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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路 269號（桃園大飯店龍鳳廳）。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委託代理人代表股份總數 104,545,187股（本公司已發行股總 

數 132,641,400股），占已發行股份總數 78.82％。 

列席董事及監察人：董事長  施振榮先生 

董  事  陳宏正先生、羅昭甲先生、施淑賢女士 

監察人  施振宏先生、侯得世先生 

列席：會計師－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柯俊輝會計師、張鈞鈞會計師 

      律  師－中道法律事務所 高晟剛律師、李協旻律師 

主席：董事長  施振榮                記錄：林鈺雯 

(司儀：截至九時，出席股數為 104,128,942股，占已發行股份總數 78.50％，已 

達法定出席股數，請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一○四年股東常會會議開始。 

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 

(一) 一○三年度營業狀況報告暨一○四年度營業計劃概要：詳附件一。 

(二) 一○三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書：詳附件二。 

(三) 訂定「道德行為準則」報告。 

(四) 修訂「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報告。 

(五) 修訂「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報告。 

(六) 修訂「董事會議事規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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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認事項： 

第 一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 本公司民國一○三年度個別財務報表(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

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柯俊輝及張鈞

鈞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監察人審查完畢，出具

書面查核報告書在案。 

說    明：(二) 前項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詳附件一及附件三~附件七。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4,128,942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03,248,679 權 99.15％ 
反對權數   0 權     0％ 
棄權權數     430,263 權  0.41％ 
無效與未投票權數 450,000 權  0.44％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 二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三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三年度盈餘分配表業經104年02月25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並

送請監察人查核，擬具一○三年度盈餘分配表：詳附件八。 

          (二)擬分配股東現金股利132,641,400元，每股配發1元，計算至元為止，元

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俟本次股東常會通

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4,128,942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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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03,248,679 權 99.15％ 
反對權數           0 權     0％ 
棄權權數          430,263 權  0.41％ 
無效與未投票權數 450,000 權  0.44％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四、討論暨選舉事項： 

第 一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為配合相關法令之規定修訂。 

（二）「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附件九。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4,274,787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03,248,679 權 99.02％ 
反對權數       0 權     0％ 
棄權權數      430,263 權  0.41％ 
無效與未投票權數 595,845 權  0.57％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 二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為配合相關法令之規定與實務需要，擬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 

          （二）「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附件十。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4,274,787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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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03,248,679 權 99.02％ 
反對權數       0 權     0％ 
棄權權數      430,263 權  0.41％ 
無效與未投票權數 595,845 權  0.57％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 三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份條文，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為配合相關法令規定與實務需要，擬修訂「董事選舉辦法」。 

          （二）「董事選舉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附件十一。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4,274,787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03,248,679 權 99.02％ 
反對權數       0 權     0％ 
棄權權數      430,263 權  0.41％ 
無效與未投票權數 595,845 權  0.57％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 四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份條文，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為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擬修訂「資金貸與及背書

保證作業程序」。 

                （二）「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附件十二。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4,274,787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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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03,248,679 權 99.02％ 
反對權數       0 權     0％ 
棄權權數      430,263 權  0.41％ 
無效與未投票權數 595,845 權  0.57％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 五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文，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為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程序」。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附件十三。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4,274,787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03,248,679 權 99.02％ 
反對權數       84,480 權  0.08％ 
棄權權數      430,263 權  0.41％ 
無效與未投票權數 511,365 權  0.49％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 六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改選本公司董事案，提請  選舉。 

說    明：（一）依照本公司章程第十三條規定選舉獨立董事三人、董事六人，任期三

年。 

（二）本公司現任董事及監察人於一○四年六月十一日任期屆滿，茲為配合

一○四年股東常會於六月十日召開，故本屆董事、監察人同意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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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股東常會完成董事選任後，提前解任；新選任之獨立董事及董事

於本屆股東會散會後就任，任期三年。 

（三）新任獨立董事、董事任期自一○四年六月十日起至一○七年六月九日

止。 

（四）本公司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 104年 04月 28日董事會審查通過， 

詳如下表： 
序 

  
號 

 

姓 名

 
學    歷 

 
經     歷 

持有 
 
股數 

1 盧世祥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碩士 1.英文台北時報顧問 
2.經濟日報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 
3.台灣電視公司常務董事 
4.財團法人廣電基金董事長 
5.中央通訊社常駐監察人 
6.大眾證券（股）公司監察人 

0股 

2 許英傑 日本慶應大學商學碩士畢

業、博士課程結業 
1.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所）教授 
2.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院長 
3.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授兼校長 
4.中國生產力中心連鎖總部評鑑委員 
5.金門酒廠實業（股）公司董事 

0股 

3 鄭志發 中興大學會計學系 1.敬興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師 
2.調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師 
3.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組長 

0股 

（五）謹提請選舉。 

選舉結果：董事、獨立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當選別 姓  名 當 選 權 數 
董  事 施振榮 142,598,059
董  事 陳宏正 128,822,985
董  事 羅昭甲 125,555,379
董  事 施振宏 119,417,879
董  事 施淑賢 119,299,235
董  事 王慶榮 118,232,161
獨立董事 鄭志發 59,662,904
獨立董事 許英傑 59,622,962
獨立董事 盧世祥 59,598,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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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討論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提請  討論。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二○九條第一項「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

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規定

辦理。 

（二）為配合實際需要，本公司擬解除新選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 

制，使其可為自己或他人從事屬於本公司營業範圍以內之行為；由其 

參與經營，對公司多角化、國際化之發展有所助益。 

.（三）本次當選董事、獨立董事兼任情形如下： 
董事姓名 兼任公司名稱 擔任職務 

施振榮 
尚益染整加工股份有限公司     
綿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常務董事 

施振宏 
長益企業有限公司 
尚益染整加工股份有限公司 
綿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常務董事 
董事 

陳宏正 元益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法人指派代表) 

羅昭甲 
大宇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宏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法人指派代表) 
董事(法人指派代表) 

鄭志發 

金點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森柏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州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日興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類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世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永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易飛網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佳品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董事長 
獨立董事 
董事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董事 
董事（法人指派代表） 
董事（法人指派代表） 
董事（法人指派代表）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4,545,187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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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03,253,524權 98.76％ 
反對權數        0權     0％ 
棄權權數       430,263權  0.41％ 
無效與未投票權數   861,400權  0.83％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五、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無。 

六、散會。 

 

 

 

 

 

 

 

 

 

 

 

 

 

主席：施振榮                               記錄：林鈺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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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一○三年度營業報告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1. 營業狀況： 
 

103 年國內經濟展現復甦趨勢，受益於就業情況改善、股市回溫及觀光客成長
，因而帶動民間消費，前三季經濟穩定成長，第四季則受食安風暴波及，表

現略有下滑，惟全年經濟成長仍達 3.74%。綜觀本公司全年銷售情況，103 年
度銷售數量雖有增加，惟價格受國際油價下跌而隨之調整，因此銷售淨額較

前一年度減少。 
 

單位：公噸/仟元 

103年度 102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   年度 

產品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聚酯 

加工絲 
28,865 2,116,425 28,689 2,143,958 176 (27,533) 0.61 (1.28)

其他 － 3,486 － 9,558 － (6,072) － (63.53)
合計 28,865 2,119,911 28,689 2,153,516 176 (33,605) 0.61 (1.56)

 
2. 生產狀況： 
 

本公司生產產品之規格及數量，均配合銷售情況調整，以達全產全銷之目標，

103年度之產量較 102年度相近，詳細數字如下表： 
                                                     單位：公噸 

產品 103年度 102年度 增(減)數量 增(減)% 
聚酯加工絲 28,992 29,312 (320) (1.09) 

 
3. 獲利分析： 

單位：仟元 

差異原因 
項目 

前後期增 

(減)變動 售價差異 成本價格差異 銷售組合差異 數量差異

營業毛利 $63,098 $(46,817) $108,818 $- $1,097 



 - 10 -  

說明 

103 年度受國際油價持續走跌影響，原物料價格亦隨之下滑，本
公司由於產品結構調整，故成本價格雖下跌，惟平均售價跌幅較

低，又因國內經濟表現良好，提昇消費意願與能力，故銷售數量

提升，致整體營業毛利較上期增加。 

 

本公司 103年度營業淨利為新台幣 150,987仟元，較 102年度營業淨利之 94,349仟
元增加約 56,638 仟元，103 年度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為 197,787 仟元，稅後淨利
為 173,731仟元，每股稅前及稅後淨利分別為 1.49元及 1.31元。 

 

（二）預算執行情形： 

 

依「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規定，本公司無須公開民國 103年 
度財務預測資訊，故無 103年度預算執行分析資料。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  財務結構分析: 
(1) 權益占資產比率：91.45% 
(2) 負債占資產比率：8.55% 
 

2.  償債能力分析: 
(1) 流動比率：987.17% 
(2) 速動比率：834.34% 
(3) 利息保障倍數：274.56倍 

 
3.  經營能力分析: 

(1) 應收款項週轉率：7.98次 
(2) 存貨週轉率：7.84次 
(3) 平均售貨日數：47天 
(4)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4.05次 

 
4.  獲利能力分析: 

(1) 資產報酬率：7.38% 
(2) 權益報酬率：8.11% 
(3) 純益率：8.20% 
(4) 每股盈餘：1.3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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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發展狀況： 

103年度研發多樣新規格產品，成果詳列於下： 

產 品 名 稱 特      性 用        途 

超細纖維加工絲 柔軟、細緻手感 

仿麂皮、仿桃皮 
Moss-like 
女裝、外套 
汽車椅套 

浪花紗 
鮮豔、柔軟 
麻花效果 

襯衫、外套、韻律服 
運動服裝、休閒服裝 

粗丹尼加工絲 具豐厚感、保暖 
高級男女套裝 
外套、毛衣 

粗丹尼( CD25~100% ) 具豐厚感、保暖 
高級男女套裝 
外套、毛衣 

粗丹尼雙色、三色紗 具豐厚感、保暖 
高級男女套裝 
外套、毛衣 

鈍光紗 
( Full Dull ) 

自然色調 
TiO2含量 2.4%具抗紫外
線效果 

襯衫、外套 
運動服裝、休閒服裝 

三色紗 使服飾具豐富色彩變化
運動鞋配件 
高級男女套裝、外套 

輕噴~微噴紗 具有彈性、柔軟 
包覆彈性紗用 
運動服、韻律服、泳衣 

陽離子( 100% ) 
輕噴~微噴 

陽離子染色 
鮮豔 

混紗或包覆彈性紗用 
針織運動服、休閒服 

高根數陽離子 
( 100% ) 

陽離子染色 
鮮豔、柔軟 

針織運動服、休閒服 

高根數陽離子 
(33%~67%) 

鮮豔、柔軟 
麻花效果 
Melange 

針織用 ( 與 OP 交織 ) 
格子布 
裙褲料、套裝 
雙色調布種 

易拉絲 
(高 H.C.C加工絲) 

不需搭配彈性紗 
布面具適當彈性效果 

運動服 
休閒服 
男女裝服飾 

環保加工絲系列 
採用環保 POY 
特性與聚酯加工絲相同

與一般聚酯加工絲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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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  經營方針 
 

1. 提昇經紗率。 
2. 提昇特殊規格及客製化產品比例。 
3. 活化庫存，降低緯紗比例。 
4. 找尋適當投資標的。 
5. 加強儲備幹部之召募與培訓。 

 
(二)  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參酌本公司以往年度銷售情形及對 104 年度景氣及供需狀況之預估，並考量現有
機台產能及預估更新及改良機台之效能，因預期 104 年度主要搶攻高附加價值之
特殊規格產品市場，故銷售量估計約 25,320噸。 

 
(三)  重要產銷政策 
 

1. 穩定原料來源，與供應商及客戶共同開發新產品。 
2. 加速製造及提供樣品。 
3. 加強推廣新研發之產品。 
4. 持續更新及改良機台。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近期國際各主要經濟預測機構均認為由於美、英經濟成長平穩，加上低油價

產生成本降低之效應，均有助維繫全球景氣復甦態勢，因此預估 2015 年全球景氣
復甦狀況將略優於 2014 年，惟整體國際環境仍存在諸多風險，擴張力道不足，故
景氣將呈現緩步回升趨勢。但美國財政及歐債問題仍待關注，因此預估此波全球
經濟發展減緩現象，恐非短期內可解決，並可能延長整個復甦時程。對國內而言
，受惠於油價下跌、美元強勁及國際經濟持續升溫之影響，預估我國明年可持續
和緩成長。 

 

本公司持續優化產品結構，不斷提升特殊規格產品比例，以極佳之財務結構
，作為完整規格存貨之後盾；以彈性機動調整生產營運之策略，配合客製化產品
生產。未來並將持續更新及改善設備，降低緯紗比例，將有限之產能發揮最大之
獲利能力，並將致力開發新產品，以「彈性生產、快速服務、提升高毛利產品比
例」為未來發展策略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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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新興地區國家持續以低廉之資源成本投入紡織業，加以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產

生之低關稅優勢，均對我國出口市場產生重大不利影響，且同業亦陸續新增或更
新機台，更多更好的產能不斷出現，加劇競爭強度。 
 

由於區域經濟整合蔚為潮流，尤其主要競爭對手南韓已與中國大陸簽署自由
貿易協定，影響台灣產業連結中國內需市場，甚而更進一步佈局全球之機會；未
來 ECFA 對等開放後，中國大陸聚酯產品以低價進入台灣，國內產業又將遭受衝
擊，內外銷市場均將面臨更強大之競爭壓力。本公司近年來持續尋求轉型及研發
，致力提高特殊規格之高附加價值產品比例，以區隔產品及市場做為競爭策略主
軸。國內法規部份，勞工成本不斷上升，基本工資於 2015 年再次調漲，外籍勞工
配額取得不易，須加強人力資源規劃及培訓。另配合國內法令修訂，持續修正本
公司內控，並提昇公司治理程度。 

 

進入 2015 年後，全球經濟似乎逐漸走向復甦型態，惟除美國景氣擴張力道依
舊強勁外，歐盟仍為債務、貨幣及勞動市場等問題困擾，中國大陸成長趨緩，日
本內需依舊不振，又為國際經濟走勢帶來難以揮去之陰霾，另主要國家擴大寬鬆
貨幣對全球金融市場所帶來之影響，以及油價與原物料價格之波動，更是全球景
氣未來走向之重大變數。考量各項因素後，行政院主計處預計 2015 年我國之經濟
成長率為 3.78%。面對詭譎不定之全球景氣，我們將致力提高特殊規格及客製化產
品比例，加強產銷協調並機動調整生產規格以為因應對策。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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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監 察 人 查 核 報 告 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及盈餘分派議案等

；其中財務報告嗣經董事會委任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

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監察人查核，認為符合

公司法相關法令規定，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敬請  鑒核 

 

 

此        致 

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一○四年股東常會 

 

                                監 察 人 : 

 

 

中     華     民     國    一○四   年    二    月   二十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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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附件三】 

 

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03年12月31日及民國102年12月31日之個別資產負

債表，暨民國103年及10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個別綜合損益表、個別權益變動表及個

別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告之編製係公司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

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告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暨「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

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告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告所列

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

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告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

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

製，足以允當表達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03年12月31日及民國102年12月31日

之財務狀況，暨民國103年及10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 

 

  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3 年度財務報告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主要係供補充分

析之用，亦經本會計師採用第二段所述之查核程序予以查核。據本會計師之意見，該等明細表

在所有重大方面與第一段所述財務報告相關資訊一致。 

 

      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核准簽證文號：(83)台財證(六)字第31146號 

              金管證審字第1010043772號 

 

 

中     華     民     國    一百零四    年   二   月  二十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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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個 別 資 產 負 債 表                                                                                         【附件四】 

 中華民國 一百零三 年及 一百零二 年 十二 月 三十一 日 單 位 :新 台 幣 (仟 元 ) 

代 碼 資        產 附註  103 年 12 月 31 日 ％ 102 年 12 月 31 日 ％ 代 碼 負債及股東權益 附註 103 年 12 月 31 日％ 102 年 12 月 31 日  ％ 

11XX 流動資產   21XX 流動負債     

1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四、六(一)  $117,232) 4.90) $293,774) 12.59)2150   應付票據  $24,380) 1.02) $20,119)  0.86) 

111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四、六(二)  241,080) 10.08) 200,864) 8.61)2170   應付帳款  10,200) 0.43) 12,275)  0.53) 

     金融資產-流動   2200   其他應付款  78,123) 3.27) 71,197)  3.05) 

1125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流動 四、六(三)  51,428) 2.15) 83,254) 3.57)2230   當期所得稅負債 四 23,739) 0.99) 10,034)  0.43) 

1150   應收票據淨額 四、六(四)  56,352) 2.36) 33,580) 1.44)2250   負債準備-流動 四、六(十三) 3,387) 0.14) 3,245)  0.14) 

1170   應收帳款淨額 四、六(五)  217,711) 9.11) 220,696) 9.46)2300   其他流動負債 四 6,193) 0.26) 53,156)  2.28) 

1200   其他應收款   5,032) 0.21) 3,829) 0.16)21XX   小          計  146,022) 6.11) 170,026)  7.29) 

1220   當期所得稅資產   -0  -0 236) 0.01)25XX 非流動負債     

130x   存貨 四、六(六)  220,566) 9.23) 233,044) 9.99)2570   遞延所得稅負債 

四、六(二十四

) 44,614) 1.87) 43,647)  1.87) 

1410   預付款項   69,013) 2.89) 58,879) 2.52)2600   其他非流動負債 四、六(十四) 13,786) 0.57) 20,297)  0.87) 

1470   其他流動資產 四、六(七)  463,066) 19.37) 359,837) 15.41)25XX   小          計  58,400) 2.44) 63,944)  2.74) 

   小          計   1,441,480) 60.30) 1,487,993) 63.76)2XXX 負債總計  204,422) 8.55) 233,970)  10.03) 

    31XX 權益     

15XX 非流動資產   3100 股本 四、六(十五)    

1543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 四、六(八)  45,477) 1.90) 45,477) 1.95)3110   普通股股本  1,326,414) 55.49) 1,326,414)  56.83) 

     流動   3200 資本公積 六(十六) 151,652) 6.34) 151,652)  6.50) 

155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四、六(九)  301,630) 12.62) 283,556) 12.15)3300 保留盈餘 六(十七)    

16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四、六(十)、

八  577,108) 24.14) 468,559) 20.08)3310   法定盈餘公積  191,788) 8.02) 177,940)  7.62) 

1760   投資性不動產 四、六(十一)  2,980) 0.12) 2,980) 0.13)3320   特別盈餘公積  129,113) 5.40) 244,388)  10.47) 

1780   無形資產 四、六(十二)  4)  -0 70)  -03350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405,782) 16.94) 235,883)  10.11) 

1840   遞延所得稅資產 

四、六(二十四

)  11,011) 0.46) 12,184) 0.52)3400 其他權益 六(十八) (18,624) (0.74)(36,336)  (1.56) 

1900   其他非流動資產 九  10,857) 0.46) 33,092) 1.41)      

   小          計   949,067) 39.70) 845,918) 36.24)3XXX 權益總計  2,186,125) 91.45) 2,099,941)  89.97) 

1XXX 資產總計   $2,390,547) 100.00) $2,333,911) 100.00) 負債及權益總計  $2,390,547) 100.00) $2,333,911)  100.00) 

請參閱後附財務報告附註 

 
董 事 長 :                                                   經理人 :                                           會計主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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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中華民國 一百零三 年及 一百零二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十二 月 三十單位:新台幣(仟元)

 

代碼 項                   目  附   註 103年 度 ％ 102年 度 ％ 

4000 營業收入  四、六(十九) $2,119,911) 100.00) $2,153,516) 100.00)

5000 營業成本  六(二十三)、七 (1,878,021) (88.59) (1,974,724) (91.70)

5900 營業毛利(毛損)   241,890) 11.41) 178,792) 8.30)

5950 營業毛利淨額   241,890) 11.41) 178,792) 8.30)

6000 營業費用  六(二十三)、七 

6100 推銷費用   (48,227) (2.27) (41,069) (1.91)

6200 管理費用   (37,236) (1.76) (38,380) (1.78)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5,440)(0.26) (4,994) (0.23)

6900 營業利益   150,987) 7.12) 94,349) 4.38)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010 其他收入  六(二十) 23,698) 1.12) 17,234) 0.80)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六(二十一) 14,369) 0.68) 56,939) 2.64)

7050 財務成本  六(二十二) (723) (0.03) (500) (0.02)

7060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

額 

 六(九) 9,456) 0.44) 3,032) 0.14)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46,800) 2.21) 76,705) 3.56)

7900 稅前淨利(淨損)   197,787) 9.33) 171,054) 7.94)

7950 所得稅(費用)利益  四、六(二十四) (24,056) (1.13) (34,096) (1.58)

8000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173,731) 8.20) 136,958) 6.36)

8200 本期淨利（淨損）   173,731) 8.20) 136,958) 6.36)

8300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8325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損益  六(三) 7,480) 0.35) 24,543) 1.14)

8360 確定福利計畫精算利益(損失)  六(十四) 1,029) 0.04) 1,838) 0.09)

837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

他綜合損益份額 

 六(九) 10,232) 0.48) 6,151) 0.29)

8399 與其他綜合損益組成部分相關之所得稅  六(二十四) (175) -0 (312) (0.01)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92,297) 9.07) $169,178) 7.86)

 基本每股盈餘(元)：  六(二十五) 

9710   繼續營業單位淨利   $1.31) $1.03)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1.31) $1.03)

 稀釋每股盈餘(元)：  六(二十五) 

9810   繼續營業單位淨利   $1.31) $1.03)

9850   稀釋每股盈餘   $1.31) $1.03)

 
請參閱後附財務報告附註 

 

董 事 長 :                                     經理人 :                                       會計主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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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中華民國 一百零三 年及 一百零二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十二 月 三十單位:新台幣(仟元) 

 

  保 留 盈 餘 其他權益項目 摘          要 

普通股股本 資本公積 法定盈餘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 

(或待彌補虧損)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

換算之兌換差額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

現損益 

權益總額 

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 餘額 $1,326,414) $151,407) $169,165) $244,388) $172,495) $(2,026) $(65,004) $1,996,839) 

101年度盈餘指撥及分配：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0  -0 8,775)  -0 (8,775)  -0  -0  -0 

普通股現金股利  -0  -0  -0  -0 (66,321)  -0  -0 (66,321) 

其他資本公積變動數  -0 245)  -0  -0  -0  -0  -0 245) 

102年度淨利  -0  -0  -0  -0 136,958)  -0  -0 136,958) 

102年度其他綜合淨利  -0  -0  -0  -0 1,526) 525) 30,169) 32,220) 

綜合損益總額  -0  -0  -0  -0 138,484) 525) 30,169) 169,178) 

民國 103 年 1 月 1 日 餘額 $1,326,414) $151,652) $177,940) $244,388) $235,883) $(1,501) $(34,835) $2,099,941) 

102年度盈餘指撥及分配：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0  -0 13,848)  -0 (13,848)  -0  -0  -0 

普通股現金股利  -0  -0  -0  -0 (106,113)  -0  -0 (106,113) 

特別盈餘公積迴轉  -0  -0  -0 (115,275) 115,275)  -0  -0  -0 

103年度淨利  -0  -0  -0  -0 173,731)  -0  -0 173,731) 

103年度其他綜合淨利  -0  -0  -0  -0 854) 1,259) 16,453) 18,566) 

綜合損益總額  -0  -0  -0  -0 174,585) 1,259) 16,453) 192,297) 

民國 103 年 12 月 31 日 餘額  $1,326,414) $151,652) $191,788) $129,113) $405,782) $(242) $(18,382) $2,186,125) 

請參閱後附財務報告附註 

 

董 事 長 :                                                                     經理人 :                                                              會計主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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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中華民國 一百零三 年及 一百零二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十二 月 三十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3年 度  102年 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損失) $197,787)  $171,054)

調整項目: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39,227)  36,989)

攤銷費用 66)  238)

呆帳費用提列(轉收入)數 464)  (677)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淨損失(利益) 1,018)  (22,442)

利息費用 723)  500)

利息收入 (13,701)  (5,914)

股利收入 (8,810)  (9,034)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利益)之份額 (9,456)  (3,032)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利益) (15,928)  (389)

處分投資損失(利益) 18,483)   -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41,233)  181,438)

應收票據(增加)減少 (22,962)  88,304)

應收帳款(增加)減少 2,711)  (19,335)

其他應收款(增加)減少 (796)  (1,718)

存貨(增加)減少 12,478)  (13,748)

預付費用(增加)減少 (572)  182)

預付款項(增加)減少 (9,562)  (3,032)

其他流動資產(增加)減少 882)  (988)

其他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104,111)  (28,625)

應付票據增加(減少) 4,261)  (55,810)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2,075)  (7,351)

其他應付款增加(減少) 6,926)  9,674)

負債準備增加(減少) 142)  (1)

預收款項增加(減少) (13,689)  15,357)

其他流動負債增加(減少) (33,274)  35,132)

應計退休金負債增加(減少) (5,482)  (3,037)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流出)   

收取之利息 13,293)  5,805)

收取之股利 10,423)  9,034)

支付之利息 (723)  (500)

退還(支付)之所得稅 (8,151)  (23,816)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8,359)  354,258)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處分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價款 20,823)   -0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16,480)  (8,160)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 17,119)  600)

取得無形資產  -0  (100)

預付設備款增加 (10,250)  (32,487)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88,788)  (40,147)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 50,000)  40,000)

短期借款減少 (50,000)  (40,000)

應付短期票券增加 200,000)  50,000)

應付短期票券減少 (200,000)  (50,000)

存入保證金增加  -0  250)

存入保證金減少  -0  (200)

發放現金股利 (106,113)  (66,321)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06,113)  (66,271)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176,542)  247,84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293,774)  45,934)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117,232)  $293,774)

請參閱後附財務報告附註 

董 事 長 :                                 經理人 :                                 會計主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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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八】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小         計 合                 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231,195,632
確定福利計劃之精算(損)益 $853,666        
本期稅後淨利 173,731,262   
法定盈餘公積 (17,373,126)
本期可分配盈餘   157,211,802
可供分配總額            388,407,434
分配項目 :   
股東現金股利(每股 1元*132,641,400股 ) (132,641,4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255,766,034
附註：1. 盈餘分配以 103年度未分配盈餘優先分配。  
      2. 配發員工現金紅利 5,644,315元。  
      3. 配發董監事酬勞 2,822,157元。   
      4. 若俟後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轉讓或註銷而影響流通在外股數，以致股東

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並調整之。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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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九】 

     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第十三條 
本公司置董事七至九人，任期三年
，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
，連選得連任。前述董事名額中，
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且不
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獨立董
事之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
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任期、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
定、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循
事項，依證券交易法及證券主管機
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本公司並得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
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
購買責任保險。 
本公司全體董事持有記名股票之最
低股份總數應遵照有關法令規定辦
理。 
董事會得設置各類功能性專門委員
會，其設置之相關事宜須提報董事
會通過；專門委員會應對董事會負
責，並將所提議案交由董事會決議
。 

第十三條 
本公司置董事七至九人及監察
人二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
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連選
得連任。前述董事名額中，獨
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
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獨立董事之選任採候選人提名
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
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
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任期
、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
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循
事項，依公司法及證券主管機
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本公司並得於董監事任期內就
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
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本公司全體董事及全體監察人
持有記名股票之最低股份總數
應遵照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董事會得設置各類功能性專門
委員會，其設置之相關事宜須
提報董事會通過；專門委員會
應對董事會負責，並將所提議
案交由董事會決議。 

配合法令修

改 

第十四條 
董事組織董事會由董事三分之二以
上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互選董事長一人，並得設副董事長
一人，依同一方式互推之。 

第十四條 
董事組織董事會由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出席，並以出席董事過
半數之同意互選董事長一人，
並依同一方式由董事互推副董
事長一人。 

配合實務需

要 

第十五條 
董事會除每屆第一次依公司法第二
○三條規定外，餘均由董事長召集
並任主席，董事長因故不能出席時
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
副董事長亦因故不能出席時由董事
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時
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十五條  
董事會除每屆第一次依公司法第 
二○三條規定外，餘均由董事
長召集並任主席，董事長因故
不能出席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
，副董事長亦因故不能出席時
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
，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
理之。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
出席董事會時，依公司法二○

配合法令規

定與實務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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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
，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
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董事會
召集通知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
件（E-mail）等方式為之。 

五條規定辦理。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
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
監察人；但遇有緊急情事時，
得隨時召集之。董事會召集通
知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
（E-mail）等方式為之。 

第十六條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有規定外，
應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並以出席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董事會得以視
訊會議為之，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
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
時，依公司法二○五條規定辦理。 
 
 
 
 
 
 
 
 
 
 
 
獨立董事對於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
規定應提董事會之事項，獨立董事
應親自出席不得委由非獨立董事代
理；獨立董事如不能親自出席董事
會，得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 
獨立董事如對前項議案有反對或保
留意見時，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
並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第十六條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有規定
外，應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
並以出席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董事會得以視訊會議為之，董
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
自出席。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
席，如無法親自出席得委託其
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委託其
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應
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
集事由之授權範圍。 
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
為限。 
董事居住國外者，得以書面委
託居住國內之其他股東經常代
理出席董事會。 
前項代理人，應向主管機關申
請登記，變更時亦同。 
本公司獨立董事應親自出席或
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席。 

配合法令規

定 

第十七條 
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
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
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
會及其成員之職權行使及相關事項
，依照證券交易法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第十七條 
監察人得列席董事會議聽取報
告及陳述意見，但無表決權。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

謹依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 

第二十條 
本公司之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
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董事會應
於每一會計年度終了時，造具下列
各項表冊並依法定程序提交股東會
請求承認： 

第二十條 
本公司以會計年度為營業決算
期，並應造具下列各項決算表
冊經董事會審議後送請監察人
查核後提交股東會請求承認: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並

取消監察人

制度，修正

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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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配或虧損撥補之議
案，於股東常會召開三十日前
交監察人查核，出具報告書，
提交股東會，請求承認。 

第廿一條 
年度結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
及彌補以往年度虧損，次提列法定
盈餘公積，並按法令規定或實際需
要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加
計保留盈餘調整數為本期可分配盈
餘，併同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由
董事會擬定股東紅利分配議案，提
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分派比例如
下： 
一、 員工紅利 4%，分配對象得含括

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其條件認定，授權董事會辦
理。 

二、 董事酬勞 2%。 
三、 股東紅利 94%。 
本公司所處產業環境多變，為因應
景氣與市場變化，須持續增加資本
支出，考量未來資金需求，前項股
東紅利之分派，於本期淨利為正數
之情況下，應不低於本期可分配盈
餘 30%，其中現金股利比例不低於
當年度股利總額 10%。 

第廿一條 
年度結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
稅款及彌補以往年度虧損，次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及特別盈餘
公積後，其餘額加計以前年度
未分配盈餘之範圍內，由董事
會擬定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
決議分派之。分派比例如下： 
  
 
一、 員工紅利 4%，分配對象得

含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
公司員工，其條件認定，
授權董事會辦理。 

二、 董監事酬勞 2%。 
三、 股東紅利 94%。 
本公司所處產業環境多變，為
因應景氣與市場變化，須持續
增加資本支出，考量未來資金
需求，前項股東紅利之分派，
現金股利發放比例不得低於
10%。 

修訂股利政

策 

第廿二條 
本公司董事執行本公司職務時，不
論公司營業盈虧，公司得支給相當
之車馬費、津貼及報酬，授權董事
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
貢獻之價值，參照同業水準，於不
超過本公司核薪辦法所訂最高薪階
之標準議定之。 
 
如公司分派盈餘，另依第廿一條之
規定分配酬勞。 
本公司股東或董事充任經理人或職
工者，概視同一般之員工支領薪資
。 

第廿二條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執行本公
司職務時，不論公司營業盈虧
，公司得支給相當之車馬費、
津貼及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
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
獻之價值，參照同業水準，於
不超過本公司核薪辦法所訂最
高薪階之標準議定之。 
如公司分派盈餘，另依第廿一
條之規定分配酬勞。 
本公司股東或董事充任經理人
或職工者，概視同一般之員工
支領薪資。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並

取消監察人

制度，修正

相關文字 

第廿四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訂立於民國五十七
年八月六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年六
月九日 

第廿四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訂立於民國五
十七年八月六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
年六月九日 

增列修正日

期及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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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
十二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六
月四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六
月六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
月十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
六月十二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二
年六月四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三
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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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十】 

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第 三 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 
董事會召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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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資訊觀測站。股東常會及股東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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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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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未滿一仟股之股東，股東會開 
會通知書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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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 
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 
（以下略） 

第 三 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
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
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
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
或解任董事、監察人事項等各項
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
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
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
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
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
測站。股東常會及股東臨時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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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陳列於公司及股務
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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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未滿一仟股之股
東，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得以公告
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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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三條之六之事項應在召
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
提出。 
 
（以下略） 

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

會並取消

監察人制

度，修正

相關文字 

第 六 條： 
（第一、 二項略）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
下稱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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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六 條： 
（第一、 二項略）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
(以下稱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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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法令

規定及設

置審計委

員會並取

消監察人

制度，修

正相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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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
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 
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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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
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
代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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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者，應
另附選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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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第七條： 
（第一、 二項略）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 
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 
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 
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 
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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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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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第一、 二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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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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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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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法令

修訂 

第十一條： 
（第一至五項略）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 
指派一人代表出席。政府或法人為股 
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 
人，惟代表人人數以本公司一般董事 
人數為上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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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第一至五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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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法令

修訂 

第十三條： 
（第一至四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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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第十三條： 
（第一至四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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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或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 
訊觀測站。 
（以下略） 

配合法令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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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 
訂【董事選舉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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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
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
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
為止。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 
應依本公司所訂【董事及監察人 
選舉辦法】辦理，並應當場宣布 
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監察 
人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
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
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
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

會並取消

監察人制

度，修正

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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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十一】 

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選
舉辦法 

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

爰刪除監察

人相關用語

第 一 條：茲依照公司法及本公司
章程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
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
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為審查
董事候選人之資格條件、學經歷背
景及有無公司法第三十條所列各款
情事等事項，不得任意增列其他資
格條件之證明文件，並應將審查結
果提供股東參考，俾選出適任之董
事。 

第 一 條：茲依照公司法及本
公司章程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凡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
舉，悉依本辦法之規定。 
 
 
 
 
 
 

配合設置獨

立董事，修

正相關規定

第 二 條：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
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
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並就本身運
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
當之多元方針，宜包括但不限於以
下二大面向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
、國籍及文化等。 
二、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法
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
技）、專業技能及產業經驗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
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
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
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採用累積投票
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

第 二 條： 
本項新增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
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及監

配合設置

獨立董事

，修正相

關規定及

配合法令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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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
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
選舉權數較多者，當選為董事。選
舉人之記名以在選票上所印之股東
戶號代之。 

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
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數較
多者，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 
選舉人之記名以在選票上所印
之股東戶號代之。 

第 三 條：本公司董事，依本公司
章程所規定之名額，獨立董事與非
獨立董事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
當選名額，由所得選票權數較多者
，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票權
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以抽籤
決定之，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理抽籤
。獨立董事因故解任，致人數不足
章程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
補選之；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獨
立董事均解任時，董事會應於六十
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第 三 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
人，依本公司章程所規定之名
額，以得選票權數較多者當選
。如有二人以上得票權數相同
而超過規定名額時，以抽籤決
定之，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理抽
籤。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監
察人全體解任應於六十日內召
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配合設置

獨立董事

及審計委

員會，修

正相關規

定。 

第 七 條：選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無效： 
（1）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2）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 
（3）除填寫本辦法第六條被選舉

人相關資料外，夾寫其他文
字者。 

（4）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
者。 

（5）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
者，其股東戶名、股東戶號
與股東名簿所列不符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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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
股東姓名相同，而未註明股
東戶號或身分證字號以資識
別者。 

第 七 條：選票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無效： 
（1）不用第二條所規定之選票

者。 
（2）所填被選舉人人數超過規

定名額者。 
（3）除填寫本辦法第六條被選 

舉人相關資料外，夾寫其
他文字者。 

（4）字跡模糊，無法辨認者。 
 
（5）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 

分者，其股東戶名、股東
戶號與股東名簿所列不符
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
東身分者，其姓名與身分
證字號經核對不符者。 

（6）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
他股東姓名相同，而未
註明股東戶號或身分證
字號以資識別者。 

依實務需

要修正 

第八條：董事選舉設一票櫃，投票
完畢後進行開票。 

第八條：董事及監察人選舉各
設票櫃一個，分組進行開票。 

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

會，爰刪

除監察人

相關用語 
第十二條：開票結果由監票員核
對有效票及廢票之總和無訛後，
就有效票數及選舉權數暨廢票及
選舉權數分別登記。並由主席當

第十二條：開票結果由監票員
核對有效票及廢票之總和無訛
後，就有效票數及選舉權數暨
廢票及選舉權數分別登記，當

配合法令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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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宣布開票結果，包含董事當選
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
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
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
訴訟終結為止。 

場宣佈開票結果。 

第十三條：當選董事由董事會發
給當選通知書，並由當選人簽署
願任同意書。 

第十三條：當選董事及監察人
由董事會分別發給當選通知書
，並由當選人簽署願任同意書
。 

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

會，刪除

監察人相

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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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十二】 

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第八條：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如下： 
十、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管
程序： 
﹝（一）~（三）略﹞ 
（四）子公司及關係企業內部稽核
人員至少每季稽核資金貸與程序及
其執行情形，並做成書面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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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八條：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
作業程序如下： 
十、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
控管程序： 
﹝（一）~（三）略﹞ 
（四）子公司及關係企業內部
稽核人員至少每季稽核資金
貸與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
做成書面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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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爰刪除監察

人相關用語

第九條：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如
下： 
六、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
程序： 
﹝（一）~（三）略﹞ 
（四）子公司及關係企業內部稽核人
員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及其執行情形，並做成書面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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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第九條：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如下： 
六、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
控管程序： 
﹝（一）~（三）略﹞ 
（四）子公司及關係企業內部
稽核人員至少每季稽核背書
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
，並做成書面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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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

爰刪除監察

人相關用語

第十條：本公司將公司資金貸與他人
前，應審慎評估是否符合本作業程序
之規定，併同第八條第六款之評估結
果提董事會決議後辦理，不得授權其
他人決定。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公司間之資
金貸與，應依前項規定提董事會決議
，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於
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一年
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第八條第
三款第四目規定者外，本公司或子公

第十條：本公司將公司資金貸
與他人前，應審慎評估是否符
合本作業程序之規定，併同第
八條第六款之評估結果提董事
會決議後辦理，不得授權其他
人決定。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公司
間之資金貸與，應依前項規定
提董事會決議，並得授權董事
長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
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一年之
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第
八條第三款第四目規定者外，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

爰刪除監察

人相關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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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對單一企業之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
不得超過該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十。 
 
資金貸與他人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
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
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 
 

本公司或子公司對單一企業之
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得超過
該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十。 
本公司若設置獨立董事，將資
金貸與他人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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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
，應建立備查簿，就資金貸與之對象
、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資金貸放
日期及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應審慎評估
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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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第十一條：本公司辦理資金貸
與事項，應建立備查簿，就資
金貸與之對象、金額、董事會
通過日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
前條第一項規定應審慎評估之
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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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

爰刪除監察

人相關用語

第十二條：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
與對象不符規定或餘額超限時，應訂
定改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交審
計委員會，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第十二條：本公司因情事變更
，致貸與對象不符規定或餘額
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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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爰刪除監察

人相關用語

第十三條：本公司為他人背書或提供
保證前，應審慎評估是否符合本作業
程序之規定，併同第九條第五款之評
估結果提報董事會決議後辦理，或董
事會依第九條第八款授權董事長在一
定額度內決行，事後再報經最近期之
董事會追認。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
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司依第五條第
二項規定為背書保證前，並應提報本
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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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他人背書保證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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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本公司為他人背書
或提供保證前，應審慎評估是
否符合本作業程序之規定，併
同第九條第五款之評估結果提
報董事會決議後辦理，或董事
會依第九條第八款授權董事長
在一定額度內決行，事後再報
經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
司依第五條第二項規定為背書
保證前，並應提報本公司董事
會決議後始得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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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若設置獨立董事，為他
人背書保證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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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

爰刪除監察

人相關用語

第十四條：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
，財務單位應建立背書保證備查簿，

第十四條：本公司辦理背書保
證事項，財務單位應建立背書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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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被保證公司承諾擔保事項、被背書
保證企業之名稱、風險評估結果、背
書保證金額、取得擔保品內容及評估
價值、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行日期
、背書保證日期，解除背書保證責任
之條件與日期及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應
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本公司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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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證備查簿，對被保證公司承
諾擔保事項、被背書保證企業
之名稱、風險評估結果、背書
保證金額、取得擔保品內容及
評估價值、董事會通過或董事
長決行日期、背書保證日期，
解除背書保證責任之條件與日
期及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應審慎
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本公司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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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爰刪除監察

人相關用語

第十五條：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
務需要，而有超過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所訂額度之必要且符合本作業程序所
訂條件者，應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後，
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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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修訂本作業程序，報經股東會追認
之；股東會不同意時應於合約所訂期
限屆滿時（最遲於合約屆滿六個月內
辦妥）全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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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 
 

第十五條：本公司辦理背書保
證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背書
保證作業程序所訂額度之必要
且符合本作業程序所訂條件者
，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數以
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
之損失具名聯保，並修正本作
業程序，報經股東會追認之；
股東會不同意時應於合約所訂
期限屆滿時（最遲於合約屆滿
六個月內辦妥）全部消除。 
本公司若設置獨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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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

爰刪除監察

人相關用語

第十六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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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該對象背書保證金額或
超過部分應於合約所訂期限屆滿時（
最遲於合約屆滿六個月內辦妥）全部
消除，並將該改善計劃送交審計委員
會及報告於董事會，且須依計畫時程
完成改善。 
 

第十六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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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該
對象背書保證金額或超過部分
應於合約所訂期限屆滿時（最
遲於合約屆滿六個月內辦妥）
全部消除，並將該改善計劃送
各監察人及報告於董事會，且
須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

爰刪除監察

人相關用語

第二十三條：本作業程序應經審計委
員會同意，送交董事會決議通過後，
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
異議送交審計委員會及提報股東會討
論，修訂時亦同。 
 
 

第二十三條：本作業程序經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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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
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訂時亦
同。 
本公司若設置獨立董事，依前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

爰刪除監察

人相關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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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將本作業程序提報董事
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
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
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
入董事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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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十三】 

 
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第六條：關係人交易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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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資料應
先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董事
會決議，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
付款項： 
〔（一）~（六）略〕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
他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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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程序規定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
提交董事會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取
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董
事會得依【職務授權作業程序】
規定，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
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
董事會追認。 
依本項第一款規定提報董事會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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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項第一款規定應經審計委員
會同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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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第十三條第二項
第四款及第五款規定。 

 
（三~四項略）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如經按第三、四項規定評估結
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
下列事項： 

第六條：關係人交易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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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略〕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
他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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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與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取
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董
事會得依【職務授權作業程序】
規定，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
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
董事會追認。 
若設有獨立董事，依本項第一款
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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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設有審計委員會，依本項第一
款規定應經監察人承認事項，應
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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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用第十三條第二項第四款及第
五款規定。 
（三~四項略）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如經按第三、四項規定評估結
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
下列事項： 

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

會，爰刪

除監察人

相關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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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
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交法第
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
增資配股。若本公司採權益法
評價之被投資者為公開發行公
司，本公司亦應就該公司之提
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交法第
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 
（二）審計委員會應依公司法第
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以下略） 

（一）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
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交法第
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
增資配股。若本公司採權益法
評價之被投資者為公開發行公
司，本公司亦應就該公司之提
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交法第
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 
（二）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
十八條規定辦理。 
（以下略） 

第七條：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二）略〕 
（三）權責劃分： 
由於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變化
迅速，操作技巧及資金調度由
總經理室及財務部門指派專人
負責，且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
易人員及確認、交割等作業人
員不得互相兼任代理。 
（1.~4.略） 

5.衍生性商品核決權限 
（1）避險性交易之核決權限 

核決
權人 

每日交易權
限 

淨累積部交易
權限 

財務
主管 

US$1M以下 US$3M 以下
（含） 

總經
理 

US$1M-3M
（含） 

US$9M 以下
（含） 

董事
長 

US$3M以上 US$15M 以下
（含） 

（2）其他特定用途之核准，
依【職務授權作業程序】相
關規定辦理。 

（以下略） 
（五）部位之限額： 

1.特定用途交易額度：全公司
淨累積部位之契約總額不超過
最近期財務報表公司淨值
25%。 

（以下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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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二）略〕 
（三）權責劃分： 
由於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變化
迅速，操作技巧及資金調度由
總經理室及財務部門指派專人
負責，且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
易人員及確認、交割等作業人
員不得互相兼任代理。 
（1.~4.略） 

5.衍生性商品核決權限 
（1）避險性交易之核決權限 

核決
權人

每日交易權
限 

淨累積部交易
權限 

財會
主管

US$1M以下 US$3M 以下
（含） 

總經
理 

US$1M-3M
（含） 

US$9M 以下
（含） 

董事
長 

US$3M以上 US$15M 以下
（含） 

（2）其他特定用途之核准，
依【職務授權作業程序】相
關規定辦理。 

（以下略） 
（五）部位之限額： 

1.特定用途交易額度：全公司
淨累積部位之契約總額不超
過最近期財務報表公司淨值
15%。 

（以下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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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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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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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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書面通知各監察
人。 

第十三條：  
一、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
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
、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與
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二、本公司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提董事會
決議，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訂
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董
事異議資料送交審計委員會。 
依前款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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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款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
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
員會之決議。 
第一款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及前款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
任者計算之。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本
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先經
審計委員會同意，提董事會決議
。若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
書面聲明，公司應將董事異議資
料送交審計委員會。 
依前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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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第十三條：  
一、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
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
、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與
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二、本公司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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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設有獨立董事者，依前款規定
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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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設有審計委員會者，訂定或修
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應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前款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
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
會之決議。 
第三款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及前款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
任者計算之。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本
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
事會通過者，若有董事表示異議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公司應將
董事會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 
 
若設有獨立董事者，依前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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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設有審計委員會者，重大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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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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用上項第四款及第五款規定。 

 
四、依前項規定將本程序及依本
程序所辦理事項提報董事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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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理由列入董事會議紀錄。 

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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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上項
第四款及第五款規定。 
四、依前項規定將本程序及依本
程序所辦理事項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董事之意見，
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意見及理由
列入董事會議紀錄。 

 

 

 

 

 

     

  

 

 

 

 

 

 

 

 


