過股本時，盈餘應依各股東於開始清算時
之持股比例分配予各股東。本條文並不限制持有特別股股東之權利。

136.

如公司應清算，清算人得於不違反本章程第70條之情況下，依股東所持股份比例將
公司全部或部分之財產（無論其是否為性質相同之財產）以貨幣或其他種類分配予
股東，並以其所認公平方式，決定應分配之財產價值及股東或不同股別股東間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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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式。於不違反本章程第70條之情況下，清算人得於認為適當時，為股東之利益
將此等財產之全部或一部交付信託。惟於該等股份或有價證券或財產有負債者，股
東毋庸接受此種股份或有價證券或財產。

章程修改
137.

於不違反公司法及本章程規定之情況下，公司得隨時以特別決議修改本章程及/或本
章程大綱有關目的、權力或其他事項之全部或一部。
存續登記

138.

公司得以特別決議通過以存續方式，於蓋曼群島外或公司目前設立、登記或存續之
其他司法管轄區域登記。除本條之決議外，董事得向公司登記機關申請將公司於蓋
曼群島或公司於目前設立、登記或存續之其他司法管轄區域解除登記並得採取使公
司存續移轉有效之一切適當後續措施。

139.

股份於櫃買中心上櫃期間，公司應依公開發行公司規則委任訴訟及非訟代理人，擔
任公司依中華民國證券交易法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前述訴訟及非訟代理人須
為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或居所之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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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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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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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聖時

First Releas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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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金管證交字第 1020002909 號函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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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

2.範圍: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適用。

3.權責：
股東會之議事單位為財會單位；統籌召開股東會等一切事宜。

4.定義：
無。

5.作業內容:
5.1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本公司章程
及相關法令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5.2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5.3

本公司股東會除本公司章程或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5.4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
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
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
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相關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股東會開會
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公司及其
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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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前項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5.6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本公司章程所定之其他不得以臨時動
議提出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5.7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
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本公司章程所定其他不予列
入議案之情事者，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5.8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
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5.9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
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5.10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
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5.11

倘本公司非因故意而漏向有權獲得通知之任一股東發出股東會通知，或其未收到股東會會議
通知，該股東會會議之程序不因此而無效。

5.12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5.13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
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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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前二日，以書面向本
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5.15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依本公司章程之規定，除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同意外，
應於中華民國境內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
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5.16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
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 (以下稱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
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5.17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
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5.18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
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5.19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
一人代表出席。

5.20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
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
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出席股東會之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董事擔任之。主
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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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參與出席。

5.22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
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5.23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5.24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連續不間
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本公司章程或公司法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
結為止。

5.25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5.26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
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但出席
股東人數仍不足本公司章程所定最低出席股東人數時，由主席宣布流會。但仍有召開股東會
之必要者，應依章程規定重行召開股東會。

5.27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
決議不得變更之。

5.28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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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主
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
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5.30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
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5.31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
席定其發言順序。

5.32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
為準。

5.33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股東發言
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5.34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
予制止。

5.35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5.36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5.37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5.38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5.39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
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5.40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灌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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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除第 5.43 規定之以書面或電子方式委託股東會主席為其代理人或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者外，
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
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5.42

除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者外，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5.43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
委託股東會主席依該股東送達之書面或電子文件所載指示內容，代為行使表決權。但就該次
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5.44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
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5.45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前二日
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5.46

議案之表決，除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
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

5.47

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有異議者，應依
前項規定採取投票方式表決。除議程所列議案外，股東提出之其他議案或原議案之修正案或
替代案，應有其他股東附議。

5.48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
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5.49
5.50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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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5.51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
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5.52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
本公司章程規定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5.53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
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5.54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5.55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
記載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5.56

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徵詢股東意見，股東對議案無異議者，應記載「經主席徵詢全體出
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惟股東對議案有異議時，應載明採票決方式及通過表決權數與權數比例。

5.57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
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5.58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相
關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

5.59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5.60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
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5.61
5.62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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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No

W-FA-I-013

Release Date

130416

Document Name

股東會議事規則管理辦法

Version

B

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5.63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
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5.64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用，得由股
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5.65

股東會得依本公司章程之規定，決議在主席宣佈散會起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5.66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之日起施行，修正時亦同。

6.參考文件：
無。

7.相關表單：
無。

8. 附件：
無。

作業憑證：
1. 股東會簽名簿(簽到卡)。
2. 股東會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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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Document No

W-FA-I-014

Release Date

110627

Document Name

董事選任程序管理辦法

Version

A

董事選任程序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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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No

W-FA-I-014

Release Date

110627

Document Name

董事選任程序管理辦法

Version

A

Revise

Version

Owner

Review

A

蔡幸芳

張聖時

History

Release Date

Release Explain

First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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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No

W-FA-I-014

Release Date

110627

Document Name

董事選任程序管理辦法

Version

A

1.目的: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爰訂定本辦法。

2.範圍:
本公司選任董事時適用。

3.權責：
由本公司股東會之權責單位負責統籌董事選舉事宜。

4.定義：
無。

5.作業內容:
5.1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爰依本公司章程及相關法令規定訂定本程序。

5.2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程序辦理。

5.3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
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5.3.1

營運判斷能力。

5.3.2

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5.3.3

經營管理能力。

5.3.4

危機處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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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No

W-FA-I-014

Release Date

110627

Document Name

董事選任程序管理辦法

Version

A

5.3.5

產業知識。

5.3.6

國際市場觀。

5.3.7

領導能力。

5.3.8

決策能力。

5.4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及選任，應符合本公司章程及相關法令之規定。

5.5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記名累積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
中選舉一人，或分開選舉數人。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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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5.7

本公司依章程設獨立董事時，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依本公司章程所定之
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之當選名額，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
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
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5.8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分之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關職務。
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5.9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及股東戶號；如
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
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
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5.10

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5.10.1

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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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No

W-FA-I-014

Release Date

110627

Document Name

董事選任程序管理辦法

Version

A

5.10.2

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5.10.3

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5.10.4

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
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對不符者。

5.10.5

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 (姓名) 或股東戶號 (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及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
他文字者。

5.10.6

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可資識別者。

5.10.7

未經投入投票箱之選票。

5.10.8

選舉人所投之選舉權數總和超過其所持有之選舉權數總和者。

5.11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布董事當選名單。

5.12

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通知書。

5.13

本程序由股東會通過後自 2011 年 6 月 27 日起施行，修正時亦同。

6.參考文件：
無。

7.相關表單：
無。

8. 附件：
8.1 查檢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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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No

W-FA-I-014

Release Date

110627

Document Name

董事選任程序管理辦法

Version

A

作業憑證：
1. 選舉票
2. 當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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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Document No

W-FA-I-018

Release Date

140325

Document Name

道德行為準則管理辦法

Version

A

道德行為準則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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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No

W-FA-I-018

Release Date

140325

Document Name

道德行為準則管理辦法

Version

A

Revise

History

Version

Owner

Review

Release Date

Release Explain

A

李玉梅

蔡幸芳

140325

First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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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No

W-FA-I-018

Release Date

140325

Document Name

道德行為準則管理辦法

Version

A

1.目的:
為導引本公司及子公司人員之行為符合道德標準，並使利害關係人知悉公司人員執行職務必
要遵守之道德標準，爰訂定本準則，以資遵循。

2.範圍:
本準則所稱之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係指本公司及各子公司之董監事及經理人。

3.權責：
本辦法由財會單位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訂定道德行為準則”負責制定與修訂。

4.定義：
無。

5.作業內容:
5.1

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執行職務應秉持積極進取、認真負責之態度，摒棄本位主義、注
重團隊精神，並恪遵誠實信用原則。

5.2

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應以客觀及有效率之方式處理公務，且不得以其在公司擔任之職務
而使其自身、配偶、父母、子女或三親等以內之親屬獲致不當利益。前述人員所屬之關係企
業與本公司及子公司為資金貸與或提供保證、重大資產交易、進(銷)貨往來之情事時，相關之
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應主動向公司說明其與公司無潛在之利益衝突。

5.3

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不得為下列事項：

5.3.1.

透過使用公司財產、資訊或藉由職務之便而意圖或獲取私利；

5.3.2.

與公司競爭。當公司有獲利機會時，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有責任增加本公司或子公司所能
獲取之正當合法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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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No

W-FA-I-018

Release Date

140325

Document Name

道德行為準則管理辦法

Version

A

5.4

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對於公司本身或其進(銷)貨客戶之資訊，除經授權或法律規定公開
外，應負保密責任。應保密之資訊包括所有可能被競爭對手利用或洩漏之後，對本公司、
子公司或客戶有損害之未公開資訊。

5.5

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應公平對待公司進(銷)貨客戶、競爭對手及員工，不得透過操縱、
隱匿、濫用其基於職務所獲悉之資訊，亦不得對重要事項做不實陳述或其他不公平之交易方
式而獲取不當利益。

5.6

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均有保護公司資產之責任，並應確保其能有效合法使用於公務上。

5.7

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應遵守證券交易法等相關之其他法令規章，並應加強道德觀念之宣導。

5.8

本公司及子公司應鼓勵員工於懷疑或發現有違反法令規章或道德行為準則之情事時，主動向
董事會、監察人、經理人、內部稽核主管或其他適當人員呈報，並提供足夠資訊使公司得以
適當處理後續事宜。

5.9

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有違反道德行為準則之情事時，公司應依相關規定處理，且即時於公
開資訊觀測站揭露違反人員之職稱、姓名、違反日期、違反事由、違反準則及處理情形等資
訊。因違反本準則之規定而受懲處時，違反人員得依相關規定提出申訴。

5.10

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如有豁免遵循本準則規定之必要時，應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且即時於
公開資訊觀測站揭露允許豁免人員之職稱、姓名及董事會通過豁免之日期、期間、原因、適
用之準則等資訊，俾利股東評估董事會所為決議是否適當，以避免任意或可疑之豁免遵循情
形發生，並確保任何豁免遵循之情形均有適當控制機制，以保護公司。

5.11

本公司應於年報、公開說明書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露本道德行為準則，修正時亦同。

5.12

本道德行為準則管理辦法經本公司董事會通過後施行，並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6.參考文件：
上市上櫃公司訂定道德行為準則參考範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文件屬 Aleees Cayman 專有資訊，非經授權同意，嚴禁任意複印、閱覽或以任何方式攜出。
Page 4 of 5

-101-

Document No

W-FA-I-018

Release Date

140325

Document Name

道德行為準則管理辦法

Version

A

7.相關表單：
無。

8. 附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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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Document No

W-FA-I-012

Release Date

120531

Document Name

誠信經營守則管理辦法

Version

A

誠信經營守則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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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No

W-FA-I-012

Release Date

120531

Document Name

誠信經營守則管理辦法

Version

A

Revise

Version

Owner

Review

A

李玉梅

張聖時

History

Release Date

Release Explain

First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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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No

W-FA-I-012

Release Date

120531

Document Name

誠信經營守則管理辦法

Version

A

1.目的:
為防止公司貪腐，並確保公司實施有助於預防及發現貪腐之內控機制，並建立誠信之企業文
化，以健全經營，特訂定本辦法。

2.範圍:
本管理辦法適用於公司與集團企業各項經營之管理。

3.權責：
本辦法由財會單位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負責制定與修訂。

4.定義：
無。

5.作業內容:
5.1

為建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健全發展，以建立良好商業運作之架構，特訂定本誠信經營守
則管理辦法。

5.2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者（下稱「實質控制
者」），於從事商業行為之過程中，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不
正當利益，或做出其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背受託義務等不誠信行為，以求獲得或維
持利益（下稱「不誠信行為」
）。

5.3

前項行為之對象，包括公職人員、參政候選人、政黨或黨職人員，以及任何公、民營企業或
機構及其董事（理事）、經理人、受僱人、實質控制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5.4

本守則所稱利益，其利益係指任何有價值之事物，包括任何形式或名義之金錢、餽贈、佣金、
職位、服務、優待、回扣等。但屬正常社交禮俗，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
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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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No

W-FA-I-012

Release Date

120531

Document Name

誠信經營守則管理辦法

Version

A

5.5

本公司應遵守中華民國之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商業會計法、政治獻金法、貪污治罪條例、
政府採購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上市上櫃相關規章或其他商業行為有關法令，以作
為落實誠信經營之基本前提。

5.6

本公司應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營理念，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並建立良好之公司
治理與風險控管機制，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5.7

本公司依集團企業與組織營運所在地之相關法令，制訂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下稱「防範方
案）如下：

5.7.1

行賄及收賄。

5.7.2

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5.7.3

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5.7.4

提供或接受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5.8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應以公平與透明之方式進行商業活動。本公司與集團企業於商業往來之
前，應考量其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交易對象之合法性及是否有不誠信行為
紀錄，宜避免與有不誠信行為紀錄者進行交易。本公司與集團企業與他人簽訂契約，其內容
宜包含遵守誠信經營政策及交易相對人如涉及不誠信行為，得隨時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條款。
代理商、承包商、供應商、公職人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供或收受不正當利益。但符合營運
所在地法律者，不在此限。

5.9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及其董事、經理人、受僱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務時，不得直接或間
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之不正當利益，包括回扣、佣金、疏通費或透過其他途
徑向客戶、代理商、承包商、供應商、公職人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供或收受不正當利益。
但符合營運所在地法律者，不在此限。

5.10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及其董事、經理人、受僱人與實質控制者，對政黨或參與政治活動之組織
或個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捐獻，應符合政治獻金法及公司內部相關作業程序，不得藉以謀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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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利益或交易優勢。
5.11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及其董事、經理人、受僱人與實質控制者，對於慈善捐贈或贊助，應符合
相關法令及內部作業程序，不得為變相行賄。

5.12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及其董事、經理人、受僱人與實質控制者，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或接受任
何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藉以建立商業關係或影響商業交易行為。

5.13

本公司之董事會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督促本公司與集團企業防止不誠信行為，並隨
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確保誠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5.14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宜由專責單位負責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方案之制定及監督執
行，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5.15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務時，應遵守法令規定及
防範方案。

5.16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應制定防止利益衝突之政策，並提供適當管道供董事與經理人主動說明其
與公司有無潛在之利益衝突。

5.17

本公司董事應秉持高度自律，對董事會所列議案，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致
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者，得陳述意見及答詢，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
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不當相互支援。

5.18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董事及經理人不得藉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使其自身、配偶、父母、子女
或任何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

5.19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應就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
制度，不得有外帳或保留秘密帳戶，並應隨時檢討，俾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持續有效。

5.20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查核前項制度遵循情形，並作成稽核報告提報董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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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本公司應依第六條規定訂定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具體規範本公司與集團企業董事、經理
人、受僱人及實質控制者執行業務應注意事項，其內容至少應涵蓋下列事項：

5.21.1

提供或接受不正當利益之認定標準。

5.21.2

提供合法政治獻金之處理程序。

5.21.3

提供正當慈善捐贈或贊助之處理程序及金額標準。

5.21.4

避免與職務相關利益衝突之規定，及其申報與處理程序。

5.21.5

對業務上獲得之機密及商業敏感資料之保密規定。

5.21.6

對涉有不誠信行為之供應商、客戶及業務往來交易對象之規範及處理程序。

5.21.7

發現違反企業誠信經營守則之處理程序。

5.21.8

對違反者採取之紀律處分。

5.22

本公司應定期對本公司與集團企業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及實質控制者舉辦教育訓練與宣導，
並邀請與公司從事商業行為之相對人參與，使其充分瞭解公司誠信經營之決心、政策、防範
方案及違反不誠信行為之後果。

5.22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應將誠信經營政策與員工績效考核及人力資源政策結合，設立明確有效之
獎懲制度。

5.23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應提供正當檢舉管道，並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應確實保密。

5.24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應明訂違反誠信經營規定之懲戒與申訴制度，並即時於公司內部網站揭露
違反人員之職稱、姓名、違反日期、違反內容及處理情形等資訊。

5.25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應依相關法令於公司網站、年報及公開說明書揭露其誠信經營守則執行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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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6.參考文件：
無。

7.相關表單：
無。

8. 附件：
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文件屬 Aleees Cayman 專有資訊，非經授權同意，嚴禁任意複印、閱覽或以任何方式攜出。
Page 7 of 7

-109-

附錄六

Document No

W-FA-I-002

Release Date

140623

Document Name

背書保證作業辦法

Version

C

背書保證作業辦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文件屬 Aleees Cayman 專有資訊，非經授權同意，嚴禁任意複印、閱覽或以任何方式攜出。
Page 1 of 9

-110-

Document No

W-FA-I-002

Release Date

140623

Document Name

背書保證作業辦法

Version

C

Revise

History

Version

Owner

Review

Release Date

Release Explain

A

蔡幸芳

張聖時

110627

First Release

B

蔡幸芳

張聖時

130416

配合主管機關 101 年 7 月 6 日發布修正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

C

陳玉雯

蔡幸芳

140623

配合實際作業內容修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文件屬 Aleees Cayman 專有資訊，非經授權同意，嚴禁任意複印、閱覽或以任何方式攜出。
Page 2 of 9

-111-

Document No

W-FA-I-002

Release Date

140623

Document Name

背書保證作業辦法

Version

C

1. 目的：
本公司為保障股東權益，健全辦理背書保證之財務管理及降低經營風險，特訂定本辦法。

2. 範圍：
本公司有關對外背書保證事項，除法令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辦法規定辦理。

3. 權責：
本辦法由財會單位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負責制定與修訂。

4. 定義：
4.1

本辦法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認定之。

4.2

本辦法所稱事實發生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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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制者，本辦法所稱之淨值，係指證券發行人財
務報告編制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于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5. 作業內容：
5.1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背書保證係指下列事項：

5.1.1

融資背書保證：
(1)客票貼現融資。
(2)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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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公司融資之目的而另開立票據予非金融事業作擔保者。

5.1.2

關稅背書保證：係指為公司或他公司有關關稅事項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5.1.3

其他背書保證：係指無法歸類列入前二項之背書或保證事項。本公司提供動產或不動產為他公
司借款之擔保設定質權、抵押權者亦同。

5.2

本公司得對下列公司為背書保證：

5.2.1

背書保證之對象：：
(1)有業務往來之公司或行號。
(2)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3)直接及間接對本公司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5.2.2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且其金額不得超
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
證，不在此限。

5.2.3

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
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或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法規範從事預售屋銷
售合約之履約保證連帶擔保者，不受 5.2.1~5.2.2 規定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5.2.4

本作業程序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5.2.5

辦理背書保證之額度：
(1)除經股東會同意外，本公司為他公司所為之背書保證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所示淨值百分之四十；除經股東會同意外，本公司及各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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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整體為他公司所為之背書保證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
財務報告所示淨值百分之四十。
(2)除經股東會同意外，本公司為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所示淨值百分之四十；除經股東會同意外，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整
體為單一企業所為之背書保證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
務報告所示淨值百分之四十。
(3)因業務往來關係從事背書保證，就單一對象提供背書保證之金額不得超過雙方於背書保證
前十二個月期間內之業務往來總金額，且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
財務報告所示淨值百分之四十。所稱業務往來金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金額孰高者。

5.3

決策及授權層級：

5.3.1

公司因業務需要必須辦理保證或票據背書時，經相關部門討論與評估後，提報董事會決議後辦
理。但為配合時效需要，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度內決行，事後再報經最近期之董事
會追認之。所稱一定額度：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整體對 5.2.1 之單一企業或總體所為背書保證授
權額度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 10%。

5.3.2

本公司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前各項所訂額度之必要且符合本辦法所定條件時，應經董事會決議
並由半數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聯保，並修正本辦法，報經股東會追認
之；股東會不同意時，應提報董事會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分。本公司如已設置
獨立董事，於前項董事會討論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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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錄。

5.3.3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時，為他人背書保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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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

本公司章程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時，重大之背書保證，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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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行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錄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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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時，其審查及處理程序如下：

5.4.1

本公司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前，應審慎評估是否符合本辦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財務單位並
應針對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理性、背書保證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
財務狀況及股東權益之影響及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估價值等詳細審查，並會同相關
部門之意見，將評估結果填入「背書保證申請書」
，呈權責主管核准，提報董事會決議後辦理
或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度內決行，事後再報經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之。

5.4.2

財務部應建立備查簿，就背書保證對象、金額、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行日期、背書保證日期
及依前項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5.4.3

本公司辦理對外背書保證，得要求被背書保證公司提供擔保品。

5.4.4

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ㄧ之子公司時，其後續相關管控措施如：背書保
證後，應經常注意該子公司之財務、業務以及相關信用狀況等，若有提供擔保品者，並應注
意其擔保價值有無變動情形，遇有重大變化時，應立即通報董事長，並依指示為適當之處理。
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依前項規定計算之實收資本額，應以股本
加計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合計數為之。

5.4.5

因情事變更，本公司背書保證對象原符合本作業程序規定而嗣後不符規定，或背書保證金額因
據以計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超過所訂額度時，應由財會部訂定改善計畫經董事長核准後於一
定期限內全部消除，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會，並依計劃時程完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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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印鑑章保管及程序：

5.5.1

有關票據、該專用印鑑應分別由專人保管，並應依照公司規定作業程序，始得鈐印或簽發票據，
其有關人員應由董事長指派，變更時亦同。

5.5.2

若對國外公司為保證行為時，本公司所出具之保證函應由董事長授權之人簽署。

5.6

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1)本公司之子公司擬為他人提供背書保證時，該子公司應依相關法令訂定背書保證作業辦
法，並依該辦法確實執行。
(2)子公司辦理背書保證，除一定額度內授權由各子公司董事長先予決行而於事後報經本公司
最近期董事會外，均應事先提供相關資料予本公司，並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後始得辦理。
(3)子公司每月須將上月相關背書保證明細表交由本公司，以利本公司控管。

5.7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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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5.8

資訊公開：
(1)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額。
(2)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下列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2.1)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2.2)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
上。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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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
(2.4)本公司及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金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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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中華民國公開發行公司者，該子公司有 5.8(2)各項應公告申報之事項，
應由本公司為之。
(4)本公司應評估或認列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露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
資料予簽證會計師執行必要之查核程序。

5.9

罰則：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本作業程序時，依照本公司相關之人事規章之規定，依
其情節輕重處罰。

5.10

有關法令之補充：本作業程序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5.11

實施與修訂：

5.11.1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自本公司股票於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
市之日起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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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2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時，依 5.11.1 規定將本辦法提報董事會討論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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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3

已依本公司章程設置審計委員會者，訂定或修訂本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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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4

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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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5

5.11.3 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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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參考文件：
6.1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7. 相關表單：
7.1

背書保證備查簿。

7.2

背書保證申請書。

8. 附件：
8.1

查檢內容

作業憑證：
1.

無。

注意事項：
1.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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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一) 股東名簿記載全體董事持有股數
停止過戶股東名簿
記載持有股數(股)

職稱
全體董事

36,233,911
註:停止過戶日 2015 年 4 月 14 日

(二) 董事持有股數明細表
職稱

姓名

停止過戶股東名簿
記載持有股數(股)

董事長

張聖時

2,903,661

董事

王天來

12,520,993

董事

卞鐘石

197,464

董事

邰中和

672,665

董事

長春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3,209,495

董事

宜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6,729,633

獨立董事

沈維民

0

獨立董事

林建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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